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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

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该方法先将塔拉胶缓

慢加入蒸馏水中，并于70～90℃搅拌使塔拉胶完

全溶解，冷却至室温；加入淀粉，于室温下搅拌均

匀；所得产物于40～50℃下烘至产物的水分质量

含量低于20％，然后放入湿热反应器中于115～

125℃反应4～24h，自然冷却后干燥，粉碎，过筛

得到目标产物。本发明以淀粉为原料，塔拉胶为

辅料，采用物理手段极大的提高了缓慢消化淀粉

的含量，简化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工艺，有效提

高收率，降低能耗，生产过程无废液、无污染。制

备的缓慢消化淀粉可用作功能性食品基料，有效

降低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脏‐循环系统疾病的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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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塔拉胶缓慢加入蒸馏水中，并于70~90℃搅拌使塔拉胶完全溶解，冷却至室温；

2）加入淀粉，于室温下搅拌均匀；所述塔拉胶用量为淀粉干基重量的0.5~2%；

3）将步骤2）所得产物于40~50℃下烘至产物的水分质量含量20%以下；

4）将步骤3）所得产物放入湿热反应器中于115~125℃反应4~24h；

5）待步骤4）产物自然冷却后，烘干，经粉碎、过筛得最终缓慢消化淀粉。

2.根据要求权利1所述的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搅拌使塔拉胶完全溶解是在150~200rpm转速下磁力搅拌15~30min。

3.根据要求权利1所述的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蒸馏水的加入量为淀粉干基质量的3~4倍。

4.根据要求权利1所述的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室温下搅拌均匀是在室温下150~200rpm磁力搅拌30~60min。

5.根据要求权利1所述的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淀粉为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木薯淀粉、绿豆淀粉、豌豆淀粉中的一种或多

种。

6.根据要求权利5所述的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玉米淀粉为蜡质玉米淀粉、普通玉米淀粉或高链玉米淀粉。

7.根据要求权利1所述的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5）所述烘干是在40~50℃下进行。

8.根据要求权利1所述的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将步骤2）所得产物于40~50℃下烘至产物的水分质量含量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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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产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技术，尤其涉及一种湿热处理食品胶与淀粉

复合物制备高含量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该方法利用可再生资源的淀粉及塔拉胶为原料，

生产出降低人体血糖负荷、缓慢持续释放能量的功能性食品添加剂。

背景技术

[0002] 缓慢消化淀粉(slowly  digestible  starch，SDS)指的是在小肠中被完全消化吸

收但速率较慢的淀粉，具有缓慢释放葡糖糖、利于血糖控制等特殊功效。淀粉构成了人体的

主要能量来源。近年来，人类饮食中淀粉的摄入量已获得广泛关注。能量消耗与饮食中高能

量食物摄入量间的不平衡导致了一些新陈代谢疾病的产生，如：肥胖和糖尿病。依据营养特

性，Englyst和Cummings等将食品中的淀粉分为快消化淀粉(RDS)、慢消化淀粉(SDS)、抗性

淀粉(RS)三类。缓慢消化淀粉包含无定形结构和结晶结构，在小肠中消化缓慢(20～

120min)，故能持续释放能量，并维持血糖水平。根据FAO报道，血糖生成指数(GI)高的食物，

在胃肠道内被快速消化成葡糖糖，导致血糖峰值急剧增高，血糖波动剧烈；低GI食物可在胃

肠道中长时间停留，缓慢释放葡萄糖，不引起剧烈餐后血糖反应，有利于控制血糖的平衡，

保持机体机能的稳定。Ells和Seal则发现SDS与低或中等程度的GI(≤70)相似，具有降低血

糖负荷的功能。Axelsen等提出可以使用未蒸煮过的玉米淀粉作为获得SDS的来源，被已患

有糖尿病的人群食用后，能够有效改善下一餐的血糖应答水平，防止夜晚出现低血糖的症

状。此外，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人体食用富含SDS的食物，不仅有利于血糖的控制、有益

于身心健康，还可以有效地去预防和治疗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各种慢性疾病及代谢

综合症，对于维持人体的饱腹感和减少饥饿感、改善人的认知功能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SDS目前已成为现代营养学和食品科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更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

