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129299.0

(22)申请日 2021.01.29

(71)申请人 重庆周师兄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400000 重庆市渝中区石灰市2号11-

2#

(72)发明人 周永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强大凯创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17

代理人 陈雍

(51)Int.Cl.

A23L 27/24(201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火锅底料加工领域，公开了一种

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选料及

原料预处理，原料的预处理包括辣椒蒸煮和花椒

浸泡，辣椒蒸煮后搅碎得糍粑辣椒；S2：底料炒

制，牛腰油化开后依次加入葱、姜蒜、泡椒，炸制

后捞出，而加入糍粑辣椒，糍粑辣椒的下料时间

控制在1h内，而后加入冰糖继续熬煮1.5‑2h后，

依次加入豆瓣、豆豉、醪糟、大曲酒和浸泡后的花

椒，花椒下料后关火并继续加入牛腰油后快速降

温，完成炒制；S3：密封发酵，将炒制后的底料密

封发酵后灌装。本发明在使用新油熬煮的时，在

保证了火锅底料卫生安全的前提下，使其口感与

“老油”火锅的口感达到90％以上的近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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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火锅底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质量份的原料：牛油55‑65份、辣椒35‑45份、老

姜4‑6份、大葱4‑6份、蒜4‑6份、冰糖0.05‑0.15份、泡椒4‑6份、醪糟0.05‑0.15份、豆豉0.05‑

0.15份、豆瓣0.4‑0.6份、大曲酒0.1‑0.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其特征在于，各原料的质量份为：牛油55‑60

份、辣椒35‑40份、老姜4‑5份、大葱4‑5份、蒜4‑5份、冰糖0.05‑0.1份、泡椒4‑5份、醪糟0.05‑

0.1份、豆豉0.05‑0.1份、豆瓣0.4‑0.5份、大曲酒0.1‑0.2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牛油为牛腰油，所述辣椒包

括满天星辣椒、石柱红辣椒、二荆条辣椒和贡椒。

4.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选料及原料预处理，原料的预处理包括辣椒蒸煮和花椒浸泡，辣椒蒸煮后搅碎得糍

粑辣椒；

S2：底料炒制，牛腰油化开后依次加入葱、姜蒜、泡椒，炸制后捞出，而加入糍粑辣椒，糍

粑辣椒的下料时间控制在1h内，而后加入冰糖继续熬煮1.5‑2h后，依次加入豆瓣、豆豉、醪

糟、大曲酒和浸泡后的花椒，花椒下料后关火并继续加入牛腰油后快速降温，完成炒制；

S3：密封发酵，将炒制后的底料密封发酵后灌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原料预处理还

包括辣椒切节去籽、大葱切节、老姜、蒜切片、泡椒粉碎。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花椒浸泡时，浸

泡溶剂为30％的大曲酒，浸泡时间为30min。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在葱、姜蒜、泡

椒下料时，油温为130‑135℃；糍粑辣椒下料时油温为103‑105℃；豆瓣、豆豉、醪糟、大曲酒

和浸泡后的花椒下料时油温为103‑10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牛腰油下料后降

温至90‑95℃后出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密封发酵过程

中，发酵温度70‑80℃，发酵时间为22‑24h。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密封发酵过程

采用专用密封罐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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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火锅底料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火锅是中国独创的美食，历史悠久，作为民间美食，流行于全国各地。火锅可以根

据不同人群、不同气候，调制成各种口味。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气候、习俗等方面的差

异，因此我国的火锅花色纷呈，百锅千味。火锅用料主要是指火锅主料、底料、蘸料。其中，火

锅底料是决定火锅口味重要部分。底料即各种调味料的组合，通过加热使各种调味料的各

种特性充分发挥出来，调配出不同味道的火锅汤卤。

[0003] 重庆火锅深受各地消费者的喜爱，重庆火锅美妙诱人之处，在其色、香、味。传统的

火锅底料制备过程中，为了保证火锅底料的香味，会使用“老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火锅底料的卫生性及安全性越来越重视，因此，传统的“老油”逐渐被摒弃。但是

