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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方便拌面的领域，具体公开了一

种一种糍粑辣椒、麻辣风味拌面酱、组合酱料包

以及方便拌面。糍粑辣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称取重量比为1:（1‑1 .5）的福建辣椒王干辣

椒和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煮至回软，沥水，得到辣

椒混合物，将所述辣椒混合物搅拌成糍粑泥状，

得到糍粑辣椒成品；麻辣风味拌面酱的原料包括

上述的糍粑辣椒；组合酱料包上述的麻辣风味拌

面酱料包装得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料包；方便拌

面包括面饼和上述的组合酱料包。本申请的糍粑

辣椒口味香辣，而且降低了辛辣风味的延续性，

能够给食用者带来良好的味觉体验；麻辣风味拌

面酱具备独特的香辣风味；组合酱料包和方便拌

面能够向食用者提供更多的口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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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糍粑辣椒，其特征在于：所述糍粑辣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称取重量比为1:

（1‑1.5）的福建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煮至回软，沥水，得到辣椒混合物，将所

述辣椒混合物搅拌成糍粑泥状，得到糍粑辣椒成品。

2.麻辣风味拌面酱，其特征在于：所述麻辣风味拌面酱的原料包括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

糍粑辣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其特征在于：所述麻辣风味拌面酱由包含以

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1000份，水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90‑110份，烹调油

250‑350份，糍粑辣椒180‑220份以及第一风味调味料358‑533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其特征在于：以所述第一风味调味料总重为

基准，所述第一风味调味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90‑110份，红曲粉1‑5份，香

料粉5‑10份，黄原胶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麻辣鱼调料180‑210份，浓缩鸡汁40‑60份，

花椒12‑18份和藤椒酱8‑12份。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其特征在于：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糍粑辣椒按配比加入烹调油中熬制，得到红油，向所述红油中加入称取的猪肉末搅

拌翻炒，至猪肉末表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一风味调味料，翻炒30‑60s，

得到第一炒料；

向所述第一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得到第一酱汁；

将所述第一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一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

的第一油层和下部的第一酱层，将第一油层与第一酱层分离，得到第一分离油料和第一分

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一分离油料和第一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

成品麻辣风味拌面酱。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加入猪肉末翻

炒时翻炒温度为110‑130℃；所述步骤二中，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时，熬煮温度为55‑65℃。

7.组合酱料包，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2‑4任一项所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料包装

得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料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组合酱料包，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由炸酱风味拌面酱、开胃风

味拌面酱、鱼香风味拌面酱、黄豆风味拌面酱、牛肉风味拌面酱或香菇风味拌面酱包装得到

的酱料包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炸酱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1000

份，水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40‑60份，烹调油250‑350份和第二风味调味料263‑

408份；所述第二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130‑

150份，红曲粉1‑5份，香料份5‑10份，黄原胶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豆瓣酱70‑90份和黄

豆酱35‑45份；

所述开胃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1000

份，水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90‑110份，烹调油250‑350份以及第三风味调味料

343‑528份；所述第三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

110‑130份，红曲粉1‑5份，香料份5‑10份，黄原胶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黄豆酱35‑45

份；黄灯笼辣椒酱130‑170份以及泰椒或灯笼椒40‑60份；

所述鱼香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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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水280‑380份，生姜末90‑110份，蒜蓉140‑160份，烹调油250‑350份以及第四风味调味料

353‑483份和香醋15‑25份；所述第四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基础调味料190‑210份，红曲粉1‑5份，黄原胶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以及泡椒酱140‑

160份；

所述黄豆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1000

份，熟黄豆颗粒280‑320份，熟黄豆泥180‑220份，水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40‑60

份，烹调油250‑350份以及第五风味调味料386‑672份；所述第五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

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175‑195份，红曲粉1‑5份，香料粉3‑8份，黄原胶

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豆瓣酱80‑120份，黄豆酱80‑120份以及辣椒粉25‑35份；

所述牛肉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牛肉碎1000

份，糍粑辣椒700‑800份，水280‑380份，生姜末280‑320份，蒜蓉280‑320份，干葱白末280‑

320份，水发花菇粒280‑320份，烹调油1800‑2200份，麻辣豆豉450‑550份，去皮熟花生700‑

800份，熟白芝麻仁15‑25份以及第六风味调味料343‑528份；所述第六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