其研究的兴趣。但SDS的形成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市场尚未有商品化的SDS。

[0003] 慢消化淀粉由于具有较低的GI，可有效降低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脏‐循环系统疾病

的发生，因此可作为功能成分添加进入谷类食物、小吃、焙烤食品等，缓慢释放能量。各食品

的方法和配方可根据不同添加比例来控制工艺条件，在改善风味的同时，还增加了保健功

能。因此可作为食品功能成分，制备含SDS的特膳食品。

[0004] 目前，生成具有缓慢消化性质的淀粉可以运用化学改性、酶法改性、物理改性以及

复合改性等方法。从酶解的角度，通过在淀粉分子链上添加官能团的化学改性可以达到目

的。然而，大多数化学改性(氧化乙酰化、交联和酯化)会使淀粉变成抗性淀粉。酶法改性包

括改变支链的分子结构、链长和分支模式。Lee等采用分支酶和β‐淀粉酶水解蜡质玉米淀粉

来得到富含SDS的样品，样品的α‐(1→6)糖苷键的比例增加，链长减小，这样高分支的淀粉

样品结构在体外和体内消化实验中都表现出缓慢消化的性质。物理改性是通过一些物理手

段比如加热、挤压、辐射等，是淀粉的结构和理化性质发生变化。热处理是较为常用的技术，

其中，湿热处理可以用来增加淀粉颗粒的热稳定性，因为它增加了晶型的完美程度，增强了

分子间非晶态和结晶态的相互作用。复合改性则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或手段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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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淀粉。Shin等采用柠檬酸处理大米淀粉协同热处理得到热稳定性良好的SDS。

[0005] 目前，酶法生产慢消化淀粉较为常见，主要以淀粉为原料，经糊化处理后，利用酶

制剂，如普鲁兰酶、α‐淀粉酶等，于一定温度、pH条件下在缓冲液中对淀粉脱支得到大量短

链淀粉，灭酶后再经低温冷藏使之凝沉并重新排列，得到不完美晶体，从而提高SDS含量。此

法存在以下缺点：(1)酶制剂价格较高，不利于控制生产成本；(2)需确定最佳酶活力条件，

并在制备过程中严格控制条件，以保证酶活；(3)生产周期较长，能耗高且工艺较为繁琐。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能够维持人体血糖水平稳

定的慢消化性淀粉含量达到35％～55％的慢消化淀粉的制备方法。

[0007] 我国于2006年批准了塔拉胶作为食品添加剂增稠剂，目前一般与其它胶体混合应

用于冷冻食品、果冻、果酱、肉制品、烘焙食品等食品中。塔拉胶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化学

稳定性和耐剪切性，故常添加在食品中用作增稠剂、胶凝剂及稳定剂。湿热处理能有效提高

淀粉中缓慢消化淀粉片段的含量。本发明发现淀粉(含有螺旋结构的物质)会与塔拉胶产生

协同作用，在水中形成凝胶结构，能建立一种在多相组成的食品内的网络结构，从而改变食

品中淀粉的消化性；本发明首次将塔拉胶与湿热处理结合应用于淀粉，以淀粉为原料，采用

塔拉胶共混协同湿热处理，制得了更高含量的慢消化性淀粉，慢消化性淀粉含量达到35％

～55％。此外，由于本发明中的操作步骤简单，样品转移次数少，生产过程中能耗低、样品损

失少；且由于使用的是纯物理方法，所需的仪器设备及原料、辅料成本低。因此，较之常用的

化学法或酶法，本发明能有效提高慢消化淀粉含量和收率，降低能耗及生产成本；同时，本

发明采用纯物理方法，无废液、无污染，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工艺。

[0008] 本发明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9] 一种湿热处理塔拉胶/淀粉复合物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将塔拉胶缓慢加入蒸馏水中，并于70～90℃搅拌使塔拉胶完全溶解，冷却至室

