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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

罐头的制备工艺，首先进行腌制；将腌制好的混

合鹅绞肉同准备好的辅料和混合中药粉搅碎填

入空罐中；再进行预封口，并排气，再进行真空密

封得到半成品罐头；将半成品罐头放入蒸煮锅炉

蒸煮和消毒，然后得到熟食罐头；再进行保温检

验，再打标得到罐头成品。本配方及制备工艺制

作出来的鹅肉罐头不仅保留鹅肉的味道，同时节

约成本，使得混合肉质更加均匀，同时通过添加

的中药粉达到保健效果。并通过在蒸煮消毒之前

通过利用锅炉废水对半成品的罐头进行清洗和

初步消毒，从而有效的降低了罐头表面的污渍残

存量，同时减少罐头外表面的微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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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G1.首先准备原材料，所述原材料包括鹅肉原材料、混合盐、辅料和混合中药粉，然后将

鹅肉原材料洗净准备好后放入粗绞肉机中进行混合绞碎形成混合鹅绞肉；

G2.再将混合鹅绞肉转移至腌制搅拌装置中，并将准备好的混合盐倒入装有混合鹅绞

肉的腌制搅拌装置中进行5-10min的搅拌，并静置10-20分钟等待腌制；

G3.然后将腌制好的混合鹅绞肉转移至精绞肉机中，同时将准备好的辅料和混合中药

粉加入精绞肉机中进行再次搅碎并制得混合鹅肉泥，再将混合鹅肉泥转移至器皿中待装

罐；

G4.将洗净消毒后的空罐放置在流水线上的传送带中进行传送，并将混合鹅肉泥装填

入空罐中；

G5.将填装有混合鹅肉泥的罐头进行预封口，并排气，再进行真空密封得到半成品罐

头；

G6.将半成品罐头放入蒸煮锅炉中在100℃温度下进行10-20min中的蒸煮和消毒，然后

得到熟食罐头；

S7.待熟食罐头冷却后进行保温检验，再打标得到罐头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G5中待得到半成品罐头后，将半成品罐头单个排列放置在传送带上并传送至设有的

罐头清洗机中进行清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罐头清洗机包括长方体结构的机身(1)和设置在机身(1)上的传输带(9)；所述传输带(9)

上等距放置有多个半成品罐头；

所述传输带(9)两侧设有用来向半成品罐头喷淋高温清洗液的喷淋管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身(1)朝向传输带(9)一侧面上向内凹陷形成通槽，所述通槽内装有高温清洗液；在所

述机身(1)外侧设有供水泵(3)，所述供水泵(3)的进水口通过设有的进水管(15)与设置在

机身(1)下侧的出水端口(5)连通；所述机身(1)上还设有与喷淋管组连通供液倒置的U型结

构的布液管(8)，所述供水泵(3)的出水口通过设有的出水管(7)与布液管(8)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喷淋管组包括设置在传输带(9)顶部的顶管(10)和设置在传输带(9)两侧的侧管(11)；所

述侧管(11)设有相互平行的两组，并均与所述布液管(8)连通；所述机身(1)上还设有多个

用来支撑喷淋管组的支撑架(17)。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传输带(9)包括传送架、设置在传送架两端的链轮(12)和给任一侧链轮(12)提供动力的

电机。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身(1)底部设有底板(13)，所述供水泵(3)固定在所述底板(13)上；所述底板(13)底部

四角位置均单独设置有便于移动整个设备的万向轮(14)。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身(1)上还设有用来罩住整个传输带(9)的外壳(2)，所述外壳(2)上设有用来检查喷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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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的视窗(16)；

所述机身(1)设有与蒸煮锅炉连接并接受蒸煮锅炉传输过来的高温废水的接水管(4)，

所述接水管(4)与所述通槽连通；

所述出水端口(5)朝向通槽的开口上设有用来阻挡杂质的过滤网；

由喷淋管组喷出的清洗液将半成品罐头上的残渣和油脂清洗后落入通槽中，并通过所

述过滤网过滤后进入供水泵(3)中循环喷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鹅肉原材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的鹅瘦肉20-40份、猪肉8-15份、鹅皮5-12份；

