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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食品领域，尤其是食品行业中的

泡菜领域，具体为一种增香型泡菜及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蔬菜、食盐、处理后酸奶上清

液、冷开水和香辛料；其中，蔬菜：食盐=100：3-6，

蔬菜与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和冷开水的比例

为1-3:1，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和冷开水重量比

例为1-2：1；香辛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

清液总质量的3-5%；所述泡菜总体盐度为3-6。本

发明中泡菜采用自然发酵的模式，通过添加酸奶

上清液，增加泡菜的香味和安全性，调控泡菜发

酵温度和贮藏环境，实现泡菜多轮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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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增香型泡菜，其特征在于：包括蔬菜、食盐、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冷开水和香辛

料；其中，蔬菜：食盐=100：3-6，蔬菜与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和冷开水的比例为1-3:1，预

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和冷开水重量比例为1：1；香辛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质

量的3-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香型泡菜，其特征在于：所述泡菜总体盐度为3-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香型泡菜，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辛料包括有质量份的老

姜2-5份、大蒜1-2份、小米辣3-6份、红花椒0.1-0.2份、白砂糖2-5份和白酒1-3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香型泡菜，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酸度

在0.65-0.85，乳酸菌含量在6.5-7.5  log10CFU/mL，乙醛含量>10μg/ml,  双乙酰>1μg/m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酸奶上清液预处理：收集酸奶发酵成熟后上清液，在无菌下3000-4000r/min离心5-

15min除去沉淀后除色，收集过滤液备用；

（2）泡菜的制备：将蔬菜清洗、切分、溺干，添加食盐进行盐渍，盐渍时间2-3h，除去脱出

的水分后放入泡菜坛中，添加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淹没蔬菜1-3h，再添加冷开水和香辛

料；

（3）发酵温度的调控：泡菜坛先在13～18℃条件下第一次恒温发酵，发酵时间24～48小

时，然后在18～25℃条件下第二次恒温发酵，发酵时间≥12h，至泡菜pH为3.5-3.8为止；

（4）后期贮藏：将泡菜坛坦沿水去掉，采用食盐密封，食盐压实，然后至于浓香型白酒窖

池中，持续贮藏15-30d。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除

色通过无菌的活性炭进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窖

池顶端用木板和薄膜盖住，然后泥封，每隔3-8d翻池晃动泡菜坛1-3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浓香型白酒窖

池的窖池温度在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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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香型泡菜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领域，尤其是食品行业中的泡菜领域，具体为一种增香型泡菜及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蔬菜从古代至今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许多蔬菜在原始社会时期已被劳动

人民所利用(食用)。为了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食物需要，在收获旺季必须把部分蔬菜贮藏起

来，以便在淡季时食用。于是人们在实践中，用盐将蔬菜通过渍或腌的方式保藏起来，这就

是蔬菜的盐渍，是泡菜制作的第一步。经过食盐泡渍的蔬菜称为盐渍菜，所以盐渍菜是泡菜

的雏形，是我国传统的生物发酵制品，是我国珍贵的民族遗产而延续至今。

[0003] 泡菜富含以乳酸菌为主的优势益生菌群，风味纯厚，传承千年，延续至今。随着泡

菜产业的快速发展，泡菜已经形成了以四川泡菜为代表的产业群，但泡菜产品同质化严重

现象依然存在。自然发酵泡菜发酵前期原料自身携带的不友好微生物大量生长，引起亚硝

酸盐含量升高，且自然发酵泡菜存在品质不稳定，发酵后期菌群单一，风味不足等问题，间

接导致目前市场上主导的还是以红油泡菜为代表的调味泡菜，由于产品保质期的需求，市

场上绝大部分产品都采用灭菌处理，失去了泡菜乳酸菌的本质，泡菜产品同质化严重、风味

不足、无乳酸菌等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开发风味强，口感

好的泡菜新产品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增香型泡菜及制备方法，以新鲜蔬菜为

原料，通过盐渍预处理后添加酸奶上清液，增加泡菜安全性和风物成分，通过温度控制，调

控泡菜发酵乳酸菌菌群结构，实现泡菜品质调控，发酵成熟后在酒窖中密封发酵，进一步提

升泡菜香味。

[0005] 解决以上技术问题的本发明中的一种增香型泡菜，其特征在于：包括蔬菜、食盐、

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冷开水和香辛料；其中，蔬菜：食盐＝100：3-6，蔬菜与预处理后的酸奶

