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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使用复合菌快速发酵生产萍乡擦菜的

方法，从自然发酵搓菜中筛选并鉴定出两类优势

菌种：乳酸菌和酵母菌。并以这两类菌作为初始

发酵菌种，将洗净的蔬菜干燥至水分含量15~
65%，将纯化得到或购买的优势乳酸-优势酵母，

以乳酸菌:酵母菌=1~6:1~6接种至蔬菜表面，接

种量为蔬菜总量的0.5~5%，均匀搅拌后压实，并

置于已灭菌容器中，封口后避光阴凉保存，20~30

天后即可取出食用。本发明发酵时间只需自然发

酵的1/3，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益；口感、色泽等均

优于或接近自然发酵搓菜；相对传统发酵泡菜，

亚硝酸盐含量明显减少，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

人工发酵菌群可控，乳酸-酵母复合菌在协同共

生中提高了对腐败菌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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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用复合菌快速发酵生产萍乡擦菜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选择适合的乳酸菌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菌，灭菌

10  ~  40  min，备用；所述的乳酸菌培养基为MRS或LBS固体或液体培养基；

选择适合的酵母菌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菌，灭菌10  ~ 

40  min，备用；所述的酵母菌培养基为YPD或PDA固体或液体培养基；

（2）将步骤（1）所述的乳酸菌培养基和酵母菌培养基移植到平板上，再将优势乳酸菌和

优势酵母菌按定期移植法、平板划线法或斜面法进行菌种活化，接种到有培养基的平板上，

30~37℃恒温培养2-3天；

（3）将活化后的优势乳酸菌和优势酵母菌菌种分别转接至按步骤（1）所述的相应的液

体培养基中，30~37℃恒温培养2-3天，得到优势乳酸菌和优势酵母菌纯种菌液，混合成乳

酸-酵母复合菌溶液，混合比例为乳酸菌总量:酵母菌总量=1~6:1~6；

（4）将洗净的蔬菜干燥至水分含量为15~65%，然后，将步骤（3）的乳酸-酵母复合菌溶液

喷洒接种于蔬菜表面，最终接种量为蔬菜总质量的0.5~5%，拌匀后置于密闭灭菌容器中厌

氧阴凉避光发酵，一个月后取出，即可食用；

所述优势乳酸菌和优势酵母菌的筛选纯化过程按以下方法操作：

称取1~50质量份数的自然发酵擦菜，在无菌环境下剪碎后，浸泡于10~50倍体积灭菌水

中，震荡0.5~2  h后，再加无菌水制成10倍稀释液；在此基础上，再加无菌水制成10-2稀释液，

以此类推，直至将样品稀释到10-7倍；从中选择适宜稀释液，涂布在初筛平板培养基上，30~
37  ℃倒置厌氧培养24~48  h，取平板上形态不同的菌落，分别在与初筛培养基相同成分的

培养基上划线分离，重复分离3次后，-4℃斜面保藏；

其中，筛选出纯种菌种为植物乳杆菌、布氏乳杆菌、西方伊萨酵母和东方伊萨酵母的菌

种作为初始发酵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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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使用复合菌快速发酵生产萍乡擦菜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萍乡擦菜的制作过程是将新鲜的蔬菜（白菜、青菜、黄瓜、萝卜、豇豆、芥菜等）

晒干揉擦后，置于密闭缸内。蔬菜分层而放，在缸口处放置一些洗净的稻草，或用干净的大

石头压住，赶尽缸内空气，自然发酵，一般三个月后即可食用。

[0003] 萍乡的擦菜制作已有上百年历史，擦菜口感独特，干香爽口，深受当地居民的喜

爱。目前，大部分发酵蔬菜含盐量高、含发酵母液、亚硝酸盐含量偏高，保质期不长。而擦菜

制作过程不加盐，亚硝酸盐含量低；且没有发酵母液，能较好地保留蔬菜中的营养成分；同

时擦菜含水量低，利于保存和运输，保质期可长达两年。可见，萍乡擦菜有不可比拟的优点。

然而，传统方法加工萍乡擦菜存在着杂菌不易控制、发酵菌群代谢产物复杂、蔬菜的腌制时

间较长等问题。

[0004] 近年来，发酵蔬菜的加工技术已由传统的纯手工制作向全自动机器化方向转变。

人工发酵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稳定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与此同时，现代微生物发酵技

术在蔬菜发酵过程中的应用，可使蔬菜的发酵时间大大缩短，同时还可以提高成品的质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使用乳酸-酵母复合菌，对新鲜蔬菜进行人工发酵，快速生产萍乡