所述混合盐包括以质量份计的精盐80-120份、白砂糖1-4份、亚硝酸钠0.3-1份和液体

葡萄糖1-2份；通过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盐；

所述辅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淀粉10-25份、味精8-16份、胡椒面5-10份、赤藓红1-1.5

份、乙基麦芽酚1-1.2份、多糖胶2-4份、焦磷酸钠0.8-1.2份、六偏磷酸钠0.4-0.9份和肉桂

粉2-6份。

10.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混合中药粉的原材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

山药30-40份、牛膝15-20份、萸肉12-22份、乌梅15-30份、淫羊藿14-28份和蛇床子8-19

份。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480209 A

3



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加工领域，具体是指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鹅肉含有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各种氨基酸，其组成接近人体所需氨基酸的比

例，从生物学价值上来看，鹅肉是全价蛋白质，优质蛋白质。鹅肉中的脂肪含量较低，仅比鸡

肉高一点，比其他肉要低得多。鹅肉不仅脂肪含量低，而且品质好，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

特别是亚麻酸含量均超过其他肉类，对人体健康有利。鹅肉脂肪的熔点亦很低，质地柔软，

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鹅肉营养丰富，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维生素、烟

酸、糖、微量元素，并且脂肪含量很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利。鹅肉的

蛋白质含量很高，根据测定，其含量比鸭肉、鸡肉、牛肉、猪肉都高，赖氨酸含量比肉仔鸡高。

中医理论认为鹅肉味甘平，有补阴益气、暖胃开津、祛风湿防衰老之效，是中医食疗的上品。

具有益气补虚、和胃止渴、止咳化痰，解铅毒等作用。适宜身体虚弱.气血不足，营养不良之

人食用。补虚益气，暖胃生津。凡经常口渴、乏力、气短、食欲不振者，可常喝鹅汤，吃鹅肉，这

样既可补充老年糖尿病患者营养，又可控制病情发展，还可治疗和预防咳嗽等病症，尤其对

治疗感冒、急慢性气管炎、慢性肾炎、老年浮肿、肺气肿、哮喘、痰壅有良效。特别适合在冬季

进补。鹅蛋含蛋白质、油脂、卵磷脂、维生素、钙、镁、铁等。

[0003] 罐头，是一种包装食物的方法。可以是罐装饮料，包括罐头汽水、咖啡、果汁、冻奶

茶、啤酒等。也可以是罐装食品，包括午餐肉，包装材料为马口铁。开罐部分沿用开罐器，或

有仿易拉罐科技。用的包装物料是铝合金，如今开罐方式多数是易拉罐式，便于使用。罐头

食品是指将符合要求的原料经过处理、调配、装罐、密封、杀菌、冷却，或无菌灌装，达到商业

无菌要求，在常温下能够长期保存的食品，罐头食品制作有两大关键特征：密封和杀菌。

[0004] 现有的技术中，直接将鹅肉做成罐头的配方和工艺较少，而且因配料和工艺的问

题造成罐头中鹅肉的口感较差，无法使肉质在罐头内保持均匀分布，常常打开罐头时还会

发现汤汁浮在表面没有被肉质吸收，同时因为采用多种原材料，常常会导致肉质分层或出

现不同的色斑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

艺。

[0006]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应用罐头清洗机的鹅肉罐头的制备工艺，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7] G1.首先准备原材料，所述原材料包括鹅肉原材料、混合盐、辅料和混合中药粉，然

后将鹅肉原材料洗净准备好后放入粗绞肉机中进行混合绞碎形成混合鹅绞肉；

[0008] G2.再将混合鹅绞肉转移至腌制搅拌装置中，并将准备好的混合盐倒入装有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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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绞肉的腌制搅拌装置中进行5-10min的搅拌，并静置10-20分钟等待腌制；