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1118‑1402份，黄原胶2‑8份，黑牛膏20‑100

份，豆瓣酱280‑320份，甜面酱40‑60份，火锅底料180‑220份，麻辣鱼调料180‑220份，花椒

12‑18份；十三香12‑18份以及胡椒粉12‑18份；

所述香菇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水发香菇片

5000份，水280‑380份，虾米450‑550份，生姜末230‑270份，洋葱头末480‑520份，烹调油900‑

1000份以及第七风味调味料386‑672份；所述第七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

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530‑570份，黄原胶2‑8份，浓缩鸡汁140‑160份，浓缩菌菇汁140‑

160份以及蚝油40‑60份。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组合酱料包，其特征在于：

所述炸酱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按配比加

入猪肉末煸炒2‑3min至猪肉末出油；按配比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二风味调味料，翻炒

30‑60S，得到第二炒料；向所述第二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得到第

二酱汁；将所述第二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二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

上部的第二油层和下部的第二酱层，将第二油层与第二酱层分离，得到第二分离油料和第

二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二分离油料和第二分离酱料，共混均匀，

得到炸酱风味拌面酱成品；

所述开胃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按配比加

入猪肉末煸炒2‑5min至猪肉末出油；按配比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三风味调味料，翻炒

30‑60S，得到第三炒料；向所述第三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得到第

三酱汁；将所述第三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三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

上部的第三油层和下部的第三酱层，将第三油层与第三酱层分离，得到第三分离油料和第

三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三分离油料和第三分离酱料，共混均匀，

得到成品开胃风味拌面酱；

所述鱼香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按配比加

入猪肉末翻炒至猪肉末表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四风味调味料，翻炒

30‑60s，得到第四炒料；向所述第四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得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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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酱汁；将所述第四酱汁真空冷却至10℃以下，之后加入香醋搅拌均匀，然后静置，通过静

置分为上部的第四油层和下部的第四酱层，将第四油层与第四酱层分离，得到第四分离油

料和第四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四分离油料和第四分离酱料，共混

均匀，得到成品鱼香风味拌面酱；

所述黄豆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按配比加

入猪肉末翻炒至猪肉末表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五风味调味料，翻炒

30‑60s，得到第五炒料；向所述第五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最后加

入熟黄豆拌匀焖制2‑3min，得到第三酱汁；将所述第五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

以下，第五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五油层和下部的第五酱层，将第五油层与第五

酱层分离，得到第五分离油料和第五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五分离

油料和第五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成品黄豆风味拌面酱；

所述牛肉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糍粑辣椒按配比加入烹调油中熬

制，得到红油，向所述红油中加入生姜末、蒜蓉以及干葱白末在80‑100℃下煸炒15‑30s，之

后加入熟牛肉碎煸炒2‑3min，再加入水发花菇粒以及第六风味调味料炒制均匀，得到第六

炒料，所述第六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13‑18min，加入麻辣豆豉、熟去皮花生

以及熟白芝麻仁炒拌均匀，得到第六酱汁；将所述第六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

以下，第六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六油层和下部的第六酱层，将第六油层与第六

酱层分离，得到第六分离油料和第六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六分离

油料和第六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成品牛肉风味拌面酱；

所述香菇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00‑120℃，加入水发

香菇片，3‑5s后捞出沥油；取40‑60份炸制水发香菇片后的烹调油，加入虾米、洋葱头末、生

姜末煸炒15‑30s，再按比例加入第七风味调味料和水，煮沸后继续熬煮13‑18min，得到第七

酱汁；将所述第七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七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

部的第七油层和下部的第七酱层，将第七油层与第七酱层分离，得到第七分离油料和第七

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七分离油料和第七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

到成品香菇风味拌面酱。

10.方便拌面，其特征在于，包括面饼和如权利要求7‑9任一项所述的组合酱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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糍粑辣椒、麻辣风味拌面酱、组合酱料包以及方便拌面

[0001]

技术领域

[0002]

[0003] 本申请涉及方便拌面的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糍粑辣椒、麻辣风味拌面

酱、组合酱料包以及方便拌面。

背景技术

[0004]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逐步加快，方便食品已经成为人

们日常饮食的主要选择之一，尤其是对于喜爱面食的人群来说，方便拌面的产生为人们带

来了极大便利。

[0005] 如今的方便拌面虽然已经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的食用需求，但是仍存在口味单一，

