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563252.X

(22)申请日 2018.12.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48664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3.19

(73)专利权人 山西紫林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030400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太茅路

高花段550号

(72)发明人 张旭姣　闫裕峰　郎繁繁　梁楷　

周景丽　麻金花　夏瑶瑶　丁伟　

武耀文　田莉　

(74)专利代理机构 太原科卫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14100

代理人 温彪飞　武建云

(51)Int.Cl.

C12J 1/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243013 A,2013.08.14

CN 102433255 A,2012.05.02

CN 102604813 A,2012.07.25

CN 106701518 A,2017.05.24

CN 103131623 A,2013.06.05

KR 20160101318 A,2016.08.25

潘婉舒等.醋酸菌麸曲制备工艺的优化.《食

品与机械》.2018,(第10期),212-217.

审查员 陈雪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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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以大曲为种曲的强化多

微麸曲采用固态发酵酿造陈醋方法，包括：（1）、

以大曲为种曲，先拌入经蒸料处理的麸皮培养基

进行堆积，促使孢子萌发，再接种于以麸皮、稻

壳、豆粕粉、粗麦粉和水为原料的培养基，通过机

械通风制曲生产强化麸曲；（2）、以高粱、麸皮为

主要原料，以谷壳和稻壳为辅料，以传统大曲、强

化多微麸曲及纯种麸曲为发酵剂，经酒精发酵，

高温固态醋酸发酵，熏醅、淋醋、陈酿制成陈醋。

本发明所述强化多微麸曲的生产工艺简单与纯

种麸曲在生产所需产地、设备等相同，无需另增

设施设备即可生产，且生产周期较大曲大大缩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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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大曲为种曲的强化多微麸曲采用固态发酵酿造陈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1）、强化多微麸曲培养

1.1、拌麸：原料重量比例按麸皮:稻壳:豆粕粉:粗麦粉为85:6:5:4，倒入蒸料锅内，边

加水边搅拌，控制加水量为麸皮比例的40%~50%；

1.2、蒸料：温度100℃~120℃，蒸料25min~35min；

1.3、种曲堆积：以麸皮用量为基准，取经蒸煮处理的物料5%~8%，在10min~30min内冷却

至32℃~36℃，与1%~3%的大曲搅拌均匀，堆积2h~3h；以上用大曲应满足：水分≤13%，酸度范

围为0.5%~1.3%，糖化力≥900.0mg/g·h，液化力≥1.0g/g·h，发酵力≥2.0g/0.5g·72h，

酯化力≥600.0mg/50g·7d；

1.4、冷却：待种曲堆积结束后，进行出料，物料温度降到32℃~36℃；

1.5、接种：将种曲预先放置于接种罐中，在已冷却至32℃~36℃的物料输送过程中添加

种曲，以麸皮用量为基准，接种量6%~11%，搅拌均匀后送入曲池；

1.6、装池：当物料进入曲池后，将物料均匀的摊开刮平，厚度25cm~30cm；

1.7、培养：曲料接种后，品温在30℃~32℃，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93%，静

置培养6h~8h；待品温上升至35℃~37℃时，进行间歇性通风，使品温保持在32℃~35℃，保持

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93%；继续培养5h~8h后，翻曲1次并进行连续通风培养，保持

品温32℃~35℃，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92%；继续培养4h~6h后，第2次翻曲，继

续进行连续通风培养，保持品温30℃~34℃，保持室温30℃~32℃，相对湿度92%；继续培养3h

~4h后，保持室温为28℃~30℃，相对湿度92%，继续培养4h~6h，待品温下降至30℃以内，结束

培养；

1.8、出曲：将降温到30℃以内的成品曲输送至暂储库，将成品曲摊晾开；

（2）、强化多微麸曲陈醋生产工艺

2.1、糖化：高粱粉碎为40~60目输入糖化罐，以高粱添加量为计，加水350%~400%于糖化

罐中，50℃~55℃润料4h~5h后，加入淀粉酶0.1%~0 .2%，升温至93℃~95℃，液化20min~
30min，冷却至65℃，加入麸曲5%~10%，保温糖化1h~1 .5h，冷却至30~35℃，加入大曲30%~
55%、强化多微麸曲15%~40%，之后醪液输送至酒精发酵罐；

