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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作点心产品的皮的面团物料，其包含

以下成分：-预制烘焙食品的碎屑-脂肪组分-液

体组分-乳化剂-膨松剂其中，所述碎屑(2)的份

额为介于20重量％至60重量％之间，优选介于22

重量％至35重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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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制作点心产品的皮的面团物料，其包含以下成分：

-预制烘焙食品的碎屑

-脂肪组分

-液体组分

-乳化剂

-膨松剂

其特征在于，所述碎屑(2)的份额为介于20重量％至60重量％之间，优选介于22重量％

至35重量％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以水、乳、奶油和/或果汁的形式添加

所述液体组分(3)。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以黄油、人造黄油或油的形式添加

所述脂肪组分(4)。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以全蛋和/或酱料底料的形

式添加所述乳化剂(5)。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以化学发酵剂的形式，优选

以发酵粉的形式添加所述膨松剂(6)。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团物料(1)的水的份

额在25重量％与75重量％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团物料(1)的乳化剂

(5)的份额在10重量％与45重量％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团物料(1)的脂肪的

份额在8重量％与30重量％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其特征在于，膨松剂(6)的份额在0.5重

量％与2重量％之间。

10.点心产品，其具有经烘焙的皮(8)和布置在皮(8)中的馅料(7)，所述皮由根据权利

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1)制作。

11.由面团物料，尤其是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面团物料制作点心产品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制作面团物料

-制作馅料

-将所述面团物料引入模具中

-将所述馅料布置在面团物料上，

其特征在于，通过将所述馅料(7)布置在所述面团物料(1)上，在所述面团物料(1)中形

成用于容纳所述馅料(7)的皮(8)。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馅料(7)以冻结的状态布置在所

述面团物料(1)上。

13.根据权利要求11或1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馅料(7)压入已引入模具

(11)中的面团物料(1)中。

14.根据权利要求11至13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具(11)作为圆柱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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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柱体的侧面形成并且由纸、金属、陶瓷材料和/或塑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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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预制烘焙食品的碎屑的面团物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制作点心产品的皮的面团物料，其包含预制烘焙食品的碎屑、液

体、乳化剂、膨松剂，以及涉及具有由该面团物料制作和经烘焙的皮和馅料的点心产品和用

于制作点心产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当今最紧张的工作环境中，通常经常在午餐时间食用快速可用但美味可口并且

尽可能新鲜烹制的点心产品。尤其在快餐店以及越来越多地在面包店、糕点店和超市中以

及在酒店、餐厅中和在宴席备办中，新鲜地烘焙预制点心产品，以满足顾客对新鲜准备的需

求。同时，在超市、面包店和糕点店中以及在快餐店中，每天都必须销毁大量的烘焙制品，尤

其是面包，因为烘焙制品通常在其制作之后一天就被销毁，尽管本身可无问题地食用，但是

顾客通常感觉其为“陈的”，并且因此不再被接受。

[0003] WO  94/07369展示了具有甜或刺激性的馅和任选的配料的由面团制作的食品，其

中预烘焙面团。为了最终消费，应当将该食品在微波炉中加热。如果提供具有由坚果、谷物、

种子或碎屑组成的涂层的面团表面，则因此使得松脆的外皮成为可能。然而，这并不可能将

其用于大量的面包屑，也不可能以简单的方式制作用于点心产品的外皮。

[0004] US  2014/0154362展示了具有巧克力敷层的甜食，其中填充料由干燥的甜碎屑组

成，其与脂肪-液体基质混合。该甜食是一种成品食品。没有教导用于制作点心产品的皮的

面团物料。

[0005] EP  1283012涉及具有外皮的冷冻甜食(Eiskonfekt)，在所述外皮中布置冻结的填

充物。所述外皮含有已经烘焙的曲奇的曲奇碎屑。通过在与碎屑混合时积聚在碎屑表面周

围形成涂层的糖浆形式的粘结剂，产生在冷的状态下可成形的物料，将其加热干燥以固化。

该冷冻甜食的起始物料在本发明的意义上不可以用作用于制作点心产品的皮的面团物料，

而是仅可以用于制作三明治的两个半片，在所述半片之间布置冷冻的奶油。

[0006] EP  1658773涉及由碎屑制作点心产品的方法，所述碎屑借助压制模具热成形成点

心载体。随后在点心载体中布置甜的或刺激性的填充物。该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可长期保

