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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荸荠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黑荸荠及其制备方法，它属于食品加工技术

领域。本发明制得的黑荸荠中，每100g黑荸荠的

营养成分含量为：能量445～455KJ，蛋白质2.0～

2.4g，脂肪0.3～0.4g，碳水化合物21.3～24.7g，

还原糖以葡萄糖计11.5～13.3g，总糖以蔗糖计

10.3～12 .7g，总多酚11 .65～13 .76mg，类黑精

722～750mg，钠12～17mg，铁15.4～17.7mg，钙8

～10mg，磷25～27mg，水分70.6～74.1g，灰分1.6

～2g。本发明产品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的食品

添加剂，产品酸甜可口，色泽怡人，是一种具有抗

氧化、抗肿瘤、抗菌等多种保健功效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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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荸荠，其特征在于：每100g黑荸荠的营养成分含量为：能量445～455KJ，蛋白

质2.0～2.4g，脂肪0.3～0.4g，碳水化合物21.3～24.7g，还原糖以葡萄糖计11.5～13.3g，

总糖以蔗糖计10.3～12.7g，总多酚11.65～13.76mg，类黑精722～750mg；

备用的荸荠放入耐高温的食品级塑料袋中，密封好后，置于密闭发酵容器中，准备进行

发酵熟成；

设定发酵温度进行变温发酵过程，变温发酵过程设定分为15个阶段，每个阶段具体温

度参数如下：

一阶段：温度由20～25℃缓慢升高到63～65℃，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间5h；

二阶段：温度由63～65℃缓慢升高到103～107℃，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间

5h；

三阶段：温度由103～107℃缓慢降低到80～85℃，降温速度0.3～0.5℃/min，温控时间

1h；

四阶段：温度保持在80～85℃恒定，温控时间12h；

五阶段：温度由80～85℃缓慢降低到76～79℃，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

1h；

六阶段：温度保持在76～79℃恒定，温控时间24h；

七阶段：温度由76～79℃缓慢降低到73～76℃，降温速度0.03～0.07℃/min，温控时间

1h；

八阶段：温度保持在73～76℃恒定，温控时间72h；

九阶段：温度由73～76℃缓慢降低到68～72℃，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

1h；

十阶段：温度保持在68～72℃恒定，温控时间48h；

十一阶段：温度由68～72℃缓慢降低到63～66℃，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

间1h；

十二阶段：温度保持在63～66℃恒定，温控时间48h；

十三阶段：温度由63～66℃缓慢降低到60～63℃，降温速度0.02～0.05℃/min，温控时

间1h；

十四阶段：温度保持在60～63℃恒定，温控时间72h；

十五阶段：温度由60～63℃缓慢降低到38～42℃，降温速度0.05～0.15℃/min，温控时

间4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荸荠，其特征在于：每100g黑荸荠的矿物质含量为：钠12～

17mg，铁15.4～17.7mg，钙8～10mg，磷25～27m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荸荠，其特征在于：每100g黑荸荠的其他含量为：水分70.6

～74.1g，灰分1.6～2g。

4.一种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原料选择：挑选无病虫害损伤的新鲜荸荠作为原料；

步骤2、原料清洗：用清水清洗步骤1选好的荸荠，清洗干净后沥干荸荠表面的水分备

用；

步骤3、装袋密封：将步骤2备用的荸荠放入耐高温的食品级塑料袋中，密封好后，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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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发酵容器中，准备进行发酵熟成；

步骤4、发酵熟成：设定发酵温度进行变温发酵过程，变温发酵过程设定分为15个阶段，

每个阶段具体温度参数如下：

一阶段：温度由20～25℃缓慢升高到63～65℃，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间5h；

二阶段：温度由63～65℃缓慢升高到103～107℃，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间

