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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助 . 衍射仪对不同促霜时间内不同起霜程度的巧克力进行晶相检测，结果表明晶相衍变速率大小与

起霜程度关系紧密，速率大则起霜严重。促霜前期（) 天内），巧克力均未起霜，具有相同的晶相，促霜后期（-) 天），三种

巧克力均有不同程度的霜花，其中 // 最严重，0/ 轻微，1/ 介于两者之间，.23 谱图反映的晶相也说明了这一现象。促

霜中期（"# 天），// 起了霜，而 0/ 和 1/ 尚无起霜迹象，这时 // 中的晶相与 0/ 和 1/ 的相比相差很大，0/ 和 1/ 的晶

相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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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桕类可可脂（/E89=;= 16&&%< /%D%6 CF::=> 4SF8Q6K
&=9: /1/C4）是天然可可脂（/C）的代用品，/1/C4 从

乌桕脂中提取而得，乌桕脂则榨自乌桕树所结籽实

（乌桕籽）的皮层而得，乌桕树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

地区，是我国四大油料植物之一，资源丰富。/1/C4 与

/C 有相似的化学组成和三甘酯结构（" 位均为油酸，

!、, 位为饱和脂肪酸）。/1/C4 以 !、, 一二棕榈酰一 "
一油酰三甘油酯（MTM$U#V ）为主，/C 则以 ! 一棕榈

酰一 " 一油酰一 , 一硬脂酰三甘油酯（MTW）和 !、, 一

硬脂酰一 " 一油酰三甘油脂（WTW）两者为主，含量在

)#V ——— +#V X! Y。由于化学组成和三甘酯结构的相

似，使得 /1/C4 表现出与 /C 相似的理化特性，如最

高 熔 点 为 ,) Z ,[\ ， 均 具 有 同 质 多 晶 现 象

（M%&I7%>HE8;7），能以任意比与 /C 混合而不改变混合

物溶解特性 X " Y，可以 !##V 替代 /C 用于巧克力工业生

产，且巧克力口感好，但比 /C 巧克力更易起霜花，从

而制约了 /1/C4 在巧克力工业中的应用，同时也阻

饶了发展具中国特色的巧克力工业。为解决这一难

题，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研究中发现，香菇、荼叶

能有效地延缓 /1/C4 巧克力起霜花，而且其抗霜效

果比 :: ;H69 1<==9的抗霜效果高出许多倍 X , Y。

巧克力霜花主要有两种：一是糖霜，二是脂霜。糖

霜是由于原料或加工过程中带入的水分超标，或储存

环境温度过大，以及巧克力保存密封不严，使得巧克

力表面结露形成露珠，巧克力中糖份被溶出，当水分

蒸发后，糖再析于表面呈糖霜花。只要控制原料含水

量和环境温度，一般容易避免糖霜的出现 X - Y。通常说

的霜花一般指脂霜，脂霜的形成有多种原因。目前国

际上具有影响有两种脂霜形成理论为：同质多晶型衍

变理论和相迁移理论 X ) Y。

同质多晶型衍变理论认为：巧克力霜花是由可可

脂（或类可可脂）同质多晶型衍变而引起。可可脂同质

多晶型有 [ 种，即 L——— $L 晶型，他们的热力学稳定性

按顺序递增，多晶型的衍变是自发的。L——— $ 晶型可

以液态油脂为媒介经冷却获得，而 $L 晶型只能以固

态为媒介直接由 $ 晶型衍变而来，通过调温工艺无法

获得 $L 晶型。巧克力在储存过程中必有 $——— $L 晶

型的衍变，而这一衍变则伴随巧克力起霜花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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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 /0/12 -3&-&4#$%+ "5.678 +$6954#$678 ’#$:4&&9

时间（*+ 样品 ,%-. / 01234-. 56 + 78%9: / 012348. 56+

;; <=’ >! >’ =#，>’ ?"7，>’ )<@0，>’ <?，>’ "?，>’ #>，<’ =)，<’ ?=，<’ ?#，<’ A#B，<’ )<B，<’ <?，<’ ">，<’ "<

C; >’ DD，>’ ?"，>’ )>，>’ <A，>’ "?，>’ #<，<’ =A，<’ ?D，<’ A#，<’ )<@0，<’ <?，<’ "A，<’ "")
#

;; >’ D"，>’ AA0，>’ >D@0，>’ <"B，>’ ""B，>’ !?，>’ !>，<’ ==B，<’ =!B，<’ ?>，<’ AA，<’ )?@0，<’ )"

,; >’ =!，>’ ?"0，>’ )>B，>’ <?，>’ "?，>’ #<，<’ =)，<’ ?=，<’ ?#，<’ A#，<’ )>@0，<’ >>，<’ <?，<’ "A，<’ "<

,; <?’ ?" >’ D<，>’ AA0，>’ >D@0，>’ <"B，>’ "<B，>’ !"，>’ ##，<’ =!，<’ ?)，<’ AA，<’ )?@0，<’ )!B
C; <?’ ># >’ D<，>’ A)@0，>’ )"B，>’ >?0，>’ !<B，>’ ""0，>’ !#，<’ ==B，<’ =!B，<’ ?>，<’ AA，<’ )?@0，<’ )""#

