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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米酒糟米发糕及其制备

方法。制备方法包括：清洗、干燥；粉碎；混合；调

浆；一次发酵；注模；二次发酵；蒸煮。与米发糕传

统工艺相比，本发明采用复配粉外加水制备米发

糕，米酒糟粉由于米酒过度发酵，含有的抗性淀

粉较高，米酒糟淀粉的吸水性较好，然后通过确

定米酒糟粉的添加比例，发酵时间，发酵温度，固

液比等，创新采用二次发酵技术显著提高米发糕

的感官品质以及其质构特性，尤其是硬度，粘性

弹性，回复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节省了传统工

艺由于泡米所浪费的大量时间；由于米酒糟本身

带有一定的酵母和酒香，能一定缩短米发糕定的

发酵时间，使发糕带有米酒的特殊风味，显著提

高米发糕的风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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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米酒糟米发糕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制备方法包括：

1)清洗、干燥：将米酒糟进行清洗，冷冻干燥；

2)粉碎：将冷冻干燥后的米酒糟进行粉碎，得到粒径为90-100目的米酒糟粉；

3)混合：将米酒糟粉与籼米粉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粉，并添加甜味剂；

4)调浆：将混合粉、酵母溶于水中，至形成均一的米浆；

5)一次发酵：将米浆进行一次发酵，至体积增大至原体积的1.5倍以上；

6)注模：经发酵好的米浆注入模具，冷却；

7)二次发酵：将冷却后的米浆进行二次发酵；

8)蒸煮：将二次发酵后的米浆进行蒸制，得到所述米酒糟米发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与籼米粉的重

量比为5-10:90-9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3)中，混合粉与甜味剂的重量比为100:

20-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3)中，所述甜味剂选自白砂糖、蔗糖、木

糖醇、果葡糖浆和糖精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4)中，混合粉、酵母、水的重量比为100:

0.05-0.1:200-25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4)中，水的温度为35-4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5)中，一次发酵的温度为35-40℃，时间

为45-50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7)中，二次发酵的温度为35-40℃，时间

为5-10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8)中，蒸煮的温度为100-105℃，时间为

20-25min。

10.由权利要求1-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米酒糟米发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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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米酒糟米发糕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米酒糟米发糕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发糕，又叫发酵蒸糕，是以大米为原料，经过粉碎或磨浆、调味、发酵蒸制等一系列

的工序制成的具有多孔网状结构、口感松软、有发酵特殊风味的传统食品。米发糕为蒸制食

品，相对于油炸食品，健康又安全。

[0003] 米酒糟是在米酒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其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蛋白质等营

养成分，但是在加工过程中利用率低、浪费性大。

[0004] 传统工艺制备的发酵蒸糕在硬度、粘性弹性、回复性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缺陷，且由

于泡米步骤会浪费大量时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黏弹性、内聚性、咀嚼性、回复性具佳

的米酒糟米发糕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米酒糟米发糕的制备方法，该制

备方法包括：

[0007] 1)清洗、干燥：将米酒糟进行清洗，冷冻干燥；

[0008] 2)粉碎：将冷冻干燥后的米酒糟进行粉碎，得到粒径为90-100目的米酒糟粉；

[0009] 3)混合：将米酒糟粉与籼米粉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粉，并添加甜味剂；

[0010] 4)调浆：将混合粉、酵母溶于水中，至形成均一的米浆；

[0011] 5)一次发酵：将米浆进行一次发酵，至体积增大至原体积的1.5倍以上；

[0012] 6)注模：经发酵好的米浆注入模具，冷却；

[0013] 7)二次发酵：将冷却后的米浆进行二次发酵；

[0014] 8)蒸煮：将二次发酵后的米浆进行蒸制，得到所述米酒糟米发糕。

[0015]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与籼米粉的重量比为5-10:90-95。

[0016]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3)中，混合粉与甜味剂的重量比为100:20-25。

[0017]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3)中，所述甜味剂选自白砂糖、蔗糖、木糖醇、果葡糖浆和糖精

中的至少一种。

[0018] 作为最优选的方案，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占比为7.5-8.5wt％，籼米粉占

比为91.5-92.5wt％。

[0019]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4)中，混合粉、酵母、水的重量比为100:0.05-0.1:200-250。

[0020]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4)中，水的温度为35-40℃。

[0021]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5)中，一次发酵的温度为35-40℃，时间为45-50min。

[0022]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7)中，二次发酵的温度为35-40℃，时间为5-10min。

[0023]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8)中，蒸煮的温度为100-105℃，时间为20-2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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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方案，米酒糟米发糕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5] 1)清洗、干燥：将从米酒厂取回的米酒糟过清水洗3-4次，去除表面沉淀以及稻米