5h；

三阶段：温度由103～107℃缓慢降低到80～85℃，降温速度0.3～0.5℃/min，温控时间

1h；

四阶段：温度保持在80～85℃恒定，温控时间12h；

五阶段：温度由80～85℃缓慢降低到76～79℃，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

1h；

六阶段：温度保持在76～79℃恒定，温控时间24h；

七阶段：温度由76～79℃缓慢降低到73～76℃，降温速度0.03～0.07℃/min，温控时间

1h；

八阶段：温度保持在73～76℃恒定，温控时间72h；

九阶段：温度由73～76℃缓慢降低到68～72℃，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

1h；

十阶段：温度保持在68～72℃恒定，温控时间48h；

十一阶段：温度由68～72℃缓慢降低到63～66℃，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

间1h；

十二阶段：温度保持在63～66℃恒定，温控时间48h；

十三阶段：温度由63～66℃缓慢降低到60～63℃，降温速度0.02～0.05℃/min，温控时

间1h；

十四阶段：温度保持在60～63℃恒定，温控时间72h；

十五阶段：温度由60～63℃缓慢降低到38～42℃，降温速度0.05～0.15℃/min，温控时

间4h；

步骤5、低温干燥：将步骤4发酵熟成好的黑荸荠从密封发酵容器中取出，打开密封塑料

包装，将黑荸荠倒在食品级不锈钢盘中，放入鼓风干燥箱内加热干燥，除去产品表面水分，

干燥温度设定为38～42℃，干燥时间设定为48h；

步骤6、低温后熟：将步骤5干燥好的黑荸荠转入0～10℃冷库，低温后熟1～15d后，抽真

空包装得到黑荸荠成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变温发酵过程中每

个阶段具体温度参数如下：

一阶段：温度由25℃缓慢升高到64℃，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间5h；

二阶段：温度由64℃缓慢升高到105℃，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间5h；

三阶段：温度由105℃缓慢降低到83℃，降温速度0.3～0.5℃/min，温控时间1h；

四阶段：温度保持在83℃恒定，温控时间12h；

五阶段：温度由83℃缓慢降低到78℃，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1h；

六阶段：温度保持在78℃恒定，温控时间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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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阶段：温度由78℃缓慢降低到75℃，降温速度0.03～0.07℃/min，温控时间1h；

八阶段：温度保持在75℃恒定，温控时间72h；

九阶段：温度由75℃缓慢降低到70℃，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1h；

十阶段：温度保持在70℃恒定，温控时间48h；

十一阶段：温度由70℃缓慢降低到65℃，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1h；

十二阶段：温度保持在65℃恒定，温控时间48h；

十三阶段：温度由65℃缓慢降低到63℃，降温速度0.02～0.05℃/min，温控时间1h；

十四阶段：温度保持在63℃恒定，温控时间72h；

十五阶段：温度由63℃缓慢降低到40℃，降温速度0.05～0.15℃/min，温控时间4h。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干燥温度设定为40

℃。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低温后熟温度为0

℃，低温后熟1d。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低温后熟温度为10

℃，低温后熟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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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荸荠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黑荸荠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荸荠，俗称马蹄，又名地栗，乌茶，是一种药食同源食材，肉质细嫩，汁多味甜，清脆

爽口，有“地下雪梨”之美誉，北方视为“江南人参”。荸荠含有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

肪、粗纤维、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中医认为：荸荠性寒味甘，具有清热化痰、生津开胃、明

目清音、消食醒酒等保健功效。主要分布于湖北、广东、广西、山东等地区，是我国南部地区

重要的蔬菜种植品种，资源丰富。

[0003] 荸荠营养丰富，新鲜球茎中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粗纤维，灰分，磷，钙，铁，

以及少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荸荠中含的磷是根茎类蔬菜中较高的，能促进人体生长发

育和维持生理功能的需要，对牙齿骨骼的发育有很大好处，同时可促进体内的糖、脂肪、蛋

白质三大物质的代谢，调节酸碱平衡，因此荸荠适于儿童食用。荸荠富含多酚类、黄酮类、甾

醇类、多糖类等功能活性因子，使其具有抗氧化、抗菌、免疫调节与抗肿瘤等多种保健功能。

[0004] 荸荠是一种时令佳品，一般以食用鲜品为主，但因含水量较高，贮藏非常困难，限

制了产品的货架期，严重影响了荸荠种植业的良性发展。所以对于荸荠进行产品的精深加

工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现有荸荠的加工产品主要为荸荠腌制菜、荸荠罐头、荸荠饮

料、荸荠糖渍果脯等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产品的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差，加工企业缺乏积极

性。同时由于初级产品加工所添加的食品添加剂较多，且富含高糖、高盐、防腐剂等化学成

分，长期食用，不利于人体的健康。同时一般的初级加工技术对荸荠的保健功效成分常常会

产生破坏作用，因此产品推广困难、市场占有率低，农民增收困难，已严重影响荸荠产业链

的后续发展，因此开发具有多种保健功能的新型荸荠精深加工产品及创新技术已迫在眉

睫。

[0005]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膳食营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

