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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酵型魔芋香醋及其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酵型魔芋香醋及其生

产方法，属于生物工程技术领域。本发明将魔芋

经过压榨、过滤、酶制剂处理等前处理得到澄清

的魔芋精粉，将魔芋精粉在发酵拌料时按糯米：

80～85份，魔芋精粉：1‑5份，自然曲：10～15份，

纯种培养曲：3～5份，水：120～150份，酿酒酵母：

5～10份、麸皮135～145份、醋酸菌5‑8份、稻壳75

～80份、食盐3～5份比例加入一起发酵制得魔芋

香醋。按照此工艺开发的魔芋保健香醋药香味清

新，有淡淡的发酵药香，质浓稠，并且营养丰富，

不但含有传统香醋的氨基酸、蛋白质、有机酸等，

而且含有魔芋精粉经发酵分解后的葡甘露低聚

糖等多糖物质，具有丰富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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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预处理后魔芋精粉制备魔芋香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按照浸米、蒸饭、摊冷、落料、发酵、压榨、煎酒制备魔芋黄酒；其中在黄酒发酵的落料阶

段添加所述的魔芋精粉，然后将制得发酵型魔芋黄酒经过醋酸固态发酵工艺制备得到魔芋

香醋；具体步骤如下：

1)浸渍：使淀粉组织吸水膨胀，体积约增加40％，便于充分糊化，米与浸渍水的比例为

1:2；

2)原料混合：将预处理后魔芋精粉与糯米进行混合；

3)蒸煮淋饭：通过加热，淀粉、预处理后魔芋精粉发生膨胀粘度增大；迅速用无菌凉水

冲淋降温，使饭粒遇冷收缩，降低粘度，以利于通气，适合于微生物繁殖；

4)拌曲：利用麸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的作用，将淀粉糖化，再发酵成为酒精；

5)将上述制作的原料进行落料，按照传统黄酒发酵工艺进行发酵、压榨、煎酒工序，制

备得到魔芋黄酒；

制作过程中各配方比例为：按重量份数计，糯米80份、预处理后魔芋精粉2份、自然曲10

份、纯种培养曲3份、黑曲霉3份、水100份、酿酒酵母5份；预处理后魔芋精粉的预处理方法是

将魔芋精粉经β‑甘露聚糖酶与β‑1,4‑内切葡聚糖酶按照2:3的比例复配得到的酶制剂进行

处理；

6)将上述魔芋黄酒作为醋酸发酵原料，采用醋酸发酵固态发酵工艺，添加麸皮145份，

醋酸菌8份，稻壳75份，食盐5份进行发酵，得到魔芋香醋；醋酸发酵固态发酵工艺：将稻壳、

麸皮、黄酒拌匀，接入醋酸菌，接种后1‑2天内每天从物料表面翻醅，温度为35‑40℃，到6‑8

天时翻到物料底部，第8‑12天，每天从底部翻醅，温度自然下降，从醋醅中分离后得生醋，添

加食盐，85℃灭菌30min；

或者，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浸米、蒸饭、摊冷、落料、酒精发酵、拌料、醋酸发酵、

陈酿、淋醋、煎醋的工艺流程酿造魔芋香醋，其中经过预处理的魔芋精粉在落料阶段进行添

加，具体步骤如下：

1)浸渍：使淀粉组织吸水膨胀，体积约增加40％，便于充分糊化，米与浸渍水的比例为

1:2；

2)原料混合：将预处理后魔芋精粉与糯米进行混合；

3)蒸煮淋饭：通过加热，淀粉、预处理后魔芋精粉发生膨胀粘度增大；迅速用无菌凉水

冲淋降温，使饭粒遇冷收缩，降低粘度，以利于通气，适合于微生物繁殖；

4)拌曲：利用麸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的作用，将淀粉糖化，再发酵成为酒精；

5)将上述制作的原料进行落料，利用镇江香醋的传统发酵工艺进行的醋酸发酵、陈酿、

淋醋、煎醋工艺得到魔芋香醋；

制作过程中各配方比例为：按重量份数计，添加糯米80份、预处理后魔芋精粉5份、自然

曲10份、纯种培养曲3份、黑曲霉3份、水100份、酿酒酵母5份，麸皮145份，醋酸菌9份，稻壳75

份，食盐5份；预处理后魔芋精粉的预处理方法是将魔芋精粉经β‑甘露聚糖酶与β‑1,4‑内切

葡聚糖酶按照2:3的比例复配得到的酶制剂进行处理。

2.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魔芋香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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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酵型魔芋香醋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酵型魔芋香醋及其生产方法，属于生物工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举世闻名的镇江香醋已有1400多年历史，因其“酸而不涩，香而微甜，色浓味鲜，愈