)

;; >"’ D) >’ =!，>’ ?<B，>’ )>，>’ <D，>’ "D，>’ #>，<’ =?，<’ ?=，<’ ?#，<’ A#@0，<’ )>B，<’ >D，<’ >)，<’ <?，<’ "A
,; <D’ <D >’ AA@0，>’ >DB，>’ <"，>’ ""，<’ ==，<’ ="，<’ ?)，<’ AA，<’ )?B，<’ )#，<’ <>，<’ "<，<’ "#
C; <D’ <D >’ AD@0，>’ >=，>’ <"，>’ "<，>’ !#，>’ ##，<’ ="，<’ ?A，<’ A?，<’ )?，<’ )!，<’ >"，<’ <>，<’ ">，<’ "!>)

>)

"#

;; <=’ ?A >’ D?，>’ A=@0，>’ )"B，>’ <>，>’ "A，>’ !>，>’ #"，<’ =>，<’ ??，<’ AD，<’ )D，<’ )>B，<’ )"，<’ >A，<’ >>

C; <=’ >! >’ D)，>’ A?@0，>’ )#，>’ <<，>’ "<，>’ !!，>’ #!，<’ =<B，<’ =!，<’ ?)，<’ A?，<’ )?，<’ )!，<’ <>
,; >’ D<，>’ )AB，>’ >?@0，>’ <!，>’ "<，<’ ==，<’ =!，<’ ?>，<’ A)，<’ )AB，<’ )#B，<’ >"，<’ <<，<’ "<

注：;; 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的空白对照巧克力

,; 2-* C; 为添加香菇和茶叶的巧克力

相迁移理论认为：巧克力基质中低熔点的油脂成分易

与高熔点的油脂成分分离，并迁移到巧克力表面，重

结晶后形成脂霜。

本文借助 E 衍射仪对添加了适量比例香菇、茶叶

的 ;C;FG 巧克力的同质多晶型衍变起霜花的关系进

行研究，从理论上来说明香菇和茶叶对延缓晶型衍变

的作用，为香菇和茶叶能延缓巧克力起霜花提理论依

据，从而推动集营养、天然和保健为一体的天然抗霜

剂在巧克力工业中的应用。

! 材料和方法

香菇和茶叶（市售）加工后经实验确定最佳比例

添加入巧克力酱料中按常规工艺制成巧克力，脱模后

在人工气候箱中进行 "# H I J <#K促霜。选择刚脱模

时，即 # 天、促霜后第 ) 天、第 "# 天和第 >) 天的巧克

力进行 ELM（E——— L2N M4OO923:%BP:P9 L4.2QR M S B2T /
"###U ;R / V2）检测，检测条件为：>#V$，!##B6，小角

衍射狭逢为 ! S A、! S A、#’ #)，扫描范围：! / )W，扫描速

度 !W S B4-；广角衍射狭逢为 ! S "、! S "、#’ <，扫描范围：

!D—"DW，扫描速度："W S B4-。结果如表 !。

" 结果与分析

从表 ! 可知，促霜前期（# 天和 ) 天），由于各巧克

力均未起霜，;;，,; 和 C; 在广角范围的衍射图谱无

大差异，各晶面间隔的衍射峰绝大多数处于相当的位

置，只是峰的强度不同而已。# 天时，;; 最强峰为

>’ )<6，,; 和 C; 的最强峰处于同一位置：<’ )>6 S
<’ )<6。与 C; 相比，;; 谱图中多出现了 <’ ?#6 峰，,;

则多出现了 <’ ?#6 和 <’ >>6 两个峰，但是这几个峰的

强度均很弱，并不影响他们的晶相之共性。;; 与 ,;
和 C; 间差异主要反映在小角衍射谱图上，;; 的长周

期为 <=’ >!6，而 ,; 和 C; 在小角范围内的衍射谱图

中无峰。) 天时的谱图同样没有反映出他们之间在广

角范围内有太大差异，只是最强峰的位置发生改变，

如 ;; 的最强峰为 >’ >D6，其次为 >X AA6 和 >X ""6，而

,; 和 C; 最 强 峰的 位置 为 <X )?6， 其 次是 >’ AA6 S
>’ A)6 和 >’ >=6 S >’ >?6，唯一的区别是 ;; 中多了一