加倾向于绿色天然、无污染、零添加剂，且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黑荸荠正是符合这种理念

和需求的产品。通过采用变温发酵技术熟化而成，不添加任何的食品添加剂，在保留原有营

养成分的同时，多酚类物质明显增加，同时新增功能成分类黑精，大大提升了产品的抗氧

化，抗肿瘤，抗菌等保健功效。解决了新鲜荸荠贮藏困难，难于保存，初加工产品加工方式单

一且产品附加值低、保健功能差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黑荸荠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营养成分含量为：能量445～455KJ，蛋白质2.0～

2.4g，脂肪0.3～0.4g，碳水化合物21.3～24.7g，还原糖以葡萄糖计11.5～13.3g，总糖以蔗

糖计10.3～12.7g，总多酚11.65～13.76mg，类黑精722～750mg。

[0008] 本发明所述的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矿物质含量为：钠12～17mg，铁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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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mg，钙8～10mg，磷25～27mg。

[0009] 本发明所述的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其他含量为：水分70.6～74.1g，灰分1.6～

2g。

[0010] 本发明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步骤1、原料选择：挑选无病虫害损伤的新鲜荸荠作为原料；

[0012] 步骤2、原料清洗：用清水清洗步骤1选好的荸荠，清洗干净后沥干荸荠表面的水分

备用；

[0013] 步骤3、装袋密封：将步骤2备用的荸荠放入耐高温的食品级塑料袋中，密封好后，

置于密闭发酵容器中，准备进行发酵熟成；

[0014] 步骤4、发酵熟成：设定发酵温度进行变温发酵过程，变温发酵过程设定分为15个

阶段，每个阶段具体温度参数如下：

[0015] 一阶段：温度由20～25℃缓慢升高到63～65℃，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间

5h；

[0016] 二阶段：温度由63～65℃缓慢升高到103～107℃，升温速度0.1～1℃/min，温控时

间5h；

[0017] 三阶段：温度由103～107℃缓慢降低到80～85℃，降温速度0.3～0.5℃/min，温控

时间1h；

[0018] 四阶段：温度保持在80～85℃恒定，温控时间12h；

[0019] 五阶段：温度由80～85℃缓慢降低到76～79℃，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

时间1h；

[0020] 六阶段：温度保持在76～79℃恒定，温控时间24h；

[0021] 七阶段：温度由76～79℃缓慢降低到73～76℃，降温速度0.03～0.07℃/min，温控

时间1h；

[0022] 八阶段：温度保持在73～76℃恒定，温控时间72h；

[0023] 九阶段：温度由73～76℃缓慢降低到68～72℃，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

时间1h；

[0024] 十阶段：温度保持在68～72℃恒定，温控时间48h；

[0025] 十一阶段：温度由68～72℃缓慢降低到63～66℃，降温速度0.05～0.1℃/min，温

控时间1h；

[0026] 十二阶段：温度保持在63～66℃恒定，温控时间48h；

[0027] 十三阶段：温度由63～66℃缓慢降低到60～63℃，降温速度0.02～0.05℃/min，温

控时间1h；

[0028] 十四阶段：温度保持在60～63℃恒定，温控时间72h；

[0029] 十五阶段：温度由60～63℃缓慢降低到38～42℃，降温速度0.05～0.15℃/min，温

控时间4h；

[0030] 步骤5、低温干燥：将步骤4发酵熟成好的黑荸荠从密封发酵容器中取出，打开密封

塑料包装，将黑荸荠倒在食品级不锈钢盘中，放入鼓风干燥箱内加热干燥，除去产品表面水

分，干燥温度设定为38～42℃，干燥时间设定为48h；

[0031] 步骤6、低温后熟：将步骤5干燥好的黑荸荠转入0～10℃冷库，低温后熟1～15d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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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真空包装得到黑荸荠成品。

