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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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077032.7

(22)申请日 2016.11.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61697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10

(73)专利权人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

地址 523808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生产力大厦168室

(72)发明人 徐晓飞　杨继国　任杰　娄文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华学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4245

代理人 雷月华

(51)Int.Cl.

A23L 33/00(2016.01)

A23L 2/38(2006.01)

A23L 21/10(2016.01)

A23G 3/36(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2010213609 A,2010.09.30

JP 2008206453 A,2008.09.11

WO 2016117705 A1,2016.07.28

JP 2004075594 A,2004.03.11

审查员 秦书云

 

(54)发明名称

一种姜黄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食品保健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

姜黄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及应用。所述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将果蔬清洗、晾干，粉碎，得混

合果蔬液；(2)向混合果蔬液中加入糖，接种酵母

菌，密封发酵，当pH<4.3时，得一次发酵液；(3)向

一次发酵液中接种复合乳酸菌进行二次发酵，所

述复合乳酸菌包括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

酸杆菌；密封发酵，当pH<3.8时，向果蔬发酵液中

加入姜黄提取物，继续发酵10天，得二次发酵液；

(4)将二次发酵液过滤或离心，对滤液或离心上

清液进行均质、灭菌后，制得姜黄果蔬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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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姜黄果蔬酵素，其特征在于，其通过如下步骤制得：

(1)将果蔬清洗、晾干，然后粉碎成20～40目，得混合果蔬液；所述果蔬包括火龙果、木

瓜、桑椹、杨桃、葡萄、苹果、李子、梅子、山竹、桃、梨、草莓、柑橘、西瓜、洋葱、花椰菜和甘蓝

中的多种；

(2)向步骤(1)制得的混合果蔬液中加入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1～8％的糖，接种混合

果蔬液重量百分比0.01～0.05％的酵母菌，密封发酵，当pH<4.3时，得一次果蔬发酵液；所

述发酵温度为15～45℃，发酵时间为10～30天；

(3)向步骤(2)制得的一次果蔬发酵液中按一次果蔬发酵液体积以100～1000CFU/ml接

种复合乳酸菌进行二次发酵，所述复合乳酸菌包括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和醋酸杆菌；密

封发酵，当pH<3.8时，加入发酵液重量百分比1.0～3.0％的姜黄提取物，继续发酵10天，得

二次发酵液；所述发酵的条件为20～40℃，密闭发酵30～90天；所述复合乳酸菌的制备方法

是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酸杆菌等数量比例混合；

(4)将步骤(3)制得的二次发酵液过滤或离心，对滤液或离心上清液进行均质、灭菌后，

制得姜黄果蔬酵素制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姜黄果蔬酵素，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加入的糖是蔗

糖、葡萄糖和果葡糖浆中的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姜黄果蔬酵素，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加入的姜黄提

取物是来自姜黄，规格从姜黄素质量含量10％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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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姜黄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保健领域，涉及一种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及应用，具体涉及一种

姜黄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果蔬是人们日常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鲜食还是加工品在日常生活中都占

有重要的地位。果蔬作为植物性原料，富含多种功能活性成分，包括膳食纤维、酚类、类胡萝

卜素、植物固醇等。多酚是植物体内的一种次生代谢产物，现代研究表明具有抗氧化、抗癌、

抗辐射、降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功能活性。多酚类成分一般存在于细胞液泡中或

与纤维类成分紧密结合构成细胞壁。因此，要高效的把多酚从果蔬细胞中释放出来难度较

大，传统的物理破壁、溶剂提取方法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此外，大部分多酚类物质的天然存

在形式都是多聚体，分子量大、难以解聚。对于大分子多酚类物质，由于人体缺乏相应的消

化酶系，不能将之降解消化，只能通过肠道中的微生物来降解处理(氧化、还原、水解等反

应)，从而产生对机体有益的代谢产物。然而，膳食食物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一般在24-48小

时内，意味着肠道中微生物对多酚类成分的降解作用时间是非常有限，产生的有益代谢产

物少，未能充分利用多酚类成分的全部益处。因此，将果蔬在体外进行微生物发酵是提高果

蔬中多酚类成分的生物学价值的重要方法之一。

[0003] 肝脏是人体中重要的器官，能够防御、分解外来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对维持机体平