可供选择余地选择较少的缺点。

[0006] 因此，发明人认为亟需研发一种风味独特且选择多样的方便拌面。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改善拌面风味并丰富人们的选择，本申请提供一种糍粑辣椒、麻辣风味拌面

酱、组合酱料包以及方便拌面。

[0008]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糍粑辣椒，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9] 糍粑辣椒，所述糍粑辣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称取重量比为1:(1‑1.5)的福

建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煮至回软，沥水，得到辣椒混合物，将所述辣椒混合

物搅拌成糍粑泥状，得到糍粑辣椒成品。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辣度较高的福建辣椒王干辣椒和香味突出的新

一代辣椒干辣椒共同复配作为原料，使得制成的糍粑辣椒同时兼具福建辣椒王的特辣风味

以及新一代辣椒的香辣风味，而且两种风味在回软、搅拌过程中实现有机结合，不仅口味和

谐、鲜明，风味极佳，而且降低了辛辣风味的延续性，使得食用者在食用时能够体验到辛辣

带来的味觉刺激，在食用完毕后这种辛辣刺激又能快速缓解，给食用者带来良好的味觉体

验。

[0011]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12] 麻辣风味拌面酱，所述麻辣风味拌面酱的原料包括如上所述的糍粑辣椒。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糍粑辣椒作为原料，使得麻辣风味拌面酱具备独特的

香辣风味。

[0014] 优选的，所述麻辣风味拌面酱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1000份，水

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90‑110  份，烹调油250‑350份，糍粑辣椒180‑220份以及第

一风味调味料358‑533份。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以猪肉末作为主料，通过生姜末、蒜蓉以及第一风味调味

说　明　书 1/13 页

5

CN 114304577 A

5



料和糍粑辣椒配合，在去除猪肉末肉腥味、保留肉香味的同时，赋予猪肉末独特的香辣风

味，使得麻辣风味拌面酱具备丰富的口感层次和风味特点，使得采用麻辣风味拌面酱拌制

的拌面风味得以提升。

[0016] 优选的，以所述第一风味调味料总重为基准，所述第一风味调味料包括以下重量

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90‑110份，红曲粉1‑5份，香料粉5‑10份，黄原胶2‑8份，猪骨浸膏20‑

100份，麻辣鱼调料  180‑210份，浓缩鸡汁40‑60份，花椒12‑18份和藤椒酱8‑12份。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第一风味调味料中的多种调味原料进行辅助调味，赋

予麻辣风味拌面酱丰富的风味层次和风味特点，并且通过对配比的调整，使得麻辣风味拌

面酱整体风味协调均衡，进一步提升麻辣特色。

[0018] 优选的，所述麻辣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糍粑辣椒按配比加入

烹调油中熬制，得到红油，向所述红油中加入称取的猪肉末搅拌翻炒，至猪肉末表面干硬起

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一风味调味料，翻炒30‑60s，得到第一炒料；

[0019] 向所述第一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得到第一酱汁；

[0020] 将所述第一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一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

上部的第一油层和下部的第一酱层，将第一油层与第一酱层分离，得到第一分离油料和第

一分离酱料，之后按照  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一分离油料和第一分离酱料，共混均匀，

得到成品麻辣风味拌面酱。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糍粑辣椒在烹调油中熬制得到的红油对猪肉末进行

翻炒，使得糍粑辣椒的香蜡风味能够充分渗入猪肉末中，提升猪肉末的整体风味；而通过将

第一酱汁分层产生的第一油层和第一酱层分离重新复配，使得得到的成品麻辣风味拌面酱

既具备统一和谐的风味，又相对清爽，进一步提升食用体验。

[0022] 优选的，所述步骤一中，加入猪肉末翻炒时翻炒温度为  110‑130℃；所述步骤二

中，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时，熬煮温度为  55‑65℃。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猪肉末的翻炒温度控制在合适范围内，有助于猪肉末

整体加工程度均一，提升麻辣风味拌面酱的质量稳定性。而将熬煮温度控制在55‑65℃，使

得水份能够较缓慢的蒸发，有助于原料中各调味组分充分混合并融入猪肉末中，进一步提

升麻辣风味拌面酱风味。

[0024] 第三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组合酱料包，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25] 组合酱料包，包括如上述任一项所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料包装得到的麻辣风味拌