[0009] G3.然后将腌制好的混合鹅绞肉转移至精绞肉机中，同时将准备好的辅料和混合

中药粉加入精绞肉机中进行再次搅碎并制得混合鹅肉泥，再将混合鹅肉泥转移至器皿中待

装罐；

[0010] G4.将洗净消毒后的空罐放置在流水线上的传送带中进行传送，并将混合鹅肉泥

装填入空罐中；

[0011] G5.将填装有混合鹅肉泥的罐头进行预封口，并排气，再进行真空密封得到半成品

罐头；

[0012] G6.将半成品罐头放入蒸煮锅炉中在100℃温度下进行10-20min中的蒸煮和消毒，

然后得到熟食罐头；

[0013] G7.待熟食罐头冷却后进行保温检验，再打标得到罐头成品。

[0014] 其中，对于肉质的处理，需要先进行预处理，包括洗涤、去骨、去皮(或不去骨、去

皮)，去淋巴以及切除不宜加工的部分，各种产品所使用的猪、鹅肉等原料，新鲜的或经解冻

的，用清水洗涤，除净表面污物后，均应砍去脚圈分段。一般猪片分为前后腿及肋条三段；通

常为整片剔骨或整只剔骨。若分段则分别进行剔骨去皮，将分段后之肉顺次剔除脊椎肋骨、

腿骨及全部硬骨和软骨。剔骨刀要锋利，剔肋骨时下刀的深度应与骨缝接近一致，不得过

深；剔除肋骨及腿骨时，必须注意保证肋条肉、腿部肉之完整，避免碎肉以及碎骨渣；若要留

料如排骨、元蹄、扣肉等材料，则在剔骨前或以后按部位选取切下留存。

[0015] 而其中在腌制时，也会用到洋葱、青葱、生姜和蒜头，需去净根须、外衣、粗纤维部

分、小斑点等。蒜头应分瓣，然后清洗干净，需绞碎的应用绞碎机进行绞碎。如洋葱需油炸，

则油和葱应按比例配料，将油脂加热至180℃左右，投入洋葱炸至微黄色。清洗干净，按产品

要求切片或绞碎。切片要求横切成3～4mm的薄片；绞碎可以用8mm孔径的绞碎机或斩碎机斩

碎。

[0016] 而辅料中的胡椒面是采用粒状或片状的，应在拣选后用温水清洗干净，粉状的应

进行筛选除去粗粒及杂质，筛孔为100目筛。

[0017] 值得说明的是，本发明中的肉质原材料均采用生肉直接加工，同时也可以先进行

预煮，预煮时，水与肉之比一般约为1.5：1，以淹没肉块为度。预煮时间一般为30～60min。预

煮过程中的重量变化，则以胶体中析出的水分为主。

[0018] 而在排气和密封时，排气主要分加热排气和抽气两种。由于加热排气多了一道工

序，既花劳动力，又占用了车间面积，同时多了一次热处理，往往对产品的质量有影响，有时

还会产生流胶现象，生产能力又较低，故能用真空封罐机抽气密封的产品，尽量用抽气密

封。目前对待特大罐型及带骨产品尚用加热排气，若采用抽气密封，仍能保证产品质量，则

尽可能采用抽气密封。

[0019] 密封前，根据罐型及品种不同，选择适宜的罐中心温度或真空度，防止成品真空度

过高或过低而引起杀菌后的瘪罐或物理性胀罐。密封后的罐头，用热水或洗涤液洗净罐外

油污，迅速杀菌。要求密封至杀菌，不超过60min为宜。严防积压，以免引起罐内细菌繁殖败

坏或风味恶化、真空度降低等质量问题。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G5中待得到半成品罐头后，将半成品罐头单个排列放置在传

送带上并传送至设有的罐头清洗机中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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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进一步的，所述罐头清洗机包括长方体结构的机身和设置在机身上的传输带；所

