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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香味浓郁结晶麦芽的生产

方法，采用已充分溶解的绿麦芽蛋白质休止、糖

化、排潮、高温焙焦，制得的结晶麦芽颗粒饱满，

麦芽内部焦糖化呈玻璃质状，具有浓郁的麦芽香

和焦糖甜香特色，用于生产精酿啤酒，赋予啤酒

入口细腻、醇厚、有明显结晶麦芽带来的焦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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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香味浓郁结晶麦芽的生产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1）选用发芽4～5天的已充分溶解的绿麦芽，调节绿麦芽水分含量在42%～45%，缓慢加

热升温至48～50℃，保持1h进行蛋白质休止，生成低分子含氮物质；蛋白质休止升温速率为

0.5～2℃/min；

（2）蛋白质休止后的麦芽继续缓慢升温至66～70℃，保持1.5h，升温速率为0.3～0.8

℃/min，利用麦芽内部酶系进行糖化，生成麦芽糖、葡萄糖、低分子糊精等物质；

（3）糖化结束进行排潮处理，麦芽内部初步发生美拉德反应；排潮处理具体如下：糖化

结束升温至92～96℃，保温1～3min，自然降温至62～70℃，然后升温至92～96℃，保温1～

3min，重复上述排潮步骤3-5次；排潮升温速率为3～5℃/min，降温至62～70℃，降温速率为

3～5℃/min；

（4）排潮结束后于110～130℃焙焦0.5～1h，制得色度130～160EBC的结晶麦芽；于130

～150℃焙焦1.5～2h，制得色度270～320EBC深色结晶麦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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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味浓郁结晶麦芽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啤酒用特种麦芽的生产方法，具体为一种香味浓郁结晶麦芽的生

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啤酒是全世界消耗量仅次于水和茶，排名第三的饮品，虽然我国啤酒产业只有100

多年的历史，但发展迅猛，市场购买需求强劲。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人均啤酒年消费量

已达到34.2升，已略过于世界平均水平33升。

[0003]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高度一致化的工业啤酒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这类添

加辅料酿造的低麦汁度啤酒被冠以“水啤”称号。与此相反，一些多样化、个性化精酿啤酒开

始受到消费者青睐，这类具有丰富色度和特殊风味的啤酒在市场占据了特殊地位。相比于

工业啤酒，精酿啤酒是一类变化多端的产品，外观、色泽、口味千变万化，酿酒师根据需求酿

造。

[0004] 精酿啤酒一般采用全麦芽酿造，除了普通麦芽，特种麦芽是至关重要的一类原料，

特种麦芽能够提升啤酒的色度与麦芽香气，增进啤酒的醇厚性、非生物质稳定性。目前国内

开发的特种麦芽多数为烘烤类麦芽，如焦香麦芽、黑麦芽、巧克力麦芽等，结晶麦芽产品较

少，而且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批次间产品都会存在差异。结晶麦芽在制麦过程采用独特的酶

解糖化过程，高温焙焦冷却后，麦芽内部还原性糖发生焦糖化反应生成坚硬的晶化玻璃质，

其中主要的呈味物质为含氧类杂环化合物，主要表现为太妃糖、焦糖、葡萄干、蜂蜜类香气。

结晶麦芽能增强啤酒的醇厚感，赋予啤酒浓郁的麦芽香、焦糖口感。但是结晶麦芽生产工艺

繁琐，且对工艺参数要求严格，操作不当很容易出现不结晶、糊皮，麦芽干缩等现象，造成麦

芽质量差，有焦苦口感等缺陷，最终导致啤酒入口不细腻、苦味粗糙，有糊皮味等。目前高品

质的结晶麦芽依靠进口，价格昂贵且供货周期长，特别是近两年随着精酿啤酒的流行，国内

需求量增加，经常出现断货现象。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香味浓郁结晶麦芽的生产方法，制得的结

晶麦芽颗粒饱满，麦芽内部焦糖化呈玻璃质状，具有浓郁的麦芽香和焦糖甜香特色。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香味浓郁结晶麦芽的生产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08] (1)选用发芽4～5天的已充分溶解的绿麦芽，调节绿麦芽水分含量在40％～45％，