存的经填充的点心产品。为了避免将甘油用于面团外皮，使用了具有高水分活度的面包碎

屑。替代地也考虑甜的碎屑。碎屑份额在这种情况下超过80％，由此产生极其坚硬和非常干

燥的面团，其只有采用压制模具才可成形。不可能简单地制作点心产品的面皮。

[0007] DE  20  2011  105  658涉及用于制作烘烤菜品的带香味的覆盖层的组合物，其中所

述组合物含有碎屑。采用该覆盖层可以为烘烤菜品提供松脆的外皮。并没有教导用于制作

用于点心产品的皮的面团。

发明内容

[0008] 在该背景下，本发明的任务在于提供用于点心产品的皮的面团物料，其一方面能

够继续使用本身不再可售卖的烘焙制品，另一方面是可以在现场快速重新加热的点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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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始点。对于本发明而言，将底部理解为皮的一部分。因此，皮是连续的外皮，由其可以至

少部分地包裹馅料。

[0009] 所述任务通过具有权利要求1的特征的面团物料得以解决。

[0010] 面团物料的主要成分由经干燥的或新鲜的碎屑组成，所述碎屑由预制烘焙产品制

作。尤其作为预制烘焙制品，可以使用本身可以没有问题地享用，但是不再或仅以低折扣出

售的那些烘焙产品，例如前一天的面包。由此不再必须将超市、面包店、糕点店和快餐店中

存在的滞销商品销毁并且可以进一步用于食物周期以重新加工成高价值和美味的点心产

品。

[0011] 在刺激性的应用中，即，在具有布置在皮内的刺激性馅料的点心产品的情况下，可

以将例如全麦、白面包、黑面包或黑麦粗面包碎屑用作碎屑。在甜的应用中，即，在具有布置

在皮内的甜馅料的点心产品的情况下，可以将例如饼干、奶油蛋卷或曲奇碎屑用作碎屑。在

刺激性以及甜的应用中，也可使用不同碎屑类型的混合物。

[0012] 通过使用碎屑代替常规面粉作为面团基质而引起的另一积极效果在于在醒发器

中的不必要的等待时间，因为已经通过预烘焙的面包屑使香精的风味成

熟。该重大的有利之处可以在制作时产生20％至25％的生产中节省时间的潜力。

[0013] 作为碎屑的起始物质，使用预制烘焙制品，如面包或饼干，其必须具有一定的硬

度。因此理想的是较陈的烘焙制品，其本身可没有问题地食用，但是不再可售卖出售，例如

前一天的面包。良好地适合于本发明的目的的是这样的烘焙制品，在根据AACC  74-09的强

度测量时，烘焙制品在冲头作用下的压缩率为小于20％，优选小于10％。在更大的压缩率的

情况下，烘焙制品过软并且不能保证碎屑的均匀的粒度，这尤其对于机械生产是不利的。

[0014] 为了由预制烘焙食品制作碎屑，使用成套设备，例如碾磨机、混合机(搅拌机)或微

型切割机。对于本发明的目的特别有益的是介于14目(相当于1.41mm的颗粒尺寸)与45目

(相当于0.354mm)之间的粒度。在小于5目(相当于大于4mm的颗粒尺寸)的过粗的研磨的情

况下，除了视觉损失以外还导致品质损失。此外，在过粗的粒度的情况下还必须添加更高百

分比的液体。在大于60目(相当于小于0.25mm的颗粒尺寸)过细的研磨的情况下，面团物料

过于糊状，由此阻碍机器加工。

[0015] 此外，向面团物料添加液体组分，其量取决于所使用的碎屑的粘结能力以及取决

于所添加的脂肪组分的量和所添加的乳化剂的量。脂肪组分和乳化剂含有水并且因此还有

助于提高面团物料中的含水量。专门添加的液体组分可以为产品，如乳、奶油、水和/或果

汁。

[0016] 所添加的液体组分用于提高面团物料中的含水量。面团物料的含水量的目的在于

使得面团可泵送。此外，含水量的目的在于使碎屑中所含有的已经预烘焙的淀粉活化。除了

凝结的面筋蛋白(Klebeeiweiβ)以外，糊化的淀粉也形成粘结面团物料的基础。

[0017] 为了提高面团的粘结能力，另外向面团物料添加乳化剂。作为乳化剂，可以使用产

品如预制酱料底料(Saucenbasis)和/或全蛋，其具有优异的粘结能力。这尤其适用于由奶

油和淀粉组成的酱料底料。这种类型的酱料底料同样含有全单天然乳化剂，从而可以免除

添加人工生产的乳化剂，所述人工生产的乳化剂作为食品添加剂在欧盟编号(E-Nummer)中

列出并且经常用于成品食品产品中。

[0018]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在使面团物料松散的同时，通过含有卵磷脂的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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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含有木薯淀粉和糯玉米淀粉的组合的酱料底料的组合的形式的乳化剂，实现了所添加的

