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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及其制作

工艺。香茅白咖喱酱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淡奶

30-34份、香茅汁22-26份、椰浆16-20份、咖喱14-

18份、变性淀粉3-7份、紫苏粉0.5-0.9份、香辛料

1-5份、调味料1-3份、水50-57 .5份、桑叶20-24

份；其制备方法为：S1、椰浆、淡奶和香茅汁融合；

S2、香辛料和咖喱翻炒；S3、调味；S4、勾芡。本发

明的香茅白咖喱酱具有奶香浓郁、清爽清新、风

味十足，且能促进消化、缓解消化不良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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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淡奶30-34份、香茅汁22-

26份、椰浆16-20份、咖喱14-18份、变性淀粉3-7份、紫苏粉0.5-0.9份、香辛料1-5份、调味料

1-3份、水50-57.5份、桑叶20-24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茅汁由以下方法制成：将

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洗净、切段，在200-210℃下翻炒，炒至水分为0.3-0.5%，取出

进行压榨，压榨温度为125-135℃，榨轴转速为28-35r/min，压榨后经滤网过滤后制得香茅

浓浆，向香茅浓浆中加入与香茅浓浆质量比为1:10-11.5的纯净水，煮至沸腾，制得香茅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其特征在于，所述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

勒的质量比为1:0.3-0.6:0.2-0.5:0.1-0.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味料包括质量比为1:0.8-

1.1的盐和味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辛料为质量比为1:0 .9-

1.1:0.8-1.2:0.7-0.9的白胡椒粉、孜然粉、白寇粉和小茴香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其特征在于，所述变性淀粉为马铃薯变性淀

粉、木薯变性淀粉和玉米变性淀粉中的一种。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S1、将椰浆和淡奶混合，加入香茅汁，在40-50℃的温度下，用1000-1400r/min的转速搅

拌，使椰浆、淡奶和香茅汁充分融合，制成汤汁；

S2、向锅中加入植物油，加入香辛料，炒制3-5min，加入咖喱，翻炒1-2min后加入步骤S1

制得的汤汁，煮至沸腾；

S3、向步骤S2的汤汁加入调味料和紫苏粉，混合均匀，煮13-18min；

S4、将水加热至70-80℃，加入桑叶，浸泡3-4h，捞出桑叶，将桑叶汁过滤后，与变性淀粉

混合制成芡汁，加入到S3制得的汤汁中，煮至沸腾后，自然冷却，冷却至30-35℃时，进行灌

装，制得成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植物油

为花生油、玉米油和芝麻油中的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香辛料

和植物油的质量比为1:3-4。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加入

芡汁后，向汤汁中加入与汤汁质量比为1:0.1-0.15的香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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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及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调味品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及其制

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咖喱是由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浆料，常见于印度菜、泰国菜和日本菜等东南亚地

区的菜系，一般伴随肉类和饭一起吃。咖喱以颜色来分，有棕、红、青、黄、白之别，根据配料

细节上的不同来区分种类口味的咖喱大约有十多种之多，这些迥异不同的香料的汇集在一

起，就能够构成各种咖喱的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浓郁香味。

[0003] 现有技术中，申请号为CN201710533225.7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公开了一种

咖喱酱及其制作方法，所述咖喱酱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大豆油500～600份、咖喱粉400

～500份、干辣椒粉20～30份、番茄酱40～70份、盐100～120份、糖80～100份、椰浆粉20～50

份、鸡肉粉40～45份、百合提取物3-5份、银耳提取物2-6份、绿豆粉2-4份、姜黄粉20～40份、

小茴香5～7份、香菜籽20～25份、山梨酸钾7～8份、黄原胶4～7份、柠檬酸2～5份、变性淀粉

200～400份、水4000～7000份、咖喱香精8～14份、丁香1～4份、莳萝2～5份、八角2～5份。

[0004] 现有的这种咖喱酱具有降火去燥、润肺益气、多食不会上火的优点，但是这种咖喱

酱在配以羊肉或猪肉食用时，因猪肉和羊肉较为油腻，不易消化，易造成食欲不振、消化不

良等现象，因此研制一种清新清爽、风味十足，且能够帮助消化，缓解消化不良的咖喱酱是

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其

具有清新清爽、风味十足，且能促进消化、缓解消化不良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其具有制作工艺简

