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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食醋酿造领域，具体为一种食醋

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解决现有方

法判定结果差别大、易误判及耗时耗力等问题，

感官判定与理化指标检测判定相结合方法，包括

色泽、体态、温度、乙醛及醋醅酸度检测，判断时

静置，醋液呈现红棕色，有光泽，澄清透亮，体态

均一；醋醅中层中心温度降为40℃以下；乙醛判

断：当翻醅前发酵容器内的乙醛含量显示值在0‑

80ppm，倒缸后经过3‑4h，测定结果依然≤80ppm；

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基础上每间隔4h测定醋醅酸

度变化±0.1以内，视为成醅。达到提高出醅质量

和出品率的目的，避免发酵不完全，乙醛转化不

完全，食醋出品率低，食醋乙醛味较浓，方法简便

易行，实现了对终点的科学判断，有利于食醋生

产过程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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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醋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其特征是检测判断方法为感官判定与

理化指标检测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一、检测方法

1）色泽、体态检测：

取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均匀静置后，放于比色管中，在白色背景下观察其色泽与

体态；

2）温度检测：

将温度传感器置于醋醅中层中心测定温度，待数显数值稳定后再读数，测得醋醅实时

温度；

3）乙醛检测：

将乙醛检测仪的入口管伸入醋醅缸内上方空气，等乙醛数值稳定后读数，测得乙醛实

时含量；

4）醋醅酸度检测；

二、判定方法

在醋酸发酵结束预判期1-3天内，

1）观察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静置0-30分钟观察，醋液呈现红棕色，有光泽，澄清

透亮，体态均一；

2）温度判断：醋醅中层中心温度降为40℃以下；

3）乙醛判断：当翻醅前发酵容器内的乙醛含量显示值均在0-80ppm，倒缸后经过3-4h，

测定结果依然≤80ppm；

4）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基础上每间隔4h测定醋醅酸度变化在±0.1以内，则视为醋酸发

酵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醋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其特征是醋醅

酸度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1）在醋酸发酵缸的醋醅上层、中层、下层各取150g，然后混合取样5g，作为被测醋醅样

品；

2）称取5.00g醋醅于250mL具塞三角瓶中，加入200mL蒸馏水，盖紧塞，将瓶置于60℃的

水浴中，5min后摇匀开始计时，隔5min摇匀一次，15min后取出冷却至室温进行检测；

3）吸取20.0mL上清液，置于250mL烧杯中，加60mL水，开动磁力搅拌器，用0.100mol/L氢

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酸度计指示pH8.20，记下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同时

做试剂空白试验，计算样品总酸含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醋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其特征是利用

乙醛测定仪测定发酵容器内乙醛含量的方法步骤如下：

1）乙醛测定仪选用量程为0-2000ppm，精度为±2ppm的仪器；

2）首先按住乙醛测定仪开关键3秒进行开机，预热2分钟，观察显示器上数值的变化，空

气中显示为零时即可准备检测；

3）将乙醛检测仪的入口管伸入发酵容器内的上方空气中对发酵气体进行检测，等乙醛

数值稳定后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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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醋酿造中固态醋酸发酵成醅快速检测判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醋酿造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食醋酿造中固态醋酸发酵成醅快速检

测判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食醋酿造是通过以粮食及其副产品为原料，以曲等作为糖化发酵剂，经过酒精发

酵后采用固态醋酸发酵，经过淋醋、灭菌等工序而酿制成食醋。其中准确判断醋酸发酵尤为

重要，关系着食醋的风味与出品率。醋酸发酵中，乙醇变为乙酸，经过2步生物化学反应，首

先乙醇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化成乙醛；第二步乙醛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下转化为乙

酸。醋酸发酵终点判断不准确，发酵不完全，乙醛未转化为乙酸，影响食醋出品率，醋风味不

良；食醋发酵完全，继续发酵，会导致醋醅过熟（过氧化），部分乙酸再次氧化成二氧化碳和

水，也影响出品率，同时醋醅过熟，部分菌体衰老死亡，发生腐败变质，影响醋醅风味。

[0003] 目前食醋酿造的固态醋酸发酵成醅（发酵结束点，即为压醅时间）判断方法往往是

根据经验闻醅子气味，看醅子的色泽光亮，品醅子的味道，这需要较高水平的酿醋技术功

底，对酿造人员业务能力要求较高，一般员工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种经验式的人工判断方