上清液和冷开水的比例为1-3:1，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和冷开水重量比例为1-2：1；香辛料

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质量的3-5％；所述泡菜总体盐度为3-6。

[0006] 所述香辛料包括有质量份的老姜2-5份、大蒜1-2份、小米辣3-6份、红花椒0.1-0.2 

份、白砂糖2-5份和白酒1-3份。

[0007] 所述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酸度在0.65-0.85，乳酸菌含量在6.5-7.5log10CFU/mL，

乙醛含量>10μg/ml,双乙酰>1μg/ml，含有乳酸菌和风味物质。

[0008] 酸奶上清液主要为液体，有颜色，前期需要经离心、过滤、除色等处理，控制比例，

添加过多，泡菜风味不纯。

[0009] 本发明发明目的之一为增香，酸奶上清液中有很多蛋白质分解的营养物质和发酵

产生的香味物质，提供泡菜香味，其次含有乳酸菌和细菌素，对发酵泡菜初期环境带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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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微生物有抑制作用。

[0010] 本发明中一种增香型泡菜及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酸奶上清液预处理：收集酸奶发酵成熟后上清液，在无菌下3000-4000r/min离

心  5-15min除去沉淀，将离心上清液通过无菌的活性炭进行除色，收集过滤液备用。

[0012] 酸奶发酵成熟后上清液有沉淀和颜色，影响泡菜外观。

[0013] 酸奶发酵成熟后表面会产生大量上清液，上清液中有乳酸菌的代谢产物，如乳酸、

细菌素等抗菌物，还含有大量酸奶的风味物质，如乙醛、双乙酰、酯类等。本发明中酸奶上清

液中乳酸菌含量在6.5-7.5log10CFU/mL，次要利用酸奶中的乳酸菌，主要使用其风味物质

进行制作泡菜。本发明中酸奶是以新鲜的牛奶为原料，以乳酸菌为主导厌氧发酵的食品。

[0014] (2)泡菜的制备：将发酵用的蔬菜清洗、切分、溺干，添加食盐进行盐渍，盐渍2- 

3h，除去脱出的水分；添加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在陶瓷泡菜坛中淹没蔬菜1-3h，然后添

加一定比例的冷开水和香辛料，整个过程均维持泡菜体盐度为3-6；

[0015] (3)发酵温度的调控：泡菜坛放在恒温环境中，先在13～18℃条件下恒温发酵，有

利于乳酸菌异型发酵，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此阶段发酵24～48小时，然后在18～25℃条件下

发酵，此阶段乳酸菌大量产酸，此阶段持续发酵12h以上至泡菜pH下降至3.5-3.8为止。

[0016] 自然发酵泡菜容易收到环境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微生物群落结构，当改变

发酵温度和盐度等环境因子时，泡菜菌群也会发生改变。本专利采用分阶段温度发酵，先低

温发酵，利用低温使泡菜中异型发酵乳酸菌(肠膜明串珠菌、乳酸乳球菌等)大量生长，产生

大量风味物质等，后期再升高温度，泡菜大量产酸。

[0017] (4)后期贮藏：将泡菜坛坦沿水去掉，采用食盐密封，食盐压实，然后至于浓香型白

酒窖池，窖池顶端用木板和薄膜盖住，然后泥封，每隔3-8d翻池晃动泡菜坛1-3min，持续贮

藏15-30d。

[0018] 浓香型白酒窖池的窖池温度在22-28℃。

[0019] 浓香型白酒窖池即浓香型白酒的生产以窖池为平台，发酵过程中在糟醅固、液、气

三相界面会有庞大的微生物群系，真菌有汉逊酵母、德巴利酵母、酒香酵母等。

[0020] 本发明的积极效果体现在：

[0021] (一)充分利用酸奶的上清液中的乳酸、细菌素等抗菌物，和乙醛、双乙酰等风味物

质，抑制了泡菜前期杂菌的生长，提升了泡菜的安全性和风味。

[0022] (二)采用温度控制泡菜群落结构，延长泡菜异型发酵时间，增加泡菜风味。

[0023] (三)利用窖池中复杂微生物群系和稳定的温度等条件，增加泡菜发酵后期微生物

多样性，有利于增加产香酵母菌等在泡菜中的形成，实现泡菜稳定产香。

[0024] 本发明中泡菜采用自然发酵的模式，通过添加酸奶上清液，增加泡菜的香味和安

全性，调控泡菜发酵温度和贮藏环境，实现泡菜多轮增香，风味佳。

[0025] 泡菜的物理性能指标：pH  3.2-3.8，酸度0.6-1.0。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更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中泡菜风味成分离子强度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中泡菜感官评定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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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30] 其中，％如无特殊说明，均表示wt％，比例关系均为质量比；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酸奶上清液预处理：收集酸奶发酵成熟后上清液，在无菌下4000r/min离心