面酱料包。

[0026] 优选的，所述组合酱料包还包括由炸酱风味拌面酱、开胃风味拌面酱、鱼香风味拌

面酱、黄豆风味拌面酱、牛肉风味拌面酱或香菇风味拌面酱包装得到的酱料包中的至少一

种；

[0027] 所述炸酱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

1000份，水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  40‑60份，烹调油250‑350份和第二风味调味料

263‑408份；所述第二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

130‑150份，红曲粉1‑5份，香料份5‑10份，黄原胶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豆瓣酱70‑90份

和黄豆酱35‑45份；

[0028] 所述开胃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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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份，水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  90‑110份，烹调油250‑350份以及第三风味调

味料343‑528份；所述第三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

味料110‑130份，红曲粉1‑5份，香料份5‑10份，黄原胶2‑8  份，猪骨浸膏20‑100份；黄豆酱

35‑45份；黄灯笼辣椒酱130‑170  份以及泰椒或灯笼椒40‑60份；

[0029] 所述鱼香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

1000份，水280‑380份，生姜末90‑110份，蒜蓉140‑160份，烹调油250‑350份以及第四风味调

味料353‑483份和香醋15‑25份；所述第四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

的原料：基础调味料190‑210份，红曲粉1‑5份，黄原胶  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以及泡椒

酱140‑160份；

[0030] 所述黄豆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猪肉末

1000份，熟黄豆颗粒280‑320份，熟黄豆泥180‑220  份，水280‑380份，生姜末40‑60份，蒜蓉

40‑60份，烹调油250‑350  份以及第五风味调味料386‑672份；所述第五风味调味料以自身

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175‑195份，红曲粉1‑5份，香料粉3‑8份，

黄原胶2‑8份，猪骨浸膏20‑100份，豆瓣酱80‑120份，黄豆酱80‑120份以及辣椒粉25‑35份；

[0031] 所述牛肉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牛肉碎

1000份，糍粑辣椒700‑800份，水280‑380份，生姜末280‑320份，蒜蓉280‑320份，干葱白末

280‑320份，水发花菇粒280‑320份，烹调油1800‑2200份，麻辣豆豉450‑550份，去皮熟花生

700‑800份，熟白芝麻仁15‑25份以及第六风味调味料  343‑528份；所述第六风味调味料以

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1118‑1402份，黄原胶2‑8份，黑牛膏

20‑100  份，豆瓣酱280‑320份，甜面酱40‑60份，火锅底料180‑220份，麻辣鱼调料180‑220

份，花椒12‑18份；十三香12‑18份以及胡椒粉12‑18份；

[0032] 所述香菇风味拌面酱以自身总重为基准，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水发香

菇片5000份，水280‑380份，虾米450‑550份，生姜末230‑270份，洋葱头末480‑520份，烹调油

900‑1000份以及第七风味调味料386‑672份；所述第七风味调味料以自身总重为基准，包括

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基础调味料530‑570份，黄原胶2‑8  份，浓缩鸡汁140‑160份，浓缩菌菇

汁140‑160份以及蚝油40‑60  份。

[003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多种风味的拌面酱进行组合，便于人们进行选择，口味

丰富，可选择范围广；而且各种风味的拌面酱口味、风格独特，特色鲜明，具有较佳的食用体

验。

[0034] 优选的，所述炸酱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

℃，按配比加入猪肉末煸炒2‑3min至猪肉末出油；按配比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二风味调

味料，翻炒30‑60S，得到第二炒料；向所述第二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  40‑

50min，得到第二酱汁；将所述第二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二酱汁在冷

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二油层和下部的第二酱层，将第二油层与第二酱层分离，得到第二

分离油料和第二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二分离油料和第二分离酱

料，共混均匀，得到炸酱风味拌面酱成品；

[0035] 所述开胃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按配

比加入猪肉末煸炒2‑5min至猪肉末出油；按配比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三风味调味料，翻

炒30‑60S，得到第三炒料；向所述第三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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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酱汁；将所述第三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三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

为上部的第三油层和下部的第三酱层，将第三油层与第三酱层分离，得到第三分离油料和

第三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 .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三分离油料和第三分离酱料，共混均

