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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南瓜自发粉及其专用发酵

剂。本发明所提供的南瓜自发粉，由如下重量分

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南瓜粉 150-200 份，麦芯

粉 770-820 份，安琪活性干酵母 10-20 份，梅山即

发干酵母 3-5 份，安琪酿酒酵母 2-5 份。本发明

所提供的南瓜自发粉原料纯天然，无添加剂，营养

丰富，利于平衡人类膳食结构，同时对于血糖具有

辅助调节作用，既可用于制备馒头、花卷等传统面

食，也可用于烘焙西式点心，制作过程无需额外添

加酵母、碱面等，制得的面食色泽金黄、结构蓬松、

富弹性、口感绵软、有特征南瓜香气。本发明操作

简单、易于生产、安全无毒无污染，在简化传统面

食制作工艺、丰富面粉市场的同时，解决了我国南

瓜资源大量滞留的问题，提供了南瓜利用的新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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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瓜自发粉，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南瓜粉 170 份，麦芯粉 810 份，安

琪活性干酵母 11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酵母 4份。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南瓜自发粉，其特征在于：所述南瓜粉的粒度为 100-120目。

3.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南瓜自发粉，其特征在于：所述麦芯粉的粒度为 100-150

目。

4.利用权利要求 1-3中任一所述的南瓜自发粉蒸制而成的食品。

5.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食品，其特征在于：所述食品为馒头、花卷、包子、豆包、烙饼

或西式点心。

6. 用于制备自发粉的发酵剂，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安琪活性干酵母 11

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酵母 4份。

7.根据权利要求 6所述的发酵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用于制备自发粉的发酵剂，为用于

制备权利要求 1-3中任一所述南瓜自发粉的发酵剂。

8.含有权利要求 6或 7所述发酵剂的自发粉。

9.利用权利要求 6或 7 所述的发酵剂蒸制而成的食品。

10.根据权利要求 9所述的食品，其特征在于：所述食品为馒头、花卷、包子、豆包、烙饼

或西式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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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南瓜自发粉及其专用发酵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生产领域，涉及一种南瓜自发粉及其专用发酵剂。

背景技术

[0002] 面粉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我国北方地

区，其是重要主食，广泛用于各种面食制作中。传统的面粉发酵方法利用的是野生酵母对糖

的分解作用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从而使得面团体积增大的原理。这种方法发酵时间长，发

酵效果难于控制，且随着产酸菌的大量繁殖会产生大量酸性物质，因此发面后必须加碱来

中和，这一过程存在三点弊端：一是工序繁琐，碱量难以把握；二是碱量不合适会对面食的

品质和风味产生严重影响；三是碱对食物中的多种维生素都具有破坏作用，长期食用会造

成人体营养失衡。因此开发一种方便自发粉势在必行。

[0003] 目前有关自发粉的研究开发较少，主要是以特级小麦粉为原料，经添加膨松剂和

酵母制得的自发粉。单纯以小麦粉为原料，品种、口味单一，营养不够均衡，且不能满足糖尿

病等特殊人群需求。同时，自发粉的制作过程中引入了碳酸氢钠、碳酸氢钙等碱性膨松剂，

属于食品添加剂范畴，无法保证制作原料的纯天然性，特别是碳酸氢钠的加入除对 B12 等多

种维生素具有破坏作用，导致营养流失，高钠制品还会增加人体钠元素的摄入，为高血压、

心脏病患者带来潜在风险。此外，市面上现有的自发粉除添加碳酸氢钠、碳酸氢钙等外，还

有以明矾作为膨松剂主料的，而明矾中含有大量的铝，长期摄入过多的铝不仅会导致儿童

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加老年痴呆症的患病风险，还会影响人体胰岛素分泌。因此，在上述

专利技术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具有保健作用的营养自发粉，特别是适于特殊患病人群食用

的营养自发粉，对于弥补现有面粉市场不足，解决保健面粉自发酵技术难题，平衡人类膳食

营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0004] 膳食营养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合理营养是健康的基础。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及人们生活节奏的迅速加快，人们的健康状况日

