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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米糖化液为培养基，以酵母菌ＪＨ３０１、ＪＨ１８３及安琪黄酒专用干酵母 ＡＱ为代表菌株，研究酵母

菌在红曲黄酒发酵过程中的乙醇发酵水平、酸代谢变化规律及其产酸组成。结果表明，在发酵过程中酵母菌发

酵液总酸均呈先快速增加、ｐＨ值快速下降到酵母适宜生长值区间后趋于平缓的趋势，各酵母菌的产酸曲线均符

合ＬｏｇＭｏｄｉｆｉｅｄ模型；酵母菌间的产酸水平与产乙醇能力存在差异，产酸水平与产乙醇能力呈负相关。发酵１５

ｄ后，酵母菌产乙醇水平高低依次为酵母菌ＪＨ３０１、ＡＱ和ＪＨ１８３，体积分数分别为１５．８％、１４．８％和１２．４％，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犘＜０．０１）。产酸水平高低依次为酵母菌ＪＨ１８３、ＡＱ和ＪＨ３０１，分别为４．５７、３．５４、

３．２６ｇ·Ｌ
－１，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犘＜０．０１）。酵母菌在发酵程中酸代谢的主要产物为乳酸、乙酸和琥珀酸，

分别占有机酸总量的 （７７．０８±０．６０）％、（１７．２２±０．６０）％、（５．７０±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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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酒酿造中有机酸代谢及微生物菌群结构的研

究表明，乳酸、乙酸和琥珀酸为红曲黄酒的主要有机

酸，这些酸源于曲中主要微生物霉菌［１］、酵母菌［２－４］

和细菌［５－６］的共同作用。乳酸可由霉菌、酵母菌和

细菌代谢葡萄糖生成［７－９］；乙酸是乙醇发酵的伴生

产物，主要由酵母菌代谢产生［１０］；琥珀酸是三羧酸

循环的代谢中间产物，霉菌、酵母菌和细菌在有氧条

件下均会生成［１１－１３］。此外，酵母菌也可通过代谢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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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或谷氨酸生成少量琥珀酸［１４－１５］。