脂肪组分的特别高的粘合。两种淀粉类型都具有乳化性质并且因此可以增强乳化剂的效

果。面团物料的配料可以分散并且凝固成均匀的物料。

[0019] 所添加的脂肪组分除了作为味道载体的性质以外还用于避免皮在烘焙之后湿润，

由此延长根据本发明的点心产品的品质和储存能力。除了例如以产品如黄油、人造黄油和/

或油形式进行的脂肪组分的添加以外，所添加的液体组分和所添加的乳化剂也可以含有一

部分脂肪，其另外增强所添加的脂肪组分的效果。这尤其适用于由奶油和淀粉组成的预制

酱料底料形式的乳化剂，其中在高奶油份额的情况下，乳化剂可以具有介于10重量％与20

重量％之间的脂肪份额。

[0020] 此外，向面团物料添加膨松剂以使面团松散。最后还可以任选地向面团物料混入

香料和香草或糖。面团物料通过混入和搅拌配料而产生，其中可以另外提供机器或手动揉

捏。

[0021] 根据本发明，碎屑的份额在20重量％与60重量％之间，优选在22重量％与35重

量％之间。也可以提供介于25重量％与30重量％之间的范围。由此一方面可以再加工碎屑

形式(即，磨碎的形式)的大量预制烘焙食品，其中面团物料由于碎屑和所添加的液体组分

和所添加的乳化剂而具有柔软的稠度并且因此可以容易地进行加工。

[0022] 但是，超过60重量％的碎屑份额使得面团物料过度糊化并且不满足消费者所需要

的质量要求。此外，面团物料具有过高的粘度并且不再可能通过将馅料布置在面团物料中

而形成皮。如果将馅料用冲头压入面团物料中或者深度冷冻的馅料本身起冲头的作用，则

这也适用。

[0023] 已出人意料地证实，与传统的面粉产品相比，只要碎屑份额不过高，就不存在过度

糊化的风险。因此可以将面团物料成形成皮，所述皮与在烘焙过程之后同样属于皮的底部

一起非常好地适合作为布置在所述皮内部的馅料的紧密的外皮。不太大的糊化保证了皮在

烘焙过程之后不具有开裂，馅料可能由所述开裂溢出。当即食点心产品包含至少部分液态

或糊状馅料时尤其如此。

[0024] 对于由面团物料制备的皮而言有利的是，碎屑具有一致的粒度。碎屑的粒度或者

细度的任何偏差都可以通过提高的或减少的液体添加来补偿。为了一致的品质而言有利的

是，可以指定所使用的碎屑，为此使用提及的强度测试和使用特定的磨机进行研磨和任选

地使用随后的采用一定筛号的筛分过程。

[0025] 面团物料可以在磁性搅拌机中借助Bischof或面团钩(Teighaken)或类似混合装

置进行混合、搅拌和揉捏。尽管由于碎屑份额而不存在过度糊化的风险，但是应当将配制时

间保持得短，因此使得面团物料不因为揉捏、搅拌和混合而过度糊化。例如，面团物料的配

制时间可以仅为2至3分钟之间。这样短的配制时间在工业化制作点心产品时在效率提高的

意义上是有利的。

[0026] 在通过混合、搅拌和任选地揉捏面团物料的起始原料制作面团物料之后，使其成

