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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鲵罐头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鲵罐头及其制备方法，以

重量份计，该罐头含有大鲵肉40～65份、汤汁30

～55份，所述汤汁为高汤或鱼汤的一种或几种，

该罐头还含有1～5质量份的配料，比如鲍鱼、海

参或牡蛎中的一种或几种，或者为松茸、香菇或

杏鲍菇的一种或几种。其制备方法如下：(1)大鲵

肉的处理、(2)汤汁配制、(3)配料制备，按比例将

步骤(1)、步骤(2)、步骤(3)完成的大鲵肉、汤汁、

配料进行装罐、真空封罐、杀菌、冷却、喷码、贴标

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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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鲵罐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大鲵肉的处理

a、取刚宰杀的大鲵肉去血；

b、在温度为0~10℃条件下，用质量分数为0.3~0 .6%的酵母溶液对大鲵肉进行脱腥

1.5h，再用清水浸泡1~2h；

c、在温度为0~10℃条件下，以大鲵肉重量计，用0.4%的盐，1%的味精，3%的料酒对大鲵

肉腌制2h；

d、以大鲵肉重量计，取盐0.425%，料酒0.5%，生粉3%，鸡蛋清5%混合均匀，加入大鲵肉

丁，涂裹均匀，处理20min；

e、将上浆完成的大鲵肉丁在油温为180~200℃的条件下过油10~15s，捞出肉丁，在沸水

中去掉浮油；

（2）汤汁配制

高汤制备：以重量份计，取鸭肉13-17份，鸡肉25-29份，猪皮8-25份，猪筒骨21-25份，猪

蹄18-25份，黄酒2-5份，姜1-3份，白胡椒粒0.04-0.06份，加3-4倍的纯水放入锅中进行熬

制，大火直至煮沸并保持10min，再转文火熬煮4-6h，过滤得汤，出汤比例为1:1.5~3,按汤重

量加入0.4%的盐；

鱼汤制备：首先取大鲵骨10-90份、鲫鱼10-90份，均用质量分数为0.3-0.6%的酵母溶液

脱腥1-2h，再用流水清洗至无残留血污及酵母溶液并沥干，用中火分别对大鲵骨及鲫鱼过

油至表面微黄，大鲵骨过油15~20s，鲫鱼过油10~15s，再用热水过掉大鲵骨和鲫鱼表面的

油；再以重量份计，取猪皮10-30份，姜4份，料酒1份，白胡椒粒0.1份与已处理的大鲵骨和鲫

鱼混合，加入5~6倍水放入锅中熬煮，先用大火将其煮沸，并撇去汤上面的血沫，之后改用小

火进行炖煮1~2h，然后又改为大火炖煮，炖煮3.5~4.5h，再加入2份大葱葱白，过滤得汤，加

入最终汤质量分数0.4%的盐；

（3）配料制备

配料1：干鲍鱼用清水泡发48h，蒸1h，切薄片备用；海参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牡蛎用质

量分数为0.3-0.6%的酵母溶液脱腥1.5h，再清洗干净备用；

配料2：将松茸、香菇和杏鲍菇清洗干净备用；

（4）装罐

按比例将步骤（1）、步骤（2）、步骤（3）完成的大鲵肉、汤汁、配料进行装罐、真空封罐、杀

菌，再冷却至80℃以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大鲵罐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装罐时汤汁为高汤，或

者汤汁为鱼汤，或者汤汁为高汤和鱼汤按质量比1:0.5~3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大鲵罐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真空封罐时物料温度不

低于80℃，真空度为0.06Mpa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大鲵罐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冷却后将罐在36~38℃

的温度条件下保温5~7天，选出不胖听的进行喷码、贴标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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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鲵罐头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及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鲵罐头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

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方便食品品种和口味单一，并且没有注重

营养的搭配。

[0003] 大鲵是一种食药两用动物，营养价值极高，滋补、强身、益智、养生功能明显，被称

为水中人参。随着人工繁育技术的推广，人工养殖的商品大鲵已经规模化和产业化，但是目

前市场上仍以鲜活动物及冷鲜(或冷冻)分割品销售为主，缺乏大鲵深加工品，不利于大鲵

产业的健康发展。据统计，全球86％以上的住院病人，高达67％的护理院和91％的康复中心

及38％的社区老人需要营养治疗；中国每年约有4.5亿人次病人需要营养治疗，并且有大部

分病人是在外地求医，其根本不能很好的满足病人虚弱的身体对营养的需求。然而临床上

又极度缺乏方便、口感好，且具有营养治疗作用，尤其具有滋补和益智功效的营养餐。在临

床营养餐上大多被国外产品占据，面向临床营养市场，充分挖掘我国药食同源宝贵资料，开

发我国特色营养食品，有利于与国外同类产品形成有力竞争。中医认为，大鲵性甘平、味淡，

有补气、养血、益智、滋补、强壮之功能，主治神经衰弱、贫血、痢疾、疟疾等，用于病后、产后

身体虚弱、肾虚阴亏、肺痨咯血、久痢脱肛等。所以针对住院病人及需要养生的人群对营养

的需求，结合大鲵食材特性，采用食品加工营养理论和技术，来开发大鲵罐头产品，对企业

发展，满足市场需求，促进大鲵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鲵罐头及其制备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大鲵罐头，所述罐头含有：按重量份计的大鲵肉40～65份、汤汁30～55份，所