单，易于操作的优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包括以

下重量份的组分：淡奶30-34份、香茅汁22-26份、椰浆16-20份、咖喱14-18份、变性淀粉3-7

份、紫苏粉0.5-0.9份、香辛料1-5份、调味料1-3份、水50-57.5份、桑叶20-24份。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淡奶和椰浆，使咖喱酱的奶香浓郁，紫苏粉的香

气浓郁，气为清香，且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是肠内物质运动加速，桑叶能消食健脾，香茅汁能

够改善消化功能，本发明的咖喱酱食材众多，咖喱温和，风味十足，色泽诱人，采用香茅汁、

紫苏粉和桑叶等原料，能够赋予咖喱酱清新和清香的口感，同时使咖喱酱具有促进消化，缓

解消化不良的效果。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香茅汁由以下方法制成：将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洗净、切

段，在200-210℃下翻炒，炒至水分为0.3-0.5％，取出进行压榨，压榨温度为125-135℃，榨

轴转速为28-35r/min，压榨后经滤网过滤后制得香茅浓浆，向香茅浓浆中加入与香茅浓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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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比为1:10-11.5的纯净水，煮至沸腾，制得香茅汁。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鲜香茅具有柠檬香气，较为清新清爽，能改善消化功

能，柠檬叶有化痰止咳、理气、开胃的功效，黎王草具有防治便秘，促进消化的作用，罗勒能

够消食、行气，将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烘烤后经高温压榨，使得香茅浓浆的香味更

浓，过滤去除压榨出的杂质，压榨出的香茅浓浆与水制成香茅汁，能够赋予咖喱酱清爽和清

新的口感。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的质量比为1:0.3-0 .6:0 .2-0 .5:

0.1-0.3。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相互配合，既不会盖过咖

喱酱的香味，又能够赋予咖喱酱清新感，使咖喱酱回味无穷。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调味料包括质量比为1:0.8-1.1的盐和味精。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香辛料为质量比为1:0.9-1.1:0.8-1.2:0.7-0.9的白胡椒粉、孜然

粉、白寇粉和小茴香粉。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白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也含有一定量的芳香油、粗

蛋白、粗脂肪及可溶性氮，能够解油腻、助消化，孜然粉能够驱寒除湿，理气开胃，对消化不

良有较好的疗效，不能增强人的食欲，白寇粉气味芳香，能理脾化湿，小茴香粉味道浓郁，主

要成分是茴香油，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除积存的气体，有健脾、行气的功

效；白胡椒粉、孜然粉、白寇粉和小茴香粉能增加咖喱酱的风味和香气，使咖喱酱风味十足。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变性淀粉为马铃薯变性淀粉、木薯变性淀粉和玉米变性淀粉中的

一种。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变性淀粉能够增加咖喱酱的透明度和爽滑度，改善口感，

使酱汁更加浓厚、润滑。

[0018]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将椰浆和淡奶混合，加入香茅汁，在40-50℃的温度下，用1000-1400r/min的转速搅

拌，使椰浆、淡奶和香茅汁充分融合，制成汤汁；

S2、向锅中加入植物油，加入香辛料，炒制3-5min，加入咖喱，翻炒1-2min后加入步骤S1

制得的汤汁，煮至沸腾；

S3、向步骤S2的汤汁加入调味料和紫苏粉，混合均匀，煮13-18min；

S4、将水加热至70-80℃，加入桑叶，浸泡3-4h，捞出桑叶，将桑叶汁过滤后，与变性淀粉

混合制成芡汁，加入到S3制得的汤汁中，煮至沸腾后，自然冷却，冷却至30-35℃时，进行灌

装，制得成品。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首先采用高速融合工艺，将椰奶和香茅融为一体，使咖喱