擦菜。

[0006] 本发明首先从传统萍乡擦菜中提取纯化出优势菌种，并分别对其进行鉴定（形态

观察、革兰氏染色、生理生化特性、分子生物学鉴定等将菌落鉴定至属，再用现代分子实验

技术如16SrDNA测序分析及26SrDNAD1/D2  区基因克隆序列分析将微生物鉴定至种）。鉴定

后的优势菌，依据其生长特性，产酸和产醇能力以及菌种间拮抗试验，筛选出优势乳酸菌

有：植物乳杆菌、布氏乳杆菌、戊糖乳杆菌、短乳杆菌、粪肠球菌；筛选出优势酵母菌有：东方

伊萨酵母、西方伊萨酵母、酿酒酵母、鲁氏酵母、毕赤酵母。利用筛选鉴定出的乳酸-酵母复

合菌作为初始发酵菌种，对蔬菜进行人工发酵。乳酸-酵母复合菌适用于食品蔬菜加工行

业，能为食品提供风味物质和良好的质地；还能够降低发酵蔬菜的pH值，抑制腐败微生物和

病原菌的生长；大大缩短蔬菜的发酵时间，延长保藏期；改善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平衡，增强

机体的免疫力；大幅度降低腌菜的亚硝酸盐含量，提高食品安全性。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使用复合菌快速发酵生产萍乡擦菜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选择适合的乳酸菌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菌，

灭菌10  ~  40  min，备用；所述的乳酸菌培养基可以为MRS、LBS等固体或液体培养基。

[0010] 选择适合的酵母菌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菌，灭菌

10  ~  40  min，备用；所述的酵母菌培养基可以为YPD、PDA等固体或液体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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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2）将步骤（1）所述的乳酸菌培养基和酵母菌培养基移植到平板上，再将优势乳酸

菌和优势酵母菌按定期移植法、平板划线法或斜面法进行菌种活化，接种到有培养基的平

板上，30~37℃恒温培养2-3天。

[0012] （3）将活化后的优势乳酸菌和优势酵母菌菌种分别转接至按步骤（1）所述的相应

的液体培养基中，30~37℃恒温培养2-3天，得到优势乳酸菌和优势酵母菌纯种菌液，混合成

乳酸-酵母复合菌溶液，混合比例为乳酸菌总量:酵母菌总量=1~6:1~6。

[0013] （4）将洗净的蔬菜干燥至水分含量为15~65%，然后，将步骤（3）的乳酸-酵母复合菌

溶液喷洒接种于蔬菜表面，最终接种量为蔬菜总质量的0.5~5%，拌匀后置于密闭灭菌容器

中厌氧阴凉避光发酵，一个月后取出，即可食用。

[0014] 本发明所述的优势乳酸菌为东方伊萨酵母、西方伊萨酵母、酿酒酵母、鲁氏酵母或

毕赤酵母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的优势酵母菌为植物乳杆菌、布氏乳杆菌、戊糖乳杆菌、短

乳杆菌、粪肠球菌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5] 本发明所述的优势乳酸菌和优势酵母菌，可以是市售纯菌。也可以是从自然发酵

的擦菜中筛选纯化得到。

[0016] 本发明所述优势乳酸菌和优势酵母菌的筛选纯化过程可按以下方法操作。

[0017] 称取1~50质量份数的自然发酵擦菜，在无菌环境下剪碎后，浸泡于10~50倍体积灭

菌水中，震荡0.5~2  h后，再加无菌水制成10倍稀释液。在此基础上，再加无菌水制成10-2稀

释液，以此类推，直至将样品稀释到10-7倍。从中选择适宜稀释液，涂布在初筛平板培养基

上，30~37  ℃倒置厌氧培养24~48  h，取平板上形态不同的菌落，分别在与初筛培养基相同

成分的培养基上划线分离，重复分离3次后，-4  ℃斜面保藏，筛选出优势酵母菌：东方伊萨

酵母、西方伊萨酵母、酿酒酵母、鲁氏酵母、毕赤酵母和乳酸菌：植物乳杆菌、布氏乳杆菌、戊

糖乳杆菌、短乳杆菌、粪肠球菌。依据所选菌种，分别纯化。

[0018] 本发明的主要特点是。

[0019] 1、乳酸-酵母复合菌可以为擦菜提供良好的风味和质地，并能够降低发酵蔬菜的

pH值，抑制腐败微生物的生长，进而起到防腐的作用。

[0020] 2、采用纯菌发酵，发酵过程中乳酸菌产酸，亚硝酸盐在酸性的环境中能被迅速降

解，减少擦菜中亚硝酸盐含量。

[0021] 3、酵母菌和乳酸菌有其各自的生理生化特性，当这两种微生物一起培养时，可以

发挥互惠、协同、加强等优势。使发酵环境达到最优，在协同共生中提高对腐败菌的抑制作

用。

[0022] 4、使用直投式复合菌发酵，可以将发酵时间缩短至自然发酵所需时间的1/3，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应理解本发明的范围非仅限于这