存愈香”的特点，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调味品的要求也

不断提高，越来越注重调味品的功能性，功能性已经成为一种食品开发的趋势。虽然我国二

胎政策开放，但人口老龄化问题依旧十分严峻，面对大部分的老龄化人群，开发出保护老年

人身体健康的一种功能性酿造食醋是非常有必要的。

[0003] 魔芋为天南星科，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据《本草纲目》记载，2000多年前祖先就

用魔芋来治病。魔芋含有十六种氨基酸，十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丰富的食物纤维，对防治糖

尿病，高血压有特效。魔芋低热、低脂、低糖，对预防和治疗结肠癌、乳腺癌、肥胖症的人群可

以说是一种上等的既饱口福、又治病健体的食品，还可以防治多种肠胃消化系统的多种常

见慢性疾病。古代就出现魔芋豆腐，色棕黄，其形酷似多孔海绵，味道鲜美，饶有风味。魔芋

食品是日本民间最受欢迎的枫雅食品，甚至有规定中小学生配餐必有魔芋食品。同时，魔芋

在面包、乳品、饮料等行业应用技术也逐渐成熟。含有16种氨基酸、10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

丰富的食物纤维，对防治糖尿病、高血压有特效。

[0004] 现已有制作魔芋酒的报道，但由于魔芋本身粘度较大，在现有市售魔芋酒的制作

过程中，往往会用硅藻土将黏性物质及微溶物质过滤掉，造成营养的浪费。魔芋虽营养成分

丰富，但其溶于水粘度大，口感涩，不易被大家所接受。

[0005] 现有报道将魔芋加入到滋补养颜的米酒、甜酒中制成营养保健饮品。但因其产品

高端、价格偏高、饮用人群少导致高营养的魔芋无法大量进入人们的家庭和生活。香醋作为

人们日常食用的调味品，早已进入普通消费家庭。将魔芋的高营养、高品质与香醋的普遍性

相结合，使得魔芋更加能被消费者所接受。相比较而言，魔芋保健香醋的适用人群更加广

泛，老少皆宜。

[0006] 现已有多种保健醋或功能性醋上市，大部分只是将具有保健功能或具有生物活性

的物质简单地加入成品食醋中；若仅将魔芋精粉直接与镇江香醋混合，产品呈现黏稠状，有

颗粒感，口感略差；若在镇江香醋发酵落料阶段添加魔芋精粉，魔芋精粉导致发酵液粘稠，

发酵难度增大，并且发酵出的魔芋香醋黏稠、口感差。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保健作用的食

醋新技术，对传统食醋工艺做了创新。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利用镇江香醋传统发酵工艺，将经过预处理后的魔

芋精粉在落料时加入，通过微生物分解来改善产品风味，赋予产品新功能，新特性，且添加

魔芋大大提高香醋的澄清度。

[0008]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魔芋精粉预处理方法，所述魔芋精粉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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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魔芋精粉经β‑甘露聚糖酶与β‑1,4‑内切葡聚糖酶复配得到的酶制剂进行处理。

[0009]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酶制剂是β‑甘露聚糖酶与β‑1,4‑内切葡聚糖酶

按照1:1‑1:2的比例复配得到。

[0010]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酶制剂是β‑甘露聚糖酶与β‑1,4‑内切葡聚糖酶

按照2:3的比例复配得到。

[0011]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上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魔芋精粉。

[0012]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提供上述魔芋精粉制备魔芋黄酒的方法，所述方法具体步

骤为：按照浸米、蒸饭、摊冷、落料、发酵、压榨、煎酒制备魔芋黄酒；其中在黄酒发酵的落料

阶段添加所述的魔芋精粉，落料时各物质按重量份数计，糯米80～85份、魔芋精粉1～5份、

自然曲10～15份、纯种培养曲3～5份、黑曲霉3～5份、水100～150份、酿酒酵母5～10份。

[0013]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酿酒酵母购自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0014]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酿酒酵母菌液的菌体浓度为107cfu/mL。