缓慢加热升温至45～50℃，保持0.5～1h进行蛋白质休止，生成低分子含氮物质；

[0009] (2)蛋白质休止后的麦芽缓慢升温至62～70℃，保持1～2h，利用麦芽内部酶系进

行糖化，生成麦芽糖、葡萄糖、低分子糊精等物质；

[0010] (3)糖化结束升温至90～100℃进行排潮处理，麦芽内部初步发生美拉德反应；

[0011] (4)排潮结束后快速升温至110～150℃焙焦0.5～2h，麦芽内部还原性糖脱水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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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生焦糖化反应，并伴随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呈色呈香类物质，焙焦结束快速冷却降

温，制得香味浓郁结晶麦芽。

[0012] 本发明优选的，排潮结束后于110～130℃焙焦0.5～1h，制得色度130～160EBC的

结晶麦芽；于130～150℃焙焦1.5～2h，制得色度270～320EBC深色结晶麦芽。

[0013] 本发明优选的，所述的排潮处理具体如下：糖化结束升温至90～100℃，保温1～

5min，自然降温至62～70℃，然后升温至90～100℃，保温1～5min，重复上述排潮步骤1-5

次。

[0014] 本发明优选的，排潮处理温度优选为92～96℃。

[0015] 进一步优选的，排潮处理具体如下：糖化结束升温至92～96℃，保温1～3min，自然

降温至62～70℃，然后升温至92～96℃，保温1～3min，重复上述排潮步骤3-5次。

[0016] 本发明优选的，步骤(3)，排潮升温速率为3～5℃/min，自然降温至62～70℃，降温

速率为3～5℃/min。

[0017] 本发明的排潮处理使麦芽颗粒饱满，避免了糊皮，干缩，为后续焙焦做好充足的准

备，保证麦芽呈现均一的棕色，麦芽内部焦糖化生成坚硬玻璃状。

[0018] 本发明优选的，步骤(1)绿麦芽含水量控制在42％～45％，蛋白质休止温度为48～

50℃，时间为：1h。

[0019] 本发明优选的，步骤(1)中，蛋白质休止升温速率为0.5～2℃/min。

[0020] 本发明优选的，步骤(2)，糖化温度为66～70℃，糖化时间1.5h，升温速率为0.3～

0.8℃/min。

[0021] 本发明的特点及优点：

[0022] 本发明通过将已充分溶解的绿麦芽进行蛋白质休止、糖化、排潮、高温焙焦，制得

的结晶麦芽颗粒饱满，麦芽内部焦糖化呈玻璃质状，具有浓郁的麦芽香和焦糖甜香特色。

[0023] 蛋白质休止过程利用羧肽酶、内肽酶等分解蛋白质，生成低分子含氮物质，糖化过

程生成了大量的低分子糖类物质，促使焦糖甜香味提升，排潮工艺，保证了麦芽内水分快速

散失，颗粒饱满，不干缩，并避免了麦芽糊皮，糙皮等问题。排潮后期和焙焦阶段，低分子含

氮物质与还原性糖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大量类黑素、含氧杂环化合物等体现麦芽焦香气味

的物质，焦糖化反应带来的焦糖甜香与麦芽香协调，柔和，浓郁。

[0024] 蛋白质休止、淀粉糖化与排潮协同共同促进使麦芽颗粒饱满，不糙皮，麦芽香和焦

糖甜香协调，柔和，浓郁，麦芽内部结晶坚硬呈玻璃状，颜色均一，用于生产精酿啤酒，赋予

啤酒入口细腻、醇厚、并有明显结晶麦芽带来的焦甜味特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a为实施例1获得的浅色结晶麦芽内切图片；

[0026] 图1b为实施例1获得的深色结晶麦芽内切图片；

[0027] 图2为实施例1获得的浅色结晶麦芽和深色结晶麦芽风味物质谱图；

[0028] 图3为利用实施例1的结晶麦芽酿造棕色拉格啤酒的外观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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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实施例1

[0031] 选用优质法国进口二棱大麦为原料按常规技术进行发芽制得绿麦芽。二棱大麦理

化指标如下表1所示：

[0032] 表1

[0033]