衡和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化学性肝损伤是通过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受污染的空气、

水、食物以及日常生活中药物、酒精等。近年来，脂肪肝、酒精肝炎、非酒精性肝炎已成为一

种常见疾病，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肝脏损伤人数在中国已高达

1.3亿，每年将近50万人死于肝损伤病症。其中脂肪肝及酒精肝是国内外仅次于病毒性肝炎

的第二大常见肝损伤疾病。因此，开发一种能长期服用、安全性高、对化学性肝损伤有预防

和保健作用的产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护肝作

用的姜黄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由上述制备方法制得的姜黄果蔬酵素。

[0006]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姜黄果蔬酵素的用途。

[0007] 本发明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具有护肝作用的姜黄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将果蔬清洗、晾干，然后粉碎成20～40目，得混合果蔬液；

[0010] (2)向步骤(1)制得的混合果蔬液中加入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1～8％的糖，接种

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0.01～0.05％的酵母菌，密封发酵，当pH<4.3时，得一次果蔬发酵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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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3)向步骤(2)制得的一次果蔬发酵液中按一次果蔬发酵液体积以100～1000CFU/

ml接种复合乳酸菌进行二次发酵，所述复合乳酸菌包括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和醋酸杆

菌；密封发酵，当pH<3.8时，向果蔬发酵液中加入发酵液重量百分比1.0～3.0％的姜黄提取

物，继续发酵10天，得二次发酵液；

[0012] (4)将步骤(3)制得的二次发酵液过滤或离心，对滤液或离心上清液进行均质、灭

菌后，制得姜黄果蔬酵素制品。

[0013] 优选的，如上所述的姜黄果蔬酵素制备方法中，在步骤(1)中，所述果蔬包括火龙

果、木瓜、桑椹、杨桃、葡萄、苹果、李子、梅子、山竹、桃、梨、草莓、柑橘、西瓜、洋葱、花椰菜和

甘蓝中的多种。果蔬的选择可根据蔬菜丰收季节。

[0014] 优选的，在步骤(2)中加入的糖是蔗糖、葡萄糖和果葡糖浆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5] 优选的，在步骤(2)中所述发酵温度为15～45℃，发酵时间为10～30天。

[0016] 优选的，在步骤(3)中加入的姜黄提取物是来自姜黄，规格从姜黄素质量含量10％

到20％。

[0017] 优选的，在步骤(3)中所述复合乳酸菌的制备方法是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

酸杆菌等数量比例混合。

[0018] 优选的，在步骤(3)中，所述发酵的条件为20～40℃，密闭发酵30～90天。

[0019] 通过常规制剂工艺和辅料、食品添加剂，上述姜黄果蔬酵素可以制成保健食品、功

能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食品中的多种剂型/形态：软胶囊剂、硬胶囊、片剂、粉剂、颗粒剂、口

服液、饮料、果冻、糖果或软糖。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姜黄果蔬酵素的制备方法简单，制得的姜黄果蔬酵素能长期服用、安全性

高、对化学性肝损伤有预防和保健作用。

[0022] 姜黄素与果蔬发酵产物如蛋白质、氨基酸、有机酸的螯合，可提升姜黄素的水溶性

和生物利用率，增强姜黄素的生物活性。

[0023] 本发明制得的姜黄果蔬酵素能通过常规制剂工艺和辅料、食品添加剂，可以制成

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中食品的多种剂型/形态(如软胶囊剂、硬胶囊、片剂、

粉剂、颗粒剂、口服液、饮料、果冻、糖果、软糖等)，服用方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25] 在未作说明的情况下，本发明涉及的原料与方法均为本领域的常规原料和方法。

实施例中使用的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购自安琪酵母，植物乳杆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购自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干酪乳杆菌(lactobacillus  casei)

购自上海交大昂立生物，醋酸杆菌(Acetobacteraceti)购自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0026] 实施例1