温；

[0011] 2)加入淀粉，于室温下搅拌均匀；所述塔拉胶用量为淀粉干基重量的0.5～2％；

[0012] 3)将步骤2)所得产物于40～50℃下烘至产物的水分质量含量低于20％；

[0013] 4)将步骤3)所得产物放入湿热反应器中于115～125℃反应4～24h；

[0014] 5)待步骤4)产物自然冷却后，烘干，经粉碎、过筛得最终缓慢消化淀粉。

[0015] 为进一步实现本发明目的，优选地，所述搅拌使塔拉胶完全溶解是在150～200rpm

转速下磁力搅拌15～30min。

[0016] 优选地，所述蒸馏水的加入量为淀粉干基质量的3～4倍。

[0017] 优选地，所述室温下搅拌均匀是在室温下150～200rpm磁力搅拌30～60min。

[0018] 优选地，所述淀粉为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木薯淀粉、绿豆淀粉、豌豆淀粉中的一

种或多种。

[0019] 优选地，所述玉米淀粉为蜡质玉米淀粉、普通玉米淀粉或高链玉米淀粉。

[0020] 优选地，步骤5)所述烘干是在40～50℃下进行。

[0021] 优选地，将步骤2)所得产物于40～50℃下烘至产物的水分质量含量17～20％。

[0022] 本发明得到的产品为无异味、无沙齿、无杂物白色粉末。慢消化淀粉产率9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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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含量达35～55％，水分小于10％。

[0023] 本发明所用的原料为淀粉，包括玉米淀粉(蜡质玉米淀粉、普通玉米淀粉和高链玉

米淀粉)、马铃薯淀粉、木薯淀粉、绿豆淀粉、豌豆淀粉等各种已经商业化了的淀粉。原料中

塔拉胶为市场上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将塔拉胶分散于水中，加热使之充分水化，从而利于在

水介质中与之后加入的淀粉混合均匀，为湿热反应做准备。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5] (1)本发明塔拉胶共混结合湿热处理制备缓慢消化淀粉，现有技术多采用酶法，辅

以重结晶技术，收率较低，产品质量不稳定，难以实现商品化。而化学法则会产生废液污染

环境。本法采用纯物理方法即塔拉胶共混协同湿热处理，经混合、湿热、粉碎、过筛等工序得

到慢消化淀粉，生产工序大大简化。

[0026] (2)产品的功能性质易控制，本发明制备的慢消化淀粉，从原料淀粉到产品的过程

中，始终为颗粒状态，产品的理化性质随胶添加量及湿热反应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得到

不同慢消化淀粉含量的产品，可据需要应用不同的产品。

[0027] (3)生产效率高，收率高，成本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的制备方法相比，工艺大幅简

化，产品收率提高，能耗降低，生产成本约降低。由于产品增加了功能性，可广泛应用于谷类

食物、小吃、焙烤食品等，在不影响口感、风味的同时，在食用后持续向身体机能提供能量，

维持合适的血糖水平，避免发生胰岛素抵抗现象，并改善食品的保水性能等。

[0028] (4)本发明技术工序简单，易于实现连续自动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的实

施方式不限如此。

[0030] 下面实施例中，慢消化淀粉含量的测定方法(Englyst法)如下：

[0031] ①样品过100目筛后，精确称量200mg(干基)的样品于50mL离心管中，加入15mL乙

酸钠缓冲液及5粒玻璃珠，涡旋混匀，置于37℃恒温振荡水浴中。

[0032] ②待样品温度平衡后，加入5mL混酶液(α‐淀粉酶、葡萄糖苷淀粉酶，过量)，准确计

时，分别在20min和120min时吸取0.5mL反应液加入装有20mL95％乙醇的离心管中，混匀，离

心。

[0033] ③取0.1mL上清液于10mL离心管中，加入3.0mLGOPOD，于45℃水浴20min后取出。

[0034] ④以蒸馏水或缓冲液为校准，于510nm处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样品及葡萄糖标准的

