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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卤制毛豆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卤制毛豆，由以下原料制

备而成：毛豆、蛹虫草、金针菇、香辛料、秘制卤味

料、维生素、矿物质、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

枣、佛手；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大

葱、砂仁、大蒜、生姜、八角、辣椒、桂皮、洋葱、草

果、柠檬、花椒、大蒜子、小茴香、紫苏；所述秘制

卤味料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卤水、食用盐、酱

油、豆酱、陈醋、白糖、鸡精、味精、生抽、花椒油。

本发明制作方法简单合理，制作出来的卤制毛

豆，香气扑鼻、味道香浓、风味独特，添加了多种

比例合理的滋补原料，营养价值丰富，具有一定

的食疗保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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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毛豆、蛹虫草、金针菇、香辛料、秘

制卤味料、维生素、矿物质、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枣、佛手；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大葱、砂仁、大蒜、生姜、八角、辣椒、桂皮、洋葱、草

果、柠檬、花椒、大蒜子、小茴香、紫苏；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卤水、食用盐、酱油、豆酱、陈醋、白糖、鸡精、味

精、生抽、花椒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毛

豆200-400份、蛹虫草20-40份、金针菇10-20份、香辛料15-25份、秘制卤味料10-30份、维生

素0.5-1份、矿物质0.01-0.1份、枳子1-5份、枸杞子1-5呢、栀子1-5份、桑叶1-5份、酸枣5-10

份、佛手1-5份；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0-20份、花椒1-5份、大蒜5-15份、八

角1-5份、生姜3-7份、辣椒5-10份、洋葱10-15份、草果1-5份、桂皮5-10份、柠檬1-4份、大蒜

子5-15份、砂仁1-5份、小茴香1-5份、紫苏1-3份；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50-100份、食用盐5-10份、酱油1-

5份、豆酱10-20份、陈醋5-10份、白糖1-5份、鸡精1-5份、味精1-5份、生抽5-10份、花椒油5-

15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毛

豆250-350份、蛹虫草25-35份、金针菇12-18份、香辛料17-22份、秘制卤味料15-25份、维生

素0.6-0.9份、矿物质0.02-0.07份、枳子2-4份、枸杞子2-4呢、栀子2-4份、桑叶2-4份、酸枣

6-8份、佛手2-4份；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2-18份、花椒2-4份、大蒜7-12份、八

角2-4份、生姜4-6份、辣椒6-9份、洋葱11-14份、草果2-4份、桂皮6-9份、柠檬2-4份、大蒜子

7-12份、砂仁2-4份、小茴香2-4份、紫苏1-2份；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60-80份、食用盐6-9份、酱油2-4

份、豆酱12-18份、陈醋6-9份、白糖2-4份、鸡精2-4份、味精2-4份、生抽6-9份、花椒油7-12

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毛

豆300份、蛹虫草30份、金针菇16份、香辛料20份、秘制卤味料20份、维生素0.75份、矿物质

0.05份、枳子3份、枸杞子3呢、栀子3份、桑叶3份、酸枣7份、佛手3份；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5份、花椒3份、大蒜10份、八角3份、生

姜5份、辣椒7份、洋葱12份、草果3份、桂皮7份、柠檬3份、大蒜子10份、砂仁3份、小茴香3份、

紫苏1.5份；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70份、食用盐7份、酱油3份、豆酱

15份、陈醋7份、白糖3份、鸡精3份、味精3份、生抽7份、花椒油10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所述维生素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

备而成：盐酸硫胺素1-2份、烟酸0.5-1份、叶酸1-2份、β-胡萝卜素1-3份、核黄素1-3份、酒石

酸胆碱1-4份、维生素D3  1-2份、L-抗坏血酸钙5-10份、D-泛酸钙1-2份、维生素K1  1-3份、D-

α-琥珀酸生育酚3-7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质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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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而成：氯化镁1-5份、葡萄糖酸锌1-5份、磷酸氢二钾2-7份、葡萄糖酸锰1-3份、乳酸钙5-10

