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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饮料生产技术领域，为提高苦荞黄

酮的溶出，改善产品风味，开拓苦荞饮品的新品

类，提高苦荞综合开发水平，提供一种富含黄酮

苦荞醋酸发酵饮料及其制备方法。以苦荞作为主

粮，经酒精发酵后，以苦荞壳作为辅料添加醋酸

菌进行醋酸发酵，然后进行淋醋，对苦荞黄酮和

醋酸进行充分提取，过滤、灭菌得到苦荞醋原液，

加入蜂蜜、白砂糖调味即可。本发明所述苦荞醋

酸发酵饮料通过二次发酵，风味好且营养丰富，

同时，具有一定的降血压、通肠道、抗氧化功能，

适用人群较广。本发明提高苦荞资源的综合利用

水平，提高了苦荞的经济效益。本发明开创了苦

荞发酵饮料的新品类、符合人们日益增长的食疗

保健需求，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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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的制备方法，以苦荞作为主粮，经酒精发酵后，以

苦荞壳作为辅料添加醋酸菌进行醋酸发酵，然后进行淋醋，对苦荞黄酮和醋酸进行充分提

取，过滤、灭菌得到苦荞醋原液，加入蜂蜜、白砂糖调味即可，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苦荞米、低温大曲的预处理：主粮苦荞米去杂、除尘、粉碎至10目后备用；低温大曲

粉碎至10目后备用；

（2）润料：用主粮苦荞米总重60%的水，均匀洒在主料上，并翻拌均匀；

（3）蒸煮：蒸锅加入其容积1/3的水，加热煮沸后，将1/3润料的主粮均匀的洒在蒸笼的

纱布上，蒸笼圆气后，剩下的主粮分2次分别洒于蒸笼上，待主粮全部洒完，蒸锅圆气后，开

始计时30min，关火后，将蒸熟的主粮摊凉于酒精发酵缸中，待凉至25-32℃，进入下一工序；

（4）酒精发酵：将晾凉的主粮、低温大曲、水按照重量配比为5:3:17投入酒精发酵缸中，

搅拌均匀，室温下进行酒精发酵；前3d敞口发酵，并每天搅拌2次，之后封缸，静止发酵≥7d，

直到缸内酒醪的温度下降至室温，酒精发酵结束，得成熟酒醪，取酒醪上清液备用；

（5）醋酸发酵：酒精发酵结束后，将苦荞壳拌入成熟的酒醪上清液中，醪液与苦荞壳的

重量比为1.2:1，得到新拌酒醅；将菌浓＞108  cfu  /ml的沪酿1.01液态醋酸菌接入到新拌

酒醅中，接入量为新拌酒醅重量的15%，混匀后进行醋酸发酵；待品温上升到38-43℃时进行

翻醅，品温保持在45℃后，保持每日翻醅两次；当醋醅品温自然下降至室温，醋酸发酵完成，

得到发酵成熟的醋醅；

（6）淋醋：将成熟醋醅先后称重，并装入淋醋池，加入总醅重5倍重量的水循环2次淋制

得新淋醋；

（7）过滤、灭菌：新淋醋通过板框过滤机，滤布采用聚酯PE，孔径为25μm；滤液高温瞬时

灭菌，灭菌温度126~132℃，灭菌时间为6~8s，得苦荞醋原液；

（8）调配：以最终制备的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的重量为计算基准，苦荞醋原液中

添加10%的蜂蜜和7.5%的白砂糖，即为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醋酸发酵时间为36-48h。

3.利用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的制备方法制备的苦荞黄酮

醋酸发酵风味饮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中总黄酮含量＞240mg/

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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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饮料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苦荞，是国际粮农组织公认的药食两用作物之一。现代研究表明苦荞具有抗氧化、

抗过敏、抗炎、强心、美容、减肥等多种功效，其中尤以抗氧化活性为苦荞的代表性活性。苦

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降食品( 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我国多部本草经典，如《本草纲