酱的奶香浓郁，咖喱温和，口感清新清爽，将香辛料用植物油翻炒，使香辛料散发特殊的香

味，再加入紫苏粉和调味料，调节咖喱酱的口感；用水浸泡桑叶，因为桑叶浸泡后，桑叶汁中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钙离子和铁离子，可以补充人体多种微量元素，同时桑叶泡水

后，桑叶汁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使用桑叶汁与变性淀粉制成芡汁，勾兑入汤汁中，

使咖喱酱更加黏稠，改善咖喱酱的色泽。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中植物油为花生油、玉米油和芝麻油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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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花生油气味芬芳，滋味可口，是一种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用

油，玉米油清香扑鼻，不油腻，既能保持原有菜品的色香味，又不损失营养价值，玉米油中富

含维生素A、D、E，儿童易于消化吸收，芝麻油具有浓郁的香味，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食欲，促

进体内营养成分的吸收，芝麻油中的亚油酸，棕榈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容易被人体吸收，具

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中香辛料和植物油的质量比为1:3-4。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植物油煸炒香辛料，能够使香辛料中的气味散发出

来，从而使咖喱酱的香味十足，回香持久。

[002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4中加入芡汁后，向汤汁中加入与汤汁质量比为1:0.1-0.15

的香醋。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香醋的酸度比陈醋第，能够提香提味，增加咖喱酱的香

味，同时香醋还能开胃、促进消化吸收，增加食欲，消食化积。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第一、由于本发明采用淡奶和椰浆混合，能够使咖喱酱奶香浓郁，同时赋予咖喱酱较为

爽滑的口感，由于香茅汁、紫苏粉和桑叶均具有促进肠胃蠕动、化滞理气、促进食欲的作用，

使得咖喱酱能够提高肠胃的消化能力，改善消化功能，使咖喱酱配合猪肉、鸡肉和羊肉等一

起食用时，不易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现象。

[0027] 第二、本发明中优选采用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与鲜香茅经烘烤后高温压榨制成

香茅浓浆，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的味道清香，能健脾和胃，消食化滞，使得咖喱酱的不仅气

味芬芳，消食化积、促进消化的效果更好；高温压榨的香茅浓浆获得率更高，香茅浓浆的香

味更浓，口感清爽不油腻，使咖喱酱口感更好。

[0028] 第三、本发明的方法，通过使用浸泡桑叶的桑叶汁与变性淀粉混合制成芡汁，使咖

喱酱黏稠入味，色泽鲜亮，口感更加滑嫩，同时因为桑叶汁具有促进肠胃消化，为人体提供

多种营养物质的作用，使得咖喱酱促进肠胃蠕动，增进食欲，防止消化不良的效果更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香茅汁的制备例1-3

制备例1：将质量比为1:0.3:0.2:0.1的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洗净、切段，在

200℃下翻炒，炒至水分为0.3％，取出进行压榨，压榨温度为125℃，榨轴转速为28r/min，压

榨后经滤网过滤后制得香茅浓浆，向香茅浓浆中加入与香茅浓浆质量比为1:10的纯净水，

煮至沸腾，制得香茅汁。

[0031] 制备例2：将质量比为1:0.4:0.3:0.2的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洗净、切段，

在205℃下翻炒，炒至水分为0.4％，取出进行压榨，压榨温度为130℃，榨轴转速为32r/min，

压榨后经滤网过滤后制得香茅浓浆，向香茅浓浆中加入与香茅浓浆质量比为1:11的纯净

水，煮至沸腾，制得香茅汁。

[0032] 制备例3：将质量比为1:0.6:0.5:0.3的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洗净、切段，