[0034] 采用绿麦芽进行生产结晶麦芽的方法，步骤如下：

[0035] 1、蛋白质休止：选取发芽结束后，充分溶解且水分含量42％的绿麦芽，置于焙焦转

炉内，以1℃/min的升温速率缓慢加热升温至48℃，保持1h，麦芽内部发生蛋白质休止，羧肽

酶、内肽酶等分解蛋白质，生成低分子含氮物质；

[0036] 2、糖化：以0.5℃/min的升温速率加热升温至68℃，保持1h，利用麦芽内部酶系进

行糖化，麦芽内的α-淀粉酶和β-淀粉酶充分发挥活性，将淀粉分解还原性糖、低分子糊精物

质，麦芽内部浆液化；

[0037] 3、排潮；糖化结束升温至94℃，保温3min，自然降温至68℃，然后升温至94℃，保温

3min，重复上述排潮步骤5次；

[0038] 4、高温焙焦：排潮结束后于120℃焙焦1h，制得色度150EBC左右的结晶麦芽，此类

麦芽的麦芽香和焦糖甜香较浓郁。于145℃焙焦1.5h，制得色度300EBC左右的深色结晶麦

芽，该类麦芽除具备结晶麦芽的典型风味特征外，由于加强了焙焦温度和时间，烤香、坚果

类香气特点很突出，高温焙焦美拉德反应加强，风味物质含量增加，并生成部分突出烤香、

坚果香气类的含氧、含氮类杂环化合物。焙焦结束快速冷却降温后，麦芽内部焦糖化呈现坚

硬玻璃质状；

[0039] 1、获得的浅色结晶麦芽和深色结晶麦芽内切图如图1a、图1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内部结晶呈玻璃状，结晶粒边界清楚，颗粒均匀，晶形完整。

[0040] 2、获得的浅色结晶麦芽和深色结晶麦芽产品指标如下表2所示：

[0041] 表2

[0042]

  水分 色度 浸出率

浅色结晶麦芽 ＜5.0％ 130-160EBC ＞70％

深色结晶麦芽 ＜5.0％ 270-320EBC ＞70％

[0043] 3、采用色谱-质谱联用仪检测浅色结晶麦芽和深色结晶麦芽的风味，检测方法按

现有技术进行，获得的风味物质图谱如图2所示，风味物质图谱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

[0044]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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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通过以上可知，本发明制得结晶麦芽的麦芽香和焦糖甜香协调，柔和，浓郁，麦芽

内部结晶坚硬呈玻璃状，结晶粒边界清楚，颗粒均匀，晶形完整，结晶度好。

[0047] 实施例2

[0048] 同实施例1所示的采用绿麦芽进行生产结晶麦芽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

[0049] 步骤1、蛋白质休止：选取发芽结束后，充分溶解且水分含量43％的绿麦芽，置于焙

焦转炉内，以1℃/min的升温速率缓慢加热升温至49℃，保持1h；

[0050] 步骤3、排潮；糖化结束升温至96℃，保温2min，迅速降温至69℃，然后升温至96℃，

保温2min，重复上述排潮步骤3次；

[0051] 实施例3

[0052] 同实施例1所示的采用绿麦芽进行生产结晶麦芽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

[0053] 步骤1、蛋白质休止：选取发芽结束后，充分溶解且水分含量45％的绿麦芽，置于焙

焦转炉内，以1℃/min的升温速率缓慢加热升温至50℃，保持1h；

[0054] 步骤3、排潮；糖化结束升温至92℃，保温2min，降温至70℃，然后升温至92℃，保温

2min，重复上述排潮步骤3次。

[0055] 对比例1

[0056] 一采用绿麦芽进行生产结晶麦芽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

[0057] 步骤1、2同实施例1，糖化结束后直接进行高温焙焦，高温焙焦同实施例1，获得的

结晶麦芽与本发明对比。

[0058] 对比例2

[0059] 一采用绿麦芽进行生产结晶麦芽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

[0060] 该方法不进行蛋白质休止，绿麦芽按照实施例1步骤2、3、4的糖化、排潮、高温焙焦

进行处理，获得的结晶麦芽与本发明对比。

[0061] 实验例1

[0062] 一.结晶麦芽外观、香味及内部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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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将实施例1-3及对比例1-2的不同处理方法获得的结晶麦芽进行外观、香味及内部