目》、《千金要方》等中均给予苦荞很高的评价。因此，苦荞的营养和保健价值受到广泛关注。

随着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高血压，心血管病、脑血管硬化患者及减肥等人群对苦荞的需求

量增大。人们生活状况的明显好转，人们开始逐步追求生活质量，健康意识也逐步加强。因

此，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自我保健意识较强的地区，对苦荞产品需求日益增涨。

[0003] 荞麦富含其他谷物所没有的芦丁，而苦荞芦丁含量占到总黄酮的70%~90%，医药市

场已有国家卫生部批准的以苦荞为原料生产的苦荞黄酮片，主要用于糖尿病、心脑血管并

发症等的治疗。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认识的逐渐提高，一些粗粮产品应运而生，逐

渐走进消费者的视野，由苦荞加工而成的健康食品也相继问世，国内现有的产品：苦荞醋、

苦荞酒、苦荞茶、苦荞面条、苦荞沙琪玛等，多是将苦荞作为一种辅料简单的添加到现有产

品中，这些产品市场普及率较低，对苦荞的综合利用水平相对较低。随着科研的深入，我们

发现荞麦壳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除了可以制成苦荞壳枕头，还可以进一步生产附加值更

高的产品。

[000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意识的增强，人们对醋的关注已经由普通的调味

品渐渐转移到其拥有的诸多的保健功能上，由此诞生了营养成分丰富、酸甜适口、具有许多

保健功能的醋酸饮料。由于其丰富的营养性，特殊的保健作用以及诱人的外观，醋酸饮料俨

然已成为继柠檬型饮料、乳酸型饮料、可乐型饮料之后新兴的第四代饮料。我国的醋酸饮料

以苹果醋为主，近些年更多的食品原料应用在了醋酸饮料的制作中，如山楂、梨、大枣、柿子

以及仙人掌等等，形成了许多耳目一新的产品，但仍需市场的大力推广。

[0005] 醋酸饮料按照生产工艺来分一般有两种：勾兑型和发酵型。勾兑型醋酸饮料则是

利用水果或蔬菜的汁液，经调味剂、食醋等调配成的醋酸饮品。这种醋酸饮料虽然制备工艺

简单、生产成本较低，然而由于口感不佳，并不受消费者欢迎；发酵型的醋酸饮料主要以蔬

菜及水果等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经调配后得到的含醋酸的饮料。发酵型醋酸饮

料是一种纯天然制品，它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提取物中的营养成分，还通过生物发酵产生醋

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并且不含防腐剂、色素等成分，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减轻疲劳、减缓肉

酸痛、防止动脉硬化、降血糖功能的营养保健饮品。由于发酵型醋酸饮料很好地保留了原有

的水果或蔬菜的许多营养成分，如蛋白质、氨基酸、有机酸等，因此其保健功能也是显而易

见的。

[0006] 目前，市场上的醋酸饮品大部分属于勾兑型，且果蔬醋酸饮品居多，谷物类醋酸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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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很少。另一方面，苦荞饮品方面，以啤酒、酒类、乳酸发酵饮品居多，苦荞醋酸发酵饮品还

鲜有发现。CN201510604991公开了一种苦荞饮料的制作方法，对苦荞酶解、糖化液进行乳酸

发酵，过滤发酵原液调制而成的一种乳酸饮品。该发明只对苦荞进行简单发酵，苦荞综合利

用率较低。CN201610965644公开了一种黑果枸杞保健醋饮料及制备方法，对黑果枸杞、山荆

子复配浸提后与葛根汁混合，经葡萄酒酵母和乳酸菌酒精发酵，醋酸菌醋酸发酵后调配制

得。该发明发酵菌系单一，且其生产的保健饮品功能因子模糊，该饮品如何起到诸多保健功

效没有给予论述。

[0007] 因而，为了解决目前苦荞资源开发度低，苦荞饮品种类少，苦荞饮品保健功能成分

不明确，开发一款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品刻不容缓。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目前苦荞资源开发度低，苦荞饮品种类少，苦荞饮品保健功能