匀，得到成品开胃风味拌面酱；

[0036] 所述鱼香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按配

比加入猪肉末翻炒至猪肉末表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四风味调味料，翻

炒30‑60s，得到第四炒料；向所述第四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得到

第四酱汁；将所述第四酱汁真空冷却至10℃以下，之后加入香醋搅拌均匀，然后静置，通过

静置分为上部的第四油层和下部的第四酱层，将第四油层与第四酱层分离，得到第四分离

油料和第四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四分离油料和第四分离酱料，共

混均匀，得到成品鱼香风味拌面酱；

[0037] 所述黄豆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20‑160℃，按配

比加入猪肉末翻炒至猪肉末表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五风味调味料，翻

炒30‑60s，得到第五炒料；向所述第五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0‑50min，最后

加入熟黄豆拌匀焖制2‑3min，得到第三酱汁；将所述第五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

℃以下，第五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五油层和下部的第五酱层，将第五油层与第

五酱层分离，得到第五分离油料和第五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五分

离油料和第五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成品黄豆风味拌面酱；

[0038] 所述牛肉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糍粑辣椒按配比加入烹调油中

熬制，得到红油，向所述红油中加入生姜末、蒜蓉以及干葱白末在80‑100℃下煸炒15‑30s，

之后加入熟牛肉碎煸炒  2‑3min，再加入水发花菇粒以及第六风味调味料炒制均匀，得到第

六炒料，所述第六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13‑18min，加入麻辣豆豉、熟去皮花

生以及熟白芝麻仁炒拌均匀，得到第六酱汁；将所述第六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

℃以下，第六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六油层和下部的第六酱层，将第六油层与第

六酱层分离，得到第六分离油料和第六分离酱料，之后按照  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六

分离油料和第六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成品牛肉风味拌面酱；

[0039] 所述香菇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烹调油加热至100‑120℃，加入

水发香菇片，3‑5s后捞出沥油；取40‑60份炸制水发香菇片后的烹调油，加入虾米、洋葱头

末、生姜末煸炒15‑30s，再按比例加入第七风味调味料和水，煮沸后继续熬煮13‑18min，得

到第七酱汁；将所述第七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10℃以下，第七酱汁在冷却过程中

分为上部的第七油层和下部的第七酱层，将第七油层与第七酱层分离，得到第七分离油料

和第七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七分离油料和第七分离酱料，共混均

匀，得到成品香菇风味拌面酱。

[004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各种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均比较简单，而且通过对制

备过程中各参数的控制，使得制得的拌面酱风味稳定，便于维持质量稳定。此外，通过在各

拌面酱制成前对油酱含量重新配比，使得各拌面酱成品不仅能够保持较佳的风味，而且改

善了拌面酱较为油腻的食用体验。

[0041] 第四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方便拌面，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42] 方便拌面，包括面饼和如上述任一项所述的组合酱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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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人们自由进行选择，方便食用。

[0044]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5] 1、本申请的糍粑辣椒，同时兼具福建辣椒王的特辣风味以及新一代辣椒的香辣风

味，口味和谐、鲜明，风味极佳，而且降低了辛辣风味的延续性，使得食用者在食用时能够体

验到辛辣带来的味觉刺激，在食用完毕后这种辛辣刺激又能快速缓解，给食用者带来良好

的味觉体验。

[0046] 2、本申请的麻辣风味拌面酱，在去除猪肉末肉腥味、保留肉香味的同时，赋予猪肉

末独特的香辣风味，使得麻辣风味拌面酱具备丰富的口感层次和风味特点。

[0047] 3、本申请的组合酱料包，通过将多种风味的拌面酱进行组合，便于人们进行选择，

口味丰富，可选择范围广；而且各种风味的拌面酱口味、风格独特，特色鲜明，具有较佳的食

用体验。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以下内容中涉及到的原料均为普通

市售产品。

[0049] 实施例

[0050] 实施例1

[0051] 一种糍粑辣椒，其制备包括如下步骤：按1:1的重量比称取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

辣椒干辣椒，置于常温水中加热煮沸，之后继续熬煮4min，使得福建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

辣椒干辣椒回软，捞出沥水，得到辣椒混合物，将辣椒混合物搅拌捶打成含水量为20％‑

22％的糍粑泥状，得到糍粑辣椒成品。

[0052] 实施例2

[0053] 一种糍粑辣椒，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的

重量比为1:1.25。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糍粑辣椒，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的

