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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鱿鱼内脏粉末酱油及其

制备方法，包括：向鱿鱼内脏打浆液中加入食盐，

混合均匀，得到原浆液；在原浆液中接种发酵剂，

发酵，得到发酵液；将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

产物、乳清蛋白和菊粉按照质量比1:1～3:1～3

混合，进行糖基化反应；将糖基化反应产物加入

所述发酵液中，搅拌，除去滤渣，杀菌得到所述鱿

鱼内脏调味酱油。本发明中通过该糖基化反应产

物可以对发酵液进行乳化，很好的解决油水分离

问题，可以更加彻底的分离油脂。另外，糖基化反

应使蛋白质的溶解度增大，可以增大酱油中的氮

含量。并且本发明将酱油利用微胶囊包埋技术，

以及喷雾干燥技术，将液体酱油制备成固体粉末

状颗粒，可以便于包装、运输和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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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鱿鱼内脏加水打浆，得到打浆液；

(2)向所述打浆液中加入重量为打浆液重量的1‑3％的食盐，混合均匀，得到原浆液；

(3)在所述原浆液中接种发酵剂，于25‑37℃下，发酵3‑7天，得到发酵液；

(4)将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乳清蛋白和菊粉按照质量比1:1～3:1～3混合，

并在50‑70℃，湿度50‑70％下进行糖基化反应，得到糖基化反应产物；将所述糖基化反应产

物加入所述发酵液中，搅拌，除去滤渣，杀菌得到鱿鱼内脏调味酱油；

(5)将大豆清洗之后，干燥并磨成粉末，过100目筛，得到大豆粉末，将大豆粉末与乳清

蛋白按照5～8:2～3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

(6)向所述混合物中加入蒸馏水，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液；

(7)将所述鱿鱼内脏调味酱油缓慢加入所述混合液中，并搅拌均匀，最后经过喷雾干

燥，得到鱿鱼内脏粉末酱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的制备过程包括：

(3‑1)从鱿鱼鱼皮中提取获得鱿鱼鱼皮胶原蛋白；

(3‑2)从鱿鱼中提取获得鱿鱼肌原纤维蛋白，并将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得到鱿鱼肌

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步骤；

(3‑3)配置鱿鱼鱼皮胶原蛋白醋酸溶液，在25‑40℃、pH  6 .0‑7 .0的条件下，加入20～

35mmol/L的氯化钠溶液，与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进行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反

应，得到所述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2)

中，所述步骤(3‑2)中，配制40mg/mL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醋酸溶液，在50℃、pH  8.0条件下，加

入3000U/g复合蛋白酶进行水解，复合酶比例为α‑糜蛋白酶:碱性蛋白酶:木瓜蛋白酶＝1:

1:0.5，反应结束后沸水浴灭酶10min终止反应，流水冷却至室温，置于0℃冰箱中保存备用，

得到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

酵剂为由植物乳杆菌、松鼠葡萄球菌和木糖葡萄球菌混合得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剂的浓

度为1×108CFU/mL。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乳杆

菌、松鼠葡萄球菌和木糖葡萄球菌的质量比为1:1～3:1～3。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剂的接

种量为原浆液质量的1～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糖基化产物

的添加量为发酵液质量的3～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鱿鱼内脏调

味酱油与混合液的质量比为2～5:1～2。

10.一种由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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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鱿鱼内脏粉末酱油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鱿鱼内脏粉末酱油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酱油是用豆、麦、麸皮酿造的一种传统液体调味品。其色泽红褐色，有独特酱香，滋

味鲜美，有助于促进食欲。酱油是人们平时烹调的常用调味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人们对市场上单一的酱油品种越来越不满足，因此，研发生产新型的酱油更加符合市

场需求。

[0003] 鱿鱼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海产品，通常在对鱿鱼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鱿鱼内脏

等废弃物，鱿鱼内脏约占鱿鱼重量的15％左右，其中仍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包括10％以上