成分不明确，开发的一款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品及其制备方法。

[0009] 本发明由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的制备方法，

以苦荞作为主粮，经酒精发酵后，以苦荞壳作为辅料添加醋酸菌进行醋酸发酵，然后进行淋

醋，对苦荞黄酮和醋酸进行充分提取，过滤、灭菌得到苦荞醋原液，加入蜂蜜、白砂糖调味即

可，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苦荞米、低温大曲的预处理：主粮苦荞米去杂、除尘、粉碎至10目后备用；低温大曲

粉碎至10目后备用；

（2）润料：用主粮苦荞米总重60%的水，均匀洒在主料上，并翻拌均匀；

（3）蒸煮：蒸锅加入其容积1/3的水，加热煮沸后，将1/3润料的主粮均匀的洒在蒸笼的

纱布上，蒸笼圆气后，剩下的主粮分2次分别洒于蒸笼上，待主粮全部洒完，蒸锅圆气后，开

始计时30min，关火后，将蒸熟的主粮摊凉于酒精发酵缸中，待凉至25-32℃，进入下一工序；

（4）酒精发酵：将晾凉的主粮、低温大曲、水按照重量配比为5:3:17投入酒精发酵缸中，

搅拌均匀，室温下进行酒精发酵；前3d敞口发酵，并每天搅拌2次，之后封缸，静止发酵≥7d，

直到缸内酒醪的温度下降至室温，酒精发酵结束，得成熟酒醪，取酒醪上清液备用；

（5）醋酸发酵：酒精发酵结束后，将苦荞壳拌入成熟的酒醪上清液中，醪液与苦荞壳的

重量比为1.2:1，得到新拌酒醅；将沪酿1.01液态醋酸菌（菌浓＞108  cfu  /ml）接入到新拌

酒醅中，接入量为新拌酒醅重量的15%，混匀后进行醋酸发酵；待品温上升到38-43℃时进行

翻醅，品温保持在45℃后，保持每日翻醅两次；当醋醅品温自然下降至室温，醋酸发酵完成，

得到发酵成熟的醋醅；

（6）淋醋：将成熟醋醅先后称重，并装入淋醋池，加入总醅重5倍重量的水循环淋制2次

得新淋醋；

（7）过滤、灭菌：新淋醋通过板框过滤机，滤布采用聚酯PE，孔径为25μm；滤液高温瞬时

灭菌，灭菌温度126~132℃，灭菌时间为6~8s，得苦荞醋原液；

（8）调配：以最终制备的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的重量为计算基准，苦荞醋原液中

添加10%的蜂蜜和7.5%的白砂糖，即为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

[0010] 所述醋酸发酵时间为36-48h。所述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中总黄酮含量＞

240mg/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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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以苦荞米作为发酵原料，苦荞壳作为发酵辅料。苦荞是一种杂粮作物，且其

营养保健功能已经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荞麦制品的品类也逐步增多。目前，苦荞的应用

主要集中在全麦粉和生物黄酮，但是苦荞副产品的综合利用还远远没有做到物尽其用。苦

荞壳中总黄酮含量为1.67%，是苦荞米的72.29%，苦荞壳在醋酸发酵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

苦荞的综合利用范围，且其功能性符合人们日益增长的食疗保健需求，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0012] 目前一般的醋酸发酵饮品在酒精发酵阶段以酵母菌单菌种作为发酵剂，单菌种发

酵无法完全将主粮中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且发酵风味单一，因此无法实现主粮营养成分