[0032] 本发明黑荸荠生产新工艺，采用精准变温过程和长期稳定恒温发酵方法，减少了

能量的损失，对发酵的关键温度点及其时间进行合理调控，促进黑荸荠中风味物质的形成，

积累了更多的次级代谢产物。本发明步骤

[0033] 本发明第二阶段：温度由63～65℃缓慢升高到103～107℃，升温速度0.1～1℃/

min，温控时间5h；目的是引发美拉德反应及热杀菌作用，防止在后续反应过程中腐败菌大

量繁殖，影响产品品质。

[0034] 本发明第四阶段：温度保持在83℃恒定，温控时间12h，目的是持续进行美拉德链

式反应，合理控制反应温度和时间，控制美拉德反应相应副产物等有害成分的生成。

[0035] 本发明第六阶段：温度保持在78℃恒定，温控时间24h，目的是生成荸荠抗氧化总

多酚的大量生成。

[0036] 本发明第八阶段：温度保持在75℃恒定，温控时间72h，目的是生成赋予荸荠特殊

甜味的还原糖的生成。

[0037] 本发明第十阶段：温度保持在70℃恒定，温控时间48h，目的是生成具有清除自由

基和抑菌保鲜作用的荸荠多糖的生成。

[0038] 本发明第十二阶段：温度保持在65℃恒定，温控时间48h，目的是生成荸荠特有的

酸味和风味物质的形成，达到熟成荸荠酸甜适宜的口感。

[0039] 本发明第十四阶段：温度保持在63℃恒定，温控时间72h，目的是黑荸荠中功能活

性因子类黑精的大量生成。

[0040] 本发明第十五阶段：温度最后稳定在40℃，温控时间4h，目的是黑荸荠中多种功能

活性成分及风味物质大量富集，增强产品综合保健功效。

[0041] 本发明黑荸荠产品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的食品添加剂，产品酸甜可口，色泽怡

人，保证了黑荸荠的食用安全性及适宜的口感和外观。

[0042] 本发明黑荸荠与荸荠相比还原糖和多酚的含量明显上升，同时新增功能活性成分

类黑精，大大增加了荸荠产品的保健功效，是一种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菌等多种功效的

保健食品，能够具有抵抗衰老、预防疾病、提高人体免疫力的食品的需要。

[0043] 每100g新鲜生荸荠的成分测定如下：含有能量275KJ，蛋白质1.3g，脂肪0.3g，碳水

化合物14.2g，钠9mg，水分83.0g，灰分1.2g，还原糖以葡萄糖计6.8g，总糖以蔗糖计6.6g，磷

21mg，铁11.5mg，钙含量在检测线以下，总多酚1.95mg。与生荸荠相比，黑荸荠的蛋白质、脂

肪、钠、铁、磷、灰分含量略有升高，变化不显著，但是还原糖的含量增加了一倍，使黑荸荠口

感更甜，特别是总多酚提高了6倍，更重要的是增加了722～750mg/100g的类黑精保健功效

因子。

[0044] 本发明荸荠在发酵过程中发生的美拉德反应通过变温程序控制反应，有效地控制

了美拉德反应副产物有害物质丙烯酰胺的生成，并且产生棕褐色的类黑精，赋予了黑荸荠

适合色泽和风味，并且产生了更多的营养物质。

[0045] 本发明黑荸荠新增成分类黑精具有抗氧化、抗高血压、抗菌性、抑制金属蛋白酶、

防龋齿性、抗炎性等多种健康功效。

[0046] 本发明黑荸荠制备方法，拓展了荸荠加工的技术手段，开发了一种新型具有保健

功效的食品，极大的提高了荸荠的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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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7]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48] 一种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营养成分含量为：能量452KJ，蛋白质2.2g，脂肪

0.4g，碳水化合物23.5g，还原糖以葡萄糖计12.3g，总糖以蔗糖计11.7g，总多酚12.76mg，类

黑精740mg。

[0049]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矿物质含量为：钠15mg，铁16.7mg，钙

