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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领域，具体涉及风味肉

制品加工，提供一种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1)对冷冻鸭制品进行预加

工；卤制过程中，取鸭油保存；(2)将卤制后的酱

卤鸭制品放入鸭油中油炸，冷却；(3)裹糖，用刷

子将浓度为70～90％的果葡糖浆涂抹在香酥鸭

制品表面；(4)裹糖后对鸭制品进行鼓风干燥。本

发明方法加工的鸭制品色泽良好，风味浓郁，并

且能较长时间的保持皮酥肉嫩的特性，满足生产

者和消费者的食用需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06912818 B

2020.11.24

CN
 1
06
91
28
18
 B



1.一种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对冷冻鸭制品进行预加工，依次包括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卤制过程中，首先将卤

水煮沸，然后调节火温在70～80℃卤制1小时，卤制完成，将卤水表面的浮油，其主要成分为

鸭油，取出保存；

(2)将卤制后的酱卤鸭制品每批取600～1000克，放入2.5L鸭油中，油温控制在140～

150℃，油炸8～12分钟，油炸过程中不断翻动鸭制品，使其受热均匀，油炸好的香酥鸭制品

放入不锈钢滤网中自然沥去表面的油脂，室温下冷却5分钟；

(3)用刷子将浓度为70～90％的果葡糖浆涂抹在香酥鸭制品表面，确保裹糖均匀；所述

果葡糖浆由葡糖糖和果糖组成，其中果糖含量为70～90％；

(4)裹糖后对鸭制品进行鼓风干燥，温度控制在20～40℃，干燥20～40分钟，使鸭肉内

部温度降低，鸭肉与鸭皮温度均达到20～4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鸭制品包括鸭

腿、鸭翅或整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裹糖时，

用刷子涂抹两次，确保鸭皮全部沾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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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领域，具体涉及风味肉制品加工，特别是一种香酥鸭制品保

脆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香酥鸭是一类新型风味鸭制品。其色泽金黄发亮、皮酥肉嫩、风味浓郁、口感良好。

此外，不经过烟熏工艺、卫生安全，近年来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这些特性极易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特别是贮运过程中香酥鸭制品的脆性容易发生劣变，严重影响其感官品质。因

此，保持香酥鸭制品的脆性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保脆加工方法

研究主要集中于油炸和烤制食品。例如在面皮中加入大豆蛋白保持预油炸春卷的脆性；优

化烤制的温度和时间提高烤鸭鸭皮的酥脆性。然而，有关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通过研究香酥鸭制品脆性劣变机

制发现，香酥鸭制品贮运过程中由于鸭肉内部水分外迁及鸭皮表面的裹糖从外部环境吸

湿，鸭皮水分含量增加，导致香酥鸭制品的微观结构被破坏，脆性发生劣变，香酥鸭制品的

脆性降低。另外，当温度降低到煎炸油的凝点时，鸭皮中的油开始凝固，使鸭皮的剪切力值

增大，脆性降低，且鸭皮表面色泽变白，红度减弱，黄度增加。所以，研究保脆加工方法时应

着重控制香酥鸭制品的初始水分含量，减少水分迁移，降低鸭皮裹糖对环境水分的吸收，以

及采用较高凝点的煎炸油。由此，本发明提供一种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加工的鸭制

品色泽良好，风味浓郁，并且能较长时间的保持皮酥肉嫩的特性，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食

用需求。

[0004] 本发明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对冷冻鸭制品进行预加工，依次包括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卤制过程中，首先

将卤水煮沸，然后调节火温在70～80℃卤制1小时，卤制完成，将卤水表面的浮油，其主要成

分为鸭油，取出保存。

[0007] (2)将卤制后的酱卤鸭制品每批取600～1000克，放入2.5L鸭油中，油温控制在140

～150℃，油炸8～12分钟，油炸过程中不断翻动鸭制品，使其受热均匀，油炸好的香酥鸭制

品放入不锈钢滤网中自然沥去表面的油脂，室温下冷却5分钟；与植物煎炸油相比，鸭油的

凝点较高，且经鸭油油炸后的食品具有浓郁的鸭肉风味，口感独特。鸭油还具有提高免疫

力、润肠、养阴补虚的良好功效。

[0008] (3)用刷子将浓度为70～90％的果葡糖浆涂抹在香酥鸭制品表面，确保裹糖均匀；

果葡糖浆中的果糖具有较高的甜度和冷甜特性及抗结晶性，使香酥鸭制品在冷臧时也能保

持较好的甜度，且鸭皮表面不易析出糖的结晶；果葡糖浆具有较高的溶解度和渗透压，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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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果葡糖浆具有防腐保鲜作用，有利于香酥鸭制品的保藏。另外，果糖不是口腔微生物的

合适底物，食用果葡糖浆裹糖的香酥鸭有利于保护牙齿珐琅质，不易造成龋齿。

[0009] (4)裹糖后对鸭制品进行鼓风干燥，温度控制在20～40℃，干燥20～40分钟，使鸭

肉内部温度降低，鸭肉与鸭皮温度均达到20～40℃。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果葡糖浆由葡糖糖和果糖组成，其中果糖含量为70～

90％。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鸭制品包括鸭腿、鸭翅或整鸭。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3)中裹糖时，用刷子涂抹两次，确保鸭皮全部沾糖。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1.较长时间保持产品特性。本发明加工的香酥鸭制品能在较长时间保持其皮酥肉