在210℃下翻炒，炒至水分为0.5％，取出进行压榨，压榨温度为135℃，榨轴转速为35r/min，

压榨后经滤网过滤后制得香茅浓浆，向香茅浓浆中加入与香茅浓浆质量比为1:11.5的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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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至沸腾，制得香茅汁。

实施例

[0033] 实施例1-5中椰浆选自广州创味食品有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QT167的椰浆，淡奶选

自厦门市创久贸易有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007的淡奶，紫苏粉选自西安中科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ZKD2252的紫苏粉、咖喱选自兴化市绿帅食品有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

013的咖喱粉，桑叶选自亳州市骏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的货号为001的桑叶，马铃薯变

性淀粉选自广州健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IKDF001的马铃薯变性淀粉，木薯变

性淀粉选自山东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1235的木薯变性淀粉，玉米变性淀粉

选自河南天兴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64-1的木薯变性淀粉。

[0034] 实施例1：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其原料配比如表1所示，该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S1、将16kg椰浆和30kg淡奶混合，加入22kg香茅汁，在40℃的温度下，用1000r/min的转

速搅拌，使椰浆、淡奶和香茅汁充分融合，制成汤汁，香茅汁由制备例1制成；

S2、向锅中加入植物油，加入1kg香辛料，炒制3min，加入14kg咖喱，翻炒1min后加入步

骤S1制得的汤汁，煮至沸腾；香辛料和植物油的质量比为1:3，香辛料为质量比为1:0 .9:

0.8:0.7的白胡椒粉、孜然粉、白寇粉和小茴香粉，植物油为玉米油；

S3、向步骤S2的汤汁加入1kg调味料和0.5kg紫苏粉，混合均匀，煮13min；

S4、将50kg水加热至70℃，加入20kg桑叶，浸泡3h，捞出桑叶，将桑叶汁过滤后，与3kg变

性淀粉混合制成芡汁，加入到S3制得的汤汁中，再向汤汁中加入与汤汁质量比为1:0.1的香

醋，煮至沸腾后，自然冷却，冷却至30℃时，进行灌装，制得成品，调味料为1:0.8的盐和味

精，变性淀粉与水的质量比为1:10，变性淀粉为马铃薯变性淀粉。

[0035] 表1实施例1-5中香茅白咖喱酱的原料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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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其原料配比如表1所示，该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包括

以下步骤：

S1、将17kg椰浆和31kg淡奶混合，加入23kg香茅汁，在45℃的温度下，用1200r/min的转

速搅拌，使椰浆、淡奶和香茅汁充分融合，制成汤汁，香茅汁由制备例2制成；

S2、向锅中加入植物油，加入2kg香辛料，炒制4min，加入15kg咖喱，翻炒1.5min后加入

步骤S1制得的汤汁，煮至沸腾；香辛料和植物油的质量比为1:3.5，香辛料为质量比为1:1:

1:0.8的白胡椒粉、孜然粉、白寇粉和小茴香粉，植物油为花生油；

S3、向步骤S2的汤汁加入2kg调味料和0.6kg紫苏粉，混合均匀，煮15min；

S4、将52kg水加热至75℃，加入21kg桑叶，浸泡3.5h，捞出桑叶，将桑叶汁过滤后，与4kg

变性淀粉混合制成芡汁，加入到S3制得的汤汁中，再向汤汁中加入与汤汁质量比为1:0.13

的香醋，煮至沸腾后，自然冷却，冷却至33℃时，进行灌装，制得成品，调味料为1:0.9的盐和

味精，变性淀粉与水的质量比为1:11，变性淀粉为木薯变性淀粉。

[0036] 实施例3：一种香茅白咖喱酱，其原料配比如表1所示，该香茅白咖喱酱的制作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S1、将18kg椰浆和32kg淡奶混合，加入24kg香茅汁，在50℃的温度下，用1400r/min的转