酵母菌是黄酒酿造的关键菌株，能把糖转化成

乙醇，同时也代谢产酸，其产酸水平的高低将影响

糖的乙醇转化力和所酿黄酒品质的优劣。红曲黄酒

是福建特产，含有红曲色素、洛伐他汀等多种营养

及功能物质，具有降血压、降血脂、抗肿瘤等多种

生理功能，在黄酒产业发展史上独树一帜［１６－１８］。

但福建红曲黄酒普遍存在总酸较高的缺陷，其酸度

多在７．０ｇ·Ｌ
－１以上，酒体入口酸刺激感突出，

因此传统红曲黄酒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糖度较高

（＞１５０ｇ·Ｌ
－１）的重酿酒进行勾兑以改善口感。

如何控制黄酒酸化已成为红曲黄酒产业亟须解决的

问题之一。本试验研究酵母菌在红曲黄酒发酵过程

中的乙醇发酵水平、酸代谢变化规律及其产酸组

成，解析其酸代谢对黄酒酸化的影响，旨在为红曲

黄酒酸化行为的调控机制提供基础，为高品质黄酒

的酿造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酵母菌　酵母菌ＪＨ３０１：由本实验室选育

并保存，最 适生长 ｐＨ 值 ４．５～５．０。酵母 菌

ＪＨ１８３：由本实验室选育并保存，最适生长ｐＨ值

４．０～４．５。安琪黄酒专用干酵母ＡＱ：购于安琪酵

母有限公司，最适生长ｐＨ值４．５～５．０。

１１２　其他试材　大米：永安圆糯米 （市购）。

α淀粉酶：酶活力为２×１０
４Ｕ·ｇ

－１ （上海晶纯试

剂有限公司产品）。糖化酶：酶活力为１０５Ｕ·

ｍＬ－１ （上海晶纯试剂有限公司产品）。麦芽汁培养

基：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１０％麦芽汁，使用乳酸及

ＮａＯＨ调节ｐＨ 值至５．４，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冷

却备用。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酵母菌活化　酿酒酵母ＪＨ３０１、ＪＨ１８３、

安琪黄酒专用干酵母 ＡＱ经麦芽汁培养基２５℃培

养２４ｈ，备用。

１２２　 发 酵 液 的 制 备 　 大 米 糖 化 液：按 犿

（米饭）∶犿（水）＝１∶１落缸，按淀粉酶、糖化酶用

量，每公斤米饭分别添加α淀粉酶和糖化酶３．５ｇ、

５．６ｍＬ，６０℃酶解２ｈ，冷却，备用。酶解后基质固

形物３５％、总酸０．２３ｇ·Ｌ
－１、ｐＨ值６．０。

１２３　发酵工艺　取大米糖化液，按２％的接种量

分别接入１．２．１制备的安琪黄酒专用干酵母 ＡＱ、

酵母菌ＪＨ３０１、ＪＨ１８３，置于２５℃下控温发酵，每天

检测发酵液总酸及ｐＨ值，第５、１５ｄ检测发酵液酒

精度、有机酸组成及含量，研究各酵母菌的乙醇发酵

水平、酸代谢变化规律及其产酸组成。各处理平行

２次。

１３　检测方法

红曲黄酒酒精度、总酸含量的测定：均参照

ＧＢ／Ｔ１３６６２２００８《黄酒》进行。有机酸含量的测

定：按照文献［１９］的方法进行，离子排斥色谱法。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２０℃条件下，使用精度为

０．１％的折光仪测定。

１４　数据分析

通过ＤＰＳ３．０１软件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酵母菌的乙醇发酵能力

由表１可知，各酵母菌的乙醇发酵能力各不相

同。发酵１５ｄ后，酵母菌ＪＨ３０１产乙醇水平最高，

体积分数达１５．８％，其次为安琪黄酒专用干酵母

ＡＱ （１４．８％），酵母菌ＪＨ１８３的产乙醇水平最低，

仅为１２．４％，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犘＜０．０１）。

表１　发酵过程中酒精度的变化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犺犪狀犵犲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犪犾犮狅犺狅犾犱狌狉犾犻狀犵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单位／％）

酵母菌 ０ｄ ５ｄ １５ｄ

酵母菌ＡＱ ０ ９．６±０．１Ｂｂ １４．８±０．０Ｂｂ

酵母菌ＪＨ３０１ ０ １０．８±０．１Ａａ １５．８±０．１Ａａ

酵母菌ＪＨ１８３ ０ ８．２±０．１Ｃｃ １２．４±０．１Ｃｃ

２２　酵母菌的产酸曲线及ｐＨ值变化曲线

从图１可以看出，在发酵过程中酵母菌发酵液

总酸均呈先快速增加、ｐＨ值快速下降到酵母适宜

生长值区间后趋于平缓的趋势，酵母菌间的产酸水

平存在差异。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各酵母菌

的产酸曲线均符合ＬｏｇＭｏｄｉｆｉｅｄ模型［犢＝（ａ＋ｂ

犡）ｃ］：犢１＝（０．０２５４＋１．２７７３
犡１）

０．４４９７（ＡＱ），犢２＝

（０．０３４９＋１．０１２６犡２）
０．４４７９（ＪＨ３０１），犢３＝（０．１３５９

＋０．６０８２犡３）
０．７０３０（ＪＨ１８３），方程回归均达极显著

水平 （犘＜０．０１）；其中，犮值大小与产酸能力呈正

相关关系，可用于预判各酵母菌的产酸水平。酵母

菌ＪＨ３０１和 ＡＱ在发酵５ｄ时、酵母菌ＪＨ１８３在

发酵１１ｄ时总酸快速上升，发酵液ｐＨ 值迅速下

降至各酵母菌适宜生长的区间 （ＪＨ３０１、ＡＱ 为

４．５～５．０，ＪＨ１８３为４．０～４．５），日均产酸量分别

为０．４７、０．４０、０．３４ｇ·Ｌ
－１；ＪＨ３０１和ＡＱ在发

酵第６ｄ后、酵母菌ＪＨ１８３在发酵第１１ｄ后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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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总酸增加趋于平缓，日均产酸量分别为０．１１、