以新油熬煮的火锅底料，口感往往不够浓厚，使得火锅底料味道欠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利用新油熬制火锅

底料时存在的口感部浓厚、味道欠佳的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火锅底料，包括如下质量份的原

料：牛油55‑65份、辣椒35‑45份、老姜4‑6份、大葱4‑6份、蒜4‑6份、冰糖0.05‑0.15份、泡椒4‑

6份、醪糟0.05‑0.15份、豆豉0.05‑0.15份、豆瓣0.4‑0.6份、大曲酒0.1‑0.3份。

[0006] 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选料及原料预处理，原料的预处理包括辣椒蒸煮和花椒浸泡，辣椒蒸煮后搅碎

得糍粑辣椒；

[0008] S2：底料炒制，牛腰油化开后依次加入葱、姜蒜、泡椒，炸制后捞出，而加入糍粑辣

椒，糍粑辣椒的下料时间控制在1h内，而后加入冰糖继续熬煮1.5‑2h后，依次加入豆瓣、豆

豉、醪糟、大曲酒和浸泡后的花椒，花椒下料后关火并继续加入牛腰油后快速降温，完成炒

制；

[0009] S3：密封发酵，将炒制后的底料密封发酵后灌装。

[0010] 本方案的原理及优点是：实际应用时，本技术方案中，在火锅底料的选料上，将火

锅底油选择为牛腰油，相较于现有技术中常用的牛油而言，牛腰油味道更为醇香，且熬制而

成的火锅底料在食用时越煮越香。泡椒、醪糟、豆豉、豆瓣和大曲酒分别选自对应的非遗产

品原料，能够保证制备而成的火锅底料口感更醇厚。在火锅底料中加入冰糖，一方面能够起

到调位的作用，在保持原有的香、鲜、麻、辣的同时，有效地中和、遏止住了原有火锅底料的

辛辣、燥火、生热的不良特性，另一方面在熬煮的过程中冰糖产生焦糖色，还具有辅助增色

的效果，火锅底料颜色以浓厚感。在原料预处理阶段，将花椒进行大曲酒预浸泡能够有利于

花椒芳香类物质的溶出，在炒制时有利于花椒的出味。此外，将炒制后的底料经过密封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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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够使个匀料在熟油浸渍作用下继续发酵、原料中的芳香类物质继续溶出、各原料之

间彼此融合，使得火锅底料经过后期发酵后味道醇香、口感厚重，在使用新油熬煮的时，在

保证了火锅底料卫生安全的前提下，使其口感与“老油”火锅的口感达到90％以上的近似

度。

[0011]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各原料的质量份为：牛油55‑60份、辣椒35‑40份、老姜4‑5

份、大葱4‑5份、蒜4‑5份、冰糖0.05‑0.1份、泡椒4‑5份、醪糟0.05‑0.1份、豆豉0.05‑0.1份、

豆瓣0.4‑0.5份、大曲酒0.1‑0.2份。

[0012]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牛油为牛腰油，辣椒包括满天星辣椒、石柱红辣椒、二荆条

辣椒和贡椒。

[0013] 本技术方案中，石柱红辣椒辣度高且辣度的持久性好；二荆条辣椒色泽好，且高温

处理后不易褪色，通过对辣椒选料的优化，使得多种辣椒协同增味。

[0014]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S1中，原料预处理还包括辣椒切节去籽、大葱切节、老姜、

蒜切片、泡椒粉碎。

[0015] 本技术方案中，在火锅底料炒制之前，将辣椒切节去籽、大葱切节、老姜、蒜切片、

泡椒粉碎，有利于炒制过程中各原料的出味，保证火锅底料味道协调。

[0016]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花椒浸泡时，浸泡溶剂为30％的大曲酒，浸泡时间为

30min。

[0017] 本技术方案中的大曲酒为泸州非遗大曲酒，通过有机溶剂浸泡，能够使花椒中的

呈味物质溶出，通过对浸泡条件的优化，能够保证花椒的浸泡效果。

[0018]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S2中，在葱、姜蒜、泡椒下料时，油温为130‑135℃；糍粑辣