形成皮，所述皮用于容纳可口的由刺激性的或甜的物料组成的填充馅并且还在烘焙之后保

持部分液态或糊状馅料，其中由同样的面团物料制作的底部同样属于皮。此外，将经烘焙的

皮用作饱腹感配料 因为起始原料，面团由于其松软度和轻便度

而是吸引人的。其适合于深度冷冻并且面团既可以冷地也可以热地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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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在从属权利要求中定义本发明的另外的有利实施方式。

[0028]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所添加的液体组分由水、乳、奶油和/或果汁组成。面

团物料的水的份额可以为介于25重量％与50重量％之间。所添加的液体组分的份额可以为

介于10重量％与40重量％之间，优选为介于20重量％与30重量％之间。在乳作为所添加的

液体组分的情况下，这决定性地对面团物料的含水量贡献了超过90％的含水量。所添加的

乳化剂也具有高含水量。由奶油和淀粉组成的酱料底料可以具有约70％的含水量。同样可

以作为乳化剂添加的全蛋也具有74.10％的含水量。

[002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乳化剂由全蛋和/或酱料底料组成。面团物料的

乳化剂的份额为可以为介于10重量％与45重量％之间，优选介于10重量％与30重量％之

间。

[0030] 酱料底料包含脂肪份额和淀粉份额。脂肪份额可以为介于5重量％与30重量％之

间，淀粉份额可以为介于1重量％与10重量％之间。优选提供15重量％的脂肪份额和3重

量％的淀粉份额。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酱料底料由脂肪份额和淀粉份额组成。脂肪份

额可以以奶油形式存在。淀粉份额可以以天然淀粉形式存在。

[0031]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方案中，所添加的脂肪组分由黄油、人造黄油和/或油组成。

面团物料的脂肪的份额可以为介于8重量％与30重量％之间。

[0032] 根据本发明的面团物料和由其制备的点心产品尤其打算用于机器制作，然后在快

餐店中或在超市中现场即食消费。同时需要储存，这并不导致面团物料或点心产品的损害。

然而，在介于0℃与5℃之间的温度冷藏储存的情况下或在大约-18℃的深度冷冻的情况下

存在退化，其中重新又形成在制作时糊化的淀粉。在这种情况下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