嫩的特性，满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需求。

[0015] 2.产品品质良好，风味独特。本发明以传统的酱卤鸭制品为原料，新鲜鸭油炸制，

使香酥鸭制品具有独特的鸭肉风味。果葡糖浆裹糖，减少了油炸食品的油腻感，同时又具有

果葡糖浆的清爽甜味。改变了传统鸭制品单一的卤制加工，拓宽了鸭产品的发展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是本发明香酥鸭制品保脆的加工方法的具体实施例，但保护范围不局限于

此。

[0017] 实施例1

[0018] (1)冷冻鸭腿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卤制过程中，首先将卤水煮沸，然后调节火温

在80℃卤制1小时，卤制完成，将卤水表面的浮油，其主要成分为鸭油，取出保存。

[0019] (2)将卤制后的酱卤鸭腿每批取15个，放入2.5L鸭油中，用油炸锅140℃油炸10分

钟，炸制过程可以不断翻动鸭腿，使其受热均匀。油炸好的香酥鸭腿放入不锈钢滤网中自然

沥去表面的油脂，室温下冷却5分钟。使用棕榈油、大豆油组作对照，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

标见表1，其中，L-亮度；a-红度；b-黄度。

[0020] 表1产品评价指标

[0021]

[0022] 实施例2

[0023] (1)冷冻鸭腿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冷冻鸭腿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卤制过程

中，首先将卤水煮沸，然后调节火温在80℃卤制1小时，卤制完成，将卤水表面的浮油，其主

要成分为鸭油，取出保存。

[0024] (2)将卤制后的酱卤鸭腿每批取15个，放入2.5L鸭油中，用油炸锅145℃油炸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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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炸制过程可以不断翻动鸭腿，使其受热均匀。油炸好的香酥鸭腿放入不锈钢滤网中自然

沥去表面的油脂，室温下冷却5分钟。使用棕榈油、大豆油组作对照，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

标见表2。

[0025] 表2产品评价指标

[0026]

[0027]

[0028] 实施例3

[0029] (1)冷冻鸭腿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卤制过程中，首先将卤水煮沸，然后调节火温

在80℃卤制1小时，卤制完成，将卤水表面的浮油，其主要成分为鸭油，取出保存。

[0030] (2)将卤制后的酱卤鸭腿每批取15个，放入2.5L鸭油中，用油炸锅150℃油炸10分

钟，炸制过程可以不断翻动鸭腿，使其受热均匀。油炸好的香酥鸭腿放入不锈钢滤网中自然

沥去表面的油脂，室温下冷却5分钟。使用棕榈油、大豆油组作对照，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

标见表3。

[0031] 表3产品评价指标

[0032]

[0033] 实施例4

[0034] (1)冷冻鸭腿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卤制过程中，首先将卤水煮沸，然后调节火温

在80℃卤制1小时，卤制完成，将卤水表面的浮油，其主要成分为鸭油，取出保存。

[0035] (2)将卤制后的酱卤鸭腿每批取15个，放入2.5L鸭油中，用油炸锅145℃油炸10分

钟，炸制过程可以不断翻动鸭腿，使其受热均匀。油炸好的香酥鸭腿放入不锈钢滤网中自然

沥去表面的油脂，室温下冷却5分钟。

[0036] (3)用刷子将浓度为70％的果葡糖浆涂抹在酱卤鸭腿表面，可涂抹两次，以确保裹

糖均匀。使用异麦芽糖浆、麦芽糖浆作对照，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标见表4。

[0037] 表4产品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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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实施例5

[0040] 步骤(1)、(2)同实施例4；

[0041] (3)用刷子将浓度为80％的果葡糖浆涂抹在酱卤鸭腿表面，可涂抹两次，以确保裹

糖均匀。使用异麦芽糖浆、麦芽糖浆作对照，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标见表5。

[0042] 表5产品评价指标

[0043]

[0044]

[0045] 实施例6

[0046] 步骤(1)、(2)同实施例5；

[0047] (3)用刷子将浓度为90％的果葡糖浆涂抹在酱卤鸭腿表面，可涂抹两次，以确保裹

糖均匀。使用异麦芽糖浆、麦芽糖浆作对照，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标见表6。

[0048] 表6产品评价指标

[0049]

[0050] 实施例7

[0051] (1)冷冻鸭腿解冻、腌制、焯水、卤制。卤制过程中，首先将卤水煮沸，然后调节火温

在80℃卤制1小时，卤制完成，将卤水表面的浮油，其主要成分为鸭油，取出保存。

[0052] (2)将卤制后的酱卤鸭腿每批取15个，放入2.5L鸭油中，用油炸锅145℃油炸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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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炸制过程可以不断翻动鸭腿，使其受热均匀。油炸好的香酥鸭腿放入不锈钢滤网中自然

沥去表面的油脂，室温下冷却5分钟。

[0053] (3)用刷子将浓度为90％的果葡糖浆涂抹在酱卤鸭腿表面，可涂抹两次，以确保裹

糖均匀。

[0054] (4)裹糖后对鸭腿进行鼓风干燥，温度控制在20℃，干燥30分钟，使鸭肉内部温度

降低，鸭肉与鸭皮温度均趋于20℃。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标见表7。

[0055] 表7产品评价指标

[0056]

[0057] 实施例8

[0058] 步骤(1)、(2)、(3)同实施例7；

[0059] (4)裹糖后对鸭腿进行鼓风干燥，温度控制在30℃，干燥30分钟，使鸭肉内部温度

降低，鸭肉与鸭皮温度均趋于30℃。产品感官评分及测得指标见表8。

[0060] 表8产品评价指标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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