9mg，磷27mg。

[0050]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其他含量为：水分72.1g，灰分1.8g。

[0051] 利用本实施方式的黑荸荠，通过考察动物体内血液指标，进行黑荸荠对SPF级KM小

鼠的抗氧化作用进行测试。实验方式为选取30只体重在18g-22g的KM小鼠,实验按照小鼠体

重随机分为三组，组别1为空白对照组，组别2为生荸荠粗提液测试组，组别3为黑荸荠粗提

液测试组，每组小鼠个数为10只，雌雄各半。各组小鼠在实验环境下喂养30天。黑荸荠粗提

液的制备方法是将1kg黑荸荠，切成0.3～1.0mm左右的小块，加入5L的蒸馏水中开大火煮开

后，转入小火熬制4小时，过滤，制得黑荸荠提取液4.9L，之后用旋转蒸发仪浓缩黑荸荠制得

黑荸荠浓缩液0.5L，用高压蒸汽法消毒杀菌后，备用。生荸荠粗提液按照同样方法制备。组

别1每天进行生理盐水灌胃，组别2测试组每天进行生荸荠粗提液灌胃，组别3测试组每天进

行黑荸荠粗提液灌胃。每组每次灌胃量为0.2ml/只。末次灌胃后眼球取血24小时内完成血

清中总抗氧化能力(T-AOC)测定。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能够看出黑荸荠粗提液能够显

著提高小鼠血清中T-AOC的活力，生荸荠粗提液测试组提高小鼠血清中T-AOC的活力较差，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发酵熟成的黑荸荠提取液大大提高了抗氧化功效。

[0052] 表1荸荠粗提液对小鼠血清中T-AOC的影响

[0053]

[0054] 注：**p<0.01,极显著

[0055]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56] 根据具体实施方式一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7] 步骤1、原料选择：挑选无病虫害损伤的新鲜荸荠作为原料；

[0058] 步骤2、原料清洗：用清水清洗步骤1选好的荸荠，清洗干净后沥干荸荠表面的水分

备用；

[0059] 步骤3、装袋密封：将步骤2备用的荸荠放入耐高温的食品级塑料袋中，密封好后，

置于密闭发酵容器中，准备进行发酵熟成；

[0060] 步骤4、发酵熟成：设定发酵温度进行变温发酵过程，变温发酵过程设定分为15个

阶段，每个阶段具体温度参数如下：

[0061] 一阶段：温度由25℃缓慢升高到64℃，升温速度0.13℃/min，温控时间5h；

[0062] 二阶段：温度由64℃缓慢升高到105℃，升温速度0.14℃/min，温控时间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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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三阶段：温度由105℃缓慢降低到83℃，降温速度0.37℃/min，温控时间1h；

[0064] 四阶段：温度保持在83℃恒定，温控时间12h；

[0065] 五阶段：温度由83℃缓慢降低到78℃，降温速度0.08℃/min，温控时间1h；

[0066] 六阶段：温度保持在78℃恒定，温控时间24h；

[0067] 七阶段：温度由78℃缓慢降低到75℃，降温速度0.05℃/min，温控时间1h；

[0068] 八阶段：温度保持在75℃恒定，温控时间72h；

[0069] 九阶段：温度由75℃缓慢降低到70℃，降温速度0.08℃/min，温控时间1h；

[0070] 十阶段：温度保持在70℃恒定，温控时间48h；

[0071] 十一阶段：温度由70℃缓慢降低到65℃，降温速度0.08℃/min，温控时间1h；

[0072] 十二阶段：温度保持在65℃恒定，温控时间48h；

[0073] 十三阶段：温度由65℃缓慢降低到63℃，降温速度0.03℃/min，温控时间1h；

[0074] 十四阶段：温度保持在63℃恒定，温控时间72h；

[0075] 十五阶段：温度由63℃缓慢降低到40℃，降温速度0.1℃/min，温控时间4h。

[0076] 步骤5、低温干燥：将步骤4发酵熟成好的黑荸荠从密封发酵容器中取出，打开密封

塑料包装，将黑荸荠倒在食品级不锈钢盘中，放入鼓风干燥箱内加热干燥，除去产品表面水

分，干燥温度设定为40℃，干燥时间设定为48h；

[0077] 步骤6、低温后熟：将步骤5干燥好的黑荸荠转入5℃冷库，低温后熟5d后，抽真空包

装得到黑荸荠成品。

[0078]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79] 一种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营养成分含量为：能量455KJ，蛋白质2.4g，脂肪

0.4g，碳水化合物24.7g，还原糖以葡萄糖计13.3g，总糖以蔗糖计12.7g，总多酚13.76mg，类

黑精750mg。

[0080]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矿物质含量为：钠17mg，铁17.7mg，钙

10mg，磷27mg。

[0081]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黑荸荠，每100g黑荸荠的其他含量为：水分74.1g，灰分2g。