中已证实，可以通过添加乳化剂而阻止该过程，所述乳化剂由全蛋与奶油和淀粉(优选天然

的)的混合物的组合组成。奶油和淀粉的混合物在本发明的意义上为酱料底料。

[0033] 在全蛋与酱料底料的组合的情况下，面团物料的全蛋的份额为介于10重量％与35

重量％之间，优选介于15重量％与30重量％之间。面团物料的酱料底料的份额可以例如为

介于10重量％与20重量％之间。在一个实施方案中，乳化剂可以按重量计还等量地由全蛋

和由上述酱料底料组成，所述酱料底料优选由奶油与淀粉的混合物组成。特别优选的是酱

料底料的淀粉由优选天然木薯淀粉和优选天然糯玉米淀粉组成，其中又可以提供等份额的

组合物。一种可能的酱料底料的组合物由97％的具有15％的脂肪份额的奶油与1.5％天然

木薯淀粉和1.5％天然糯玉米淀粉组成。这种类型的酱料底料的一个实例为 -酱

料底料。

[0034] 在这种类型的乳化剂的情况下，酱料底料的淀粉连同鸡蛋白和来自碎屑的预烘焙

的淀粉形成均匀一致和稳定的糊化骨架，所述鸡蛋白有助于稳定性而不分解，所述糊化骨

架即使在更久的储存的情况下也不分解或恢复。尤其是，脂肪份额被吸收在该骨架中并且

可能难以分开。

[003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烘焙混合物的膨松剂为化学发酵剂，优选发酵

粉。膨松剂的份额可以为介于0.5重量％与2重量％之间。

[0036] 在化学发酵剂的情况下，可以省去生物发酵剂的添加。尤其可以省去酵母。这对于

本发明是有利的，因为消除了与生物发酵剂，特别是酵母相关的发酵过程。因此，皮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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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侧面区域中的厚度，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形状。此外因此与约20％至25％的生

产中的时间节约相关，这又尤其在工业生产中是有利的。

[0037] 本发明还涉及具有由上述面团物料和馅料制作的经烘焙的皮的点心产品。

[0038] 点心产品的按份计的大小 可以例如达到60g至350g，优选130g

至280g。高达1000g的更大的份也是可能的。取决于大小，根据本发明的点心产品可以作为

餐间小吃(Zwischenimbiss)或作为制成的午餐或还作为手拿食品提供。经烘焙的皮在这种

情况下用作饱腹感配料。馅料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面团物料的碎屑类型形成为刺激性

的(鱼类、肉类、蔬菜等)或甜的(水果、巧克力、香草奶油等)。

[0039] 点心产品可以以深度冷冻的方式储存，其中可以毫无问题地达到6个月的储存期。

在新鲜的状态下，3至5天的冷藏储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将具有布置在其中的馅料的由面

团物料制作的皮深度冷冻，则只需要烘焙，以获得点心产品。深度冷冻的点心产品可以采用

不同的设备如微波炉、热空气烤箱或高速烤箱以简单的方式和方法加热。因此排除了品质

方面的波动。

[0040] 可以在冷冻之前预烘焙具有布置在其中的馅料的皮。为了从深度冷冻的状态制成

点心产品，只需要在烤箱或者高速烤箱中或在微波炉中恢复。即食的点心产品可以毫无问

题地长时间保温，例如4至5小时，而只有微不足道的水分损失，因此理想地适合于在超市和

快餐店中以及在酒店、餐厅中和在宴席备办中销售。甜味产品可以以冷或热的方式食用。

[0041] 馅料的花色品种繁多，从蔬菜、肉类、鱼类、水果、巧克力和香草馅到国际烹饪的经

典馅。尤其还可以随时考虑区域和季节的特殊性。在选择可利用的面包屑的情况下存在相

应的多样性。

[0042] 本发明还涉及由面团物料，尤其是上述面团物料制作点心产品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3] -制作面团物料

[0044] -制作馅料

[0045] -将面团物料引入模具中

[0046] -将馅料布置在面团物料上。

[0047] 根据本发明提供了通过布置馅料形成用于将馅料容纳在面团物料中的皮。在这种

情况下，除了侧面的皮区域以外，所述皮还具有底部，其同样属于皮。由此可以特别简单和

有效地生产，因为不需要单独形成皮，尤其是侧面的皮区域。馅料的布置因此在面团物料中

产生凹陷并且确保糊状面团物料的挤压，从而形成足够高的侧面的皮区域，由此将馅料在

烘焙之后保持在皮内部并且因此保持在点心产品内部。馅料可以如上述所描述根据面团物

料以刺激性或甜味形式形成。

[0048] 特别有利地，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可应用于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定义的面团物料之

一，所述面团物料是部分液态的或者糊状的并且因此足够稳定，以一方面容易将布置的馅

料压入其中，并且另一方面将馅料安全地保持在点心产品中。

[0049] 面团物料可以在磁性搅拌机中借助Bischof或面团钩或类似混合装置混合配料之

后或期间进行烹制。烹制时间可以非常短，例如仅约2至3分钟，因此使得碎屑的淀粉不过于

粘糊。如此设计面团物料的稠度，使得可以通过活塞式填充器等简单和不复杂地进行填充。

[0050] 将面团物料放置在为此提供的模具的中央，所述专用模具可以由纸或者纸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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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例如不锈钢或铝，陶瓷材料，如瓷器或塑料，例如有机硅组成。重要的是材料必须满足烘