[0027] (1)果蔬的清洗、破碎

[0028] 将火龙果、木瓜、杨桃、梅子、草莓、柑橘、洋葱、花椰菜、以及甘蓝洗净、去皮、晾干，

用剪切式粉碎机破碎至20目，得混合果蔬液。

[0029] (2)一次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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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加入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2％的蔗糖和0.02％的酵母菌，混合搅拌均匀后，室温

25～30℃，密封发酵20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4.2，得一次果蔬发酵

液。

[0031] (3)二次发酵

[0032] 向一次果蔬发酵液中按发酵液体积以1000CFU/ml接入复合乳酸菌进行第二发酵，

复合乳酸菌由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酸杆菌等数量比例混合配制。室温25～35℃，密

封发酵60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3.7。加入发酵液重量百分比1.0％

的姜黄提取物(姜黄素质量含量20％)，继续发酵10天，得二次发酵液。

[0033] (4)姜黄果蔬酵素获得

[0034] 将二次发酵液用离心机分离，以1000g离心力离心10分钟，取上清液均质、500ml玻

璃瓶罐装灭菌后，制得姜黄果蔬酵素制品。

[0035] 实施例2

[0036] (1)果蔬的清洗、破碎

[0037] 将火龙果、木瓜、桑椹、杨桃、葡萄、苹果、李子、山竹、桃、梨、草莓、柑橘、西瓜、洋

葱、花椰菜、甘蓝洗净、去皮和核、晾干，用剪切式粉碎机破碎至30目，得混合果蔬液。

[0038] (2)一次发酵

[0039] 加入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8％的葡萄糖和0.05％的酵母菌，混合搅拌均匀后，室

温25～35℃，密封发酵15天，取发酵液测得pH为4.2，得一次果蔬发酵液。

[0040] (3)二次发酵

[0041] 向一次果蔬发酵液中按发酵液体积以100CFU/ml接入复合乳酸菌进行第二发酵，

复合乳酸菌由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酸杆菌等数量比例混合配制。保温在25～37℃，

密封发酵60天，每天搅拌一小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3 .5。随后，加入发酵液重量百分比

2.0％的姜黄提取物(姜黄素质量含量15％)，继续发酵10天，得二次发酵液。

[0042] (4)姜黄果蔬酵素获得

[0043] 将二次发酵液用离心机分离，以1000g离心力离心10分钟，取上清液过均质机、

500ml玻璃瓶罐装灭菌后，制得姜黄果蔬酵素制品。

[0044] 实施例3

[0045] (1)果蔬的清洗、破碎

[0046] 将葡萄、苹果、李子、山竹、桃、梨、草莓、柑橘、西瓜、洋葱、甘蓝洗净、晾干，用剪切

式粉碎机破碎至20目，得混合果蔬液。

[0047] (2)一次发酵

[0048] 加入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8％的果葡糖浆和0.04％的酵母菌，混合搅拌均匀后，

室温20～35℃，密封发酵15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4.2，得一次果蔬

发酵液。

[0049] (3)二次发酵

[0050] 向一次果蔬发酵液中按发酵液体积以600CFU/ml接入复合乳酸菌进行第二发酵，

复合乳酸菌由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酸杆菌等数量比例混合配制。保温25～35℃，密

封发酵80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3.3。随后加入发酵液重量百分比

3.0％的姜黄提取物(姜黄素质量含量20％)，继续发酵10天，得二次发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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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4)姜黄果蔬酵素制得

[0052] 将二次发酵液用离心机分离，以1000g离心力离心10分钟，取上清液均质、500ml玻

璃瓶罐装灭菌后，制得姜黄果蔬酵素制品。

[0053] 实施例4

[0054] (1)果蔬的清洗、破碎

[0055] 将葡萄、苹果、李子、山竹、桃、梨、草莓、柑橘、西瓜、洋葱、甘蓝洗净、去皮和核后，

晾干，用剪切式粉碎机破碎至40目，得混合果蔬液。

[0056] (2)一次发酵

[0057] 加入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5％的果葡糖浆和0.02％的酵母菌，混合搅拌均匀后，

室温20～35℃，密封发酵10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4.2，得一次果蔬

发酵液。

[0058] (3)二次发酵

[0059] 向一次果蔬发酵液中按发酵液体积以1000CFU/ml接入复合乳酸菌进行第二发酵，

复合乳酸菌由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酸杆菌等数量比例混合配制。室温25～35℃，密