法，如遇上从业人员感冒或者身体不适，可能出现误判。另外人员的经验水平不一，往往判

定结果有差别。有些企业虽然采取测定醋醅的酸度来进一步确定成醅，但取样醋醅方法不

标准导致测量误差，检测间隔时间较长，一般为24h测定一次，需要发酵预判期3天内进行检

测，耗时耗力，不利于提高食醋出品率和风味等品质，不利于食醋固态酿造的标准化、节约

化，无法适应于食醋生产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有些企业采取加还原糖、残留酒精等指

标判定，但只局限于固定发酵工艺，不具有普遍性，不同醋酸发酵工艺成醅理化指标差异性

比较大。此外检测成本较高、耗时较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食醋酿造过程中对发酵成醅的判断方法采用传统人工经验

式方法存在判定结果差别较大、易误判或是采用测定醋醅酸度方法来确定存在耗时耗力等

问题，提供一种食醋酿造中固态醋酸发酵成醅快速检测判定方法。

[0005]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食醋酿造中固态醋酸发酵成醅快速检测

判定方法，本发明的创新点在于检测判断方法为感官判定与理化指标检测判定相结合的方

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6] 一种食醋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检测判断方法为感官判定与理化指

标检测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7] 一、检测方法

[0008] 1）色泽、体态检测：

[0009] 取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均匀静置后，放于比色管中，在白色背景下观察其色

泽与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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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2）温度检测：

[0011] 将温度传感器置于醋醅中层中心测定温度，待数显数值稳定后再读数，测得醋醅

实时温度；

[0012] 3）乙醛检测：

[0013] 将乙醛检测仪的入口管伸入醋醅缸内上方空气，等乙醛数值稳定后读数，测得乙

醛实时含量；

[0014] 4）醋醅酸度检测；

[0015] 二、判定方法

[0016] 在醋酸发酵结束预判期1-3天内，

[0017] 1）观察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静置0-30分钟观察，醋液呈现红棕色，有光泽，

澄清透亮，体态均一；

[0018] 2）温度判断：醋醅中层中心温度降为40℃以下；

[0019] 3）乙醛判断：当翻醅前发酵容器内的乙醛含量显示值均在0-80ppm，倒缸后经过3-

4h，测定结果依然≤80ppm；

[0020] 4）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基础上每间隔4h测定醋醅酸度变化在±0.1以内，则视为醋

酸发酵结束。

[0021] 进一步地，醋醅酸度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0022] 1）在醋酸发酵缸的醋醅上层、中层、下层各取150g，然后混合取样5g，作为被测醋

醅样品；

[0023] 2）称取5.00g醋醅于250mL具塞三角瓶中，加入200mL蒸馏水，盖紧塞，将瓶置于60

℃的水浴中，5min后摇匀开始计时，隔5min摇匀一次，15min后取出冷却至室温进行检测；

[0024] 3）吸取20 .0mL上清液，置于250mL烧杯中，加60mL水，开动磁力搅拌器，用

0.100mol/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酸度计指示pH8.20，记下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的体积，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计算样品总酸含量。

[0025] 进一步地，利用乙醛测定仪测定发酵容器内乙醛含量的方法步骤如下：

[0026] 1）乙醛测定仪选用量程为0-2000ppm，精度为±2ppm的仪器；

[0027] 2）首先按住乙醛测定仪开关键3秒进行开机，预热2分钟，观察显示器上数值的变

化，空气中显示为零时即可准备检测；

[0028] 3）将乙醛检测仪的入口管伸入发酵容器内的上方空气中对发酵气体进行检测，等

乙醛数值稳定后读数。

[0029] 由于固态醋酸发酵为分层发酵，上中下层略有区别，所以本发明采用三层取样混

匀，具有代表性，所测酸度准确。

[0030] 上述总酸测定方法及计算方法是公知的，具体为GB/T5009.41-2003食醋卫生标准

的分析方法，结果试样中总酸的含量（以乙酸计）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0031] X=

[0032] X——试样中总酸的含量（以乙酸计），单位为克每百毫升（g/100mL）；

[0033] V1——测定用试样稀释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0034] V2——试剂空白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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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c——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036] 0.060——与1.00m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OH)=1 .000mol/L]相当的乙酸的质

量，单位为克（g）；

[0037] V——试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0038] 公知，醋酸发酵终点判断不准确，主要包括第一发酵不完全，乙醛未转化为乙酸，