述传输带上等距放置有多个半成品罐头；

[0022] 所述传输带两侧设有用来向半成品罐头喷淋高温清洗液的喷淋管组。

[0023] 进一步的，所述机身朝向传输带一侧面上向内凹陷形成通槽，所述通槽内装有高

温清洗液；在所述机身外侧设有供水泵，所述供水泵的进水口通过设有的进水管与设置在

机身下侧的出水端口连通；所述机身上还设有与喷淋管组连通供液倒置的U型结构的布液

管，所述供水泵的出水口通过设有的出水管与布液管连通。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喷淋管组包括设置在传输带顶部的顶管和设置在传输带两侧的侧

管；所述侧管设有相互平行的两组，并均与所述布液管连通；所述机身上还设有多个用来支

撑喷淋管组的支撑架。

[0025] 进一步的，所述传输带包括传送架、设置在传送架两端的链轮和给任一侧链轮提

供动力的电机。进一步的，所述机身底部设有底板，所述供水泵固定在所述底板上；所述底

板底部四角位置均单独设置有便于移动整个设备的万向轮。

[0026] 进一步的，所述机身上还设有用来罩住整个传输带的外壳，所述外壳上设有用来

检查喷淋运行状态的视窗；

[0027] 所述机身设有与蒸煮锅炉连接并接受蒸煮锅炉传输过来的高温废水的接水管，所

述接水管与所述通槽连通；

[0028] 所述出水端口朝向通槽的开口上设有用来阻挡杂质的过滤网；

[0029] 由喷淋管组喷出的清洗液将半成品罐头上的残渣和油脂清洗后落入通槽中，并通

过所述过滤网过滤后进入供水泵中循环喷淋。

[0030] 进一步的，所述鹅肉原材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的鹅瘦肉20-40份、猪肉8-15份、鹅皮

5-12份；

[0031] 所述混合盐包括以质量份计的精盐80-120份、白砂糖1-4份、亚硝酸钠0.3-1份和

液体葡萄糖1-2份；通过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盐；

[0032] 所述辅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淀粉10-25份、味精8-16份、胡椒面5-10份、赤藓红

1-1.5份、乙基麦芽酚1-1.2份、多糖胶2-4份、焦磷酸钠0.8-1.2份、六偏磷酸钠0.4-0.9份和

肉桂粉2-6份。

[0033] 其中，所述的多糖胶是食品工业中，利用天然多糖制造的，具有增稠、稳定、成胶等

特点的多糖。包括植物渗出胶、种子胶、海藻胶、黄原胶和壳聚糖等。食品工业广泛利用一类

水溶性高的天然多糖产生增稠、稳定、成胶等有益功能。这类多糖包括植物渗出胶、种子胶、

海藻胶、黄原胶和壳聚糖等。它们都是线性程度较高的链状大分子，含有或不含有支链，支

链很短，均匀或不均匀分布在主链上。构成这类多糖的糖基多为几种，可能是中性、碱性或

酸性糖基，糖基中有或无荷电基团。脸上扭曲、支链空组、静电斥力和键张力等使这些多糖

分子的构象变化自由度减低，在局部有螺旋、卵形盒子等高级构象存在，不易结晶，总体呈

无定形状态存在。由于分子展开程度较高，许多亲水基游离而暴露，所以分子亲水性高。这

类多糖可统称为多糖胶。

[0034] 而所述的肉桂粉是由肉桂或大叶清化桂的干皮和枝皮制成的粉末，气芳香，多用

于面包、蛋糕及其他烘焙产品。具有散寒止痛，活血通经的功效。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

用。所述的三聚磷酸钠是一种食品添加剂，作为水分保持剂或品质改良剂使用。六偏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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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分子式：(NaPO3)6，白色粉末结晶，或无色透明玻璃片状或块状固体。易溶于水，不溶于