2.2、酒精发酵：醪液温度控制在26℃~28  ℃接种酵母，敞口发酵3d，3d后封罐，温度控

制在30℃~32℃进行发酵，发酵时间8d~10d；

2.3、醋酸发酵：以高粱添加量为计，酒精发酵结束后酒醪拌入麸皮90%~100%、谷壳80%~
90%、稻壳50%~60%，接火醅10%~15%，每24h翻醅一次，发酵时间10d~12d；当酒精度降至0.1%

vol~0.2%vol时，添加食盐5%~7%，醋酸发酵终止；

2.4、熏醅：成熟醋醅一半进行熏醅，熏醅条件为温度100~110℃，压力0.1MPa~0.15MPa，

时间10h~12h；

2.5、淋醋及陈酿：熏醅完成，采用循环套淋的方式淋醋，并将半成品陈醋进行陈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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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曲为种曲的强化多微麸曲采用固态发酵酿造陈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醋酿造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以大曲为种曲的强化多微麸曲采用固

态发酵酿造陈醋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大曲通常是以大麦、豌豆等为原料，通过自然发酵制作的曲。由于传统大曲的

制作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受制作过程中原料、环境的影响，使得其微生物情况

十分复杂。在陈醋酿造中起到的糖化、发酵和生香的作用，其质量直接影响陈醋的产量和质

量。麸曲是以麸皮为原料，蒸熟后接种曲霉菌进行纯培养的曲，其主要作用是淀粉分解为可

发酵性糖。但纯种麸曲食醋的风味与传统大曲产品相比差距明显。在陈醋酿造过程中，将传

统大曲与麸曲结合使用，两者取长补短，既提高了原料的利用率，又保证了陈醋的风味。

[0003] 传统大曲制作步骤繁琐，制作过程大部分为手工劳动，劳动强度大，生产周期长达

4个月以上，制曲受气候影响，生产效率不高，且生产、库存占地面积大。而麸曲采用人工纯

种培养，便于机械化生产，生产成本低、周期短。在陈醋生产过程中，大曲与麸曲的结合使

用，虽然于陈醋产品的品质有益，但由于陈醋市场需求逐渐增大，而大曲生产量受限，加大

了企业大曲供应压力。

[0004] 现阶段，为减少传统大曲的用量，大多数研究倾向于筛选中的优良菌种，先分别制

备纯种大曲或麸曲等，而后与传统大曲混合使用。中国专利CN107475012A《一种多菌种强化

大曲发酵酿造清香型白酒的生产方法》中公开了一种强化大曲的制作方法，将清香型汾酒

酒醅中分离纯化出的酿酒酵母、米根霉、红曲霉、枯草芽孢杆菌制成酿酒酵母生产用酒母、

米根霉生产用麸曲、红曲霉生产用米曲、枯草芽孢杆菌生产用菌液，然后以一定比例与传统

大曲复合成强化大曲应用于生产。该方法虽减少了传统大曲的用量，但生产工序较为繁琐。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陈醋生产中大曲用量大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大曲为种曲培养强

化麸曲的制作方法，以强化麸曲替代部分大曲用量，缓解大曲生产压力，并确定其应用在陈

醋固态发酵中的工艺。

[0006]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以大曲为种曲的强化多微麸曲采用固态发酵酿造陈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0008] （1）、强化多微麸曲培养

[0009] 1 .1、拌麸：原料重量比例按麸皮:稻壳:豆粕粉:粗麦粉为85:6:5:4，倒入蒸料锅

内，边加水边搅拌，控制加水量为麸皮比例的40%~50%；

[0010] 1.2、蒸料：温度100℃~120℃，蒸料25min~35min；

[0011] 1.3、种曲堆积：以麸皮用量为基准，取经蒸煮处理的物料5%~8%，在10min~30min内

冷却至32℃~36℃，与1%~3%的大曲搅拌均匀，堆积2h~3h；以上用大曲应满足：水分≤13%，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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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为0.5%~1.3%，糖化力≥900.0mg/g·h，液化力≥1.0g/g·h，发酵力≥2.0g/0.5g·

72h，酯化力≥600.0mg/50g·7d；

[0012] 1.4、冷却：待种曲堆积结束后，进行出料，物料温度降到32℃~36℃；

[0013] 1.5、接种：将种曲预先放置于接种罐中，在已冷却至32℃~36℃的物料输送过程中

添加种曲，接种量相当于麸皮总用量的6%~11%，搅拌均匀后送入曲池；

[0014] 1.6、装池：当物料进入曲池后，将物料均匀的摊开刮平，厚度25cm~30cm，曲料上中

下各插温度计1只；

[0015] 1 .7、培养：曲料接种后，品温在30℃~32℃，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
93%，静置培养6h~8h；待品温上升至35℃~37℃时，进行间歇性通风，使品温保持在32℃~35