重量比为1:1.5。

[0056] 实施例4

[0057]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其原料组分及重量如表1所示，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8] 将锅加热至80℃，按配比向锅中加入糍粑辣椒和烹调油熬制，得到红油，向红油中

加入称取的猪肉末并不断搅拌翻炒，翻炒温度设定为120℃，翻炒时间3min，使得猪肉末表

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一风味调味料，翻炒40s，得到第一炒料；

[0059] 向第一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5min，熬煮温度设定为60℃，得到第

一酱汁；

[0060] 将第一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8±1℃，第一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

第一油层和下部的第一酱层，通过油泵抽油将第一油层与第一酱层分离，得到第一分离油

料和第一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8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一分离油料和第一分离酱料，共混均

匀，得到成品麻辣风味拌面酱。

[0061] 本实施例中的糍粑辣椒采用实施例1制得的糍粑辣椒，烹调油采用色拉油，麻辣鱼

说　明　书 5/13 页

9

CN 114304577 A

9



调料采用胖子牌麻辣鱼调料，香料粉由白芷粉、丁香粉、桂皮粉和八角粉按照1:1:1:2的重

量比共混得到。

[0062] 实施例5

[0063]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糍粑辣椒为实施例2

制得的糍粑辣椒。

[0064] 实施例6

[0065]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糍粑辣椒为实施例3

制得的糍粑辣椒。

[0066] 实施例7

[0067]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5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原料组分及重量如表1所示。

[0068] 实施例8

[0069]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5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原料组分及重量如表1所示。

[0070] 表1实施例4、7和8中麻辣风味拌面酱的原料组分及重量(g)

[0071]

[0072] 实施例9

[0073]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5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风味调味料中不含猪骨浸

膏。

[0074] 实施例10

[0075]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5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酱汁真空冷却后，重新搅

匀，得到麻辣风味拌面酱。

[0076] 实施例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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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5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油层和第一酱层分离后按

照表2所示的重量配比共混，作为成品，麻辣风味拌面酱。

[0078] 表2实施例11‑14中第一分离油料和第一分离酱料的重量配比

[0079]

[0080] 实施例15

[0081] 一种组合酱料包，包括实施例5的麻辣风味拌面酱料包装得到的麻辣风味拌面酱

料包以及由炸酱风味拌面酱、开胃风味拌面酱、鱼香风味拌面酱、黄豆风味拌面酱、牛肉风

味拌面酱和香菇风味拌面酱各自包装得到的酱料包。

[0082] 上述的炸酱风味拌面酱、开胃风味拌面酱、鱼香风味拌面酱、黄豆风味拌面酱、牛

肉风味拌面酱和香菇风味拌面酱的原料组成及重量如表3所示。

[0083] 表3各风味拌面酱原料组分及对应重量(g)

[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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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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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本实施例中原料涉及的豆瓣酱包括郫县红油豆瓣酱和六月香豆瓣酱，具体选用如

上表所示；涉及的黄豆酱采用的海天牌黄豆酱，甜面酱采用的六月香牌甜面酱，火锅底料采

用的三五牌火锅底料，麻辣鱼调料采用胖子牌麻辣鱼调料。

[0088] 上述的炸酱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向锅中加入烹调油，并加热至

120℃，按配比加入猪肉末煸炒2min，使得猪肉末出油；按配比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二风

味调味料，继续翻炒  40S，得到第二炒料；向第二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 

45min，熬煮温度设定为60℃，得到第二酱汁；将第二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8±1℃，

第二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二油层和下部的第二酱层，通过油泵抽油将第二油层

与第二酱层分离，得到第二分离油料和第二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8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二

分离油料和第二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炸酱风味拌面酱成品。

[0089] 上述的开味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向锅中加入烹调油，并加热至

120℃，按配比加入猪肉末煸炒2min，使得猪肉末出油；按配比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三风

味调味料，继续翻炒  40S，得到第三炒料；向第三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 

45min，熬煮温度设定为60℃，得到第三酱汁；将第三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8±1℃，

第三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三油层和下部的第三酱层，通过油泵抽油将第三油层

与第三酱层分离，得到第三分离油料和第三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8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三