影响食醋出品率，醋风味不良；第二食醋发酵完全，继续发酵，会导致醋醅过熟（过氧化），部

分乙酸再次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也影响出品率，同时醋醅过熟，部分菌体衰老死亡，发生

腐败变质，容易醋醅风味。

[0039] 本发明所采用的检测方法和判定方法，将感官判定与理化指标检测判定相结合，

尤其是引入了一种新的理化检测指标—乙醛数值来判定成醅终点，结果判断准确、实用性

较强、方便快捷，而且本发明通过将乙醛指标与色泽和体态指标、温度指标、醋醅酸度指标

进行了对比试验，经过验证，乙醛数值可以单独作为判断成醅终点的检测指标，其判定结果

准确可靠，如果与其他三个指标结合起来一起作为成醅终点的判定指标，其结果更加准确

无误，可操作性强，其温度指标、乙醛指标都可实现随时在线检测，方便快捷。

[0040] 为了证明本发明所述检测判定方法的准确性，进行了以下试验：本发明申请人跟

踪了不同食醋厂家缸式发酵、池子发酵、转筒发酵共计90批次醋醅的发酵情况，每天对发酵

醋醅进行醅温测量及翻醅操作一次，从醋酸发酵第6天开始到发酵结束期间，每天翻醅前后

分别对发酵容器内的空气进行乙醛含量检测、对醋醅进行温度检测、观察醋醅缸或醋醅池

底部醋液，同时每间隔4h测定醋醅酸度变化。汇总上述90批次醋醅的试验数据得到，当翻醅

后发酵容器内的乙醛含量≤80ppm时，醋醅中层中心温度下降至40℃以下，醋醅酸度变化在

±0.1以内，醋醅有酸香味，醛味不明显，没有返火味，且品尝时没有甜味，即达到发酵终点。

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检测方法及判定方法，结果判断准确，方便快捷，对不同类的醋醅终点判

断具有广泛性和很好的实用性。

[0041] 为了进一步证明本发明所述判定方法的准确性，进行了以下对比试验：

[0042] 醋醅入缸条件为酒精度4.5±0.2°、水分64%-66%、麸皮量70%、谷糠量55%、稻壳量

55%，在此基础上进行醋酸发酵，跟踪了不同食醋厂家醋酸发酵阶段醋醅指标的变化情况，

色泽和体态指标、温度指标、醋醅酸度指标、乙醛含量的对比，且对不同阶段的醋醅进行了

淋醋，其感官品评结果也一并列入对比结果中，具体内容如下：

[0043]

[0044] 可见本方法对判断醋酸发酵结束点是具有优势的，对提高食醋品质、出品率，提高

生产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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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为了证明本发明所述检测方法和判定方法相较于传统经验式判断的优势，进行了

以下对比试验：

[0046] 采用本发明所述方法对某一食醋发酵缸内的醋醅样品进行检测判定，结果是成醅

的标准为新醅酒精度为4.5度，缸式发酵时长为140-148h，发酵结束所测总酸为4.7、4.75，

发酵结束总酸预计为4.8g/100mL。

[0047] 而根据传统经验式判断，3位人员判断成醅（发酵结束点），发酵时长分别为120h、

140h、170h，得到总酸分别为4.3、4.7、4.4。

[0048] 最后对三种醋醅样分别进行淋醋，品评食醋。结果显示如下

[0049] 醋醅酸度 香气滋味

4.3 具有食醋固有的滋味和香气、酸甜适口、柔和醇厚、但醛味较重

4.7 具有食醋固有的滋味和香气、酸甜适口、柔和醇厚

4.4 具有食醋固有的香气、酸甜适口、柔和醇厚、但有邪杂味

[0050] 由上述试验可知，本发明的判定结果与其中一位人员的经验式判断结果相似，达

到理想的成醅终点，而其余两位人员的判断有偏差，所以依靠传统经验式判断可能会出现

误判，而且不利于食醋固态酿造的标准化、节约化生产。

[005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将醋酸发酵成醅预判期的检测判断时间由

24-76h缩短到4-8h，同时减少检测频次，降低检测成本，本方法可以避免醋酸发酵时间过短

或过长，达到提高出醅质量和出品率的目的，避免发酵不完全，乙醛转化不完全，食醋出品

率低，食醋乙醛等味较浓；避免出现返火而降酸，醋醅出现腐败臭味，方法简便易行，适合于

食醋生产厂家在醋酸发酵阶段对终点进行科学的判断，有利于食醋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继

而满足食醋生产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需要，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53] 实施例1：