[0015]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自然曲的生产工艺为：将小麦过筛、轧碎、加水

拌曲、压块成型、堆曲、保温培养、通风干燥，即得成品，不需要额外接种。

[0016]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纯种培养曲的生产方法为：将小麦轧麦、润料、

蒸煮、冷却、接种后置于曲房培养后得到的；接种所用菌种苏16米曲霉，购于中国工业微生

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藏编号为2384。

[0017]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黑曲霉是商业化菌株，购自山东长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0018] 本发明第四个目的是提供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魔芋黄酒。

[0019] 本发明的第五个目的是提供上述的魔芋精粉制备魔芋香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方案：

[0020] (1)将所述魔芋精粉添加到黄酒酿造的落料阶段进行发酵制得发酵型魔芋黄酒；

然后将制得发酵型魔芋黄酒经过醋酸固态发酵制备得到魔芋香醋；

[0021] (2)或者直接将所述魔芋精粉添加到香醋发酵的落料阶段进行发酵，制备得到魔

芋香醋。

[0022]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案(2)的魔芋香醋酿造过程包括浸米、蒸饭、

摊冷、落料、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陈酿、淋醋、煎煮步骤。

[0023]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案(2)的魔芋香醋酿造过程具体是：

[0024] 按照浸米、蒸饭、摊冷、落料、酒精发酵、拌料、醋酸发酵、陈酿、淋醋、煎醋的工艺流

程酿造魔芋香醋；其中经过预处理的魔芋精粉在落料阶段进行添加，制作过程中各配方比

例为：按重量份数计，添加糯米80～85份、魔芋精粉2～5份、自然曲10～15份、纯种培养曲3

～5份、黑曲霉3～5份、水100～150份、酿酒酵母5～10份，麸皮135～145份，醋酸菌5‑8份，稻

壳75～80份，食盐3～5份。

[0025]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酿酒酵母购自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0026]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酿酒酵母菌液的菌体浓度为107cfu/mL。

[0027]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自然曲的生产工艺为：将小麦过筛、轧碎、加水

拌曲、压块成型、堆曲、保温培养、通风干燥，即得成品，不需要额外接种。

[0028]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纯种培养曲的生产方法为：将小麦轧麦、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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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冷却、接种后置于曲房进行培养后得到；接种所用菌种苏16米曲霉，购于中国工业微

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藏编号为2384。

[0029]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黑曲霉是商业化菌株，购自山东长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0030]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醋酸菌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

编号为：CCTCC  NO:M  2015418。

[0031] 本发明的第六个目的是提供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魔芋香醋。

[0032] 本发明的第七个目的是提供上述的方法在调味品中的应用。

[0033]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应用是在酒类、料酒、食醋或者酱油酿造中的应

用。

[0034]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35] 本发明改良直接添加魔芋后香醋黏稠、口感差等缺点，利用镇江醋的传统发酵工

艺，通过微生物分解改善产品风味，赋予产品新功能、新特性，且因为魔芋独特的粘力特性，

使得做出的醋液更加澄清透亮，会使得魔芋这种高营养的物质更能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

[0036] 本发明方法不仅保留了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色浓味鲜的特点，还增加了魔芋

丰富的营养成分及功能性物质。按本发明方法生产的魔芋保健香醋，产品稳定，并且营养丰

富，不但含有传统香醋的氨基酸、蛋白质、有机酸等，而且魔芋保健香醋低热、低脂，对预防

和治疗结肠癌、乳腺癌等疾病有好的体现，对肥胖症的人群可以说是一种上等的既饱口福、

又治病健体的食品，还可以防治多种肠胃消化系统的多种常见慢性疾病。而且魔芋的价格

便宜，生产成本低，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0037] 相对于魔芋白酒来说，魔芋保健香醋的适用人群更加广泛，将这样一种低热、低

脂、低糖的功能性食品添加到日常食用的酿造食醋中，把营养保健功能赋予在日常食用中，

能更好的为消费者服务。

附图说明

[0038] 图1：魔芋保健香醋酿造工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实施例1：魔芋精粉预处理