份、富马酸亚铁2-5份、富硒酵母0.1-1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辛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

将大葱、大蒜、辣椒切断，生姜切片，草果、柠檬压破，紫苏、大蒜子切碎，混合翻炒，加入砂

仁、八角、桂皮、洋葱、花椒、小茴香，继续混合翻炒，加入2-3倍重量份的水，煮沸后，过滤，滤

液熬制相对密度为1.5-2.5，得到香辛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卤制毛豆，其特征在于，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

成：

S1.卤水的制备：用刀将1-5重量份草果压破，加热锅后，直接倒入5-10重量份食用油并

放入砂糖1-3重量份，拌炒至半融状态，放入1-2重量份葱段、2-5重量份老姜片、1-5重量份

辣椒段，炒匀，倒入20-50重量份清水，拌匀并煮至沸腾，放入1-3重量份砂糖、0.5-1重量份

酱油、1-2重量份胡椒粉、3-7重量份米酒，待水沸腾后，加入1-3重量份月桂叶、3-7重量份桂

皮、碎裂的草果、1-3重量份桂枝、1-3重量份八角，煮沸腾，即成为卤水；

S2.秘制卤味料的制备：向步骤S1中煮沸的卤水中加入食用盐、酱油、豆酱、陈醋、白糖、

鸡精、味精、生抽、花椒油，混合均匀，再次煮沸得到秘制卤味料。

9.一种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卤制毛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S1.将毛豆剪除两端，洗净，将秘制卤味料加入10-20倍重量份的水中，与毛豆混合煮沸

10-20min，过滤出毛豆；

S2.将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枣、佛手分别洗净，切碎，加入5-10倍重量份的水中，

加热至沸，提取2-3h后，过滤，留用滤液，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2-3，得到添加料；

S3.加入食用油和香辛料，混合加热翻炒均匀后，加入洗净的蛹虫草和金针菇，翻炒至

熟后加入毛豆和添加料，翻炒均匀后关火，加入维生素和矿物质，快速翻炒均匀，制得。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食用油选自大豆油、玉米油、菜

籽油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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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卤制毛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卤制毛豆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卤制品是中国的传统食品，以家禽、家畜的肉和内脏及野味、部分水产品、蔬菜为

主要原料，放入调制好的卤汁中，旺火烧开，小火浸煮，使卤汁滋味缓慢渗入原料肌理，便成

为香浓味美的卤制品。卤制品属于一般熟肉制品，它突出原料原有的口味、色泽，调味品主

要用盐和少量酱油，以其原有的色、香、味为主。卤制品“热做冷吃”，口味鲜香。调好的卤汁

可长期使用，而且越陈越香。卤制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战国时期。有了炊具之后，人

就开始折腾烹饪技法。“甑”、“蒸”、“炸”、“瀹”、“烙”等法也随之先后产生。从这种种原始烹

调方法，逐渐发展到《齐民要术》中介绍的“绿肉法”，也就是“卤”与“浸”的当然鼻祖。到明清

时期，“卤水”的材料和配方基本固定，从此，“卤”这种制作方法正式登上台面。

[0003]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消费习惯和饮食习惯各不相同。不同地区的卤制品

口味也有很大差异，同时，季节不同，卤制品的口味也不同，调味要根据不同的要求和目的，

选择适当的调料和配合方法，生产风味各异的制品。目前市场上一些店家添加的调味料和

食用油等档次不一，口感不佳，营养价值欠缺。有些店家为增加口感，一味增加香辛料，消费

者吃完后会感觉口干舌燥，容易上火；甚至有些不法商家还采用不合格的调味料，危害人体

健康。

[000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日常食品的要求不断提高，在讲究营养均衡的同时

也追求食品的独特风味，目前市场上卤制品品种还不够丰富，营养价值有一定的局限性，风

味有待改进，而且制作方法较为复杂，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消费市场需求和人们日益更新

的现代健康理念。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卤制毛豆及其制备方法，制作方法简单合理，制作出