有机溶剂。水溶液呈碱性。吸湿性很强，露置于空气中能逐渐吸收水分而呈黏胶状物。与钙、

镁等金属离子能生成可溶性络合物。在食品和工业领域都具有广泛用途。

[0035] 进一步的，所述混合中药粉的原材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

[0036] 山药30-40份、牛膝15-20份、萸肉12-22份、乌梅15-30份、淫羊藿14-28份和蛇床子

8-19份。

[0037] 其中，牛膝的根入药，生用，活血通经；治产后腹痛，月经不调，闭经，鼻衄，虚火牙

痛，脚气水肿；熟用，补肝肾，强腰膝；治腰膝酸痛，肝肾亏虚，跌打瘀痛。兽医用作治牛软脚

症，跌伤断骨等。山萸肉，也叫萸肉，成熟果实为中药，用于眩晕耳鸣，腰膝酸痛，阳痿遗精，

遗尿尿频，崩漏带下，大汗虚脱。淫羊藿全草供药用。主治阳萎早泄，腰酸腿痛，四肢麻木，半

身不遂，神经衰弱，健忘，耳鸣，目眩等症。而蛇床子性味：性温，味苦。主要治疗燥湿，祛风，

杀虫，温肾壮阳。用于阳痿、宫冷、寒湿带下、湿痹腰痛；外治外阴湿疹、妇人阴痒、滴虫性阴

道炎。

[003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39] 本发明提供一种将猪肉、鹅肉、鹅皮按比例进行混合搅碎再腌制后加入特殊的辅

料和中药材，不仅能够将鹅肉的味道保留，同时能够降低成本；通过特殊的工艺制造，使得

鹅肉罐头成品内部的肉质均匀，且将辅料和中药材能够均匀的融入肉中，从而达到特定的

功效。再通过设计的特殊流水线设备，在蒸煮消毒之前通过利用锅炉废水对半成品的罐头

进行清洗和初步消毒，从而有效的降低了罐头表面的污渍残存量，同时减少罐头外表面的

微生物量。

附图说明

[0040]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他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为明显：

[0041] 图1为本发明罐头清洗机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2为本发明制备工艺的流程示意图。

[0043] 图中：1-机身，2-外壳，3-供水泵，4-接水管，5-出水端口，6-叶轮腔，7-出水管，8-

布液管，9-传输带，10-顶管，11-侧管，12-链轮，13-底板，14-万向轮，15-进水管，16-视窗，

17-支撑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45] 实施例：

[0046] 本实施例的一种鹅肉罐头的配方，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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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其中，混合盐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

[0050]

[0051] 通过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盐。

[0052] 而辅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

[0053]

[0054] 如图2所示，其中，所述的多糖胶是食品工业中，利用天然多糖制造的，具有增稠、

稳定、成胶等特点的多糖。包括植物渗出胶、种子胶、海藻胶、黄原胶和壳聚糖等。食品工业

广泛利用一类水溶性高的天然多糖产生增稠、稳定、成胶等有益功能。这类多糖包括植物渗

出胶、种子胶、海藻胶、黄原胶和壳聚糖等。它们都是线性程度较高的链状大分子，含有或不

含有支链，支链很短，均匀或不均匀分布在主链上。构成这类多糖的糖基多为几种，可能是

中性、碱性或酸性糖基，糖基中有或无荷电基团。脸上扭曲、支链空组、静电斥力和键张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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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多糖分子的构象变化自由度减低，在局部有螺旋、卵形盒子等高级构象存在，不易结

晶，总体呈无定形状态存在。由于分子展开程度较高，许多亲水基游离而暴露，所以分子亲

水性高。这类多糖可统称为多糖胶。

[0055] 而所述的肉桂粉是由肉桂或大叶清化桂的干皮和枝皮制成的粉末，气芳香，多用

于面包、蛋糕及其他烘焙产品。具有散寒止痛，活血通经的功效。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