焙过程。模具的不同材料可能会影响烘焙时间。

[0051] 在将面团物料计量添加至模具中并且通过馅料使面团物料成形之后，可以立即转

移至烘焙过程，尤其是可以在面团物料中省去生物发酵剂的情况下。通过简单的和面和没

有问题地将物料计量添加至模具中并且通过布置馅料将其再分配，可以容易地实现生产方

面的自动化。这导致更好的定价，其中在上述面团物料的情况下，另外还可以有意义地利用

过量生产的烘焙制品。另外，在这种条件下的面团物料比传统的面包面团在热负荷方面小

得多。通过在面团物料上在中心引入填充物，产生均匀的边缘，该边缘在烘焙时是外部酥脆

并且内部柔软的。

[0052] 优选设计为，模具作为圆柱体或棱柱体的侧面形成。足够糊状的面团物料可以非

常好地适应模具。由此，点心产品的皮然后同样具有圆柱体或棱柱体的向上开口的形状。

[0053] 体积增加完全在烘焙烤箱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烤箱类型，例如机架式烤

箱，循环空气烤箱等不起作用。

[0054]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将在深度冷冻状态下的馅料布置在面团物

料上，然后压入模具中。尤其是当涉及原始为液态的馅料时，其可以大致布置在肠衣外皮

中。为了布置在面团物料中，然后从冻结的馅料切割相应的部分。深度冷冻的馅料充当冲

头，从它排挤掉糊状面团物料，并且由于防止面团物料回落的模具而形成皮，所述皮足够坚

固地形成并且还具有足够高的侧向皮区域，以在烘焙之后将馅料保持在点心产品中。

[0055] 布置深度冷冻状态下的馅料的有利之处在于，可采用即食状态的部分液态或者糊

状的馅制备点心产品。通过布置由液态或者糊状组分制备的冻结的馅料而形成皮。冻结的

馅料在烘焙过程期间融化并且由此取决于馅料的内容物而是液态或者糊状的。在该情况

下，在权利要求1至9中定义的面团物料是特别有利的，因为由于碎屑份额阻碍了部分液态

或者糊状的馅溢出。由此可制作点心产品，其可以以快速和简单即食的方式准备并且可以

具有美味的部分液态或者糊状的填充芯。

[0056] 布置冻结的填充芯在这种情况下另外提供的有利之处在于，将外皮充分烘焙直至

使馅料融化，以将具有液态或者糊状组分的融化的填充芯安全地布置在即食点心产品中，

而没有液态或糊状组分通过皮溢出。

[0057] 部分液态或者糊状的馅可以以任意形状冻结，从而可实现点心产品的几乎任意形

状。这转而尤其对于根据权利要求1至9的面团物料而言是有利的，所述面团物料是足够糊

状的并且同样可以非常良好地适应于不同的模具。

[0058] 布置深度冷冻状态的馅料的另外的有利之处在于，不需要静置时间，可以将具有

布置的馅料的面团物料直接放入烤箱中，以准备即食的点心产品。

[0059] 压入馅料即使在新鲜馅料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在此可能任选地需要使用单独的

冲头，其在压入期间汇聚馅料。另一方面，由于压入糊状面团物料而形成皮，因为模具防止

面团物料溢出。

[0060] 在准备期间力争达到200℃至220℃的烤箱温度，烘焙时间可以根据皮的尺寸和厚

度而在介于10至25min之间，其中在高速烤箱中和在微波炉中可实现1至2min或者5至6min

的明显更短的烘焙时间。点心产品的芯温度应当具有85℃至90℃，以通过巴氏灭菌法符合

卫生准则和保质期要求。必须将馅料以充分的方式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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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按重量计，皮比馅料的比例可以为约60比40。但是对