的蛋白质、10％以上的油脂、丰富的矿物质、及墨黑色素等。目前对鱿鱼内脏的利用主要用

其生产“鱿溶浆”，该法利用内源蛋白酶的自溶作用将鱿鱼内脏液化。但通过自溶作用获得

的水解液存在明显的苦涩味和腥臭味，产品风味差，无法作为食品基料，只能作饲料。

[0004] 鱿鱼内脏的氨基酸组成与鱿鱼肌肉的氨基酸组成相似，呈味氨基酸含量丰富，且

内源蛋白酶活性很高，并有一定的耐盐性，所以用鱿鱼内脏酿制鱿鱼酱油可行。公开号为

CN102334668A的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以鱿鱼内脏为原料酿制鱿鱼酱油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取鱿鱼内脏搅碎后加食盐成为发酵物料；(2)保持温度20～55℃发酵；(3)发酵过程

中定时搅拌，并不断分出发酵醪上层浮油，并适当补充蒸发的水分；(4)发酵结束后将发酵

液与残渣分离，得到发酵液；(5)发酵液经巴氏杀菌、装瓶成为鱿鱼酱油。该专利文献中虽然

以鱿鱼加工中产生的废弃物鱿鱼内脏为制备酱油的原料，使得鱿鱼内脏得以充分利用，但

是鱿鱼内脏中的油脂含量较多，发酵得到酱油之后，需要充分分离去除浮油，若油脂不能很

好的分离去除，不但影响酱油的风味品质，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油脂容易发生酸败，并且

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鱿鱼内脏粉末酱油的制备方法，充分利用鱿鱼内脏废弃物，加

工得到风味品质俱佳的酱油。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鱿鱼内脏调味酱油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鱿鱼内脏加水打浆，得到打浆液；

[0008] (2)向所述打浆液中加入重量为打浆液重量的1‑3％的食盐，混合均匀，得到原浆

液；

[0009] (3)在所述原浆液中接种发酵剂，于25‑37℃下，发酵3‑7天，得到发酵液；

[0010] (4)将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乳清蛋白和菊粉按照质量比1:1～3:1～3 

混合，并在50‑70℃，湿度50‑70％下进行糖基化反应，得到糖基化反应产物；将所述糖基化

反应产物加入所述发酵液中，搅拌，除去滤渣，杀菌得到所述鱿鱼内脏调味酱油；

[0011] (5)将大豆清洗之后，干燥并磨成粉末，过100目筛，得到大豆粉末，将大豆粉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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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清蛋白按照5～8:2～3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

[0012] (6)向所述混合物中加入蒸馏水，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液；

[0013] (7)将所述鱿鱼内脏调味酱油缓慢加入所述混合液中，并搅拌均匀，最后经过喷雾

干燥，得到鱿鱼内脏粉末酱油。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的制备过程包括：

[0015] (3‑1)从鱿鱼鱼皮中提取获得鱿鱼鱼皮胶原蛋白；

[0016] (3‑2)从鱿鱼中提取获得鱿鱼肌原纤维蛋白，并将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得到鱿

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步骤；

[0017] (3‑3)配置鱿鱼鱼皮胶原蛋白醋酸溶液，在25‑40℃、pH  6.0‑7.0的条件下，加入20

～35mmol/L的氯化钠溶液，与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进行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

反应，得到所述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2)中，配制40mg/mL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醋酸溶液，在50℃、

pH  8.0条件下，加入3000U/g复合蛋白酶进行水解，复合酶比例为α‑糜蛋白酶:碱性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1:1:0.5，反应结束后沸水浴灭酶10  min终止反应，流水冷却至室温，置于0℃

冰箱中保存备用，得到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

[0019] 作为优选，所述发酵剂为由植物乳杆菌、松鼠葡萄球菌和木糖葡萄球菌混合得到。

[0020] 作为优选，所述发酵剂的浓度为1×108CFU/mL。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植物乳杆菌、松鼠葡萄球菌和木糖葡萄球菌的质量比为  1:1～3:1

～3。

[0022] 作为优选，所述发酵剂的接种量为原浆液质量的1～3％。

[0023] 作为优选，所述糖基化产物的添加量为发酵液质量的3～5％。

[0024] 作为优选，所述鱿鱼内脏调味酱油与混合液的质量比为2～5:1～2。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由上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鱿鱼内脏粉末酱油。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7] (1)本发明中将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得到空间结构致密的鱿鱼鱼皮胶原蛋白