椒下料时油温为103‑105℃；豆瓣、豆豉、醪糟、大曲酒和浸泡后的花椒下料时油温为103‑

105℃。

[0019] 本技术方案中，在葱、姜蒜、泡椒下料时，通过将油温限定在130‑135℃，一方面能

够保证有效炒香，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温度过高而出现焦糊现象；在糍粑辣椒下料时，将油

温限定在103‑105℃，温度过高会产生焦糊味，造成底料香味不佳，温度过低会出现“混汤”

现象，影响澄清度；在豆瓣、豆豉、醪糟和花椒下料时，将温度限定在103‑105℃，为经过长期

实践验证的最适温度。

[0020]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牛腰油下料后降温至90‑95℃后出锅。

[0021] 本技术方案中，通过控制火锅底料的出锅温度，一方面能够避免温度过高出锅存

放影响口感，同时也能够避免温度过低而使牛腰油凝固，上述的出锅温度为经长期验证的

合适温度。

[0022]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S3中，密封发酵过程中，发酵温度70‑80℃，发酵时间为22‑

24h。

[0023] 本技术方案中，通过对发酵温度以及发酵时间的限定，能够保证火锅底料发酵良

好，使得或多底料醇香、后味充足。

[0024]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S3中，密封发酵过程采用专用密封罐发酵。

[0025] 本技术方案中，使用的专用密封罐符合食品级要求，且化学性质稳定，保温效果

好，能够实现火锅底料的恒温密封发酵，进而保证发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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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专用密封罐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发酵罐本体1、第一出料口2、第二出料口3、支撑脚

4、加料口5、观察口6、密封盖7、橡胶密封垫8、驱动轴9、安装架10、驱动电机11、驱动齿轮12、

行星架13、齿圈14、转轴15、搅拌叶片16、搅拌孔17、刮板18。

[0029] 实施例一

[0030] 一种火锅底料，包括质量份的原料：牛油60份、满天星辣椒15份、石柱红辣椒10份、

二荆条辣椒10份、贡椒4份、老姜5份、大葱5份、蒜5份、冰糖0.1份、泡椒5份、醪糟0.1份、豆豉

0.1份、豆瓣0.5份、大曲酒0.2份。

[0031] 本实施例中的牛腰油为内蒙牛腰油、泡椒为彭州非遗泡椒、醪糟为大足非遗醪糟、

豆豉为永川非遗豆豉、豆瓣为郫县非遗豆瓣、大曲酒为泸州非遗大曲。

[0032] 一种火锅底料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S1：选料及原料预处理，选料时，牛腰油为内蒙牛腰油、泡椒为彭州非遗泡椒、醪糟