℃，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93%；继续培养5h~8h后，翻曲1次并连续进行通风培

养，保持品温32℃~35℃，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92%；继续培养4h~6h后，第2次

翻曲，继续进行通风培养，保持品温30℃~34℃，保持室温30℃~32℃，相对湿度92%；继续培

养3h~4h后，保持室温为28℃~30℃，相对湿度92%，继续培养4h~6h，待品温下降至30℃以内，

结束培养；

[0016] 1.8、出曲：将降温到30℃以内的成品曲输送至暂储库，将成品曲摊晾开；

[0017] （2）、强化多微麸曲陈醋生产工艺

[0018] 2.1、糖化：高粱粉碎为40~60目输入糖化罐，以高粱添加量为计，加水350%~400%于

糖化罐中，50℃~55℃润料4h~5h后，加入淀粉酶0.1%~0.2%，升温至93℃~95℃，液化20min~
30min，冷却至65℃，加入麸曲5%~10%，保温糖化1h~1 .5h，冷却至30~35℃，加入大曲30%~
55%、强化多微麸曲15%~40%，之后醪液输送至酒精发酵罐；

[0019] 2.2、酒精发酵：醪液温度控制在26℃~28  ℃接种酵母，敞口发酵3d，3d后封罐，温

度控制在30℃~32℃进行发酵，发酵时间8d~10d；

[0020] 2.3、醋酸发酵：以高粱添加量为计，酒精发酵结束后酒醪拌入麸皮90%~100%、谷壳

80%~90%、稻壳50%~60%，接火醅10%~15%，每24h翻醅一次，发酵时间10d~12d；当酒精度降至

0.1%vol~0.2%vol时，添加食盐5%~7%，醋酸发酵终止；

[0021] 2 .4、熏醅：成熟醋醅一半进行熏醅，熏醅条件为温度100~110℃，压力0.1MPa~
0.15MPa，时间10h~12h；

[0022] 2 .5、淋醋及陈酿：熏醅完成，采用循环套淋的方式淋醋，并将半成品陈醋进行陈

酿。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强化多微麸曲的特点是：含有多种霉菌，如根霉、梨头霉、毛霉等，具有多种酵

母，如拟内孢霉、汉逊酵母、假丝酵母、酒精酵母等，具有多种细菌，如枯草芽胞杆菌、短乳杆

菌等。因此该强化多微麸曲是霉菌为主兼有酵母菌、细菌共栖的多菌曲，它具有菌株多酶系

广、多菌优势互补和为产品提供风味成分和前体物质等优点。

[0025] 2、本发明所述强化多微麸曲的生产工艺简单与纯种麸曲在生产所需产地、设备等

相同，无需另增设施设备即可生产，且生产周期较大曲大大缩短。

[0026] 本发明设计合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具有很好的实际应用与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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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8] 一种以大曲为种曲的强化多微麸曲采用固态发酵酿造陈醋方法，包括：（1）、以大