述汤汁为高汤或鱼汤的一种或几种。

[0007] 优选的，所述汤汁为高汤和鱼汤按质量比1:0.5～3组合。

[0008] 优选的，所述罐头还含有1～5质量份的配料，所述配料为配料1，包括鲍鱼、海参或

牡蛎中的一种或几种；或者所述配料为配料2，包括松茸、香菇或杏鲍菇的一种或几种。

[0009] 所述一种大鲵罐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大鲵肉的预处理

[0011] a、取刚宰杀的大鲵肉去血；

[0012] b、在温度为0～10℃条件下，用质量分数为0.3-0.6％的酵母溶液对大鲵肉进行脱

腥1.5h，再用清水浸泡1～2h；

[0013] c、在温度为0～10℃条件下,以大鲵肉重量计，用0.4％的盐，1％的味精，3％的料

酒对大鲵肉腌制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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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d、以大鲵肉重量计，取盐0.425％，料酒0.5％，生粉3％，鸡蛋清5％混合均匀，加入

大鲵肉丁，涂裹均匀，处理20min；

[0015] e、将上浆完成的大鲵肉丁在油温为180～200℃的条件下过油10～15s，捞出肉丁，

在沸水中去掉浮油；

[0016] (2)汤汁配制

[0017] 高汤制备：以重量份计，取鸭肉13-17份，鸡肉25-29份，猪皮8-25份，猪筒骨21-25

份，猪蹄18-25份，黄酒2-5份，姜1-3份，白胡椒粒0.04-0.06份，加3-4倍的纯水放入锅中进

行熬制，大火直至煮沸并保持10min，再转文火熬煮4-6h，过滤得汤，出汤比例为1:1.5～3,

按汤重量加入0.4％的盐；

[0018] 鱼汤制备：首先取大鲵骨10-90份、鲫鱼10-90份，均用质量分数为0.3-0.6％的酵

母溶液脱腥1-2h，再用流水清洗至无残留血污及酵母溶液并沥干，用中火分别对大鲵骨及

鲫鱼过油至表面微黄，大鲵骨过油15～20s，鲫鱼过油10～15s，再用热水过掉大鲵骨和鲫鱼

表面的油；再以重量份计，取猪皮10-30份，姜4份，料酒1份，白胡椒粒0.1份与已处理的大鲵

骨和鲫鱼混合，加入5～6倍水放入锅中熬煮，先用大火将其煮沸，并撇去汤上面的血沫，之

后改用小火进行炖煮1～2h，然后又改为大火炖煮，炖煮3.5～4.5h，再加入2份大葱葱白，过

滤得汤，加入最终汤质量分数0.4％的盐；

[0019] (3)配料制备

[0020] 配料1：干鲍鱼用清水泡发48h，蒸1h，切薄片备用；海参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牡蛎

用质量分数为0.3-0.6％的酵母溶液脱腥1.5h，再清洗干净备用；

[0021] 配料2：将松茸、香菇和杏鲍菇清洗干净备用。

[0022] (4)装罐

[0023] 按比例将步骤(1)、步骤(2)、步骤(3)完成的大鲵肉、汤汁、配料进行装罐、真空封

罐、杀菌，再冷却至(温度范围)。

[0024] 优选的，装罐时汤汁为高汤，或者汤汁为鱼汤，或者汤汁为高汤和鱼汤按质量比1:

0.5～3组合。

[0025] 优选的，真空封罐时物料温度为80～90℃，真空度为0.06Mpa(真空度范围)。

[0026] 优选的，冷却后将罐在36～38℃的温度条件下保温5～7天，选出不胖听的进行喷

码、贴标入库。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8] (1)本发明的工艺与传统罐头工艺相比，采用酵母溶液高效脱腥、绿色安全，采用

高汤与鱼汤复配丰富了食品口感与天然鲜味，以海鲜类(鲍鱼、海参、牡蛎)和菌菇类(松茸、

香菇、杏鲍菇)为配料开发了具有滋补强身、益智养生等功效的适宜于老年人、住院病人、养

生人群的健康、安全、营养、方便的食疗营养餐，本发明的罐头制品肉丁形态均匀、肉色白且

质地软硬适度、汤汁白而浓香、冬季室温下自然形成胶冻状，无腥味、无添加剂。

[0029] (2)本发明中的汤汁配制中，首先将大鲵骨和鲫鱼进行了去腥，这样可保证所制备

的汤不仅没有腥味还能完整保留其本身的鲜味，高汤和鱼汤中均加入了猪皮，即在熬制过

程中将猪皮中明胶熬制出来，这样可促使汤在常温下呈固体形态而具有固定肉丁的作用。

[0030] (3)本发明的实施改变了现有大鲵肉产品加工单一初加工的格局，而且提高了大

鲵附加值，丰富了住院病人及养生人群营养来源，改变大鲵以活体及胴体直销、未能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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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格局，提升了技术水平。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32] 以下为大鲵罐头的制备方法