5min除去沉淀，将离心上清液通过无菌的活性炭进行除色，收集过滤液备用。

[0034] 酸奶与酸奶上清液有区别，酸奶主要是酪蛋白沉淀物，含有乳酸菌和风味物质，如

果添加酸奶对泡菜外观和口感有一定影响，口感、口味不佳。

[0035] 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酸度在0.65-0.85，乳酸菌含量在6.5-7.5log10CFU/mL，乙醛

含量>10μg/ml,双乙酰>1μg/ml，含有乳酸菌和风味物质。

[0036] (2)泡菜的制备：将发酵用的卷席白菜清洗、切分、溺干，添加蔬菜质量为4％的食

盐进行盐渍，盐渍3h，除去脱出的水分。按蔬菜质量比1:1添加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在陶

瓷泡菜坛中淹没蔬菜3h，然后添加一定比例的冷开水，以重量计，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冷

开水为1：1，整个过程均维持泡菜体盐度为4％，香辛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

质量的3％，其中3份老姜、1份大蒜、3份小米辣、0.1份红花椒、2份白砂糖、1份白酒，香辛料

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质量的5％。

[0037] (3)发酵温度的调控：泡菜坛放在恒温环境中，先在15℃条件下恒温发酵，有利于

乳酸菌异型发酵，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此阶段发酵36小时，然后在20℃条件下发酵，此阶段

乳酸菌大量产酸，此阶段持续发酵12h以上至泡菜pH下降至3.6为止。

[0038] (4)后期贮藏：将泡菜坛坦沿水去掉，采用食盐密封，食盐压实，然后至于浓香型白

酒窖池，窖池顶端用木板和薄膜盖住，然后泥封，每隔5d翻池晃动泡菜坛1min，持续贮藏至 

30d，窖池温度在26℃。

[0039] 实施例2

[0040] 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酸奶上清液预处理：收集酸奶发酵成熟后上清液，在无菌下3000r/min离心

5min除去沉淀，将离心上清液通过无菌的活性炭进行除色，收集过滤液备用。

[0042] 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酸度在0.65-0.85，乳酸菌含量在6.5-7.5log10CFU/mL，乙醛

含量>10μg/ml,双乙酰>1μg/ml，含有乳酸菌和风味物质。

[0043] (2)泡菜的制备：将发酵用的青菜清洗、切分、溺干，添加蔬菜质量为4％的食盐进

行盐渍，盐渍1h，除去脱出的水分。按蔬菜与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质量比3:1添加预处理

后的酸奶上清液，在陶瓷泡菜坛中淹没蔬菜1h，然后添加一定比例的冷开水，以重量计，预

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冷开水为2：1，整个过程均维持泡菜体盐度为3％，香辛料含量为蔬菜、

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质量的5％，其中5份老姜、2份大蒜、6份小米辣、0.2份红花椒、5份白

砂糖、3份白酒，香辛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质量的5％。

[0044] (3)发酵温度的调控：泡菜坛放在恒温环境中，先在13℃条件下恒温发酵，有利于

乳酸菌异型发酵，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此阶段发酵48小时，然后在18℃条件下发酵，此阶段

乳酸菌大量产酸，此阶段持续发酵15h至泡菜pH下降至3.5为止。

[0045] (4)后期贮藏：将泡菜坛坦沿水去掉，采用食盐密封，食盐压实，然后至于浓香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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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窖池，窖池顶端用木板和薄膜盖住，然后泥封，每隔3d翻池晃动泡菜坛3min，持续贮藏至 

15d，窖池温度在28℃。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48] (1)酸奶上清液预处理：收集酸奶发酵成熟后上清液，在无菌下3500r/min离心

5min除去沉淀，将离心上清液通过无菌的活性炭进行除色，收集过滤液备用。

[0049] 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酸度在0.65-0.85，乳酸菌含量在6.5-7.5log10CFU/mL，乙醛

含量>10μg/ml,双乙酰>1μg/ml，含有乳酸菌和风味物质。

[0050] (2)泡菜的制备：将发酵用的卷席白菜清洗、切分、溺干，添加蔬菜质量为6％的食

盐进行盐渍，盐渍2.5h，除去脱出的水分。按蔬菜质量比3:1添加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在