壳等杂质，直至洗到表面无明显酒味为止，将清洗干净的米酒糟进行冷冻干燥，然后放置于

干燥的环境内。冷冻干燥保留了米酒糟原本的风味物质，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而常规干燥例

如热风干燥、流化床干燥等会破坏一部分原有物质。

[0026] 2)粉碎：将冷冻干燥好的米酒糟经万能粉碎机粉碎，过筛，保留粒径为90-100目的

米酒糟，以达到混合调浆的精度要求。

[0027] 3)混合：将米酒糟粉与籼米粉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粉，其中米酒糟粉占比为5-

10wt％，籼米粉占比为90-95wt％，然后在立式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混匀，在混匀过程中添加

相对于混合粉20-25wt％的甜味剂如白砂糖、蔗糖、木糖醇、果葡糖浆、糖精等甜味剂，但是

考虑到白砂糖经济便宜、易购，且可保证其甜度均一，优选选用白砂糖。

[0028] 4)调浆：将混合粉、安琪高活性酵母溶于35-40℃水中，安琪高活性酵母的用量为

混合粉的5-10wt％，在立式搅拌机中搅拌，至形成均一的米浆，混合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2-

2.5。

[0029] 5)一次发酵：将米浆置于恒温醒发器中，保证发酵温度为35-40℃，发酵的时间为

45-50min，观察到米浆表面产生大量气泡，至体积增大至原来的1.5倍以上。

[0030] 6)注模：经发酵好的米浆注入模具，冷却至室温。

[0031] 7)二次发酵：将冷却后的米浆进行二次发酵，置于恒温醒发器中，发酵温度为35-

40℃，发酵时间为5-10min，再次发酵，目的是为了让米浆中的淀粉再次与水结合，更好的形

成淀粉凝胶，提升口感。

[0032] 8)蒸煮：将二次发酵好的米浆置于蒸锅中，蒸煮的温度为100-105℃，蒸煮的时间

为20-25min，观察到其表面松软即可。

[0033]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由上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米酒糟米发糕。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5] 本发明利用了在米酒生产过程中副产物米渣为原料，结合传统发糕蒸制工艺制造

新工艺，改进创新最适合工艺制备出独特米酒风味的米发糕。

[0036] 与米发糕传统工艺相比，本发明采用复配粉外加水制备米发糕，米酒糟粉由于米

酒过度发酵，含有的抗性淀粉较高，米酒糟淀粉的吸水性较好，然后通过确定米酒糟粉的添

加比例，发酵时间，发酵温度，固液比等，创新采用二次发酵技术显著提高米发糕的感官品

质以及其质构特性，尤其是硬度，粘性弹性，回复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节省了传统工艺由

于泡米所浪费的大量时间；由于米酒糟本身带有一定的酵母和酒香，能一定缩短米发糕定

的发酵时间，使发糕带有米酒的特殊风味，显著提高米发糕的风味物质。同时也解决弃置米

造成的米酒渣污染问题，提高米酒厂的生产利润。很大程度的利用米酒渣中的营养成分，同

时可以减少弃置米造成的米酒渣污染，提高米酒厂的生产利润。

[0037]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38] 图1示出了实施例1-6的米酒糟米发糕的感官评价结果。

[0039] 图2示出了实施例1、7-11的米酒糟米发糕的感官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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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虽然以下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

方式，然而应该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发明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方式所限制。相

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是为了使本发明更加透彻和完整，并且能够将本发明的范围完整地

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41] 本发明实施例中，米酒糟来源于麻城木子店米酒，籼米粉购自中粮，酵母为安琪高

活性干酵母。

[0042] 实施例1：

[004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米酒糟米发糕。米酒糟米发糕的制备方法包括：

[0044] 1)清洗、干燥：将从米酒厂取回的米酒糟过清水洗3次，去除表面沉淀以及稻米壳

等杂质，直至洗到表面无明显酒味为止，将清洗干净的米酒糟进行冷冻干燥，然后放置于干

燥的环境内。

[0045] 2)粉碎：将冷冻干燥好的米酒糟经万能粉碎机粉碎，过筛，保留粒径为90-100目的

米酒糟。

[0046] 3)混合：将米酒糟粉与籼米粉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粉，其中米酒糟粉占比为8wt％，

籼米粉占比为92wt％，然后在立式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混匀，在混匀过程中添加相对于混合

粉20wt％的白砂糖。

[0047] 4)调浆：将混合粉、安琪高活性酵母溶于38℃水中，安琪高活性酵母的用量为混合

粉的8wt％，在立式搅拌机中搅拌，至形成均一的米浆，混合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2.2。