分离油料和第三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开味风味拌面酱成品。

[0090] 上述的鱼香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向锅中加入烹调油，并加热至

120℃，按配比加入猪肉末煸炒3min，使得猪肉末表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

第四风味调味料，翻炒40s，得到第四炒料；向第四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 

45min，熬煮温度设定为60℃，之后加入泡椒酱熬煮1min，然后停火得到第四酱汁；将第四酱

汁真空冷却至8±1℃，之后加入香醋搅拌均匀，然后静置，通过静置分为上部的第四油层和

下部的第四酱层，通过油泵抽油将第四油层与第四酱层分离，得到第四分离油料和第四分

离酱料，之后按照1:1.6‑2的重量配比称取第四分离油料和第四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

成品鱼香风味拌面酱。

[0091] 上述的黄豆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取240g干黄豆浸泡12h，捞出沥

干，放入高压锅中，并加入1L水、20g盐以及  20g老抽，加压炖煮20min，捞出沥干，称出200g

熟黄豆颗粒打碎成熟黄豆泥，另称取300g黄豆颗粒备用；并将第五风味调味料中的香料粉

和辣椒粉提前共混均匀；

[0092] 向锅中加入烹调油，并加热至120℃，按配比加入猪肉末煸炒  3min，使得猪肉末表

面干硬起酥，然后加入蒜蓉、生姜末以及第五风味调味料，翻炒40s，得到第五炒料；向第五

炒料中按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45min，熬煮温度设定为60℃，之后加入称取的熟黄豆

泥和熟黄豆颗粒熬煮1min，然后停火得到第五酱汁；将第五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8

±1℃，第五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五油层和下部的第五酱层，通过油泵抽油将第

五油层与第五酱层分离，得到第五分离油料和第五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8的重量配比称

取第五分离油料和第五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黄豆风味拌面酱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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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上述的牛肉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取花生烤熟去皮，得到去皮熟

花生；将白芝麻烤熟，得到熟白芝麻仁；取干花菇用水泡发，然后切粒油炸，得到水发花菇

粒；

[0094] 将锅加热至80℃，按配比向锅中加入糍粑辣椒和烹调油熬制，得到红油，向红油中

加入生姜末、蒜蓉以及干葱白末在90℃的设定温度下煸炒25s，之后加入熟牛肉碎继续煸炒

3min，然后加入水发花菇粒以及第六风味调味料炒制30s，得到第六炒料，向第一炒料中按

比例加水，煮沸后继续熬煮15min，熬煮温度设定为60℃，再加入麻辣豆豉、熟去皮花生以及

熟白芝麻仁炒拌30s，得到第六酱汁；

[0095] 将第六酱汁自然冷却后再真空冷却至8±1℃，第六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

第六油层和下部的第六酱层，通过油泵抽油将第六油层与第六酱层分离，得到第六分离油

料和第六分离酱料，之后按照1:1.8的重量配比称取第六分离油料和第六分离酱料，共混均

匀，得到成品牛肉风味拌面酱。

[0096] 上述的香菇风味拌面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取干香菇用30℃温水浸泡1h，

泡发得到水发香菇，称取5000g，切至指甲片大小，得到水发香菇片，备用；取500g干虾米常

温水浸泡10min，捞出沥干，得到虾米，备用；

[0097] 向锅中加入烹调油，并加热至120℃，加入水发香菇片，5s后捞出沥油；取50g炸制

水发香菇片后的烹调油，加入虾米、洋葱头末、生姜末煸炒25s，再按比例加入第七风味调味

料和水，煮沸后继续熬煮15min，熬煮温度设定为60℃，得到第七酱汁；将第七酱汁自然冷却

后再真空冷却至8±1℃，第七酱汁在冷却过程中分为上部的第七油层和下部的第七酱层，

通过油泵抽油将第七油层与第七酱层分离，得到第七分离油料和第七分离酱料，之后按照

1:1 .8的重量配比称取第七分离油料和第七分离酱料，共混均匀，得到黄豆风味拌面酱成

品。

[0098] 对比例

[0099] 对比例1

[0100] 一种辣椒碎，其制备包括如下步骤：称取重量为1kg的福建辣椒王鲜辣椒和1kg的

新一代辣椒鲜辣椒，混合切碎合，得到成品辣椒碎。

[0101] 对比例2

[0102] 一种辣椒碎，其制备包括如下步骤：称取重量为1kg的福建辣椒王干辣椒和1kg的

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置于5L纯净水中，加热煮沸后继续熬煮4min，使得福建辣椒王干辣椒和