益堪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亚健康人口已超七成，位居世界前列，且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而以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为代表的“三高”疾病则被公认为我国人民的健康杀手。仅

就糖尿病患者而言，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我国已确诊糖尿病患者高达 9240 万人，位居世

界之首，而其他存在血糖异常的隐形糖尿病患者的数量则更是多的惊人。在已确诊的糖尿

病患者中，七成以上都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异常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子，因此如何利

用我国现有资源开发营养主食原料，特别是适合于糖尿病患者等人食用的主食原料、丰富

糖尿病人的餐桌势在必行。

[0005] 南瓜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性草本植物，为常见瓜果类蔬菜。其性温，味甘无

毒，入脾、胃二经，能润肺益气，化痰排脓，驱虫解毒，治咳止喘，疗肺痈便秘，并有利尿美容

等功效。现代医学证明，南瓜富含多糖、氨基酸、活性蛋白、类胡萝卜素、淀粉、脂类、维生素

及多种矿质元素等，营养物质含量丰富而全面，具有降血糖、降血脂、解毒、预防癌症及肥胖

等多种疾病的药用和保健价值。因其富含钴等微量元素，可以活跃人体新陈代谢，促进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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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参与人体内维生素 B12 的合成，促进胰岛素的生成等，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作用尤为

显著。

[0006] 我国南瓜资源丰富，产量占世界南瓜总产量的 30% 以上，但其利用率不高，加工量

少，加工水平相对落后，除少部分南瓜用于蒸食以外，大部分南瓜用作了饲料，产品附加值

极低，尤其是新鲜南瓜含水量高，不耐储存，销售和加工不及时导致腐烂浪费的现象严重，

给瓜农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寻找南瓜加工和利用的新途径，是解决南瓜产业困境的

迫切需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弥补现有自发粉市场品种不足，为解决保健面粉自发酵技术难

题，提供一种南瓜自发粉及其专用发酵剂。

[0008] 本发明所提供的南瓜自发粉以纯天然南瓜粉和麦芯粉（如精制麦芯粉）为主要原

料，营养物质丰富而全面，有利于平衡人类膳食结构，对于血糖、血脂等具有辅助调节作用，

同时可为糖尿病人提供新的主食选择。

[0009] 本发明所提供的南瓜自发粉，可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南瓜粉

150-200份，麦芯粉 770-820份，安琪活性干酵母 10-20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3-5份，安琪酿

酒酵母 2-5份。

[0010] 进一步，所述南瓜自发粉，具体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南瓜粉

170-195份，麦芯粉 775-810份，安琪活性干酵母 11-20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

酵母 4-5份。

[0011]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南瓜自发粉具体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各物质混合而

成：南瓜粉 170份，麦芯粉 810份，安琪活性干酵母 11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酵

母 4 份；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南瓜自发粉具体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各物质混合

而成：南瓜粉 195份，麦芯粉 775份，安琪活性干酵母 20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

酵母 5份。

[0012] 在所述南瓜自发粉中，所述南瓜粉的粒度可为 100-120目。

[0013] 进一步，在本发明中，所述南瓜粉是按照如下方法制备得到的：将南瓜（成熟南瓜）

经真空冷冻干燥、粉碎、过 100-120目筛，得到所述南瓜粉。

[0014] 其中，麦芯粉，是由小麦中心部分的胚乳磨制而成的小麦面粉。

[0015] 在所述南瓜自发粉中，所述麦芯粉的粒度可为 100-150目。

[0016] 进一步，在本发明中，所述麦芯粉为精制麦芯粉，具体为购自益海嘉里食品有限公

司的精制麦芯粉，其产品目录号为 1023088381。

[0017] 本发明的再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制备自发粉的发酵剂。

[0018] 本发明所提供的用于制备自发粉的发酵剂，可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各物质混合而

成：安琪活性干酵母 10-20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3-5份，安琪酿酒酵母 2-5份。

