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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鸡肉包及制备方法，包括

皮料和馅料，所述馅料包括A组分、B组分和C组

分，所述A组分的配方包括家乐鸡粉、糖、奥尔良

粉、生抽、老抽和盐；所述B组分的配方包括冰水

和玉米淀粉；所述C组分的配方包括鸡胸肉、肥猪

肉、生姜粒和料酒；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一，原料选取；步骤二，肉类绞泥；步骤三，搅馅

调味；步骤四，皮料制作；步骤五，包子制作；步骤

六，包装保存；该鸡肉包及制备方法，馅料加入了

肥猪肉，使得馅料汁水更多，具有鸡肉香味的同

时猪油的香味，并加入了家乐鸡粉和奥尔良粉，

使得鸡肉风味更甚，鲜香可口，同时生姜和肉类

同时搅碎，祛除了腥味，也不会影响口感，营养口

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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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鸡肉包，包括皮料和馅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1，所述皮料

由小麦粉、酵母、糖和水按照80∶1∶1∶40的比例进行选取，所述馅料包括A组分、B组分和C组

分，所述A组分的配方包括家乐鸡粉、糖、奥尔良粉、生抽、老抽和盐，且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

份数分别是：8-12份的家乐鸡粉、12-18份的糖、45-55份的奥尔良粉、48-53份的生抽、1-3份

的老抽和0.5-1.5份的盐；所述B组分的配方包括冰水和玉米淀粉，且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

数分别是：180-220份的冰水和4-6份的玉米淀粉；所述C组分的配方包括鸡胸肉、肥猪肉、生

姜粒和料酒，且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450-550份的鸡胸肉、250-350份的肥猪肉、

8-12份的生姜粒和8-12份的料酒。

2.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原料选取；步骤二，肉类绞泥；步骤

三，搅馅调味；步骤四，皮料制作；步骤五，包子制作；步骤六，包装保存；其特征在于：

其中在上述步骤一中，原料选取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8-12份的家乐鸡粉、12-18份的糖、45-55份的

奥尔良粉、48-53份的生抽、1-3份的老抽和0.5-1 .5份的盐；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

是：180-220份的冰水和4-6份的玉米淀粉；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450-550份的鸡

胸肉、250-350份的肥猪肉、8-12份的生姜粒和8-12份的料酒进行馅料原料的分类选取；

2）按照小麦粉、酵母和水按照80∶1∶40的比例进行选取，且按照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

1进行选取；

其中在上述步骤二中，肉类绞泥包括以下步骤：

1）把肥猪肉、鸡胸肉清洗干净后去掉骨头和杂质；

2）加入生姜粒用绞肉机一起绞出，备用；

其中在上述步骤三中，搅馅调味包括以下步骤：

1）将绞好的肉馅加入搅馅机中，再加入料酒，混合搅拌均匀；

2）将冰水和玉米淀粉混合搅拌均匀，成胶体状，分别5次加入倒进搅拌机里，加入的同

时不断搅拌；

3）再将C组分的材料加入，搅拌5分钟调料融化即可；

其中在上述步骤四中，按照正常的和面程序进行皮料的制作；

其中在上述步骤五中，按照1∶1的比例，将馅料包入皮料中；

其中在上述步骤六中，将包好的鸡肉包放入冷冻库保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绞肉前

利用开水将绞肉机进行消毒并晾干。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搅馅利

用开水将搅馅机进行消毒并晾干。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1）中，搅拌

速度为80-90rpm，搅拌时间为2分钟。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2）中，5次的

间隔时间均为5分钟，搅拌速度为80-90rpm。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六中，保存时

鸡肉包之间需用包装纸搞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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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鸡肉包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面食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鸡肉包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面食是指主要以面粉制成的食物，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种类的面食，中国的面点小

吃历史悠久，风味各异，品种繁多，主要有面条、馒头、花卷、油条、麻什、烧饼、饺子、包子、馄

饨、麻花等，西餐有面包、各种烤饼等。其中包子由于口感美味，营养丰富得到了大众的喜

爱，现有的鸡肉包子馅料口感单一，层次不丰富，易有腥味，同时生姜颗粒感较强，影响食

用，因此设计一种鸡肉包及制备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鸡肉包及制备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