于馅料而言，另外的、尤其是更高的百分比也是可能的。

[0062] 在烘焙过程和冷却过程之后，将点心产品防潮性包装并且深度冷冻。为此尤其适

合的是气密性焊接和封闭的薄膜包装。为了更长的保质期，可以将在点心产品与包装之间

留下的空气空隙用气体如氮气或二氧化碳填充。替代地，直接深度冷冻布置在皮中的馅料

也是可能的。对于立即交付的包装，已经在烘焙过程中进行的表面巴氏灭菌处理是有利的。

[0063] 在下文引用根据本发明的面团物料的两个实施方案的配料，其中第一实施方案设

计用于容纳刺激性馅料的刺激性面团物料，而第二实施方案涉及用于容纳甜馅料的甜面团

物料。

[0064]

[0065] 为了准备，首先将酱料底料与全蛋进行搅拌。然后缓慢拌入液体黄油直至产生均

匀的物料。将盐与发酵粉混合并且进行搅拌。然后添加刺激性碎屑并且良好地搅拌。最后添

加乳和香料并且搅拌，从而产生根据本发明的面团物料。可以使面团物料溶胀约15分钟，然

后再加工，即，填充在面团-模具中并且将馅料布置在面团物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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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再次首先将酱料底料与全蛋进行搅拌并且缓慢拌入液体黄油直至产生均匀的物

料。将糖与发酵粉混合并且进行搅拌。随后添加甜碎屑并且良好地搅拌。最后添加乳并且同

样进行搅拌。然后可以使由此产生的面团物料溶胀约15分钟并且随后再加工。

附图说明

[0068] 在下文借助附图说明并且参考附图更详细地阐述本发明的另外的细节和有利之

处。

[0069] 其中，

[0070] 图1a至1e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各个步骤的示意性说明，

[0071] 图2显示了替代性方法步骤的示意性说明，和

[0072] 图3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点心产品的示意性透视图。

[0073] 在图1a中示意性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烘焙物料1的重要配料，即碎屑2、乳形式的

液体组分3、黄油形式的脂肪组分4、全蛋与由奶油和天然淀粉组成的酱料底料的组合形式

的乳化剂5和发酵粉形式的膨松剂6。

[0074] 将配料掺混并且在机器10中搅拌和揉捏，如在图1b中示意性示出。为了避免过于

强烈的糊化，将机器10中的加工时间保持得短。

[0075] 随后将面团物料1根据图1c填充在模具11中。由于配料，面团物料1足够糊状，从而

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常规的活塞式填充器12。在所示的情况下，模具11为圆柱体侧面并且例

如可以由纸或金属组成。

[0076] 如在图1d中示意性示出那样，随后将馅料7布置在填充在模具11中的面团物料1

上。馅料7根据碎屑1可以为刺激性的或甜的。在示出的情况下，将馅料7深度冷冻并且本身

用作冲头，从它排挤掉糊状面团物料1。模具11避免了面团物料1溢出，从而通过布置馅料1

形成用于容纳馅料7的皮8。通过将馅料7压入面团物料1中，皮8的侧面区域8a增加，由其连

同底部8b一起保持馅料7。

[0077] 馅料7在面团物料1上的布置的替代形式示意性示于图2中。在该情况下不将馅料7

深度冻结。将馅料7放置在填充在模具中的面团物料1上并且借助冲头13压入面团物料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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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具有侧面皮区域8a的皮8，以容纳馅料7。

[0078] 最后将面皮8与布置在其中的馅料7一起在烤箱14中预烘焙。取决于烤箱类型，为

此可以提供介于180℃与225℃之间的温度和介于15与25分钟之间的时间。这示意性示于图

1e中。现在可以包装并且任选深度冷冻由此制作的点心产品9，并且随后进行交付。

[0079] 在烘焙或再生之后，然后将即食和美味的点心产品9提供给最终消费者。这样的点

心产品9以透视图的方式示意性示于图3中。由侧面皮区域8a和底部8b组成的皮8形成向上

开放的可食用外皮，由所述外皮将馅料7保持在点心产品的即食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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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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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d

图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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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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