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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味专用新型豆瓣发酵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食品领域，具体为一种调味专用

新型豆瓣发酵工艺。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将蚕

豆瓣进行粉碎；粉碎好的蚕豆瓣放入热水中漂烫

后沥干冷却，加入面粉和酱油曲精拌合均匀；进

行通风制曲，当豆瓣长出嫩黄孢子即出曲称重；

称取成曲，将食盐、风味蛋白酶分别加入温水中

溶解后拌入成曲中，保温发酵25～30天成熟得甜

瓣子酱；将红辣椒在清水中浸泡，用水进行洗净

后进行斩拌，然后加入食盐进行盐渍，同时加入

乳酸功能菌，盐渍发酵后得椒醅；将甜瓣子酱与

椒醅混合后加入产酯酵母，进行晾晒30～40天；

最后灭菌包装。该工艺可缩短发酵周期至100～

120天，产品盐≤15%，氨基酸态氮含量≥0.32%，

提高产品氨基酸态氮含量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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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调味专用豆瓣发酵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筛选颗粒饱满均匀无霉变的蚕豆瓣，去掉杂物和渣壳，然后将脱壳蚕豆瓣进行粉碎，

使颗粒粒径小于1cm；

2）将粉碎好的蚕豆瓣放入95～97℃的热水中，漂烫2～4分钟沥干冷却，按比例加入面

粉和酱油曲精拌合均匀；

3）进行通风制曲，曲房保温28℃，控制品温不超过32℃，当豆瓣长出嫩黄孢子即出曲称

重；

4）称取成曲，按比例将食盐、风味蛋白酶分别加入温水中溶解后拌入成曲中，45℃下保

温发酵25～30天成熟得甜瓣子酱；

  5）选用鲜红优质辣椒，然后将辣椒在清水中浸泡1-3分钟后，再用水进行喷淋清洗干

净；

6）将清洗后鲜辣椒进行斩拌，使粒径小于1cm，然后按比例加入食盐进行盐渍，同时按

比例加入乳酸功能菌，盐渍发酵时间20～25天后得椒醅；食盐的添加量与鲜辣椒的质量比

为14～15:100，乳酸功能菌的添加量与鲜辣椒的质量比为0.2～0.25:100；

7）按比例将步骤4）中得到的甜瓣子酱与步骤6）中得到的椒醅混合，同时加入产酯酵

母，进行晾晒30～40天得成熟的豆瓣酱；椒醅与甜瓣子酱混合的质量比例为20～30:70～

80；

8）将成熟的豆瓣酱进行灭菌后包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味专用豆瓣发酵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壳蚕豆瓣、面

粉和酱油曲精的质量比为100:20～25：0.03～0.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味专用豆瓣发酵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食盐的添

加量与成曲的质量比为28～32:1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味专用豆瓣发酵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产酯酵母的添加量

与混合酱的质量比为0.2～0.3:1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味专用豆瓣发酵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的鲜红优

质辣椒需按要求进行辣椒脱帽或去把、去除虫蛀、杂物和霉变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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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味专用新型豆瓣发酵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领域，尤其是食品行业中的郫县豆瓣制备领域，具体为一种调味

专用新型豆瓣发酵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郫县豆瓣素有川菜之魂的美称，是利用蚕豆、面粉、食盐、辣椒等原料经微生物发

酵和各种理化反应制成的酱，其油润红亮，瓣子酥脆，有较重的辣味，香甜可口。除用作调味

外，也可单独佐饭。目前豆瓣主要作为辅料来使用，如用作火锅底料、复合调味料、川菜调味

品中大多有使用；同时，豆瓣也被创新制成红油豆瓣广泛用于烹饪调料。

[0003] 郫县豆瓣采用独特传统的特殊工艺，以红辣椒腌制成辣椒醅，采用蚕豆制曲发酵6

个月以上制成甜瓣子，按一定比例拌合均匀，装入缸(或池)中进行翻晒露等发酵工艺，历时

3个月以上发酵成熟，其产品具有“色红褐、油润、酱酯香、瓣粒酥脆、味鲜辣”之特色。

[0004] 目前豆瓣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豆瓣是传统发酵调味品，采用自然发酵和晾晒

工艺，产品含盐量高(20％左右)，产品生产周期长(9个月)以上，产品质量不稳定，安全性

差，产品色泽不佳(深褐色)；蚕豆瓣都没有粉碎，导致豆瓣曲的酶活和甜瓣子氨基酸态氮

低；传统产品中的辣椒斩拌后长度达3～5cm在用于烹饪调料时，需要再次斩拌，使用不方便

等问题，由于豆瓣的盐分含量都是在20％，目前豆瓣只能作为中间调味品使用，附加值很

低，如果能降低豆瓣盐分，即食豆瓣、佐餐豆瓣的开发将促进豆瓣产业链的延伸和行业发

展。

[0005] 随着社会的发展，调味品行业发展迅速，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此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将提高豆瓣行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促