速搅拌，使椰浆、淡奶和香茅汁充分融合，制成汤汁，香茅汁由制备例3制成；

S2、向锅中加入植物油，加入3kg香辛料，炒制5min，加入16kg咖喱，翻炒2min后加入步

骤S1制得的汤汁，煮至沸腾；香辛料和植物油的质量比为1:4，香辛料为质量比为1:1 .1:

1.2:0.9的白胡椒粉、孜然粉、白寇粉和小茴香粉，植物油为芝麻油；

S3、向步骤S2的汤汁加入3kg调味料和0.7kg紫苏粉，混合均匀，煮18min；

S4、将54kg水加热至80℃，加入22kg桑叶，浸泡4h，捞出桑叶，将桑叶汁过滤后，与5kg变

性淀粉混合制成芡汁，加入到S3制得的汤汁中，再向汤汁中加入与汤汁质量比为1:0.15的

香醋，煮至沸腾后，自然冷却，冷却至35℃时，进行灌装，制得成品，调味料为1:1.1的盐和味

精，变性淀粉与水的质量比为1:11.5，变性淀粉为玉米变性淀粉。

[0037] 实施例4-5：一种香茅白咖喱酱，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该香茅白咖喱酱的原料配

比如表1所示。

[0038] 对比例

对比例1：一种香茅白咖喱酱，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该香茅白咖喱酱中未添加香茅

汁。

[0039] 对比例2：一种香茅白咖喱酱，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该香茅白咖喱酱中未添加紫

苏粉。

[0040] 对比例3：一种香茅白咖喱酱，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该香茅白咖喱酱中香茅汁由

鲜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烘干后粉碎制成粉末，加入与粉末总重质量比为1:10的水混

合制成。

[0041] 对比例4：一种香茅白咖喱酱，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S4中用水与变性淀粉混

合制成芡汁。

[0042] 对比例5：以申请号为CN201210588440.4的中国发明专利文件中实施例1制备的复

合咖喱酱作为对照一种用于咖喱鸡的咖喱酱，由大植物油，小麦粉，白砂糖，盐，咖喱粉，香

辛料，脱脂奶粉，椰子粉，蜂蜜，葡萄糖，水解植物蛋白，苹果泥组成，按其重量份数计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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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kg，小麦粉1kg，白砂糖0.5kg，盐0.5kg，咖喱粉0.5kg，香辛料0.5kg，脱脂奶粉0.5kg，椰

子粉0.5kg，蜂蜜0.5kg，葡萄糖0.5kg，水解植物蛋白0.5kg，苹果泥0.5kg；

上述用于咖喱鸡的咖喱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按重量份数称取食材：植物油0.5kg，小麦粉1kg，白砂糖0.5kg，盐0.5kg，咖喱粉

0.5kg，香辛料0.5kg，脱脂奶粉0.5kg，椰子粉0.5kg，蜂蜜0.5kg，葡萄糖0.5kg，水解植物蛋

白0.5kg，苹果泥0.5kg；

(2)将步骤(1)中称取的食材，用小火在搅拌式燃气炒锅内熬制2小时而成。

[0043] 性能检测试验

一、感官评价

按照实施例1-5和对比例1-5制备咖喱酱，并随机抽取100名志愿者对实施例1-5和对比

例1-5制备的咖喱酱进行色泽、口味和香味的评价，每项评价满分为100分，每项评价得分取

100名志愿者的评价平均值，将评价结果记录于表2中。

[0044] 表2实施例1-5和对比例1-5制备的咖喱酱的感官评价

感官评价 色泽 口味 香味

实施例1 96.3 95.3 97.3

实施例2 97.2 97.5 96.2

实施例3 96.8 96.7 95.1

实施例4 95.9 96.2 95.8

实施例5 96.8 97.8 97.5

对比例1 83.2 82.3 85.4

对比例2 82.4 84.6 86.3

对比例3 81.9 82.8 85.3

对比例4 83.5 84.6 84.7

对比例5 84.8 86.4 86.7

由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实施例1-5制备的咖喱酱色泽、口味和香味均在95分以上，说明