自组装产物，然后将其与乳清蛋白和菊粉混合进行糖基化反应，得到糖基化反应产物，本发

明中通过该糖基化反应产物可以对发酵液进行乳化，很好的解决油水分离问题，可以更加

彻底的分离油脂。另外，糖基化反应使蛋白质的溶解度增大，可以增大酱油中的氮含量。

[0028] (2)本发明中采用的发酵剂为由植物乳杆菌、松鼠葡萄球菌和木糖葡萄球菌混合

得到，经过该发酵剂发酵鱿鱼内脏，可以很好的进行发酵分解，降低酱油中的油脂含量，去

除鱿鱼内脏浆液中的苦涩味和腥臭味，降解生物胺，进而提升了酱油风味。

[0029] (3)本发明中采用鱿鱼内脏废弃物，作为酱油制备的原料，可以充分利用废弃资

源，避免资源的浪费，并且原料成本低，大大降低了酱油的加工成本。

[0030] (4)本发明将酱油利用微胶囊包埋技术，以及喷雾干燥技术，将上述液体酱油制备

成固体粉末状颗粒，可以便于包装、运输和贮藏，并且本发明中采用大豆作为包埋原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酱油的风味。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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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实施例1

[0034] 材料的准备：

[0035] 1、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的制备：

[0036] 1.1提取鱿鱼鱼皮胶原蛋白

[0037] 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脱脂后充分水洗至中性，加入0.5M醋酸(1:10，w/v)、  0.1％(w/

v)3000U/mg胃蛋白酶反应24h，5000r/min下离心20min，上清液加入预冷氯化钠盐析，静置

4h，再离心取沉淀，上清液重复盐析操作，合并沉淀用10倍体积0.5M醋酸溶解，透析，真空冷

冻干燥后‑20℃保藏待用，得到鱿鱼鱼皮胶原蛋白。

[0038] 1.2提取鱿鱼肌原纤维蛋白以及获取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

[0039] 鱿鱼鱼肉剁碎后，加入10倍体积预冷氯化钠溶液(50mmol/L)进行匀浆，并置于冰

浴中搅拌30min，纱布过滤，8000r/min下离心15min，取沉淀再加入预冷氯化钠溶液匀浆、离

心，循环清洗3次，得到鱿鱼肌原纤维蛋白。

[0040] 配制40mg/mL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醋酸溶液，在50℃、pH  8.0条件下，加入  3000U/g

复合蛋白酶进行水解，复合酶比例为α‑糜蛋白酶:碱性蛋白酶:木瓜蛋白酶＝1:1:0.5，反应

结束后沸水浴灭酶10min终止反应，流水冷却至室温，置于0℃冰箱中保存备用，得到鱿鱼肌

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

[0041] 1.3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反应

[0042] 配置鱿鱼鱼皮胶原蛋白醋酸溶液，在25‑40℃、pH  6 .0‑7 .0的条件下，加入 

25mmol/L的氯化钠溶液，与鱿鱼肌原纤维蛋白酶解产物，进行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反

应，得到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

[0043] 2、糖基化反应

[0044] 将鱿鱼鱼皮胶原蛋白自组装产物、乳清蛋白和菊粉按照质量比1:2:2混合，并在

50‑70℃，湿度50‑70％下进行糖基化反应，得到糖基化反应产物。

[0045] 3、发酵剂制备

[0046] 将植物乳杆菌、松鼠葡萄球菌和木糖葡萄球菌按照质量比1:2:3混合得到发酵剂，

发酵剂的浓度为1×108CFU/mL。

[0047] 4、原料准备

[0048] 取新鲜鱿鱼内脏，清洗备用。

[0049] 本实施例中酱油的制备过程如下：

[0050] (1)鱿鱼内脏加水打浆，得到打浆液；

[0051] (2)向打浆液中加入重量为打浆液重量的2％的食盐，混合均匀，得到原浆液；

[0052] (3)在原浆液中接种发酵剂，于25‑37℃下，发酵5天，得到发酵液，其中发酵剂的接

种量为原浆液质量的2％；

[0053] (4)将糖基化反应产物加入所述发酵液中，搅拌，除去滤渣，杀菌得到鱿鱼内脏调

味酱油，其中，糖基化产物的添加量为发酵液质量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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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5)将大豆清洗之后，干燥并磨成粉末，过100目筛，得到大豆粉末，将大豆粉末与