[0040] 魔芋精粉经β‑甘露聚糖酶与β‑1,4‑内切葡聚糖酶复配得到的酶制剂进行处理。配

置相同浓度的魔芋精粉溶液(用水溶解)3份，β‑甘露聚糖酶和β‑1,4‑内切葡聚糖酶按照2:3

的比例配成的复合酶制剂3份。酶解条件为：添加2％酶制剂，温度室温25～30℃即可，过夜

酶解。制备得到的魔芋精粉溶液澄清透明。

[0041] 实施例2：魔芋保健黄酒制备

[0042] 按照浸米、蒸饭、摊冷、落料、发酵、压榨、煎酒制备魔芋黄酒；其中魔芋精粉添加在

落料阶段，落料时各物质按重量份数计，添加糯米80份、实施例1预处理后魔芋精粉2份、自

然曲10份、纯种培养曲3份、黑曲霉3份、水100份、酿酒酵母5份。

[0043] (1)浸渍：使淀粉组织吸水膨胀，体积约增加40％，便于充分糊化，米与浸渍水的比

例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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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3)原料混合：将上述预处理的魔芋精粉与糯米进行混合。

[0045] (4)蒸煮淋饭：通过加热，淀粉、魔芋精粉发生膨胀粘度增大；迅速用无菌凉水冲淋

降温，使饭粒遇冷收缩，降低粘度，以利于通气，适合于微生物繁殖。

[0046] (5)拌曲：利用麸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的作用，将淀粉糖化，再发酵成为酒

精。

[0047] (6)将上述制作的原料进行落料，按照传统黄酒发酵工艺进行发酵、压榨、煎酒工

序。制备得到魔芋黄酒。

[0048] 实施例3：魔芋保健香醋制备

[0049] 利用实施例2得到的黄酒作为醋酸发酵原料，采用固态发酵工艺，添加麸皮145份，

醋酸菌8份，稻壳75份，食盐5份进行发酵，得到魔芋香醋(1)。

[0050] 醋酸发酵固态发酵工艺：将稻壳、麸皮、黄酒拌匀，接入醋酸菌，接种后1‑2天内每

天从物料表面翻醅，温度为35‑40℃。到6‑8天时翻到物料底部。第8‑12天，每天从底部翻醅，

温度自然下降。从醋醅中分离后得生醋，添加食盐，85℃灭菌30min。

[0051] 实施例4：魔芋保健香醋制备

[0052] 按照图1的工艺流程酿造魔芋保健香醋：

[0053] 其中魔芋精粉添加在投料阶段，制作香醋过程中各配方比例为：按重量份数计，添

加糯米80份、实施例1中预处理后魔芋精粉2份、自然曲10份、纯种培养曲3份、黑曲霉3份、水

100份、酿酒酵母5份，麸皮145份，醋酸菌8份，稻壳75份，食盐5份。

[0054] (1)浸渍：使淀粉组织吸水膨胀，体积约增加40％，便于充分糊化，米与浸渍水的比

例为1:2。

[0055] (3)原料混合：将上述预处理的魔芋精粉与糯米进行混合。

[0056] (4)蒸煮淋饭：通过加热，淀粉、魔芋精粉发生膨胀粘度增大；迅速用无菌凉水冲淋

降温，使饭粒遇冷收缩，降低粘度，以利于通气，适合于微生物繁殖。

[0057] (5)拌曲：利用麸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的作用，将淀粉糖化，再发酵成为酒

精。

[0058] (6)将上述制作的料进行投料，利用镇江香醋的传统发酵工艺进行的醋酸发酵、陈

酿、淋醋、煎醋工艺得到魔芋香醋(2)。

[0059] 实施例5：魔芋保健香醋感官评定

[0060] 共25人分别对各样品进行感官评定，从色泽、香气、口味、风格四项打分，分别对实

施例1魔芋精粉溶液、传统镇江香醋发酵工艺(不添加魔芋精粉)得到的普通香醋、实施例3

的魔芋香醋(1)和实施例4的魔芋香醋(2)评分，得分如表2所示。说明实施例3、4的方案不仅

克服了魔芋精粉的不良风味口感，而且还改善了普通香醋的香气、口感。除魔芋本身会带来

的保健作用外，另外魔芋具有去除沉淀，澄清醋液的效果，大大改善了香醋的澄清度。

[0061] 表1对魔芋精粉、魔芋保健香醋、普通香醋感官评定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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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表2对魔芋精粉、魔芋保健香醋、普通香醋感官评定结果

[0064]