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鸡肉包，包括皮料和馅

料，所述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1，所述皮料由小麦粉、酵母、糖和水按照80∶1∶1∶40的比例

进行选取，所述馅料包括A组分、B组分和C组分，所述A组分的配方包括家乐鸡粉、糖、奥尔良

粉、生抽、老抽和盐，且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8-12份的家乐鸡粉、12-18份的糖、

45-55份的奥尔良粉、48-53份的生抽、1-3份的老抽和0.5-1.5份的盐；所述B组分的配方包

括冰水和玉米淀粉，且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180-220份的冰水和4-6份的玉米淀

粉；所述C组分的配方包括鸡胸肉、肥猪肉、生姜粒和料酒，且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

是：450-550份的鸡胸肉、250-350份的肥猪肉、8-12份的生姜粒和8-12份的料酒。

[0005] 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原料选取；步骤二，肉类绞泥；步

骤三，搅馅调味；步骤四，皮料制作；步骤五，包子制作；步骤六，包装保存；

其中在上述步骤一中，原料选取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8-12份的家乐鸡粉、12-18份的糖、45-55份的

奥尔良粉、48-53份的生抽、1-3份的老抽和0.5-1 .5份的盐；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

是：180-220份的冰水和4-6份的玉米淀粉；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450-550份的鸡

胸肉、250-350份的肥猪肉、8-12份的生姜粒和8-12份的料酒进行馅料原料的分类选取；

2）按照小麦粉、酵母和水按照80∶1∶40的比例进行选取，且按照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

1进行选取；

其中在上述步骤二中，肉类绞泥包括以下步骤：

1）把肥猪肉、鸡胸肉清洗干净后去掉骨头和杂质；

2）加入生姜粒用绞肉机一起绞出，备用；

其中在上述步骤三中，搅馅调味包括以下步骤：

1）将绞好的肉馅加入搅馅机中，再加入料酒，混合搅拌均匀；

2）将冰水和玉米淀粉混合搅拌均匀，成胶体状，分别5次加入倒进搅拌机里，加入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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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断搅拌；

3）再将C组分的材料加入，搅拌5分钟调料融化即可；

其中在上述步骤四中，按照正常的和面程序进行皮料的制作；

其中在上述步骤五中，按照1∶1的比例，将馅料包入皮料中；

其中在上述步骤六中，将包好的鸡肉包放入冷冻库保存。

[000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二中，绞肉前利用开水将绞肉机进行消毒并晾干。

[0007]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三中，搅馅利用开水将搅馅机进行消毒并晾干。

[000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三1）中，搅拌速度为80-90rpm，搅拌时间为2分钟。

[000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三2）中，5次的间隔时间均为5分钟，搅拌速度为80-

90rpm。

[001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六中，保存时鸡肉包之间需用包装纸搞隔开。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该鸡肉包及制备方法，馅料加入了

肥猪肉，使得馅料汁水更多，具有鸡肉香味的同时猪油的香味，并加入了家乐鸡粉和奥尔良

粉，使得鸡肉风味更甚，鲜香可口，同时生姜和肉类同时搅碎，祛除了腥味，也不会影响口

感，营养口感丰富。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4]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实施例1：

一种鸡肉包，包括皮料和馅料，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1，皮料由小麦粉、酵母、糖和水

按照80∶1∶1∶40的比例进行选取，馅料包括A组分、B组分和C组分，A组分的配方包括家乐鸡

粉、糖、奥尔良粉、生抽、老抽和盐，且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8份的家乐鸡粉、12份

的糖、45份的奥尔良粉、48份的生抽、1份的老抽和0.5份的盐；B组分的配方包括冰水和玉米

淀粉，且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180份的冰水和4份的玉米淀粉；C组分的配方包括

鸡胸肉、肥猪肉、生姜粒和料酒，且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450份的鸡胸肉、250份