乳清蛋白按照6: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

[0055] (6)向混合物中加入蒸馏水(蒸馏水与混合物的质量比为3：1)，搅拌均匀，得到混

合液；

[0056] (7)将鱿鱼内脏调味酱油缓慢加入所述混合液中(鱿鱼内脏调味酱油与混合液的

质量比为3:2)，并搅拌均匀，最后经过喷雾干燥(采用现有常规的喷雾干燥方法)，得到鱿鱼

内脏粉末酱油。

[0057] 实施例2

[0058] 本实施例中酱油的制备过程如下：

[0059] (1)鱿鱼内脏加水打浆，得到打浆液；

[0060] (2)向打浆液中加入重量为打浆液重量的2％的食盐，混合均匀，得到原浆液；

[0061] (3)在原浆液中加入米曲霉，于25‑37℃下，发酵5天，得到发酵液，其中发酵剂的接

种量为原浆液质量的2％；

[0062] (4)将糖基化反应产物加入所述发酵液中，搅拌，除去滤渣，杀菌得到鱿鱼内脏调

味酱油，其中，糖基化产物的添加量为发酵液质量的4％；

[0063] (5)将大豆清洗之后，干燥并磨成粉末，过100目筛，得到大豆粉末，将大豆粉末与

乳清蛋白按照6: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

[0064] (6)向混合物中加入蒸馏水(蒸馏水与混合物的质量比为3：1)，搅拌均匀，得到混

合液；

[0065] (7)将鱿鱼内脏调味酱油缓慢加入所述混合液中(鱿鱼内脏调味酱油与混合液的

质量比为3:2)，并搅拌均匀，最后经过喷雾干燥(采用现有常规的喷雾干燥方法)，得到鱿鱼

内脏粉末酱油。

[0066] 实施例3

[0067] 本实施例中酱油的制备过程如下：

[0068] (1)鱿鱼内脏加水打浆，得到打浆液；

[0069] (2)向打浆液中加入重量为打浆液重量的2％的食盐，混合均匀，得到原浆液；

[0070] (3)在原浆液中加入发酵剂，于25‑37℃下，发酵5天，除去滤渣，经巴氏杀菌得到酱

油，其中发酵剂为植物乳杆菌、松鼠葡萄球菌和木糖葡萄球菌按照质量比1:2:3混合得到发

酵剂，发酵剂的浓度为1×108CFU/mL，其中发酵剂的接种量为原浆液质量的2％。

[0071] (5)将大豆清洗之后，干燥并磨成粉末，过100目筛，得到大豆粉末，将大豆粉末与

乳清蛋白按照6: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

[0072] (6)向混合物中加入蒸馏水(蒸馏水与混合物的质量比为3：1)，搅拌均匀，得到混

合液；

[0073] (7)将鱿鱼内脏调味酱油缓慢加入所述混合液中(鱿鱼内脏调味酱油与混合液的

质量比为3:2)，并搅拌均匀，最后经过喷雾干燥(采用现有常规的喷雾干燥方法)，得到鱿鱼

内脏粉末酱油。

[0074] 对比例1

[0075] 本对比例中酱油的制备方法如下：

[0076] (1)鱿鱼内脏加水打浆，得到打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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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2)向打浆液中加入重量为打浆液重量的2％的食盐，混合均匀，得到原浆液；

[0078] (3)在原浆液中加入发酵剂米曲霉，于25‑37℃下，发酵5天，除去滤渣，经巴氏杀菌

得到酱油，其中发酵剂的接种量为原浆液质量的2％；

[0079] (5)将大豆清洗之后，干燥并磨成粉末，过100目筛，得到大豆粉末，将大豆粉末与

乳清蛋白按照6: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

[0080] (6)向混合物中加入蒸馏水(蒸馏水与混合物的质量比为3：1)，搅拌均匀，得到混

合液；

[0081] (7)将上述酱油缓慢加入混合液中(酱油与混合液的质量比为3:2)，并搅拌均匀，

最后经过喷雾干燥(采用现有常规的喷雾干燥方法)，得到粉末酱油。

[0082] 通过对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的酱油产品进行总氮(g/100mL)、氨基酸态氮(g/

100mL)以及总酸(g/100mL)的测量，其中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  1中的液态酱油的结果见

表1，制备成粉末酱油之后的结果见表2。

[0083] 表1

[0084]

[0085]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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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上述仅以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技术内容，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但

不代表本实施例的实施方式仅限于此，任何依本实施例所做的技术延伸或再创造，均受本

实施例的保护。本实施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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