[0065] 实施例6：魔芋保健香醋理化指标

[0066] 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魔芋香醋(1)和实施例4制备得到的魔芋香醋(2)的主要成分

和有益成分含量如表3至表6所示。

[0067] 表3蛋白质、还原糖和多糖含量

[0068]

[0069] 表4氨基酸种类及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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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表5维生素含量

[0072]

[0073] 表6功能性成分

[0074]

[0075] 此外，将两种魔芋香醋分别包装好后放置于室温自然光下，每隔一段时间测定一

次透光率。透光率如表7所示：

[0076] 表7放置不同时间下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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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由表7所示，魔芋保健香醋在正常环境下放置，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在两年内透

光率稍有下降，下降幅度很小，底部沉淀出现部分沉淀，说明本产品稳定性良好。

[0079] 实施例7：生产工艺对魔芋保健香醋产品的影响

[0080] (1)魔芋精粉加入量对产品：采用不同量实施例1预处理后的魔芋精粉进行魔芋保

健香醋发酵，其他香醋的制作步骤与实施例4步骤一致，结果如表8所示。

[0081] 表8添加不同量魔芋精粉发酵魔芋香醋的比较

[0082]

[0083] 从表8可以看出，加入1份的魔芋精粉酿出的香醋酸度为6.23g/100ml，相对其他添

加量的要高些，酸味较强，但药香和发酵香气嗅不出；加入2份的魔芋精粉发酵的香醋药香

寡淡，可以闻出发酵药香，酸味适当；加入3份魔芋精粉发酵的香醋药香清雅，发酵药香淡

雅；加入5份魔芋精粉发酵的香醋魔芋香、发酵药香酒香都很浓郁；加入10份魔芋精粉发酵

的香醋则药香过浓掩盖了香醋的特有香味；加入20份魔芋精粉则药香太浓并且酸度降低了

许多。因此综合感官评定和其他理化指标选定2份‑5份范围的量较好。

[0084] (2)醋酸菌接种量对产品的影响：采用不同醋酸菌添加量发酵魔芋保健香醋，其他

步骤与实施例4一致，结果如表9所示。

[0085] 表9不同醋酸菌添加量发酵魔芋保健香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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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从表9可以看出，当醋酸菌添加量低5份时，所发酵的魔芋保健香醋酸度过低，醋香

寡淡，有发酵药香，当添加量在5～10份时，所发酵魔芋保健香醋药香淡雅，醋香醇厚，酸度

在6g/100ml左右，当醋酸菌添加量大于10份时，所发酵魔芋保健香醋则表现为药香较淡，有

较浓的酸味，感官品质较差，因此综合感官评定和其他理化指标选定5‑10份范围的量较好。

[0088] 实施例8：添加不同酶制剂对魔芋保健香醋的影响

[0089] 酶制剂预处理条件同实施例1保持一致，将复合酶制剂替换为不同酶制剂预处理

魔芋精粉，香醋制作步骤与实施例4一致，结果如表10所示。

[0090] 表10不同酶制剂发酵魔芋保健香醋的比较

[0091]

[0092] 从表10可以看出，当使用果胶酶对魔芋保健香醋进行发酵时，魔芋味浓厚，无药

香，理化指标均较低；使用β‑1 ,4‑内切葡聚糖酶进行发酵是，略有药香；使用复合酶进行发

酵，产品药香味淡雅，有发酵药香，醋香醇厚，其他理化指标较高。所以综合感官评价以及其

他理化指标，使用复合酶对魔芋保健香醋进行发酵效果最佳。

[0093] 实施例9：添加不同比例酶制剂对魔芋保健香醋的影响

[0094] 酶制剂预处理条件同实施例1保持一致，对复合酶制剂的复配比例进行调整，处理

魔芋精粉，其他步骤与实施例4一致，结果如表11所示。

[0095] 表11不同比例复合酶发酵魔芋保健香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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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0097] 从表11可以看出，当β‑甘露聚糖酶和β‑1,4‑内切葡聚糖酶所占比例为40％和60％

时，魔芋保健香醋药香浓厚，醋香醇厚；当为其他比例时，药香淡雅或过于浓厚，产品品质下

降。因此综合感官评定和其他理化指标选定β‑甘露聚糖酶和β‑1,4‑内切葡聚糖酶所占比例

为40％和60％时较好。

[0098]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此技

术的人，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都可做各种的改动与修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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