封发酵50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3.5。随后，加入发酵液重量百分比

1.5％的姜黄提取物(姜黄素质量含量10％)，继续发酵10天，得二次发酵液。

[0060] (4)姜黄果蔬酵素获得

[0061] 将二次发酵液用100目板框过滤机过滤，取滤液均质、500ml玻璃瓶罐装灭菌后，制

得姜黄果蔬酵素制品。

[0062] 实施例5

[0063] (1)果蔬的清洗、破碎

[0064] 将梅子、火龙果、木瓜、杨桃、洋葱、花椰菜、甘蓝洗净、晾干，用剪切式粉碎机破碎

至20目，得混合果蔬液。

[0065] (2)一次发酵

[0066] 加入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比3％的蔗糖和2％的葡萄糖，接种混合果蔬液重量百分

比0.04％的酵母菌，混合搅拌均匀后，室温25～40℃，密封发酵15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

时，取发酵液测得pH为4.1，得一次果蔬发酵液。

[0067] (3)二次发酵

[0068] 向一次果蔬发酵液中按发酵液体积以600CFU/ml接入复合乳酸菌进行第二发酵，

复合乳酸菌由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醋酸杆菌等数量比例混合配制。室温25～35℃，密

封发酵60天，每天搅拌发酵液1小时，60天后取发酵液测得pH为3.4。随后，再加入发酵液重

量百分比2.0％的姜黄提取物(姜黄素质量含量20％)，继续发酵10天，得二次发酵液。

[0069] (4)姜黄果蔬酵素获得

[0070] 将二次发酵液用100目板框过滤机过滤，取滤液均质、500ml玻璃瓶罐装灭菌后，制

得姜黄果蔬酵素制品。

[0071] 姜黄果蔬酵素的护肝效果验证实验：

[0072] 实验方法：参照《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年版)中化学性肝损伤的方

法。分组及操作：将80只小鼠适应性喂养2周后，分正常组、模型组、姜黄素组、S1、S2、S3、S4、

S5组，其中S1-5分别代表实施例1-5。除正常组和模型组外，其余组用50％的食用酒精1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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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day灌胃连续4周，姜黄素组灌胃姜黄素50mg/kg·day。S1-S5组灌胃各实施例配方姜黄

果蔬酵素液6ml/kg·day。每天1次共4周，正常组和模型灌胃同体积蒸馏水。最后1d灌胃给

酒精后，禁食不禁水12h，各组动物称重，眼球取血，静置1h后，分离血清，用于检测ALT、AST。

动物脱颈椎处死后，取肝脏组织约1g制备成10％肝脏匀浆用于检测MDA、GSH、SOD。用试剂盒

检测相关指标。

[0073] 结果处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结果均以x±s表示，多组

间均数比较首先采用方差齐性检验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0074] 结果：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血清中转氨酶的影响，如表1和表2所示。

[0075] 由表1中数据可知，模型组小鼠血清中ALT、AST水平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P<0.05)，提示造模成功。与模型组相比，姜黄素组有降低ALT、AST的趋势，而S1-

S5五个组别均能显著降低小鼠血清中ALT、AST的水平，与模型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

S1、S2、S3、S4、S5具有保护肝细胞的作用。

[0076] 表1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血清转氨酶的影响x±s

[0077]

[0078] ΔΔp<0.01,*P<0.05,**p<0.01

[0079] 由表2可知，与模型组相比，姜黄素组具有降低肝组织中MDA的含量及升高组织SOD

和GSH的趋势，而S1-S5组能明显的降低组织中MDA的含量及升高组织SOD和GSH的水平(P<

0.05-0.01)，由此提示各实施例样品对肝脏的氧化损伤有保护作用。

[0080] 表2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组织中SOD、MDA和GSH活性的影响(x±s)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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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ΔΔp<0.01,*P<0.05,**p<0.01

[0084] 综上所述，姜黄果蔬酵素对化学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且比姜黄素的护肝作用

效果好。

[0085]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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