[0019] 进一步，所述发酵剂，具体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安琪活性干酵母

11-20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酵母 4-5份。

[0020]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发酵剂具体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

安琪活性干酵母 11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酵母 4份；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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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述发酵剂具体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各物质混合而成：安琪活性干酵母 20 份，梅山即发

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酵母 5份。

[0021] 进一步，所述用于制备自发粉的发酵剂，为用于制备所述南瓜自发粉的发酵剂。

[0022] 含有所述发酵剂的自发粉也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利用所述自发粉或专用发酵剂蒸制而成的食品也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4] 其中，所述食品可为馒头、花卷、包子、豆包、烙饼或西式点心。

[0025] 以上所有的所述安琪活性干酵母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安琪高活性干

酵母，其产品目录号为 838826。

[0026] 以上所有的所述梅山即发干酵母为番禺梅山马利酵母有限公司生产的梅山即发

干酵母，其产品目录号为 440128010188。

[0027] 以上所有的所述安琪酿酒酵母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安琪耐高温酿酒

高活性干酵母，其产品目录号为 420528010005。

[0028] 本发明所提供的南瓜自发粉，所用原料均为纯天然，无任何添加剂。所用南瓜充分

成熟，采用真空冷冻干燥工艺，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南瓜的营养及风味物质损失，确保南瓜

的特征风味及香气。该南瓜自发粉所含营养物质丰富而全面，有利于平衡人类膳食结构，同

时对于血糖具有辅助调节作用。该南瓜自发粉可用于制备馒头、花卷、包子、烙饼等传统面

食，也可用于烘焙西式点心等，制作过程无需格外添加酵母、碱面等，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制得的面食色泽金黄、结构蓬松、富弹性、口感绵软、有特征南瓜香气。本发明操作简单、易

于生产、安全无毒无污染，在简化传统面食制作工艺、丰富面粉市场的同时，解决我国南瓜

资源大量滞留问题，提供了南瓜利用的新途径。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0]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31] 精制麦芯粉：益海嘉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金龙鱼澳大利亚风味精制麦芯粉，其

产品目录号为 1023088381。该精制麦芯粉的粒度为 100-150目。

[0032] 安琪活性干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安琪高活性干酵母，其产品目录

号为 838826。该安琪活性干酵母的粒度为 40目。

[0033] 梅山即发干酵母：番禺梅山马利酵母有限公司生产的梅山即发干酵母，其产品目

录号为 440128010188。该梅山即发干酵母的粒度为 40目。

[0034] 安琪酿酒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安琪耐高温酿酒高活性干酵母，其

产品目录号为 420528010005。该安琪酿酒酵母的粒度为 30目。

[0035] 实施例 1、南瓜粉的制备及营养成分含量比较

[0036] 本实施例对南瓜粉和小麦粉营养成分进行了比较。

[0037] 南瓜粉营养成分含量如表 1所示，小麦粉营养成分含量如表 2所示。

[0038] 表 1南瓜粉营养成份表（每 100g中含）

[0039] 

成分名称 含量 成分名称 含量 成分名称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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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千焦 ) 1339 蛋白质 (克 ) 21.1 脂肪 (克 ) 2.1

碳水化合物 (克 ) 79.6 膳食纤维 (克 ) 11.5 胆固醇 (毫克 ) 0

灰份 (克 ) 5 维生素 A(毫克 ) 10 胡萝卜素 (毫克 ) 60

视黄醇 (毫克 ) 0 硫胺素 (微克 ) 0.04 核黄素 (毫克 ) 0.7

尼克酸 (毫克 ) 12.5 维生素 C(毫克 ) 7 维生素 E(T)(毫克 ) 26.61

钙 (毫克 ) 171 磷 (毫克 ) 307 钾 (毫克 ) 411

钠 (毫克 ) 83.6 镁 (毫克 ) 18 铁 (毫克 ) 27.8

锌 (毫克 ) 1.4 硒 (微克 ) 2.3 铜 (毫克 ) 0.9

[0040] 表 2小麦粉营养成份表（每 100g中含）

[0041] 