来的卤制毛豆，香气扑鼻、味道香浓、风味独特，添加了多种比例合理的滋补原料，营养价值

丰富，具有一定的食疗保健效果，符合现今社会健康饮食的要求。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卤制毛豆，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毛豆、蛹虫草、金针菇、香辛料、

秘制卤味料、维生素、矿物质、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枣、佛手；

[0008]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大葱、砂仁、大蒜、生姜、八角、辣椒、桂皮、洋葱、

草果、柠檬、花椒、大蒜子、小茴香、紫苏；

[0009]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卤水、食用盐、酱油、豆酱、陈醋、白糖、鸡

精、味精、生抽、花椒油。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毛豆200-400份、蛹虫

草20-40份、金针菇10-20份、香辛料15-25份、秘制卤味料10-30份、维生素0.5-1份、矿物质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1728144 A

4



0.01-0.1份、枳子1-5份、枸杞子1-5呢、栀子1-5份、桑叶1-5份、酸枣5-10份、佛手1-5份；

[0011]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0-20份、花椒1-5份、大蒜5-15

份、八角1-5份、生姜3-7份、辣椒5-10份、洋葱10-15份、草果1-5份、桂皮5-10份、柠檬1-4份、

大蒜子5-15份、砂仁1-5份、小茴香1-5份、紫苏1-3份；

[0012]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50-100份、食用盐5-10份、酱

油1-5份、豆酱10-20份、陈醋5-10份、白糖1-5份、鸡精1-5份、味精1-5份、生抽5-10份、花椒

油5-15份。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毛豆250-350份、蛹虫

草25-35份、金针菇12-18份、香辛料17-22份、秘制卤味料15-25份、维生素0.6-0.9份、矿物

质0.02-0.07份、枳子2-4份、枸杞子2-4呢、栀子2-4份、桑叶2-4份、酸枣6-8份、佛手2-4份；

[0014]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2-18份、花椒2-4份、大蒜7-12

份、八角2-4份、生姜4-6份、辣椒6-9份、洋葱11-14份、草果2-4份、桂皮6-9份、柠檬2-4份、大

蒜子7-12份、砂仁2-4份、小茴香2-4份、紫苏1-2份；

[0015]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60-80份、食用盐6-9份、酱油

2-4份、豆酱12-18份、陈醋6-9份、白糖2-4份、鸡精2-4份、味精2-4份、生抽6-9份、花椒油7-

12份。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毛豆300份、蛹虫草30

份、金针菇16份、香辛料20份、秘制卤味料20份、维生素0.75份、矿物质0.05份、枳子3份、枸

杞子3呢、栀子3份、桑叶3份、酸枣7份、佛手3份；

[0017] 所述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5份、花椒3份、大蒜10份、八角3

份、生姜5份、辣椒7份、洋葱12份、草果3份、桂皮7份、柠檬3份、大蒜子10份、砂仁3份、小茴香

3份、紫苏1.5份；

[0018] 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70份、食用盐7份、酱油3份、

豆酱15份、陈醋7份、白糖3份、鸡精3份、味精3份、生抽7份、花椒油10份。

[001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维生素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盐酸硫胺

素1-2份、烟酸0.5-1份、叶酸1-2份、β-胡萝卜素1-3份、核黄素1-3份、酒石酸胆碱1-4份、维

生素D3  1-2份、L-抗坏血酸钙5-10份、D-泛酸钙1-2份、维生素K1  1-3份、D-α-琥珀酸生育酚

3-7份。

[002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矿物质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氯化镁1-5

份、葡萄糖酸锌1-5份、磷酸氢二钾2-7份、葡萄糖酸锰1-3份、乳酸钙5-10份、富马酸亚铁2-5

份、富硒酵母0.1-1份。

[002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香辛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将大葱、大蒜、辣椒

切断，生姜切片，草果、柠檬压破，紫苏、大蒜子切碎，混合翻炒，加入砂仁、八角、桂皮、洋葱、

花椒、小茴香，继续混合翻炒，加入2-3倍重量份的水，煮沸后，过滤，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