[0048] 5)一次发酵：将米浆置于恒温醒发器中，保证发酵温度为38℃，发酵的时间为

48min，观察到米浆表面产生大量气泡，至体积增大至原来的1.5倍以上。

[0049] 6)注模：经发酵好的米浆注入模具，冷却至室温。

[0050] 7)二次发酵：将冷却后的米浆进行二次发酵，置于恒温醒发器中，发酵温度为38

℃，发酵时间为8min，再次发酵。

[0051] 8)蒸煮：将二次发酵好的米浆置于蒸锅中，蒸煮的温度为102℃，蒸煮的时间为

22min，观察到其表面松软即可，得到米酒糟米发糕。

[0052] 实施例2

[0053]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占比为5wt％，籼米粉占

比为95wt％。

[0054] 实施例3

[0055]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占比为6wt％，籼米粉占

比为94wt％。

[0056] 实施例4

[0057]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占比为7wt％，籼米粉占

比为93wt％。

[0058] 实施例5

[0059]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占比为9wt％，籼米粉占

比为91wt％。

[0060] 实施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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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3)的混合粉中，米酒糟粉占比为10wt％，籼米粉

占比为90wt％。

[0062] 实施例7

[0063]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的温度均为35℃。

[0064] 实施例8

[0065]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的温度均为36℃。

[0066] 实施例9

[0067]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的温度均为37℃。

[0068] 实施例10

[0069]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的温度均为39℃。

[0070] 实施例11

[0071]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的温度均为40℃。

[0072] 测试例1：对实施例1-6的米酒糟米发糕进行感官评价

[0073] 米发糕的感官鉴定主要从色泽、形态、滋味、香味、口感等几个食用指标进行分析，

感官满分为100分，得分在60分以上为及格，80分以上为米发糕品质较好。感官评定小组由

10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感官明锐性较好的技术人员组成。实施例1-6的米酒糟米发糕的

感官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

[0074] 加入米酒糟感官评价得分高的原因分析如下：1)米酒糟本身特殊挥发性酒香物

质，显著提高米发糕的特殊香味。2)产品同时本身带有一定酵母，能使米发糕快速发酵，形

成米发糕气孔结构，提高口感。

[0075] 不同米酒糟含量感官评价得分不同的原因分析如下：

[0076] 5-8％曲线升高的原因：1)米酒糟本身特殊挥发性酒香物质，显著提高米发糕的特

殊香味。2)同时本身带有一定酵母，能使米发糕快速发酵，形成米发糕气孔结构，提高口感。

[0077] 9-10％曲线降低的原因：过量的米酒糟粉会使米发糕挥发性酒香过高刺鼻，同时

会过度发酵使米发糕滋味过酸。

[0078] 测试例2：对实施例1、7-11的米酒糟米发糕进行感官评价，评价结果如图2所示。

[0079] 不同发酵温度感官评价得分不同的分析如下：

[0080] 活性酵母在米发糕中最适发酵温度为38℃，35-38℃：随着发酵温度的升高，米发

糕形成较好的蜂窝状气孔结构，口感较好，超过38℃温度过高，酵母活性降低，难以将米发

糕较好醒发，口感较差。

[0081] 对比例1

[0082] 提供一种传统的米发糕，制备工艺：籼米→浸泡→磨浆→调浆→发酵蒸制→成品。

[0083] 1)浸泡：将籼米清洗两次，然后将清洗好的籼米在常温下用水浸泡3h，籼米与水的

重量比是1:2。

[0084] 2)磨浆：将浸泡好的籼米与水一起放置于磨浆机中进行磨浆。

[0085] 3)调浆：向米浆中加入蔗糖、酵母粉，酵母粉与米浆的重量比为0.05:1，蔗糖与籼

米的重量比为0.3:1，然后充分搅拌混匀。

[0086] 4)发酵：将调浆好的米浆置于35℃恒温醒发1.5h。

[0087] 5)蒸制：将发酵好的米浆置于100℃蒸锅中蒸制20min，得到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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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测试例3：对实施例1、对比例1的米酒糟米发糕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89] 表1

[0090] 指标 对比例1 实施例1

硬度 4.235 6.527

黏性 1.773 2.680

弹性 0.658 0.852

内聚性 0.565 0.765

咀嚼性 2.582 3.562

回复性 0.3505 0.418

[0091] 以上已经描述了本发明的各实施例，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非穷尽性的，并且也

不限于所披露的各实施例。在不偏离所说明的各实施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于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许多修改和变更都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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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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