些实施例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

[0025] （1）取自然发酵擦菜10  g，在无菌环境下剪碎后，浸泡于90  mL灭菌水中，震荡30 

min后，加无菌水制成10倍稀释液。再取1体积  10倍稀释液加入9  体积灭菌水中，混匀，制成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5995785 B

4



10-2稀释液，以此类推，将样品稀释至10-7倍。选择10-3稀释度，涂布在初筛平板培养基上，36

℃  倒置厌氧培养48  h，取平板上形态不同的菌落，分别在与初筛培养基相同成分的培养基

上划线分离，重复分离3次后，筛选出纯种植物乳杆菌、布氏乳杆菌、西方伊萨酵母和东方伊

萨酵母的菌种，-4℃斜面保藏，以此作为初始发酵菌种。

[0026] （2）分别配制MRS固体和液体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  121℃高压蒸汽

灭菌，灭菌20  min，备用。

[0027] （3）分别配制YPD固体和液体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  121℃高压蒸汽

灭菌，灭菌20  min，备用。

[0028] （4）将培育出的植物乳杆菌、布氏乳杆菌、西方伊萨酵母和东方伊萨酵母的菌种按

定期移植法分别进行菌种活化，并接种到平板内的备用固体培养基上，35℃恒温培养2天。

[0029] （5）活化后的植物乳杆菌和布氏乳杆菌转接至MRS液体培养基中，东方伊萨酵母和

西方伊萨酵母菌种转接至YPD液体培养基中，35℃恒温培养2天，得植物乳杆菌、布氏乳杆

菌、西方伊萨酵母和东方伊萨酵母纯种菌液，备用。

[0030] （6）洗净的芥菜鼓风干燥至水分含量为55  %，取出冷却后，将植物乳杆菌-布氏乳

杆菌-西方伊萨酵母-东方伊萨酵母复合菌液接种至芥菜表面，配比为植物乳杆菌:布氏乳

杆菌:西方伊萨酵母:东方伊萨酵母=1:1:2:2，接种量为芥菜总量的1%，拌匀后置于密闭灭

菌容器中厌氧阴凉避光发酵，一个月左右取出，即可食用。风味、色泽、口感等与自然发酵擦

菜一致。

[0031] 实施例2。

[0032] （1）配制LBS液体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菌，灭菌30 

min，备用。

[0033] （2）配制PDA液体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菌，灭菌30 

min，备用。

[0034] （3）购买市售植物乳杆菌、短乳杆菌、毕赤酵母和酿酒酵母，按平板划线法分别进

行菌种活化，分别接种到平板内的备用液体培养基上，32℃恒温培养3天。

[0035] （4）活化后的植物乳杆菌及短乳杆菌转接至LBS液体培养基中，毕赤酵母和酿酒酵

母菌种转接至PDA液体培养基中，32℃恒温培养3天，得植物乳杆菌、短乳杆菌、毕赤酵母和

酿酒酵母纯种菌液，备用。

[0036] （2）将洗净的包心菜自然晒干至水分含量为50  %，将乳酸-酵母复合菌液接种至芥

菜表面，配比为植物乳杆菌:短乳杆菌:毕赤酵母:酿酒酵母=2:1:1:3，接种量为包心菜总量

的2%，拌匀后置于密闭灭菌容器中厌氧阴凉避光发酵，一个月左右取出，即可食用。风味、色

泽、口感等与自然发酵擦菜一致。

[0037] 实施例3。

[0038] （1）配制MRS液体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菌，灭菌20 

min，备用。

[0039] （3）配制马铃薯葡萄糖液体培养基，分装至锥形瓶内，塞上棉塞，121℃高压蒸汽灭

菌，灭菌20  min，备用。

[0040] （4）购买市售戊糖乳杆菌、粪肠球菌、东方伊萨酵母和鲁氏酵母，按平板划线法分

别进行菌种活化，分别接种到平板内的备用液体培养基上，32℃恒温培养3天。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5995785 B

5



[0041] （5）活化后的戊糖乳杆菌和粪肠球菌转接至MRS液体培养基中，东方伊萨酵母和鲁

氏酵母菌种转接至马铃薯葡萄糖液体培养基中，35℃恒温培养3天，得到戊糖乳杆菌、粪肠

球菌、东方伊萨酵母和鲁氏酵母纯种菌液，备用。

[0042] （6）洗净的萝卜菜鼓风干燥至水分含量为30  %，取出冷却后，将戊糖乳杆菌-粪肠

球菌-东方伊萨酵母-鲁氏酵母复合菌液接种至芥菜表面，配比为戊糖乳杆菌:粪肠球菌:东

方伊萨酵母:鲁氏酵母=3:1:5:2，接种量为萝卜菜总量的3%，拌匀后置于密闭灭菌容器中厌

氧阴凉避光发酵，一个月左右取出，即可食用。风味、色泽、口感等与自然发酵擦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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