1.5-2.5，得到香辛料。

[002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秘制卤味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

[0023] S1.卤水的制备：用刀将1-5重量份草果压破，加热锅后，直接倒入5-10重量份食用

油并放入砂糖1-3重量份，拌炒至半融状态，放入1-2重量份葱段、2-5重量份老姜片、1-5重

量份辣椒段，炒匀，倒入20-50重量份清水，拌匀并煮至沸腾，放入1-3重量份砂糖、0.5-1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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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份酱油、1-2重量份胡椒粉、3-7重量份米酒，待水沸腾后，加入1-3重量份月桂叶、3-7重量

份桂皮、碎裂的草果、1-3重量份桂枝、1-3重量份八角，煮沸腾，即成为卤水；

[0024] S2.秘制卤味料的制备：向步骤S1中煮沸的卤水中加入食用盐、酱油、豆酱、陈醋、

白糖、鸡精、味精、生抽、花椒油，混合均匀，再次煮沸得到秘制卤味料。

[0025] 本发明进一步保护一种上述卤制毛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S1.将毛豆剪除两端，洗净，将秘制卤味料加入10-20倍重量份的水中，与毛豆混合

煮沸10-20min，过滤出毛豆；

[0027] S2.将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枣、佛手分别洗净，切碎，加入5-10倍重量份的

水中，加热至沸，提取2-3h后，过滤，留用滤液，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2-3，得到添加料；

[0028] S3.加入食用油和香辛料，混合加热翻炒均匀后，加入洗净的蛹虫草和金针菇，翻

炒至熟后加入毛豆和添加料，翻炒均匀后关火，加入维生素和矿物质，快速翻炒均匀，制得。

[002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食用油选自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中的一种或几

种混合。

[0030]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制作方法简单合理，制作出来的卤制毛豆，香气

扑鼻、味道香浓、风味独特，添加了多种比例合理的滋补原料，营养价值丰富，具有一定的食

疗保健效果，符合现今社会健康饮食的要求；本发明工艺简单，技术容易掌握，提高了生产

效率，适于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原料组成(重量份)：毛豆200份、蛹虫草20份、金针菇10份、香辛料15份、秘制卤味

料10份、维生素0.5份、矿物质0.01份、枳子1份、枸杞子1呢、栀子1份、桑叶1份、酸枣5份、佛

手1份。

[0034] 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0份、花椒1份、大蒜5份、八角1份、生

姜3份、辣椒5份、洋葱10份、草果1份、桂皮5份、柠檬1份、大蒜子5份、砂仁1份、小茴香1份、紫

苏1份。

[0035] 香辛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将大葱、大蒜、辣椒切断，生姜切片，草果、柠檬压破，

紫苏、大蒜子切碎，混合翻炒，加入砂仁、八角、桂皮、洋葱、花椒、小茴香，继续混合翻炒，加

入2倍重量份的水，煮沸后，过滤，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1.5，得到香辛料。

[0036] 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50份、食用盐5份、酱油1份、豆酱

10份、陈醋5份、白糖1份、鸡精1份、味精1份、生抽5份、花椒油5份。

[0037] 秘制卤味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

[0038] S1 .卤水的制备：用刀将1重量份草果压破，加热锅后，直接倒入5重量份食用油并

放入砂糖1重量份，拌炒至半融状态，放入1重量份葱段、2重量份老姜片、1重量份辣椒段，炒

匀，倒入20重量份清水，拌匀并煮至沸腾，放入1重量份砂糖、0.5重量份酱油、1重量份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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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3重量份米酒，待水沸腾后，加入1重量份月桂叶、3重量份桂皮、碎裂的草果、1重量份桂

枝、1重量份八角，煮沸腾，即成为卤水；

[0039] S2.秘制卤味料的制备：向步骤S1中煮沸的卤水中加入食用盐、酱油、豆酱、陈醋、

白糖、鸡精、味精、生抽、花椒油，混合均匀，再次煮沸得到秘制卤味料。

[0040] 维生素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盐酸硫胺素1份、烟酸0.5份、叶酸1份、β-胡