实施例1-5制备的咖喱酱味道鲜美，奶香浓郁，风味十足，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0045] 对比例1-4制备的咖喱酱各项评分均在90分以下，说明对比例1-4制备的咖喱酱无

论在色泽、口味还是香味上，均不如实施例1-5制备的咖喱酱。

[0046] 对比例5为现有技术制备的咖喱酱，与实施例1-5制备的咖喱酱相比，色泽、口味和

香味得分较低，不如实施例1-5评价高。

[0047] 二、咖喱酱助消化效果测试

按照实施例1-5和对比例1-5中方法制备咖喱酱，并浇在炸好的猪排上，猪排和咖喱酱

的质量比为1:0.3-0.5，将浇了由实施例1-5和对比例1-5制备的咖喱酱的炸猪排记为实验

组1-5和对照组1-5，随机抽取100名易出现隔食、便秘等消化不良现象且年龄为50-55岁的

志愿者，记为老年组，将100名老年组的志愿者平均分为10组，记为老年1-10组；随机抽取

100名易出现隔食、便秘等消化不良现象且年龄为4-8岁的儿童，记为儿童组，将100名儿童

组的志愿者平均分为10组，记为儿童1-10组，老年1-10组和儿童1-10组对应食用由实验组

1-5和对照组1-5，一天食用早中晚三餐，食用后1小时记录出现隔食、便秘、放屁等消化不良

现象的人数，并将数据记录于表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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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表3食用实验组1-5和对照组1-5中炸猪排后出现消化不良人数

由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老年1-5组食用按照实施例1-5制备的实验组1-5后，早中晚三

餐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较少，儿童1-5组食用实施例1-5制备的实验组1-5后，早中晚三餐出

现消化不良的人数也较少，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儿童食用后，也不易引起消化不良现

象，说明实施例1-5制备的咖喱酱能助消化，缓解消化不良。

[0049] 对比例1制备的咖喱酱内未添加香茅汁，老年6组和儿童6组食用由对比例1制成的

对照组1后，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明显增多，说明香茅汁能够促进猪排的消化，防止消化能

力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出现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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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对比例2制备的咖喱酱中未添加紫苏粉，对比例2制成的咖喱酱浇在炸猪排上，制

成对照组2，老年7组和儿童7组食用对照组2后，老年7组早中晚三餐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依

次为2人、3人和3人，儿童7组早中晚三餐食用后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依次为3人、4人和5人，

与实施例1-5制备的对照组1-5相比，消化不良人数增多，说明添加紫苏粉，能够使咖喱酱促

进肠胃消化，防止出现消化不良现象。

[0051] 对比例3制备的咖喱酱中香茅汁由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烘干后粉碎与水混

合制成，老年8组和儿童8组食用对比例3制备的咖喱酱后，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较多，说明

将香茅、柠檬叶、黎王草和罗勒烘烤后压榨，能够获取可促进消化的香茅浓浆，防止消化能

力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出现消化不良。

[0052] 对比例4制备的咖喱酱中芡汁直接由水和变性淀粉混合制成，未使用浸泡桑叶的

水，老年9组和儿童9组食用后，老年9组早中晚三餐消化不良人数依次为2人、4人和5人，儿

童9组早中晚三餐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依次为3人、3人和6人，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较多，说

明使用浸泡桑叶的水与变性淀粉混合制成的芡汁，能够使咖喱酱促进消化，改善食欲，防止

消化不良。

[0053] 对照组5为现有技术制备的咖喱酱，食用后，与食用实验组1-5出现消化不良的人

数相比，老年10组和儿童10组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数较多，说明本发明实施例1-5制备的咖喱

酱具有促进消化，改善食欲，防止消化不良的效果。

[0054]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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