的肥猪肉、8份的生姜粒和8份的料酒。

[0015] 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原料选取；步骤二，肉类绞泥；步

骤三，搅馅调味；步骤四，皮料制作；步骤五，包子制作；步骤六，包装保存；

其中在上述步骤一中，原料选取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8份的家乐鸡粉、12份的糖、45份的奥尔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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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份的生抽、1份的老抽和0.5份的盐；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180份的冰水和4份

的玉米淀粉；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450份的鸡胸肉、250份的肥猪肉、8份的生姜

粒和8份的料酒进行馅料原料的分类选取；

2）按照小麦粉、酵母和水按照80∶1∶40的比例进行选取，且按照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

1进行选取；

其中在上述步骤二中，肉类绞泥包括以下步骤：

1）把肥猪肉、鸡胸肉清洗干净后去掉骨头和杂质；

2）加入生姜粒用绞肉机一起绞出，备用；

其中在上述步骤三中，搅馅调味包括以下步骤：

1）将绞好的肉馅加入搅馅机中，再加入料酒，混合搅拌均匀，搅拌速度为80-90rpm，搅

拌时间为2分钟；

2）将冰水和玉米淀粉混合搅拌均匀，成胶体状，分别5次加入倒进搅拌机里，加入的同

时不断搅拌，5次的间隔时间均为5分钟，搅拌速度为80-90rpm；

3）再将C组分的材料加入，搅拌5分钟调料融化即可；

其中在上述步骤四中，按照正常的和面程序进行皮料的制作；

其中在上述步骤五中，按照1∶1的比例，将馅料包入皮料中；

其中在上述步骤六中，将包好的鸡肉包放入冷冻库保存，保存时鸡肉包之间需用包装

纸搞隔开。

[0016] 其中，步骤二中，绞肉前利用开水将绞肉机进行消毒并晾干；步骤三中，搅馅利用

开水将搅馅机进行消毒并晾干。

[0017] 该实施例所得鸡肉包整体偏小，适合饭量小的人群食用，其馅料加入了肥猪肉，使

得馅料汁水更多，具有鸡肉香味的同时猪油的香味，并加入了家乐鸡粉和奥尔良粉，使得鸡

肉风味更甚，鲜香可口。

[0018] 实施例2：

一种鸡肉包，包括皮料和馅料，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1，皮料由小麦粉、酵母、糖和水

按照80∶1∶1∶40的比例进行选取，馅料包括A组分、B组分和C组分，A组分的配方包括家乐鸡

粉、糖、奥尔良粉、生抽、老抽和盐，且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10份的家乐鸡粉、15

份的糖、50份的奥尔良粉、50份的生抽、2份的老抽和1份的盐；B组分的配方包括冰水和玉米

淀粉，且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200份的冰水和5份的玉米淀粉；C组分的配方包括

鸡胸肉、肥猪肉、生姜粒和料酒，且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500份的鸡胸肉、300份

的肥猪肉、10份的生姜粒和10份的料酒。

[0019] 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原料选取；步骤二，肉类绞泥；步

骤三，搅馅调味；步骤四，皮料制作；步骤五，包子制作；步骤六，包装保存；

其中在上述步骤一中，原料选取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10份的家乐鸡粉、15份的糖、50份的奥尔良粉、

50份的生抽、2份的老抽和1份的盐；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200份的冰水和5份的

玉米淀粉；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500份的鸡胸肉、300份的肥猪肉、10份的生姜粒

和10份的料酒进行馅料原料的分类选取；

2）按照小麦粉、酵母和水按照80∶1∶40的比例进行选取，且按照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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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选取；