成分名称 含量 成分名称 含量 成分名称 含量

能量 (千焦 ) 1439 蛋白质 (克 ) 11.2 脂肪 (克 ) 1.5

碳水化合物 (克 ) 73.6 膳食纤维 (克 ) 2.1 胆固醇 (毫克 ) 0

灰份 (克 ) 1 维生素 A(毫克 ) 0 胡萝卜素 (毫克 ) 0

视黄醇 (毫克 ) 0 硫胺素 (微克 ) 0.28 核黄素 (毫克 ) 0.08

尼克酸 (毫克 ) 2 维生素 C(毫克 ) 0 维生素 E(T)(毫克 ) 1.8

a-E 1.59 (β-γ)-E 0 δ-E 0.21

钙 (毫克 ) 31 磷 (毫克 ) 188 钾 (毫克 ) 190

钠 (毫克 ) 3.1 镁 (毫克 ) 50 铁 (毫克 ) 3.5

锌 (毫克 ) 1.64 硒 (微克 ) 5.36 铜 (毫克 ) 0.42

[0042] 从对照表（表 1 和表 2）中可以看出，南瓜粉与小麦粉相比，具有低能量、高膳食纤

维、高维生素含量、高胡萝卜素含量、高钾、高铁、高钙等特点（见表 1中粗体部分数据），营养

物质更为均衡的特点，为同类产品中健康饮食之首选。

[0043] 实施例 2、南瓜自发粉的制备及鉴定

[0044] 一、南瓜自发粉的制备

[0045] 本发明的发明人制备了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几种南瓜自发粉，并分别用其蒸制成馒

头，从馒头的醒发量、比容及感官品质角度评价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

[0046] 南瓜粉的制备：挑选充分成熟的南瓜，经清洗、去皮、去瓤、切分等处理得预处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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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经真空冷冻干燥、粉碎、过筛（100目或 120目），制得粒度为 100目或 120目的纯天然南

瓜粉，含水量≦ 6%（质量百分含量）。

[0047] 1、以单独安琪活性干酵母为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

[0048] 取南瓜粉（粒度 100目）170g、精制麦芯粉 810g、安琪活性干酵母 20g，置于面粉混

合机中充分搅拌混匀，袋装、封袋。记为 1号南瓜自发粉。

[0049] 2、以单独梅山即发干酵母为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

[0050] 取南瓜粉（粒度 100目）170g、精制麦芯粉 810g、梅山即发干酵母 20g，置于面粉混

合机中充分搅拌混匀，经袋装、封袋。记为 2号南瓜自发粉。

[0051] 3、以单独安琪酿酒酵母为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

[0052] 取南瓜粉（粒度 100目）170g、精制麦芯粉 810g、安琪酿酒酵母 20g，置于面粉混合

机中充分搅拌混匀，经袋装、封袋。记为 3号南瓜自发粉。

[0053] 4、以三种酵母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作为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

[0054] 方案 A：取南瓜粉（粒度 100目）170g、精制麦芯粉 810g、安琪活性干酵母 11g、梅山

即发干酵母 5g、安琪酿酒酵母 4g，置于面粉混合机中充分搅拌混匀，经袋装、封袋。记为 4-A

号南瓜自发粉。

[0055] 方案 B：取南瓜粉（粒度 120目）195g、精制麦芯粉 775g、活性干酵母 20g、梅山即发

干酵母 5g、安琪酿酒 5g，置于面粉混合机中充分搅拌混匀，经袋装、封袋。记为 4-B 号南瓜

自发粉。

[0056] 二、南瓜自发粉的鉴定

[0057] 分别采用步骤一配制的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蒸制馒头，从馒头的醒发

量、比容及感官品质角度评价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

[0058] 1、基础操作

[0059] 