结构考察，结果如下表4所示。

[0064] 表4不同处理方法对结晶麦芽外观、香味及内部结构的影响

[0065]

[0066] 通过上表数据及效果对比可以看出，本发明的结晶麦芽麦芽颗粒饱满，麦芽香和

焦糖甜香协调，柔和，浓郁，麦芽内部结晶坚硬呈玻璃状，用于生产精酿啤酒，赋予啤酒入口

细腻、醇厚、有明显结晶麦芽带来的焦甜味。而对比例1获得的结晶麦芽虽然内部呈玻璃状，

结晶粒边界清楚，但是麦芽颗粒不如实施例饱满，表皮干缩，糊皮比较严重，香味有焦糖甜

香，但杂味较多并略带焦苦口感，对比例2的风味明显减弱，没有经过蛋白质休止过程，导致

焙焦过程美拉德反应明显减弱，并且内部结晶效果不如本发明，本发明通过蛋白质休止、糖

化酶解与排潮协同共同促进使麦芽颗粒饱满，麦芽香和焦糖甜香协调，结晶度好。

[0067] 实验例2：

[0068] 按实施例1所述的采用绿麦芽进行生产结晶麦芽的方法，条件同实施例1，其不同

之处在于：

[0069] 实验例1：步骤3，排潮处理，温度为70℃；

[0070] 实验例2：步骤3，排潮处理，温度为80℃；

[0071] 实验例3：步骤3，排潮处理，温度为100℃；

[0072] 实验例4：步骤3，排潮处理，温度为110℃

[0073] 将上述实验例1-实验例4、及实施例1-3获得的产品观察其色泽、是否糊皮及饱满

情况，作一张对比试验表，对比结果如下表5所示。

[0074]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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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编号 外观 香味口感

实施例1 麦芽颗粒饱满，表皮光滑，棕色，无糊皮 麦芽香和焦糖甜香协调浓郁，口感柔和，

实施例2 麦芽颗粒饱满，表皮光滑，棕色，无糊皮 麦芽香和焦糖甜香协调，柔和，浓郁

实施例3 麦芽颗粒饱满，表皮光滑，棕色，无糊皮 麦芽香和焦糖甜香协调，柔和，浓郁

实验例1 麦芽颗粒不饱满，表皮粗糙，棕色，无糊皮 香味淡，麦芽香占主要

实验例2 麦芽颗粒不饱满，表皮粗糙，棕色，无糊皮 香味淡，麦芽香占主要

实验例3 麦芽颗粒饱满，表皮粗糙，有糊皮 焦苦口感

实验例4 麦芽颗粒饱满，表皮粗糙，有糊皮 焦苦口感

[0076] 通过上表5数据及效果对比可以看出，本发明严格控制排潮温度，使麦芽颗粒饱

满，棕色，无糊皮，而实验例1-实验例4外观总体情况远远不如本发明，这是由于温度过低，

影响了麦芽颗粒饱满程度，造成表皮粗糙，温度过高，有糊皮出现，造成麦芽有焦苦口感，整

体上影响了精酿啤酒的口感。

[0077] 实验例3：

[0078] 利用实施例1的结晶麦芽酿造棕色拉格啤酒：

[0079] 麦芽选用皮尔森麦芽、结晶麦芽(占比10％-25％)、黑麦芽，搭配进口酒花，酿造工

艺为低温陈储式发酵，按现有技术进行，制得的棕色拉格啤酒照片如图3所示。

[0080] 品评：酒体红棕色，醇厚、有明显结晶麦芽带来的焦甜味，入口后酒花的苦感和特

种麦芽的焦甜完美结合，整体平衡、酒花香与麦香协调，后味呈现干净的拉格风格，棕色拉

格啤酒理化指标如下表6所示：

[0081] 表6

[0082]

原麦汁浓度 13.8°P

酒精度 5.5％vol

色度 40EBC

苦味质 35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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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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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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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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