个强度较弱的 >’ !?6 峰，C; 中多了一个中等强度的

>’ )"6 峰。) 天 ELM 谱图的差异还表现在小角衍射范

围内，;; 此时无衍射峰，而 ,; 和 C; 则有很强的衍射

峰，分别为：<?’ ?"6 和 <?’ >#6。) 天时，;;，,; 和 C;
之间的差异比 # 天时的差异要大些，这正是反映了促

霜过程中，晶型在各种巧克力内正发生不同的变化。

"# 天时，;; 出现轻微霜花，而 ,; 和 C; 则无起

霜迹象。此时 ;; 和 ELM 谱图与 ,; 和 C; 相比有很大

差异，,; 和 C; 之间无大差异。说明 ;; 中的晶相与

,; 和 C; 中晶相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了。;; 最强

峰为 <’ A#6，其次是 >’ ?<6 和 >’ )<6。,; 和 C; 具有相

同的最强峰：>’ AA6 S >’ AD6，其次是 >’ >D6 S >’ >=6 和

<’ )?6，但在 ,; 中这两个峰的强度远大于其在 C; 中

的强度。从小角衍射谱图还可看出，;; 的长周期为

>"’ D)6，大于 ,; 和 C; 的长周期，,; 和 C; 的长周期

相等，为 <D’ <D6。

>) 天时，;; 出现严重的霜花现象，,; 霜花最为

轻微，C; 则介于两者之间。表 ! 中的 * 值也正好反映

了这一点。;; 谱图中的 * 值与 C; 的最接近，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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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多了一个中等强度的 "( -!. 峰，在 ,, 中多了一

个中等强度的 "( */. 峰。,, 和 +, 的最强峰在同一位

置 ：/( 0-. 1 /( 02.， 两 者 的 长 周 期 也 相 近 ，,, 为

"-3 20.，+, 为 "-3 /!.。这种晶相的相似性与其起霜

程度相吻合。4, 和 +, 的 5 值也很接近，不过强度上

有差异，如 4, 的最强峰为 /3 /2.，而 +, 则为 /( 02.，

此外，+, 与 4, 相比，多了一个强度很弱的 /( !!. 峰

和一个中等强度的 "( -". 峰，谱图中这些 5 值上的异

同恰好反映了他们起霜程度的异同。

表 ! 的 5 值变化还反映了同一种巧克力在不同

促霜时间内晶相在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 5 值和各峰

强度的差异上。

" 讨论

促霜前期 6 * 天前 7的 89: 谱图显示 ,,，4, 和 +,
的晶相相同，属于同一晶系，峰值强度上的差异反映

了相同晶系中的某些晶面在不同的巧克力中取向主

次不同，如 $ 天时，,, 的 /( *". 为最强峰，而在 4, 和

+, 中同一位置 /( */. 峰强度变弱，说明在 ,, 中晶体

以 /( *". 晶面取向为主，4, 和 +, 中的晶体则以其最

强峰 "( */. 1 "( *". 晶面取向为主。

#$ 天时，,, 的晶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同一时

间的 4, 和 +, 晶相有很大差异，因为 ,, 起霜了，而

4, 和 +, 尚未起霜；* 天前，由于三种巧克力均未起

霜，晶系相同，他们的 89: 谱图无大差异；/* 天时，三

者均不同程度的起霜了，晶相的变化趋于一致，但由

于在不同的巧克力中晶相的衍变速率不同，,, 中晶

相衍变速率最快，4, 中晶相衍变速率最慢，+, 中晶相

衍变速率则介于其间，因此 89: 谱图反映的变化趋

势为 ,, 与 +, 相近，+, 与 4, 相近，这种变化同样与

起霜程度相吻合。

由于目前国际上尚无关于 ,+,;< 同质多晶型的

研究报道，加之 ,+,;< 又是一多三甘酯组成的混合

油脂，无标准 89: 谱图可参照，故从研究中的 89: 谱

图上很难定性出是何种晶型。

/ 结论

香菇和茶叶均能有效地延缓 ,+,;< 巧克力起霜

花，他们的延霜期机理是因为香菇和茶叶中均含有蛋

白质，多糖和纤维素，蛋白质有乳化作用，可以束缚巧

克力酱料中的亲水相 6糖粉、水等 7 和亲油相 6可可粉、

卵磷脂等 7，使之不能随便自由运动。多糖能加强蛋白

质的乳化效应，纤维素主要是提供刚性空间网络结

构，进一步将巧克力中的活波成分限制在有限的空间

范围内运动 = / >。

当 ,+,;< 巧克力中不添加香菇和茶叶时，其中

的晶型衍变速率很快，使起霜速率加快，如 ,,。如果

巧克力中添加香菇或茶叶，则巧克力中同质多晶型的

衍变速率减慢，延缓了起霜。实验证明，4, 比 +, 起霜

时间更晚，说明香菇的延霜效果比茶叶更好。

任何延霜剂的加入只能延缓巧克力起霜，而绝不

可能阻止起霜，因为起霜是油脂同质多晶型自发衍变

的结果，是一热力学自发过程，非人力能阻止。因此添

加了香菇或茶叶的巧克力也只能推迟起霜，决不可能

不再起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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