０．０９、０．１３ｇ·Ｌ
－１，ｐＨ 值均维持在３．３～４．０。

发酵１５ｄ后，酵母菌ＪＨ３０１发酵液总酸含量最低，

仅为３．２６ｇ·Ｌ
－１，其次为安琪黄酒专用干酵母

ＡＱ （３．５４ｇ·Ｌ
－１），酵母菌ＪＨ１８３发酵液总酸含

量最高，达４．５７ｇ·Ｌ
－１，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犘＜０．０１）。

图１　酵母菌的产酸及ｐＨ值的变化

犉犻犵．１　犘狉狅犱狌犫犻狀犵犪犮犻犱犮狌狉狏犲犪狀犱犮犺犪狀犵犲犮狌狉狏犲狅犳狆犎狏犪犾狌犲

狅犳狔犲犪狊狋狊狋犻犪犻狀狊

２３　酵母菌产酸的有机酸组成及含量

各酵母菌株发酵第５、１５ｄ时产有机酸情况见

表２。各酵母菌的有机酸主要组分均为乳酸、乙酸

和琥珀酸，其含量均随着酒精发酵的进行而增加。

发酵１５ｄ后，安琪黄酒专用干酵母 ＡＱ、酵母菌

ＪＨ３０１、ＪＨ１８３的有机酸产物最高的均为乳酸，分

别占各自有机酸总含量的７６．６４％、７６．６８％和

７７．９３％，其次均为乙酸，分别占各自有机酸总含

量的１８．０６％、１６．６７％和１６．９３％，此外，各酵母

菌发酵液均含有少量的琥珀酸。结果表明，酵母菌

在发酵过程中酸代谢的主要产物为乳酸、乙酸和琥

珀酸，分别占有机酸总量的 （７７．０８±０．６０）％、

（１７．２２±０．６０）％、（５．７０±０．６７）％。

表２　各酵母菌株产有机酸水平

犜犪犫犾犲２　犗狉犵犪狀犻犮犪犮犻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狅犳狔犲犪狊狋狊狋犪犻狀狊

［单位／（ｍｇ·Ｌ
－１）］

组分
发酵

前

发酵５ｄ 发酵１５ｄ

ＡＱ ＪＨ３０１ ＪＨ１８３ ＡＱ ＪＨ３０１ ＪＨ１８３

草酸 － － － － － － －

柠檬酸 － ２０ ３８ １１ － ２ －

酒石酸 － ６ ２６ １５ － － －

苹果酸 － － ３３ １ － － －

抗坏血酸 － － － － － － －

琥珀酸 － １３６ １５７ ９２ １８０ ２０１ ２１２

乳酸 １２８ １７６６ １５６０ １５９０ ２６０１ ２３１８ ３２１１

乙酸 － ４９０ ４６８ ５４６ ６１３ ５０４ ６９８

３　讨　论

酵母菌通过ＥＭＰ途径可代谢葡萄糖生成丙酮

酸，并使丙酮酸进入以下２个代谢途径。Ａ途径：

丙酮酸在酵母菌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等酶作用下

转化生成乳酸［７－９］；Ｂ途径：丙酮酸在无氧条件下

在酵母菌乙醇脱氢酶 （ＡＤＨ）作用下转化为乙醇，

在甲酸裂解酶 （ＰＦＬ）作用下产生乙酸
［１０］。酵母

菌ＡＱ、ＪＨ３０１ 最 适生长 ｐＨ 值为 ４．５～５．０，

ＪＨ１８３的最适生长ｐＨ 值为４．０～４．５。在发酵初

期，发酵基质中总酸含量较低，ｐＨ 值高达５．７３，

此时酵母菌为将环境ｐＨ值调节至自身适宜ｐＨ值

区间，迅速激活ＬＤＨ等产乳酸酶启动Ａ途径代谢

葡萄糖产生乳酸，使总酸快速增加，ｐＨ值迅速下

降。发酵３～４ｄ后，发酵液ｐＨ 值达到酵母菌适

宜生长的ｐＨ值，此时酵母菌ＬＤＨ酶活开始受到

抑制，乳酸的累积速度开始放缓，ＡＤＨ和ＰＦＬ酶

被激活，酵母菌丙酮酸的 Ａ途径代谢受阻，激活

了Ｂ途径代谢，并伴随产生少量乙酸，因此发酵

液总酸增加趋势开始趋于平缓，ｐＨ 值缓慢下降。

各酵母的产酸水平取决于酵母菌自身的生长特性及

其代谢途径表达的差异。随着乙醇发酵的进行，发

酵液中酒精度不断增加，较高的酒精度会抑制酵母

细胞的生长［２０］，也会对酵母菌主要产酸酶ＬＤＨ、

ＰＦＬ的酶活力产生阻遏，酒精度达１５％时酵母菌

丙酮酸代谢的Ａ途径和Ｂ途径同时被切断，因此

发酵１５ｄ时酵母菌ＪＨ３０１、ＡＱ的产酸水平已不再

发生显著变化 （犘＞０．０５）。低产酸水平的酵母，

可促使更多的葡萄糖由Ｂ途径代谢进行转化，从

而提高乙醇产量、降低乳酸的产量，因此酵母菌的

产酸水平与产乙醇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在红曲黄酒实际生产中，可选择添加产酸水平

较低、乙醇发酵能力较高的酵母菌进行强化发酵，

结合调控发酵基质的ｐＨ 值至酵母菌适宜生长ｐＨ

值，直接启动丙酮酸的Ｂ途径代谢进行乙醇发酵，

阻遏丙酮酸的 Ａ途径代谢，减少乳酸的累积，抑

制黄酒因酵母产酸引起的酸化，还可提高葡萄糖利

用率，提高出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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