萝卜素1份、核黄素1份、酒石酸胆碱1份、维生素D3  1份、L-抗坏血酸钙5份、D-泛酸钙1份、维

生素K1  1份、D-α-琥珀酸生育酚3份。

[0041] 矿物质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氯化镁1份、葡萄糖酸锌1份、磷酸氢二钾2

份、葡萄糖酸锰1份、乳酸钙5份、富马酸亚铁2份、富硒酵母0.1份。

[0042] 卤制毛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S1 .将毛豆剪除两端，洗净，将秘制卤味料加入10倍重量份的水中，与毛豆混合煮

沸10min，过滤出毛豆；

[0044] S2 .将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枣、佛手分别洗净，切碎，加入5倍重量份的水

中，加热至沸，提取2h后，过滤，留用滤液，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2，得到添加料；

[0045] S3.加入玉米油和香辛料，混合加热翻炒均匀后，加入洗净的蛹虫草和金针菇，翻

炒至熟后加入毛豆和添加料，翻炒均匀后关火，加入维生素和矿物质，快速翻炒均匀，制得。

[0046] 实施例2

[0047] 原料组成(重量份)：毛豆400份、蛹虫草40份、金针菇20份、香辛料25份、秘制卤味

料30份、维生素1份、矿物质0.1份、枳子5份、枸杞子5呢、栀子5份、桑叶5份、酸枣10份、佛手5

份。

[0048] 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20份、花椒5份、大蒜15份、八角5份、生

姜7份、辣椒10份、洋葱15份、草果5份、桂皮10份、柠檬4份、大蒜子15份、砂仁5份、小茴香5

份、紫苏3份。

[0049] 香辛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将大葱、大蒜、辣椒切断，生姜切片，草果、柠檬压破，

紫苏、大蒜子切碎，混合翻炒，加入砂仁、八角、桂皮、洋葱、花椒、小茴香，继续混合翻炒，加

入3倍重量份的水，煮沸后，过滤，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2.5，得到香辛料。

[0050] 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100份、食用盐10份、酱油5份、豆

酱20份、陈醋10份、白糖5份、鸡精5份、味精5份、生抽10份、花椒油15份。

[0051] 秘制卤味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

[0052] S1.卤水的制备：用刀将5重量份草果压破，加热锅后，直接倒入10重量份食用油并

放入砂糖3重量份，拌炒至半融状态，放入2重量份葱段、5重量份老姜片、5重量份辣椒段，炒

匀，倒入50重量份清水，拌匀并煮至沸腾，放入3重量份砂糖、1重量份酱油、2重量份胡椒粉、

7重量份米酒，待水沸腾后，加入3重量份月桂叶、7重量份桂皮、碎裂的草果、3重量份桂枝、3

重量份八角，煮沸腾，即成为卤水；

[0053] S2.秘制卤味料的制备：向步骤S1中煮沸的卤水中加入食用盐、酱油、豆酱、陈醋、

白糖、鸡精、味精、生抽、花椒油，混合均匀，再次煮沸得到秘制卤味料。

[0054] 维生素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盐酸硫胺素2份、烟酸1份、叶酸2份、β-胡萝

卜素3份、核黄素3份、酒石酸胆碱1-4份、维生素D3  2份、L-抗坏血酸钙10份、D-泛酸钙2份、

维生素K1  3份、D-α-琥珀酸生育酚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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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矿物质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氯化镁5份、葡萄糖酸锌5份、磷酸氢二钾7

份、葡萄糖酸锰3份、乳酸钙10份、富马酸亚铁5份、富硒酵母1份。

[0056] 卤制毛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S1 .将毛豆剪除两端，洗净，将秘制卤味料加入20倍重量份的水中，与毛豆混合煮

沸20min，过滤出毛豆；

[0058] S2.将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枣、佛手分别洗净，切碎，加入10倍重量份的水