新一代辣椒干辣椒回软，捞出沥水，得到辣椒混合物，将辣椒混合物切碎，得到辣椒碎。

[0103] 对比例3

[0104] 一种糍粑辣椒，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称取的福建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

辣椒干辣椒置于5L纯净水中浸泡至回软，然后捞出沥水，捶打得到糍粑辣椒成品。

[0105] 对比例4

[0106] 一种糍粑辣椒，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用量为0.8kg。

[0107] 对比例5

[0108] 一种糍粑辣椒，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新一代辣椒干辣椒用量为1.6kg。

[0109] 对比例6

[0110]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糍粑辣椒为对比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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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得的糍粑辣椒。

[0111] 对比例7

[0112]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糍粑辣椒为对比例2

制得的糍粑辣椒。

[0113] 对比例8

[0114]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糍粑辣椒为对比例3

制得的糍粑辣椒。

[0115] 对比例9

[0116]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糍粑辣椒为对比例4

制得的糍粑辣椒。

[0117] 对比例10

[0118] 一种麻辣风味拌面酱，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糍粑辣椒为对比例5

制得的糍粑辣椒。

[0119] 试验检测

[0120] 试验一糍粑辣椒及辣椒碎感官测评

[0121] 由10位经感官培训且健康状况良好的人组成10人评价小组，对实施例1‑3和对比

例3‑5制得的糍粑辣椒以及对比例1‑2制得的辣椒碎进行评价，具体评价规则如表4所示。每

组样品由10人打分，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取平均值。具体的感官评分如下：

[0122] 表4试验一感官评分表

[0123]

[0124] 试验二麻辣风味拌面酱感官评价

[0125] 由试验一的10人评价小组对实施例4‑14和对比例6‑10的麻辣风味拌面酱的滋味、

色泽、香气以及拌面效果进行评价，评价规则如表5所示。每组样品由10人打分，去除最大值

和最小值后取平均值。

[0126] 表5试验二感官评分表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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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

[0129] 试验结果：试验一评分结果如表6所示，试验二评分结果如表7 所示。

[0130] 表6试验一评分结果

[0131]

[0132] 表7试验二评分结果

[0133]   滋味 风味 色泽 香气 拌面效果 

实施例4 32.75 32.5 21.875 23.5 33 

实施例5 32.875 33 21.625 23.75 32.625 

实施例6 32.5 32.625 21.75 23.375 33.125 

实施例7 32.25 32.25 22 23.5 32.625 

实施例8 33 33.25 21.5 24 33.25 

实施例9 29 31.875 22.125 22.5 31.875 

实施例10 26.5 31.625 21.625 23.5 33.375 

实施例11 32.375 32.25 21.375 23.125 32.25 

实施例12 31.625 32.375 22.125 23.75 33.25 

实施例13 31.125 31.625 21.75 22.5 31.625 

实施例14 26 32.5 22 23.5 32.875 

对比例6 27.625 16.75 22 20.875 31.5 

对比例7 26.25 23.375 21.25 22.125 29.25 

对比例8 25.375 21.375 21.375 21.5 30.625 

对比例9 29.25 24.125 21.625 23.375 33 

对比例10 29.875 24.25 21.75 23.375 32.875 

[0134]   结合实施例1‑3和对比例1‑5并结合表6和表7可以看出，采用合适比例的福建辣

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辣椒干辣椒复配，并经过水煮回软、搅拌捶打得到的糍粑辣椒才能获

得较佳的风味，这可能是因为通过水煮回软使得两种辣椒的辣味充分结合，且会使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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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辣椒素分解，从而使得整体风味协调统一，避免过于辛辣，而在之后通过搅拌捶打，在支

撑糍粑泥状的同时，使得福建辣椒王干辣椒和新一代辣椒干辣椒中留存的辣椒素充分释放

出来，从而达到入口香辣，但是食用过后能够辣味能够快速衰减的效果，即能满足人们对食

辣的喜好，又不会对食用者造成长时间影响。

[0135] 结合实施例4‑14和对比例6‑10并结合表6和表7可以看出。制作的麻辣风味拌面酱

通过加入各种风味原料，再辅以油酱分离后重新复配的手段，获得了极佳的食用体验，使得

糍粑辣椒的香辣风味和猪肉末以及猪骨浸膏带来的肉香味充分结合，能够给食用者带来良

好的食用体验。

[0136]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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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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