[0060] 2、不同南瓜自发粉蒸制馒头的比容的测定

[0061] 比容的大小能直接反映自发粉质量的好坏。比容大说明制得的面食蓬松程度好，

口感松软。一般认为自发粉馒头的比容不应小于 1.8ml/g（参考文献：周一清，周启元 .影

响自发面粉质量因素的探讨 [J]. 四川粮油科技，1990（1）：30-32）。比容测定的具体方法

如下：取 500ml 烧杯一只，盛小米至 500ml 刻度处，将小米倒出，把冷却好的馒头放入烧杯

中，再将小米倒入烧杯至 500ml 刻度处，剩下小米的体积即为馒头的实际体积（参考文献：

“周一清，周启元 .影响自发面粉质量因素的探讨 [J].四川粮油科技，1990（1）：30-32.”和

“李玉娥，范三红 . 小麦自发面粉研制初探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2（3）：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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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馒头比容 = 体积 / 质量，即可得出馒头的比容，从而间接判断出自发粉质量的好

坏。

[0062] 经测定，步骤一配制的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蒸制而成的馒头，其醒发量

和比容如表 3所示。

[0063] 表 3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馒头的醒发量、比容比较

[0064] 

编号 酵母品种及用量 20min醒发量 比容（ml/g）

1 安琪活性干酵母 20g 1.82倍初始面团体积 1.74

2 梅山即发干酵母 20g 1.75倍初始面团体积 1.68

3 安琪酿酒酵母 20g 1.35倍初始面团体积 1.53

4-A 三种酵母按 11g:5g:4g混合，共 20g 2.04倍初始面团体积 2.15

4-B 三种酵母按 20g:5g:5g混合，共 30g 2.10倍初始面团体积 2.16

[0065] 比较编号 1-3、4-A 这四种南瓜自发粉的结果，可见，在保证南瓜粉和精制麦芯粉

的用量，及酵母制剂的用量不变的情况下，以三种酵母按比例混合所得混合酵母（编号 4-A）

作为南瓜自发粉发酵剂，较之单纯应用任何一种酵母作为发酵剂，在 20min 醒发时间内，可

明显提高面团的醒发速度，蒸制的馒头比容明显高于用单一酵母蒸制的馒头。另外，在推荐

范围（安琪活性干酵母 11-20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份，安琪酿酒酵母 4-5份）内适当调整三

种酵母比例后，面团的醒发量和所蒸制馒头的比容受酵母比例的影响不大（编号 4-A 和编

号 4-B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在推荐酵母比例范围内，南瓜自发粉具有较高稳定度。

[0066] 3、不同南瓜自发粉蒸制馒头的感官评价

[0067] 通过感观评价试验对以步骤一配制的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馒头的品质

进行评价。评价小组由 20名志愿者组成，评价指标包括口感、香气、色泽、组织状态等四项，

各项指标的打分标准参见表4。感官评价试验前，评价小组成员均对产品打分标准和不同指

标的感官贡献率充分了解，评价试验于上午 10：00-12:00 之间进行，评价环境具正常光照，

保持室温 25±1℃，馒头样品均被随机编号，不同样品品尝前提供纯净水漱口。

[0068] 表 4感官评价打分参照表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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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步骤一配制的含有不同发酵剂的南瓜自发粉馒头的感官评价结果见表 5。比较编

号 1-3、4-A 这四种南瓜自发粉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保证纯天然南瓜粉、精制麦芯粉用量，

及酵母制剂用量不变的情况下，以三种酵母按比例混合所得混合酵母（编号 4-A）作为南瓜

自发粉发酵剂，较之单纯应用任何一种酵母作为发酵剂，其馒头的自然醒发作用最为明显，

制得的馒头从口感、组织状态等方面明显优于单一酵母的发酵制品。另外，在推荐范围（安

琪活性干酵母 11-20 份，梅山即发干酵母 5 份，安琪酿酒酵母 4-5 份）内适当调整三种酵母

比例后，对馒头的感官评价的影响不大（编号 4-A和编号 4-B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在推荐

酵母比例范围内，南瓜自发粉具有较高稳定度。

[0071] 表 5自发粉馒头感官评价结果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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