和风味的最大化利用。本发明在酒精发酵阶段，以苦荞米为原料，用苦荞米重量60%的低温

大曲作为糖化剂进行酒精发酵，山西老陈醋在酿制过程中，有经典的“以曲代粮”工艺，即以

62.5%的低温大曲代替部分粮食。低温大曲是以大麦、豌豆等为原料，经过粉碎，加水混捏压

成曲醅，形似砖块大小，让自然界各种微生物在上面生长而制成。大曲营养丰富，含有丰富

的酶系，同时，还是酒的生香剂。因此，经过大曲发酵的酒更香醇、绵柔。

[0013] 本发明在醋酸发酵阶段，以苦荞壳为唯一辅料，利用液态醋酸菌进行固态醋酸发

酵，这区别于一般醋酸发酵饮品。一般醋酸发酵饮品采用液态醋酸发酵，液态醋酸发酵发酵

周期短，且产量高，但其他成分很少或基本没有，需人为添加香精以补充其他成分和风味。

因此，本发明采用固态醋酸发酵，固态醋醅中气、液、固三相并存，基质水分活度低，微生物

易生长，酶活力高，酶系丰富，可确保苦荞壳中的营养物质的溶出以及风味物质的产生。

[0014] 本发明生产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酸甜适口，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植物黄酮，营养

和保健功能兼备。同时，通过发酵赋予了产品怡人的发酵风味。本发明制备的苦荞醋酸发酵

饮品黄酮含量（以芦丁计）可达240mg/100ml，是GB  19777-2013地理标志产品  山西老陈醋

黄酮含量要求的4倍。

[0015] 本发明所述苦荞醋酸发酵饮料通过二次发酵，风味好且营养丰富，同时，具有一定

的降血压、通肠道、抗氧化功能，适用人群较广。本发明提高苦荞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提高

了苦荞的经济效益。本发明开创了苦荞发酵饮料的新品类、符合人们日益增长的食疗保健

需求，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图2为苦荞黄酮醋酸风味发酵饮料在各发酵阶段黄酮含

量的变化情况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一种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的制备方法，以苦荞作为主粮，经酒精发酵后，

以苦荞壳作为辅料添加醋酸菌进行醋酸发酵，然后进行淋醋，对苦荞黄酮和醋酸进行充分

提取，过滤、灭菌得到苦荞醋原液，加入蜂蜜、白砂糖调味即可，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苦荞米、低温大曲的预处理：主粮苦荞米去杂、除尘、粉碎至10目后备用；低温大曲

粉碎至10目后备用；

（2）润料：用主粮苦荞米总重60%的水，均匀洒在主料上，并翻拌均匀；

（3）蒸煮：蒸锅加入其容积1/3的水，加热煮沸后，将1/3润料的主粮均匀的洒在蒸笼的

纱布上，蒸笼圆气后，剩下的主粮分2次分别洒于蒸笼上，待主粮全部洒完，蒸锅圆气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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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时30min，关火后，将蒸熟的主粮摊凉于酒精发酵缸中，待凉至25-32℃，进入下一工序；