陶瓷泡菜坛中淹没蔬菜2h，然后添加一定比例的冷开水，以重量计，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

冷开水为1：1，整个过程均维持泡菜体盐度为4％，香辛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

总质量的4％，其中2份老姜、2份大蒜、5份小米辣、0.1份红花椒、3份白砂糖、2  份白酒，香辛

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质量的5％。

[0051] (3)发酵温度的调控：泡菜坛放在恒温环境中，先在18℃条件下恒温发酵，有利于

乳酸菌异型发酵，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此阶段发酵24小时，然后在25℃条件下发酵，此阶段

乳酸菌大量产酸，此阶段持续发酵12h以上至泡菜pH下降至3.8为止。

[0052] (4)后期贮藏：将泡菜坛坦沿水去掉，采用食盐密封，食盐压实，然后至于浓香型白

酒窖池，窖池顶端用木板和薄膜盖住，然后泥封，每隔8d翻池晃动泡菜坛2min，持续贮藏至 

20d，窖池温度在22℃。

[0053] 实施例4

[0054] 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酸奶上清液预处理：收集酸奶发酵成熟后上清液，在无菌下3800r/min离心

5min除去沉淀，将离心上清液通过无菌的活性炭进行除色，收集过滤液备用。

[0056] 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酸度在0.65-0.85，乳酸菌含量在6.5-7.5log10CFU/mL，乙醛

含量>10μg/ml,双乙酰>1μg/ml，含有乳酸菌和风味物质。

[0057] (2)泡菜的制备：将发酵用的卷席白菜清洗、切分、溺干，添加蔬菜质量为4％的食

盐进行盐渍，盐渍3h，除去脱出的水分。按蔬菜质量比1:1添加预处理后的酸奶上清液，在陶

瓷泡菜坛中淹没蔬菜3h，然后添加一定比例的冷开水，以重量计，预处理后酸奶上清液：冷

开水为1：1，整个过程均维持泡菜体盐度为5％，香辛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

质量的3.5％，其中4份老姜、2份大蒜、4份小米辣、0.2份红花椒、4份白砂糖、1份白酒，香辛

料含量为蔬菜、冷开水和酸奶上清液总质量的5％。

[0058] (3)发酵温度的调控：泡菜坛放在恒温环境中，先在16℃条件下恒温发酵，有利于

乳酸菌异型发酵，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此阶段发酵40小时，然后在22℃条件下发酵，此阶段

乳酸菌大量产酸，此阶段持续发酵12h以上至泡菜pH下降至3.7为止。

[0059] (4)后期贮藏：将泡菜坛坦沿水去掉，采用食盐密封，食盐压实，然后至于浓香型白

酒窖池，窖池顶端用木板和薄膜盖住，然后泥封，每隔6d翻池晃动泡菜坛1min，持续贮藏至 

25d，窖池温度在25℃。

[0060] 对照组1(例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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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对比例，其包括以下步骤：

[0062] 将实施例1中的酸奶上清液设定为冷开水，其余同实施例1。

[0063] 对照组2(例子3)

[0064] 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对比例，其包括以下步骤：

[0065] 将实施例1中的温度设定为恒温25℃发酵，其余同实施例1。

[0066] 对照组3(例子4)

[0067] 一种增香型泡菜的对比例，其包括以下步骤：

[0068] 将实施例1步骤(4)设定为在自然条件下常温贮藏，其余同实施例1。

[0069] 实施例1(例子1)和对照组1-3(例子2-4)贮藏发酵至30d的泡菜样品进行挥发性风

味成分检测，结果如图1所示和表1所示。

[0070] 由图1可以看出，实施例1(其它实施例效果相似)的峰强度较高，峰较多，表明风味

成分较多，相对含量较其他实施例高。

[0071] 表1风味成分结果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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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通过风味成分分析，可知，采用本发明制作出来的泡菜风味成分相对更多，且含对

含量更高，如乙醛、双乙酰、乙醇、乙酸乙酯等。

[0075] 同时通过酸度、酒精味、腐败味、脆度、香味5个方面的感官评价，结果如图2所示。

[0076] 由图2的结果可以看出，感官评估的结果同风味成分检测相一致，采用本发明中泡

菜感官评估结果分数更高，特别在香味和酸味合适度上更好。

[007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以及本发明的优点，上述实施例

和说明书所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

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将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

保护的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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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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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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