[0033] (1)大鲵肉的处理

[0034] a、取刚宰杀的大鲵肉去血；

[0035] b、在温度为0～10℃条件下，用质量分数为0.3～0.6％的酵母溶液对大鲵肉进行

脱腥1.5h，再用清水浸泡1～2h；

[0036] c、在温度为0～10℃条件下，以大鲵肉重量计，用0.4％的盐，1％的味精，3％的料

酒对大鲵肉腌制2h；

[0037] d、以大鲵肉重量计，取盐0.425％，料酒0.5％，生粉3％，鸡蛋清5％混合均匀，加入

大鲵肉丁，涂裹均匀，处理20min；

[0038] e、将上浆完成的大鲵肉丁在油温为180～200℃的条件下过油10～15s，捞出肉丁，

在沸水中去掉浮油；

[0039] (2)汤汁配制

[0040] 高汤制备：以重量份计，取鸭肉13-17份，鸡肉25-29份，猪皮8-25份，猪筒骨21-25

份，猪蹄18-25份，黄酒2-5份，姜1-3份，白胡椒粒0.04-0.06份，加3-4倍的纯水放入锅中进

行熬制，大火直至煮沸并保持10min，再转文火熬煮4-6h，过滤得汤，出汤比例为1:1.5～3,

按汤重量加入0.4％的盐；

[0041] 鱼汤制备：首先取大鲵骨10-90份、鲫鱼10-90份，均用质量分数为0.3-0.6％的酵

母溶液脱腥1-2h，再用流水清洗至无残留血污及酵母溶液并沥干，用中火分别对大鲵骨及

鲫鱼过油至表面微黄，大鲵骨过油15～20s，鲫鱼过油10～15s，再用热水过掉大鲵骨和鲫鱼

表面的油；再以重量份计，取猪皮10-30份，姜4份，料酒1份，白胡椒粒0.1份与已处理的大鲵

骨和鲫鱼混合，加入5～6倍水放入锅中熬煮，先用大火将其煮沸，并撇去汤上面的血沫，之

后改用小火进行炖煮1～2h，然后又改为大火炖煮，炖煮3.5～4.5h，再加入2份大葱葱白，过

滤得汤，加入最终汤质量分数0.4％的盐；

[0042] (3)配料制备

[0043] 配料1：干鲍鱼用清水泡发48h，蒸1h，切薄片备用；海参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牡蛎

用质量分数为0.3-0.6％的酵母溶液脱腥1.5h，再清洗干净备用；

[0044] 配料2：将松茸、香菇和杏鲍菇清洗干净备用；

[0045] (4)装罐

[0046] 按比例将步骤(1)、步骤(2)、步骤(3)完成的大鲵肉、汤汁、配料进行装罐、真空封

罐、杀菌，再冷却、喷码、贴标入库；

[0047] 真空封罐时物料温度不低于80℃，真空度为0.06Mpa以上；

[0048] 冷却后将罐在36～38℃的温度条件下保温5～7天，选出不胖听的进行喷码、贴标

入库。

[0049] 实施例1

[0050] 一种大鲵罐头，以重量份计，该罐头含有大鲵肉40份、高汤5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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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大鲵罐头，以重量份计，该罐头含有大鲵肉65份、鱼汤45份。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大鲵罐头，以重量份计，该罐头含有大鲵肉60份、汤汁46份，所述汤汁为高汤

和鱼汤按质量比1:0.5组合。

[0055] 实施例4

[0056] 一种大鲵罐头，以重量份计，该罐头含有大鲵肉50份、汤汁45份、配料5份，所述汤

汁为高汤和鱼汤按质量比1:3组合，所述配料为鲍鱼、海参和牡蛎以质量比1:1:1组合。

[0057] 实施例5

[0058] 一种大鲵罐头，以重量份计，该罐头含有大鲵肉48份、汤汁50份、配料4份，所述汤

汁为高汤和鱼汤按质量比1:2组合，所述配料为松茸、香菇和杏鲍菇以质量比1:2:1组合。

[0059] 实施例6

[0060] 一种大鲵罐头，以重量份计，该罐头含有大鲵肉44份、高汤48份、配料3份，所述配

料为鲍鱼和海参以质量比1:1组合。

[0061] 1、对实施1-6制备的大鲵罐头进行感官评定：由10人组成的评价小组进行评分，取

平均值。总分100分，具体评分标准见表1。

[0062] 表1肉罐头感官评价标准

[0063]

[0064] 通过对实施例1—6制备的食品进行感官评价结果见表2。

[0065] 表2感官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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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从表2可看出，实施例1、2均使用单一的高汤或者鱼汤作为装罐汤汁，实施例3采用

高汤与鱼汤复配，从感官评价结果可看出，采用高汤与鱼汤的复配从口感和气味上明显丰

富了食品的口感与天然鲜味，实施例3—5又添加其他配料，加入配料可整体提升其外观、气

味、口感、组织结构，这说明原料之间的相互微观作用可以促使罐头更鲜香美味。

[0068]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通

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

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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