为大足非遗醪糟、豆豉为永川非遗豆豉、豆瓣为郫县非遗豆瓣、大曲酒为泸州非遗大曲；原

料的预处理包括辣椒切节去籽、大葱切节、老姜、蒜切片、泡椒粉碎、辣椒蒸煮和花椒浸泡，

辣椒蒸煮时仅蒸煮高辣辣椒(石柱红辣椒)，其余辣椒切节去籽后开水煮5min，辣椒蒸煮后

搅碎得糍粑辣椒；花椒浸泡时，用30％的非遗大曲酒浸泡30min；

[0034] S2：底料炒制，将牛腰油总量的95％放入到化油罐内低温化开，为了保证底料的味

道醇香，控制油温≤135℃，余5％的牛腰油待用；化油完成后，将油温加热至135℃，而后依

次加入切碎后的葱、姜、蒜，炸至发黄后，加入泡椒继续加热至油温135℃后关火，关火后，将

葱、姜、蒜、泡椒捞出；将牛腰油再次加热到105℃，慢慢下入糍粑辣椒，控制在1h内将全部糍

粑辣椒下料完成；糍粑辣椒下料完毕后，调至小伙并加入冰糖，继续熬煮2h后，控制油温在

105℃时，依次下入豆瓣、豆豉、醪糟、大曲酒并继续炒制辣椒微焦(呈蟑螂色)，而后加入贡

椒和浸泡后的花椒，花椒下料后立即关火，并加入备用的5％的牛腰油快速降温；待油温降

至95℃时，火锅底料熬制完成出锅；

[0035] S3：密封发酵，将炒制后的底料用专用密封罐密封发酵，发酵温度70‑80℃，发酵时

间24h，发酵完成后灌装即可。

[0036] 实施例二

[0037] 本实施例中所用的专用密封罐的结构基本如图1所示，包括发酵罐本体1，发酵罐

本体1的底端开设有第一出料口2，发酵罐本体1的侧部下端开设有第二出料口3，第一出料

口2和第二出料口3处均安装有出料阀门。发酵罐本体1的底端焊接有四个竖向的支撑脚4，

支撑脚4均朝向发酵罐本体1的外部倾斜设置。

[0038] 发酵罐本体1的顶端开设有观察口6和加料口5，观察口6和加料口5处均通过合页

转动连接有密封盖7，密封盖7的底端粘接有橡胶密封垫8。发酵罐本体1的内部转动连接有

竖向设置的驱动轴9，发酵罐本体1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有安装架10，安装架10上通过螺栓

固定有驱动电机11，驱动电机11与驱动轴9之间通过联轴器连接。驱动轴9同轴固接有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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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12，且驱动轴9同轴固接有行星架13。发酵罐本体1的内部焊接有一横向的齿圈14，齿圈

14与驱动齿轮12之间啮合有三个行星齿轮，行星齿轮均同轴固接有转轴15，转轴15的顶端

均转动连接在行星架13上。

[0039] 驱动轴9的外壁从上到下焊接有若干搅拌叶片16，搅拌叶片16上设置有搅拌孔17。

驱动轴9的底端焊接有刮板18，刮板18的底部呈圆弧状，且刮板18的底部可与发酵罐本体1

的底部相抵。转轴15的外壁上也焊接有若干搅拌叶片16，转轴15上的搅拌叶片16的尺寸小

于驱动轴9上搅拌叶片16的尺寸。发酵罐本体1的内壁上设置有加热层，本实施例中的加热

层为电热丝加热层。

[0040] 在火锅底料炒制结束后，将进料管插入到加料口5处，而后将火锅底料倒入发酵罐

本体1内，而后关闭密封盖7，实现内部的密封发酵。在密封发酵的过程中，操作人员可间歇

性的打开驱动电机11，对内部的火锅底料进行搅拌，保证火锅底料内的各原料分布均匀，保

证发酵呈味效果。驱动电机11通过联轴器带动驱动轴9转动，进而带动搅拌叶片16转动实现

搅拌，通过在搅拌叶片16上设置搅拌孔17，能够阻隔部分火锅底料、漏过部分火锅底料，进

而实现火锅底料的充分混匀。驱动轴9转动还会带动与之固接的驱动齿轮12转动，进而带动

行星齿轮转动，此时，行星齿轮的转动方式为自转结合围绕驱动齿轮12公转的形式，行星齿

轮在转动过程中会带动与之固接的转轴15转动，转轴15的转动方式也是自转结合围绕驱动

齿轮12公转的形式，转轴15在转动过程中，一方面其公转能够实现周向的搅拌，另一方面转

轴15自转还会带动转轴15上的搅拌叶片16进一步搅拌，相较于现有技术中的将搅拌叶片16

设置的尺寸较大来实现全方位的搅拌而言，本方案中搅拌叶片16在搅拌过程中受到的阻力

小，不容易损坏。驱动轴9在转动的过程中，还会带动底端的刮板18转动，起到刮料避免火锅

底料粘附和沉淀的问题。

[0041] 在发酵结束后，同时打开第一出料口2和第二出料口3的出料阀门，同时出料，在发

酵罐本体1内的火锅底料余量较少时，可关闭第二出料口3，仅打开第一出料口2，同时启动

驱动电机11，此时刮板18能够实现辅助出料，保证出料完全，避免残留。

[0042]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技术方案和/或特性等常识

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前

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

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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