中，加热至沸，提取h后，过滤，留用滤液，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2-3，得到添加料；

[0059] S3.加入食用油和香辛料，混合加热翻炒均匀后，加入洗净的蛹虫草和金针菇，翻

炒至熟后加入毛豆和添加料，翻炒均匀后关火，加入维生素和矿物质，快速翻炒均匀，制得。

[0060] 实施例3

[0061] 原料组成(重量份)：毛豆300份、蛹虫草30份、金针菇16份、香辛料20份、秘制卤味

料20份、维生素0.75份、矿物质0.05份、枳子3份、枸杞子3呢、栀子3份、桑叶3份、酸枣7份、佛

手3份。

[0062] 香辛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大葱15份、花椒3份、大蒜10份、八角3份、生

姜5份、辣椒7份、洋葱12份、草果3份、桂皮7份、柠檬3份、大蒜子10份、砂仁3份、小茴香3份、

紫苏1.5份。

[0063] 香辛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将大葱、大蒜、辣椒切断，生姜切片，草果、柠檬压破，

紫苏、大蒜子切碎，混合翻炒，加入砂仁、八角、桂皮、洋葱、花椒、小茴香，继续混合翻炒，加

入2.5倍重量份的水，煮沸后，过滤，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2，得到香辛料。

[0064] 秘制卤味料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卤水70份、食用盐7份、酱油3份、豆酱

15份、陈醋7份、白糖3份、鸡精3份、味精3份、生抽7份、花椒油10份。

[0065] 秘制卤味料由以下方法制备而成：

[0066] S1 .卤水的制备：用刀将3重量份草果压破，加热锅后，直接倒入7重量份食用油并

放入砂糖2重量份，拌炒至半融状态，放入1.2重量份葱段、3重量份老姜片、3重量份辣椒段，

炒匀，倒入35重量份清水，拌匀并煮至沸腾，放入2重量份砂糖、0.7重量份酱油、1.5重量份

胡椒粉、5重量份米酒，待水沸腾后，加入2重量份月桂叶、5重量份桂皮、碎裂的草果、2重量

份桂枝、2重量份八角，煮沸腾，即成为卤水；

[0067] S2.秘制卤味料的制备：向步骤S1中煮沸的卤水中加入食用盐、酱油、豆酱、陈醋、

白糖、鸡精、味精、生抽、花椒油，混合均匀，再次煮沸得到秘制卤味料。

[0068] 维生素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盐酸硫胺素1.2份、烟酸0.7份、叶酸1.5份、

β-胡萝卜素2份、核黄素2份、酒石酸胆碱2份、维生素D3  1.7份、L-抗坏血酸钙7份、D-泛酸钙

1.5份、维生素K1  2份、D-α-琥珀酸生育酚5份。

[0069] 矿物质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制备而成：氯化镁3份、葡萄糖酸锌3份、磷酸氢二钾5

份、葡萄糖酸锰2份、乳酸钙7份、富马酸亚铁3份、富硒酵母0.5份。

[0070] 卤制毛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1] S1 .将毛豆剪除两端，洗净，将秘制卤味料加入15倍重量份的水中，与毛豆混合煮

沸15min，过滤出毛豆；

[0072] S2 .将枳子、枸杞子、栀子、桑叶、酸枣、佛手分别洗净，切碎，加入7倍重量份的水

中，加热至沸，提取2.5h后，过滤，留用滤液，滤液熬制相对密度为2.5，得到添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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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S3.加入食用油和香辛料，混合加热翻炒均匀后，加入洗净的蛹虫草和金针菇，翻

炒至熟后加入毛豆和添加料，翻炒均匀后关火，加入维生素和矿物质，快速翻炒均匀，制得。

[007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制作方法简单合理，制作出来的卤制毛豆，香气扑鼻、味

道香浓、风味独特，添加了多种比例合理的滋补原料，营养价值丰富，具有一定的食疗保健

效果，符合现今社会健康饮食的要求；本发明工艺简单，技术容易掌握，提高了生产效率，适

于推广应用。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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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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