吸光度，获得△A样品和△A标准。

[0035] 葡萄糖含量(ug/0.1mg)＝△A样品/△A标准×100

[0036] SDS(％)＝(G120‐G20)×0.9/TS

[0037] G20：淀粉酶水解20min后产生的葡萄糖含量(mg)；

[0038] G120：淀粉酶水解120min后产生的葡萄糖含量(mg)；

[0039] TS：总淀粉含量(mg)。

[0040] 实施例1

[0041] 将占木薯淀粉干基重0.5％的塔拉胶缓慢加入占淀粉干基3.7倍重的蒸馏水中，并

于90℃磁力搅拌15min使胶完全溶解，并冷却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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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加入淀粉，于室温下磁力搅拌30min；

[0043] 将复合物于50℃下烘至水分含量17.29％；

[0044] 将样品放入湿热反应器中于120℃反应4h；

[0045] 待样品自然冷却后，在50℃下烘干，经粉碎、过筛得最终样品。

[0046] 用Englyst法测得的20min～120min之间被酶消化为葡萄糖的即为慢消化淀粉。

[0047] 用Englyst法测得缓慢消化淀粉含量为35.7％。通过称量最终产品质量，计算其与

原料质量的比值，可得知本实施例的产品收率为93％。

[0048] 由于生产过程中，是在室温下对淀粉及塔拉胶进行混合，随后的湿热处理虽然温

度高，但水分含量低，也不足以使淀粉糊化，故始终保持颗粒状态，且可通过显微镜或扫描

电镜观察到颗粒形态。所得产品中的慢消化性淀粉含量会因胶添加量及湿热反应条件不同

而不同。本实施例从原料淀粉到产品的过程中，始终为颗粒状态，产品的理化性质随胶添加

量及湿热反应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得到不同慢消化淀粉含量的产品，可据需要应用不

同的产品。

[0049] 实施例2

[0050] 将占马铃薯淀粉干基重1％的塔拉胶缓慢加入占淀粉干基3.8倍重的蒸馏水中，并

于80℃磁力搅拌20min使胶完全溶解，并冷却至室温；

[0051] 加入淀粉，于室温下磁力搅拌30min；

[0052] 将复合物于45℃下烘至水分含量为19.54％；

[0053] 将样品放入湿热反应器中于120℃反应12h；

[0054] 待样品自然冷却后，在45℃下烘干，经粉碎、过筛得最终样品。

[0055] 用Englyst法测得缓慢消化淀粉含量为45.8％。本实施例的产品收率为90％。

[0056] 实施例3

[0057] 将占普通玉米淀粉干基重2％的塔拉胶缓慢加入占淀粉干基3.9倍重的蒸馏水中，

并于70℃磁力搅拌30min使胶完全溶解，并冷却至室温；

[0058] 加入淀粉，于室温下磁力搅拌60min；

[0059] 将复合物于40℃下烘至水分含量18.12％；

[0060] 将样品放入湿热反应器中于120℃反应24h；

[0061] 待样品自然冷却后，在40℃下烘干，经粉碎、过筛得最终样品。

[0062] 用Englyst法测得缓慢消化淀粉含量为54.7％。本实施例的产品收率为92％。

[0063] 本发明实施例方法的缓慢消化淀粉收率在90％以上，含量为35％～55％。由于本

发明中的操作步骤简单，样品转移次数少，生产过程中能耗低、样品损失少。此外，由于淀粉

与塔拉胶的协同作用结合湿热处理，使得缓慢消化淀粉含量得以提高。因此，本发明能在较

低成本条件下，获得较多产品，及较高含量的缓慢消化淀粉，减少生产过程损耗。

[0064] 常用的酶法工艺需要反复的冷热处理，能耗较高。本发明只用到水浴搅拌混合以

及湿热处理，能耗较低。

[0065] 缓慢消化淀粉作为一种功能成分添加在食品中，可缓慢释放葡糖糖、利于血糖控

制，有效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肥胖等代谢异常类疾病。由于湿热处理的淀粉目前主要应用于

低水分的烘焙类食品中，因此较好的持水性，及低吸潮性有利于食品的保存。而相比于一般

的膳食纤维，淀粉的吸水性差，即不易吸潮，而且添加的塔拉胶也具有较好的持水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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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能够改善持水性能，更准确的说是降低吸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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