其中在上述步骤二中，肉类绞泥包括以下步骤：

1）把肥猪肉、鸡胸肉清洗干净后去掉骨头和杂质；

2）加入生姜粒用绞肉机一起绞出，备用；

其中在上述步骤三中，搅馅调味包括以下步骤：

1）将绞好的肉馅加入搅馅机中，再加入料酒，混合搅拌均匀，搅拌速度为80-90rpm，搅

拌时间为2分钟；

2）将冰水和玉米淀粉混合搅拌均匀，成胶体状，分别5次加入倒进搅拌机里，加入的同

时不断搅拌，5次的间隔时间均为5分钟，搅拌速度为80-90rpm；

3）再将C组分的材料加入，搅拌5分钟调料融化即可；

其中在上述步骤四中，按照正常的和面程序进行皮料的制作；

其中在上述步骤五中，按照1∶1的比例，将馅料包入皮料中；

其中在上述步骤六中，将包好的鸡肉包放入冷冻库保存，保存时鸡肉包之间需用包装

纸搞隔开。

[0020] 其中，步骤二中，绞肉前利用开水将绞肉机进行消毒并晾干；步骤三中，搅馅利用

开水将搅馅机进行消毒并晾干。

[0021] 该实施例所得鸡肉包大小适中，便于进食，其馅料加入了肥猪肉，使得馅料汁水更

多，具有鸡肉香味的同时猪油的香味，并加入了家乐鸡粉和奥尔良粉，使得鸡肉风味更甚，

鲜香可口。

[0022] 实施例3：

一种鸡肉包，包括皮料和馅料，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1，皮料由小麦粉、酵母、糖和水

按照80∶1∶1∶40的比例进行选取，馅料包括A组分、B组分和C组分，A组分的配方包括家乐鸡

粉、糖、奥尔良粉、生抽、老抽和盐，且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12份的家乐鸡粉、18

份的糖、55份的奥尔良粉、53份的生抽、3份的老抽和1.5份的盐；B组分的配方包括冰水和玉

米淀粉，且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220份的冰水和6份的玉米淀粉；C组分的配方包

括鸡胸肉、肥猪肉、生姜粒和料酒，且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550份的鸡胸肉、350

份的肥猪肉、12份的生姜粒和12份的料酒。

[0023] 一种鸡肉包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原料选取；步骤二，肉类绞泥；步

骤三，搅馅调味；步骤四，皮料制作；步骤五，包子制作；步骤六，包装保存；

其中在上述步骤一中，原料选取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A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12份的家乐鸡粉、18份的糖、55份的奥尔良粉、

53份的生抽、3份的老抽和1.5份的盐；B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220份的冰水和6份

的玉米淀粉；C组分各原料的重量份数分别是：550份的鸡胸肉、350份的肥猪肉、12份的生姜

粒和12份的料酒进行馅料原料的分类选取；

2）按照小麦粉、酵母和水按照80∶1∶40的比例进行选取，且按照皮料与馅料的比例为1∶

1进行选取；

其中在上述步骤二中，肉类绞泥包括以下步骤：

1）把肥猪肉、鸡胸肉清洗干净后去掉骨头和杂质；

2）加入生姜粒用绞肉机一起绞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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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上述步骤三中，搅馅调味包括以下步骤：

1）将绞好的肉馅加入搅馅机中，再加入料酒，混合搅拌均匀，搅拌速度为80-90rpm，搅

拌时间为2分钟；

2）将冰水和玉米淀粉混合搅拌均匀，成胶体状，分别5次加入倒进搅拌机里，加入的同

时不断搅拌，5次的间隔时间均为5分钟，搅拌速度为80-90rpm；

3）再将C组分的材料加入，搅拌5分钟调料融化即可；

其中在上述步骤四中，按照正常的和面程序进行皮料的制作；

其中在上述步骤五中，按照1∶1的比例，将馅料包入皮料中；

其中在上述步骤六中，将包好的鸡肉包放入冷冻库保存，保存时鸡肉包之间需用包装

纸搞隔开。

[0024] 其中，步骤二中，绞肉前利用开水将绞肉机进行消毒并晾干；步骤三中，搅馅利用

开水将搅馅机进行消毒并晾干。

[0025] 该实施例所得鸡肉包整体偏大，份量满满，其馅料加入了肥猪肉，使得馅料汁水更

多，具有鸡肉香味的同时猪油的香味，并加入了家乐鸡粉和奥尔良粉，使得鸡肉风味更甚，

鲜香可口。

[0026]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2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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