进行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调味专用新型豆瓣发酵工艺。该

工艺可缩短发酵周期至100～120天，产品盐≤15％，氨基酸态氮含量≥0.32％，提高产品氨

基酸态氮含量30％以上，采用该工艺制备得到的产品具有传统豆瓣具有的酱酯香味，且作

为烹饪调料色泽红亮，味鲜辣，酯香突出，使用方便，满足目前餐饮和复合调味品加工需求，

可采用机械化包装，提高生产效率等特点。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调味专用新型豆瓣发酵工艺，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筛选颗粒饱满均匀无霉变的蚕豆瓣，去掉杂物和渣壳，然后将脱壳蚕豆瓣进行

粉碎，使颗粒粒径小于1cm；

[0010] 2)将粉碎好的蚕豆瓣放入95～97℃的热水中，漂烫2～4分钟沥干冷却，按比例加

入面粉和酱油曲精拌合均匀；所述的脱壳蚕豆瓣、面粉和酱油曲精的质量比为100:20～25:

0.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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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3)进行通风制曲，曲房保温28℃，控制品温不超过32℃，当豆瓣长出嫩黄孢子即出

曲称重；

[0012] 4)称取豆瓣成曲，并将食盐和风味蛋白酶分别按比例加入温水溶解后拌入成曲

中，45℃下保温发酵25～30天成熟得甜瓣子酱；所述食盐的添加量与成曲的质量比为28～

32:100，风味蛋白酶与成曲的质量比为0.2～0.3:100。

[0013] 5)选用鲜红优质辣椒，然后将辣椒在清水中浸泡2分钟后，再用水进行喷淋清洗干

净；

[0014] 6)将清洗后鲜辣椒进行斩拌，使粒径小于1cm，然后按比例加入食盐进行盐渍，同

时加入乳酸功能菌，盐渍发酵时间20～25天后得椒醅；食盐的添加量与鲜辣椒的质量比为

14～15:100，乳酸功能菌的添加量与鲜辣椒的质量比为0.2～0.25:100。

[0015] 7)按比例将步骤4)中得到的甜瓣子酱与步骤6)中得到的椒醅混合，同时加入产酯

酵母，进行晾晒30～40天得成熟的豆瓣酱。所述椒醅与甜瓣子酱混合的质量比例为20～30:

70～80。所述产酯酵母的添加量与混合酱的质量比为0.3～0.4:100。

[0016] 8)将成熟的豆瓣酱进行灭菌后包装。

[0017] 步骤5)中所述的鲜红优质辣椒需按要求进行辣椒脱帽或去把、去除虫蛀、杂物和

霉变椒。

[0018] 所述乳酸菌由金开公司生产，为市售产品。

[0019] 所述产酯酵母为安琪酵母公司产品，为市售产品。

[0020] 所述风味蛋白酶为广西庞博生物公司产品，为市售产品。

[0021] 所述酱油曲精为成都调味品研究所产品，为市售产品。

[0022] 本发明的积极效果体现在：

[0023] (一)缩短发酵时间  蚕豆瓣进行粉碎，利于制曲和发酵，提高产品质量，缩短产品

发酵时间，方便产品使用。由于蚕豆瓣粉碎后颗粒小，增加瓣子的接触面，漂烫过程中更容

易吸水和淀粉糊化，利于后期霉菌生长，提高豆瓣曲蛋白酶、淀粉酶的综合酶活力达3800u/

g，加入盐水发酵，蚕豆中的蛋白质能酶解更充分，豆瓣酱的氨基酸态氮含量达0.8％，产品

生产时间只需120天，较传统工艺缩短发酵时间120天以上；第二由于蚕豆瓣的颗粒小，成曲

酶活力高，成曲发酵时蚕豆中的淀粉、蛋白质等经各种酶的分解，形成糖、多肽及氨基酸等

物质，有利于酵母、细菌的生长，形成醇、酸等风味成分前体物质，有利于后熟过程中风味物

质的形成，可以缩短后熟时间80％；第三由于蚕豆瓣颗粒小，产品可直接利用机械设备进行

包装，减少人工操作，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安全性；第四是蚕豆瓣和辣椒的粒度都较小，在