用。所述的三聚磷酸钠是一种食品添加剂，作为水分保持剂或品质改良剂使用。六偏磷酸

钠，分子式：(NaPO3)6，白色粉末结晶，或无色透明玻璃片状或块状固体。易溶于水，不溶于

有机溶剂。水溶液呈碱性。吸湿性很强，露置于空气中能逐渐吸收水分而呈黏胶状物。与钙、

镁等金属离子能生成可溶性络合物。在食品和工业领域都具有广泛用途。

[0056] 混合中药粉的原材料包括以质量份计算的：

[0057] 山药35份、牛膝17份、萸肉16份、乌梅20份、淫羊藿22份和蛇床子15份。

[0058] 其中，牛膝的根入药，生用，活血通经；治产后腹痛，月经不调，闭经，鼻衄，虚火牙

痛，脚气水肿；熟用，补肝肾，强腰膝；治腰膝酸痛，肝肾亏虚，跌打瘀痛。兽医用作治牛软脚

症，跌伤断骨等。山萸肉，也叫萸肉，成熟果实为中药，用于眩晕耳鸣，腰膝酸痛，阳痿遗精，

遗尿尿频，崩漏带下，大汗虚脱。淫羊藿全草供药用。主治阳萎早泄，腰酸腿痛，四肢麻木，半

身不遂，神经衰弱，健忘，耳鸣，目眩等症。而蛇床子性味：性温，味苦。主要治疗燥湿，祛风，

杀虫，温肾壮阳。用于阳痿、宫冷、寒湿带下、湿痹腰痛；外治外阴湿疹、妇人阴痒、滴虫性阴

道炎。

[0059] 用于上述一种鹅肉罐头的配方制备工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0] 1.首先将鹅瘦肉、猪肉和鹅皮洗净准备好后放入粗绞肉机中进行混合绞碎形成混

合鹅绞肉；

[0061] 2.再将混合鹅绞肉转移至腌制搅拌装置中，并将准备好的混合盐倒入装有混合鹅

绞肉的腌制搅拌装置中进行5-10min的搅拌，并静置10-20分钟等待腌制；

[0062] 3.然后将腌制好的混合鹅绞肉转移至精绞肉机中，同时将准备好的辅料和混合中

药粉加入精绞肉机中进行再次搅碎并制得混合鹅肉泥，再将混合鹅肉泥转移至器皿中待装

罐；

[0063] 4.将洗净消毒后的空罐放置在流水线上的传送带中进行传送，并将混合鹅肉泥装

填入空罐中；

[0064] 5.将填装有混合鹅肉泥的罐头进行预封口，并排气，再进行真空密封得到半成品

罐头；

[0065] 6.将半成品罐头放入蒸煮锅炉中在100℃温度下进行10-20min中的蒸煮和消毒，

然后得到熟食罐头；

[0066] 7.待熟食罐头冷却后进行保温检验，再打标得到罐头成品。

[0067] 其中，对于肉质的处理，需要先进行预处理，包括洗涤、去骨、去皮(或不去骨、去

皮)，去淋巴以及切除不宜加工的部分，各种产品所使用的猪、鹅肉等原料，新鲜的或经解冻

的，用清水洗涤，除净表面污物后，均应砍去脚圈分段。一般猪片分为前后腿及肋条三段；通

常为整片剔骨或整只剔骨。若分段则分别进行剔骨去皮，将分段后之肉顺次剔除脊椎肋骨、

腿骨及全部硬骨和软骨。剔骨刀要锋利，剔肋骨时下刀的深度应与骨缝接近一致，不得过

深；剔除肋骨及腿骨时，必须注意保证肋条肉、腿部肉之完整，避免碎肉以及碎骨渣；若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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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排骨、元蹄、扣肉等材料，则在剔骨前或以后按部位选取切下留存。