[0054] 一种食醋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检测判断方法为感官判定与理化指

标检测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5] 一、检测方法

[0056] 1）色泽、体态检测：

[0057] 取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均匀静置后，放于比色管中，在白色背景下观察其色

泽与体态；

[0058] 2）温度检测：

[0059] 将温度传感器置于醋醅中层中心测定温度，待数显数值稳定后再读数，测得醋醅

实时温度；

[0060] 3）乙醛检测：

[0061] 将乙醛检测仪的入口管伸入醋醅缸内上方空气，等乙醛数值稳定后读数，测得乙

醛实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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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4）醋醅酸度检测；

[0063] 醋醅酸度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0064] 1）在醋酸发酵缸的醋醅上层、中层、下层各取150g，然后混合取样5g，作为被测醋

醅样品；

[0065] 2）称取5.00g醋醅于250mL具塞三角瓶中，加入200mL蒸馏水，盖紧塞，将瓶置于60

℃的水浴中，5min后摇匀开始计时，隔5min摇匀一次，15min后取出冷却至室温进行检测；

[0066] 3）吸取20 .0mL上清液，置于250mL烧杯中，加60mL水，开动磁力搅拌器，用

0.100mol/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酸度计指示pH8.20，记下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的体积，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计算样品总酸含量。

[0067] 二、判定方法

[0068] 在醋酸发酵结束预判期1-3天内，

[0069] 1）观察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静置15分钟观察，醋液呈现红棕色，有光泽，澄

清透亮，体态均一；

[0070] 2）温度判断：醋醅中层中心温度降为33-37℃；

[0071] 3）乙醛判断：当翻醅前发酵容器内的乙醛含量显示值均在72ppm，倒缸后经过3h，

测定结果依然≤80ppm；

[0072] 4）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基础上每间隔4h测定醋醅酸度变化在±0.1以内，则视为醋

酸发酵结束。

[0073] 利用乙醛测定仪测定发酵容器内乙醛含量的方法步骤如下：

[0074] 1）乙醛测定仪选用量程为0-2000ppm，精度为±2ppm的仪器；

[0075] 2）首先按住乙醛测定仪开关键3秒进行开机，预热2分钟，观察显示器上数值的变

化，空气中显示为零时即可准备检测；

[0076] 3）将乙醛检测仪的入口管伸入发酵容器内的上方空气中对发酵气体进行检测，等

乙醛数值稳定后读数。

[0077] 上述总酸测定方法及计算方法是公知的，具体为GB/T5009.41-2003食醋卫生标准

的分析方法，结果试样中总酸的含量（以乙酸计）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0078] X=

[0079] X——试样中总酸的含量（以乙酸计），单位为克每百毫升（g/100mL）；

[0080] V1——测定用试样稀释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0081] V2——试剂空白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0082] c——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083] 0.060——与1.00m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OH)=1 .000mol/L]相当的乙酸的质

量，单位为克（g）；

[0084] V——试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0085] 实施例2：

[0086] 一种食醋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检测判断方法为感官判定与理化指

标检测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87] 一、检测方法，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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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二、判定方法

[0089] 在醋酸发酵结束预判期1-3天内，

[0090] 1）观察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静置10分钟观察，醋液呈现红棕色，有光泽，澄

清透亮，体态均一；

[0091] 2）温度判断：醋醅中层中心温度降为37-40℃；

[0092] 3）乙醛判断：当翻醅前发酵容器内的乙醛含量显示值均在60ppm，倒缸后经过3h，

测定结果依然≤80ppm；

[0093] 4）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基础上每间隔4h测定醋醅酸度变化在±0.08以内，则视为

醋酸发酵结束。

[0094] 实施例3：

[0095] 一种食醋酿造中醋酸发酵成醅检测判定方法，检测判断方法为感官判定与理化指

标检测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96] 一、检测方法，同实施例1.

[0097] 二、判定方法

[0098] 在醋酸发酵结束预判期1-3天内，

[0099] 1）观察醋醅缸或醋醅池底部醋液：静置15分钟观察，醋液呈现红棕色，有光泽，澄

清透亮，体态均一；

[0100] 2）温度判断：醋醅中层中心温度降为35-38℃；

[0101] 3）乙醛判断：当翻醅前发酵容器内的乙醛含量显示值均在55ppm，倒缸后经过4h，

测定结果依然≤80ppm；

[0102] 4）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基础上每间隔4h测定醋醅酸度变化在±0.06以内，则视为

醋酸发酵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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