[0082] 利用本实施方式的黑荸荠，通过考察动物体内血液指标，进行黑荸荠对SPF级KM小

鼠的抗氧化作用进行测试。实验方式为选取30只体重在18g-22g的KM小鼠，实验按照小鼠体

重随机分为三组，组别1为空白对照组，组别2为生荸荠粗提液测试组，组别3为黑荸荠粗提

液测试组，每组小鼠个数为10只，雌雄各半。各组小鼠在实验环境下喂养30天。黑荸荠粗提

液的制备方法是将1kg黑荸荠，切成0.3～1.0mm左右的小块，加入5L的蒸馏水中开大火煮开

后，转入小火熬制4小时，过滤，制得黑荸荠提取液4.9L，之后用旋转蒸发仪浓缩黑荸荠制得

黑荸荠浓缩液0.5L，用高压蒸汽法消毒杀菌后，备用。生荸荠粗提液按照同样方法制备。组

别1每天进行生理盐水灌胃，组别2测试组每天进行生荸荠粗提液灌胃，组别3测试组每天进

行黑荸荠粗提液灌胃。每组每次灌胃量为0.2ml/只。末次灌胃后眼球取血24小时内完成血

清中过氧化脂质降解产物丙二醛(MDA)含量测定。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能够看出黑荸

荠粗提液能够显著降低小鼠血清中丙二醛(MDA)含量，生荸荠粗提液测试组降低小鼠血清

中丙二醛(MDA)的活力较差，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发酵熟成的黑荸荠提取液大大提高了抗

氧化功效。

[0083] 表2荸荠粗提液对小鼠血清中丙二醛(MDA)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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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注：**p<0.01,极显著

[0086] 具体实施方式四：

[0087] 根据具体实施方式三所述的黑荸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88] 步骤1、原料选择：挑选无病虫害损伤的新鲜荸荠作为原料；

[0089] 步骤2、原料清洗：用清水清洗步骤1选好的荸荠，清洗干净后沥干荸荠表面的水分

备用；

[0090] 步骤3、装袋密封：将步骤2备用的荸荠放入耐高温的食品级塑料袋中，密封好后，

置于密闭发酵容器中，准备进行发酵熟成；

[0091] 步骤4、发酵熟成：设定发酵温度进行变温发酵过程，变温发酵过程设定分为15个

阶段，每个阶段具体温度参数如下：

[0092] 一阶段：温度由25℃缓慢升高到65℃，升温速度0.13℃/min，温控时间5h；

[0093] 二阶段：温度由65℃缓慢升高到107℃，升温速度0.14℃/min，温控时间5h；

[0094] 三阶段：温度由107℃缓慢降低到85℃，降温速度0.37℃/min，温控时间1h；

[0095] 四阶段：温度保持在85℃恒定，温控时间12h；

[0096] 五阶段：温度由85℃缓慢降低到79℃，降温速度0.1℃/min，温控时间1h；

[0097] 六阶段：温度保持在79℃恒定，温控时间24h；

[0098] 七阶段：温度由79℃缓慢降低到76℃，降温速度0.05℃/min，温控时间1h；

[0099] 八阶段：温度保持在76℃恒定，温控时间72h；

[0100] 九阶段：温度由76℃缓慢降低到72℃，降温速度0.05～0.1℃/min，温控时间1h；

[0101] 十阶段：温度保持在72℃恒定，温控时间48h；

[0102] 十一阶段：温度由72℃缓慢降低到66℃，降温速度0.1℃/min，温控时间1h；

[0103] 十二阶段：温度保持在66℃恒定，温控时间48h；

[0104] 十三阶段：温度由66℃缓慢降低到63℃，降温速度0.05℃/min，温控时间1h；

[0105] 十四阶段：温度保持在63℃恒定，温控时间72h；

[0106] 十五阶段：温度由63℃缓慢降低到42℃，降温速度0.09℃/min，温控时间4h；

[0107] 步骤5、低温干燥：将步骤4发酵熟成好的黑荸荠从密封发酵容器中取出，打开密封

塑料包装，将黑荸荠倒在食品级不锈钢盘中，放入鼓风干燥箱内加热干燥，除去产品表面水

分，干燥温度设定为42℃，干燥时间设定为48h；

[0108] 步骤6、低温后熟：将步骤5干燥好的黑荸荠转入10℃冷库，低温后熟15d后，抽真空

包装得到黑荸荠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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