调味烹饪时不再需要再次斩拌，使用更方便，且不影响菜品感官。

[0024] (二)降低盐分  在盐渍辣椒时加入活化的乳酸菌，并控制其剂量，乳酸菌是盐渍过

程中的优势菌，传统工艺是通过高盐盐渍来抑制杂菌的生长起到防腐的作用，新工艺采用

低盐添加乳酸菌的方式，增加优势菌的数量和乳酸菌快速产酸，使椒醅的酸度降低，达到防

腐的作用，同时降低了椒醅盐分含量至15％以下，使产品盐分≤15％，有利于豆瓣延伸产品

如即食豆瓣、佐餐豆瓣的开发。

[0025] (三)增加风味  在豆瓣曲盐水发酵过程中添加风味蛋白酶，该酶是蛋白酶和肽酶

的复合物，含有内切蛋白酶和外切蛋白酶两种活性，有助于酶解形成良好风味；同时在甜瓣

子和盐渍辣椒醅混合后，加入活化产酯酵母，控制添加剂量，然后进行晾晒，提高产品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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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产品风味。生产的豆瓣酱产品，口感鲜辣、香味浓郁、色泽鲜艳。

[0026] 本申请中所记载的工艺与传统工艺半成品、成品理化指标和感官比较如表1所示。

[0027] 表1本工艺与传统工艺半成品、成品理化指标和感官比较

[0028]

[002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

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下述实

施例。

[0031] 以下实例中采用的原料均为市售产品，比如产酯酵母可以采用安琪酵母公司生产

的产酯酵母。该实施例中的份数均表示为重量份，％无特殊说明，均表示为质量百分含量。

[0032] 实施例1：

[0033] 筛选颗粒饱满均匀无霉变的蚕豆，去掉杂物和渣壳，将100份脱壳蚕豆瓣进行粉

碎，颗粒粒度小于1cm；将粉碎好的蚕豆瓣放入96℃左右的热水中，漂烫2分钟沥干冷却，加

入20份面粉和0.03份酱油曲精拌合均匀；然后进行通风制曲，曲房保温28℃，控制品温不超

过32℃，当瓣子长出嫩黄孢子即可出曲称重。称取成曲100份，并将食盐32份、风味蛋白酶

0.25份，分别加入温水中，溶解后拌入成曲中，并保温45℃发酵25天成熟得甜瓣子酱。选用

鲜红优质辣椒100份，要求辣椒脱帽或去把、去除虫蛀、杂物和霉变椒。辣椒清水中浸泡1-3

分钟后，再喷淋清洗；将清洗后鲜辣椒进行斩拌，粒度小于1cm，然后加入15份食盐进行盐

渍，同时加入0.2份乳酸功能菌，盐渍发酵时间40天得椒醅；按比例将甜瓣子酱30份与椒醅

70份混合，同时加入0.3份产酯酵母，进行晾晒1个月成熟得成熟的豆瓣酱。最后将成熟的豆

瓣酱进行灭菌包装。

[0034]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探索各单因素最佳工艺条件，具体实验结果见表2-8所示。

[0035] 表2蚕豆的粉碎对豆瓣曲酶活力、产品氨基酸态氮、总酸、感官指标的影响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6360360 B

5



[0036]

[0037] 表3酱油曲精添加量对豆瓣曲酶活力的影响

[0038]

[0039] 表4豆瓣成曲保温发酵温度对产品氨基酸态氮、总酸、感官指标的影响

[0040]

[0041] 表5添加风味蛋白酶剂量对产品氨基酸态氮、总酸、感官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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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0044] 表6添加乳酸菌剂量对产品氨基酸态氮、总酸、感官指标的影响

[0045]

[0046] 表7添加产酯酵母菌剂量对产品氨基酸态氮、总酸、感官指标的影响

[0047]

[0048] 表8不同盐分添加量对产品氨基酸态氮、总酸、感官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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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注：本发明的豆瓣酱由国家工信部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检测。

[0051] 通过对蚕豆粉碎大小、曲精添加量、豆瓣曲发酵保温温度、风味蛋白酶添加量、乳

酸菌添加量、产酯酵母添加量、盐分添加量等单因素实验结果分析，结合实际操作，获得一

种调味专用新型豆瓣发酵工艺为：蚕豆粉碎大小为0.6-0.8cm；曲精添加量为0.03-0.05份；

豆瓣曲保温发酵温度40-50℃；风味蛋白酶添加量为0.2-0.3份；乳酸菌添加量为0.20-0.25

份；产酯酵母添加量为0.3-0.4份，盐分添加量为14-15份。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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