[0068] 而其中在腌制时，也会用到洋葱、青葱、生姜和蒜头，需去净根须、外衣、粗纤维部

分、小斑点等。蒜头应分瓣，然后清洗干净，需绞碎的应用绞碎机进行绞碎。如洋葱需油炸，

则油和葱应按比例配料，将油脂加热至180℃左右，投入洋葱炸至微黄色。清洗干净，按产品

要求切片或绞碎。切片要求横切成3～4mm的薄片；绞碎可以用8mm孔径的绞碎机或斩碎机斩

碎。

[0069] 而辅料中的胡椒面是采用粒状或片状的，应在拣选后用温水清洗干净，粉状的应

进行筛选除去粗粒及杂质，筛孔为100目筛。

[0070] 值得说明的是，本发明中的肉质原材料均采用生肉直接加工，同时也可以先进行

预煮，预煮时，水与肉之比一般约为1.5：1，以淹没肉块为度。预煮时间一般为30～60min。预

煮过程中的重量变化，则以胶体中析出的水分为主。

[0071] 而在排气和密封时，排气主要分加热排气和抽气两种。由于加热排气多了一道工

序，既花劳动力，又占用了车间面积，同时多了一次热处理，往往对产品的质量有影响，有时

还会产生流胶现象，生产能力又较低，故能用真空封罐机抽气密封的产品，尽量用抽气密

封。目前对待特大罐型及带骨产品尚用加热排气，若采用抽气密封，仍能保证产品质量，则

尽可能采用抽气密封。

[0072] 密封前，根据罐型及品种不同，选择适宜的罐中心温度或真空度，防止成品真空度

过高或过低而引起杀菌后的瘪罐或物理性胀罐。密封后的罐头，用热水或洗涤液洗净罐外

油污，迅速杀菌。要求密封至杀菌，不超过60min为宜。严防积压，以免引起罐内细菌繁殖败

坏或风味恶化、真空度降低等质量问题。

[0073] 步骤4中将混合鹅肉泥加入定量装罐机中，并设定填装量进行自动填装。

[0074] 如图1所示，步骤5中待得到半成品罐头后，将半成品罐头单个排列放置在传送带

上并传送至设有的罐头清洗机中进行清洗。其中，罐头清洗机包括长方体结构的机身1和设

置在机身1上的传输带9；所述传输带9上等距放置有多个半成品罐头；所述传输带9两侧设

有用来向半成品罐头喷淋高温清洗液的喷淋管组。17

[0075] 所述机身1朝向传输带9一侧面上向内凹陷形成通槽，所述通槽内装有高温清洗

液；在所述机身1外侧设有供水泵3，所述供水泵3的进水口通过设有的进水管15与设置在机

身1下侧的出水端口5连通；所述机身1上还设有与喷淋管组连通供液倒置的U型结构的布液

管8，所述供水泵3的出水口通过设有的出水管7与布液管8连通。供水泵3下部的叶轮腔6设

有出水口和进水口。

[0076] 所述喷淋管组包括设置在传输带9顶部的顶管10和设置在传输带9两侧的侧管11；

所述侧管11设有相互平行的两组，并均与所述布液管8连通；所述机身1上还设有多个用来

支撑喷淋管组的支撑架17。

[0077] 所述传输带9包括传送架、设置在传送架两端的链轮12和给任一侧链轮12提供动

力的电机。

[0078] 所述机身1底部设有底板13，所述供水泵3固定在所述底板13上；所述底板13底部

四角位置均单独设置有便于移动整个设备的万向轮14。所述机身1上还设有用来罩住整个

传输带9的外壳2，所述外壳2上设有用来检查喷淋运行状态的视窗16；所述机身1设有与蒸

煮锅炉连接并接受蒸煮锅炉传输过来的高温废水的接水管4，所述接水管4与所述通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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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所述出水端口5朝向通槽的开口上设有用来阻挡杂质的过滤网；

[0079] 由喷淋管组喷出的清洗液将半成品罐头上的残渣和油脂清洗后落入通槽中，并通

过所述过滤网过滤后进入供水泵3中循环喷淋。

[008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

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本发明的

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说　明　书 8/8 页

11

CN 109480209 A

11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2

CN 109480209 A

12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3

CN 109480209 A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