（4）酒精发酵：将晾凉的主粮、低温大曲、水按照重量配比为5:3:17投入酒精发酵缸中，

搅拌均匀，室温下进行酒精发酵；前3d敞口发酵，并每天搅拌2次，之后封缸，静止发酵≥7d，

直到缸内酒醪的温度下降至室温，酒精发酵结束，得成熟酒醪，取酒醪上清液备用；

（5）醋酸发酵：酒精发酵结束后，将苦荞壳拌入成熟的酒醪上清液中，醪液与苦荞壳的

重量比为1.2:1，得到新拌酒醅；将沪酿1.01液态醋酸菌（菌浓＞108  cfu  /ml）接入到新拌

酒醅中，接入量为新拌酒醅重量的15%，混匀后进行醋酸发酵；待品温上升到38-43℃时进行

翻醅，品温保持在45℃后，保持每日翻醅两次；当醋醅品温自然下降至室温，醋酸发酵完成，

得到发酵成熟的醋醅；

（6）淋醋：将成熟醋醅先后称重，并装入淋醋池，加入总醅重5倍重量的水循环淋两次制

得新淋醋；

（7）过滤、灭菌：新淋醋通过板框过滤机，滤布采用聚酯PE，孔径为25μm；滤液高温瞬时

灭菌，灭菌温度126~132℃，灭菌时间为6~8s，得苦荞醋原液；

（8）调配：以最终制备的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的重量为计算基准，苦荞醋原液中

添加10%的蜂蜜和7.5%的白砂糖，即为苦荞黄酮醋酸发酵风味饮料。

[0018] 本发明制得的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理化结果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本发

明制得的苦荞醋酸发酵饮品黄酮含量（以芦丁计）可达240mg/100ml，是GB  19777-2013地理

标志产品  山西老陈醋黄酮含量要求的4倍。本发明生产的富含黄酮的苦荞醋酸发酵饮料，

酸甜适口，含有丰富的植物黄酮，营养和保健功能兼备。同时，通过发酵赋予了产品怡人的

发酵风味。

[0019] 表1  苦荞黄酮醋酸风味发酵饮料理化结果

指标 苦荞醋酸发酵饮料

总酸（g/100ml） 1.5

总黄酮（mg/100ml） 243.7

本发明以苦荞面为发酵原料，进行了酒精发酵，为苦荞黄酮的积累提供基础。

[0020] 本发明在醋酸发酵阶段，首先，独创性地选用苦荞壳作为全部辅料，通过微生物发

酵的方式将苦荞黄酮带入食醋中，进一步为食醋累积黄酮。同时，本发明改善了苦荞壳的利

用率极低的局面，为苦荞壳的应用提供了新途径，也为酿造食醋提供了绿色、无污染、无农

残的新型辅料。其次，采用纯种醋酸菌进行发酵，转酸率高，发酵周期短，酿制的苦荞黄酮醋

酸风味发酵饮料口感更纯净。酿造周期的缩短，可有效的避免发酵带来的苦荞黄酮的损失，

保留了苦荞壳中大部分的黄酮。

[0021] 本发明在淋醋阶段，采用了多次循环套淋，通过该方法，可将食醋中的黄酮含量得

以有效累积。该淋醋方法这与传统淋醋方式有着显著地不同。传统循环套淋工艺是将醋醅

和淋醋水按照重量约为1:1~1.5进行淋醋，而本发明淋醋是将醋醅与淋醋水按体积约为1:5

进行淋醋的。这是因为：首先，是因为苦荞壳容重较谷糠麸皮小，使得醋醅的体积较大，密度

较小。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当淋醋水的体积小于5倍体积的醋醅时，发现新淋醋的酸度和总

黄酮含量均较高，但是由于淋醋水不能将醋醅完全浸没，无法完全有效提取醋醅中的有效

成分，造成醋醅有效成分的损失；当淋醋水的体积大于5倍体积的醋醅时，新淋醋的有效成

分被稀释比例过大，致使新淋醋的总酸低于酿造食醋对总酸大于3.5°的要求，黄酮含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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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降低。因此，合适的淋醋水比例也是非常必要的。

[0022] 图2是苦荞黄酮醋酸风味发酵饮料在各发酵阶段黄酮含量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

以看出，苦荞米中高含量的黄酮经酒精发酵仅剩约30mg/100g，因此，酒精发酵苦荞黄酮含

量有着显著影响，苦荞作为原料对酿造食醋中的黄酮含量贡献并不大。在醋酸发酵阶段，随

着发酵时间的延长，黄酮损失越严重，因此，根据发酵程度、总酸含量作为醋酸发酵结束依

据，我们将醋酸发酵周期定为36~48h。而在淋醋阶段，通过5次循环套淋，可将苦荞黄酮含量

累积起来，有效解决了苦荞发酵制品黄酮含量低、苦荞黄酮难以富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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