曲为种曲，先拌入经蒸料处理的麸皮培养基进行堆积，促使孢子萌发，再接种于以麸皮、稻

壳、豆粕粉、粗麦粉和水为原料的培养基，通过机械通风制曲生产强化麸曲；（2）、以高粱、麸

皮为主要原料，以谷壳和稻壳为辅料，以传统大曲、强化多微麸曲及纯种麸曲（AS3.4309）为

发酵剂，经酒精发酵，高温固态醋酸发酵，熏醅、淋醋、陈酿制成陈醋。

[0029] 具体生产工艺如下：

[0030] 1、强化多微麸曲培养

[0031] 1.1、拌麸：按麸皮340kg、稻壳24kg、豆粕粉20kg、粗麦粉16kg，倒入蒸料锅内，边加

水边搅拌，让料充分吸水润料。控制加水量为136kg~170kg。

[0032] 1.2、蒸料：温度100℃~120℃，蒸料25min~35min。

[0033] 1.3、种曲堆积：以麸皮用量为基准，取经蒸煮处理的物料17kg~27.2kg迅速冷却至

32℃~36℃，与3.4kg~10.2kg的大曲搅拌均匀，堆积2h~3h。以上用大曲应满足：水分≤13%，

酸度范围为0.5%~1 .3%，糖化力≥900 .0mg/g·h，液化力≥1.0g/g·h，发酵力≥2.0g/

0.5g·72h，酯化力≥600.0mg/50g·7d。

[0034] 1.4、冷却：待种曲堆积结束后，蒸料机进行出料，同时开启凉料机履带、吹风机、摊

料转轴、输送皮带开关，使得出料口物料温度降到32℃~36℃。

[0035] 1.5、接种：将种曲预先放置于接种罐中，在已冷却至32℃~36℃的物料输送过程中

添加种曲，接种量20.4kg~37.4kg，且随着卷龙的运转与物料搅拌均匀，通过输送带将物料

送入曲池。

[0036] 1.6、装池：当物料进入曲池后，将物料均匀的摊开刮平，厚度25cm~30cm，厚薄虚实

一致，曲料上中下各插温度计1只。

[0037] 1.7、培养：曲料接种后，品温一般在30℃~32℃左右，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

度90%~93%，静置培养6h~8h左右；待品温上升至35℃~37℃时，开启风机进行间歇性通风，使

品温保持在32℃~35℃，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93%；继续培养5h~8h后，翻曲1

次，并改为连续通风培养，保持品温32℃~35℃，保持室温  28℃~30℃，相对湿度90%~92%；继

续培养4h~6h后，第2次翻曲，继续进行连续通风培养，保持品温30℃~34℃，保持室温30℃~
32℃，相对湿度92%；继续培养3h~4h后，保持室温为28℃~30℃，相对湿度92%，继续培养4h~
6h，待品温下降至30℃左右，这时标志着曲已长成。

[0038] 1.8、出曲：将降温到30℃左右的成品曲，通过输送到达成曲暂储库，将成品曲摊晾

开，防止反火。必要时要进行翻曲。

[0039] 所制强化多微麸曲按《QB/T  4257‑2011酿酒大曲通用分析方法》检测，作为一级种

曲的大曲、强化麸曲理化指标比较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0]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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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由表1可以看出，所制强化多微麸曲的各项指标基本能够达到大曲的50%左右，完

全满足实际应用要求。

[0043] 2、强化多微麸曲陈醋生产工艺

[0044] 2 .1、糖化：200kg高粱粉碎为40~60目送入糖化罐，以高粱添加量为基准，加水

700kg~800kg于糖化罐中，50℃~55℃润料4h~5h后，加入淀粉酶0.2kg~0.4kg，升温至93℃~
95℃，液化20min~30min，冷却至65℃左右，加入麸曲10kg~20kg，保温糖化1h~1.5h，冷却至

30~35℃，加入大曲60kg~110kg、强化多微麸曲30kg~80kg，之后醪液输送至酒精发酵罐。

[0045] 2.2、酒精发酵：醪液温度控制在26℃~28  ℃接种酒母（酵母），敞口发酵3d，3d后封

罐，温度控制在30℃~32℃左右进行发酵，发酵时间8d~10d。

[0046] 2 .3、醋酸发酵：以高粱添加量为基准，酒精发酵结束后酒醪拌入麸皮180kg~
200kg、谷壳160kg~180kg、稻壳100kg~120kg，接火醅20kg~30kg，每24h翻醅一次，发酵时间

10d~12d。当酒精度降至为0.1%vol~0.2%vol时，添加食盐10kg~14kg，醋酸发酵终止。

[0047] 2 .4、熏醅：成熟醋醅一半进行熏醅，熏醅条件为温度100~110℃，压力0.1MPa~
0.15MPa，时间10h~12h。

[0048] 2 .5、淋醋及陈酿：熏醅完成，采用循环套淋的方式淋醋，并将半成品陈醋进行陈

酿。

[0049] 本发明生产的陈醋与现有大曲与麸曲结合生产陈醋相比，理化指标分析如下表2：

[0050] 表2

[0051]

[0052] 由表2可知，本发明生产的陈醋的总酸略小于现有大曲与麸曲结合生产陈醋，但

是，在不挥发酸、还原糖、可溶性无盐固形物、总酯、氨基酸态氮均略高于现有大曲与麸曲结

合生产陈醋。而且，本发明方法在陈醋生产中，与现有投料比例，可替代大曲约18%，麸曲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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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计可节约成本约623元/吨。

[0053] 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应用，这些改进和应用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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