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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7 倍

3 结    论

3.1 通过不同菌株的筛选 确定了大豆异黄酮糖苷转

化酶产生菌的最佳产酶菌株为黑曲霉3866

3.2 确定最佳产酶发酵培养基

麸皮4% (NH4)2SO4 0.1% KH2PO4 0.1% 抗坏血

酸0.1% MgSO4 0.1% 水杨苷0.05% 121 灭菌20min

产生混合酶的最佳培养条件为 发酵培养基pH 值

6.0 发酵温度30 摇床160r/min 发酵时间84h

酶活力最高可达152.4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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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淀粉酶在鉴别蜂蜜掺假中的应用研究

李军生 何 仁 江权燊 韦建辉 阎柳娟

(广西工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   要 针对蜂蜜掺假和造假的问题 本文通过测定蜂蜜粗蛋白 蛋白质含量和淀粉酶值 研究储存温度和

时间对蜂蜜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寻找一种简单有效 客观公正的鉴别真假蜂蜜的方法 比较研究结

果表明在高温(37 45 )下贮存 天然蜂蜜的淀粉酶值和蛋白质的含量逐渐下降 而假蜂蜜中的淀粉酶值和

蛋白质的含量基本不变 通过跟踪测定蜂蜜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的变化可以检测蜂蜜产品的质量 也可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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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ylase Activity of  Honey was Used as New Target for Detecting Honey Adul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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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 To counter the trouble of honey adulteration, the changes of the amylase activity and protein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during the store have been studied in this paper to find a new method to detect honey quality and adulterat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and th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natural honey didn't change anyway under 10  for one month,

but under a higher temperature (37  or 45 ), those in the natural honey decreased gradually. Under 10 , 37  or 45 ,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and th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adulterating honey didn't change anyway. To control the honey quality, 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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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the honey product whether being adulterated could be carried out by detecting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and th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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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是极易掺假的食品 由于利益的驱动 近年

来有些个体户及厂家 向蜂蜜中掺入蔗糖 转化糖

果糖 葡萄糖 葡糖糖浆 果葡糖浆等 制造掺假

蜂蜜 有些厂家甚至以葡萄糖 葡糖糖浆 果葡糖浆

蜂蜜香精等替代材料制造假蜂蜜 以天然蜂蜜的形式投

放市场 坑骗消费者以获取暴利 损坏了我国天然蜂

蜜的产品信誉 这些假蜂蜜产品的感官指标和部分理化

指标上与天然蜂蜜产品的极为相似 即使是新颁布实施

的蜂蜜国家标准(GB/T18796-2002)和蜂蜜中碳-4植物糖含

量测定方法稳定碳同位素比例法国家标准(GB/T18932.1-

2002)也难以辨别其真假[4] 说明现行国家标准在鉴别蜂

蜜掺假方面存在着缺陷 有研究表明天然蜂蜜中的淀粉

酶来源于蜜蜂 而不是花粉或花蜜[ 5 , 6 ] 说明蜂蜜淀粉

酶是蜂蜜产品中特有的成分 假蜂蜜通过添加工业淀粉

酶其淀粉酶活力指标虽然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国家标准的

要求 但是其中的淀粉酶性质与天然蜂蜜的淀粉酶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通过测定天然蜂蜜与按照国家标准

的要求自配假蜂蜜中的粗蛋白 蛋白质的含量和淀粉酶

值 以及测定它们在不同的贮存温度下的淀粉酶值和蛋

白质含量来探讨天然蜂蜜和假蜂蜜中淀粉酶性质差异及

其变化规律 为跟踪检测蜂蜜的产品质量及真假蜂蜜的

鉴别提供相关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原料

天然蜂蜜(天竺桂和野桂花)由柳州市绿康养蜂场提

供 假蜂蜜    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配制 配方 果葡

糖浆 48% 葡萄糖粉 26% 麦芽糖 12% 蜂蜜 3%

葡萄糖浆 11% 酶活力 8U/g(ml)(诺维信耐温淀粉酶

Supra - Termamyl(r) Supra)

1.1.2 主要试剂    碘 碘化钾 钨酸纳 盐酸 浓

硫酸等均为分析纯

1.2 实验方法

1.2.1 淀粉酶值的测定

将标准的淀粉溶液加入到待测蜂蜜样品中 在p H

值为5.3 的醋酸缓冲溶液的作用下 蜂蜜样液中的淀粉

酶水解了一部分的淀粉 剩余的淀粉与加入的碘溶液作

用呈色 于66 0 n 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以其降低到一

定的吸光度(0.235)时所消耗的时间(min) 用此时间除

300 即可计算出样品的淀粉酶值 具体测定按照国家标

准的要求进行[7]

1.2.2 蜂蜜粗蛋白测定

天然蜂蜜和假蜂蜜粗蛋白的含量测定采用凯氏定氮

法[8]进行 准确将2 3g 的天然蜂蜜或假蜂蜜样品移入

干燥的凯氏消化瓶中 加入0.5g 硫酸铜 10g硫酸钾和

20ml 浓硫酸 摇匀后消化 定氮 同时以蒸馏水作为

空白对照

1.2.3 蜂蜜蛋白质精确测定

为了研究蜂蜜产品在储存过程中蛋白质的变化 本

研究采用特异的蛋白质沉淀法先将样品中的蛋白质沉淀

分离 然后再通过凯氏定氮法进行蛋白质含量测定 具

体方法是蛋白质的分离参照蜂蜜碳-4同位素鉴定国家标

准(GB/T18932.1-2002)[9]介绍的方法进行 即 准确称取

约2g样品于10ml的离心管中 加入0.8ml的蒸馏水混匀

在一支10ml的量筒中加入0.4ml 10%钨酸钠溶液(pH4.7)

和0.4ml 0.335mol/L硫酸溶液(pH4.8) 迅速混匀后将离心

管置于80 的水浴中保温40min 每隔5 10min 旋转离

心管 2 0 s 直到有絮状物析出 取出离心管 加入一

定量的蒸馏水使离心管内的混合液达到离心管容量的2/3

左右 然后在转速3500r/min 下离心9min 去上清液

再注入适量的蒸馏水充分洗涤沉淀物并在转速3500r/min

下离心 9mi n 去上清液 离心管中所剩的沉淀物即为

蛋白质样品 蛋白质样品经消化处理后按凯氏定氮法进

行测定

1.2.4 样品处理

将新鲜天然蜂蜜样品或假蜂蜜样品分装在若干个洁净

的罐头瓶中 密封后分别置于温度分别为 1 0 3 7 或

45 的冷柜或培养箱中储存 然后每隔10d 按照上述

方法测定样品的淀粉酶值 粗蛋白 蛋白质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天然蜂蜜与假蜂蜜中粗蛋白及蛋白质含量差异

通过对天然蜂蜜或假蜂蜜中的粗蛋白和蛋白质进行

测定 我们发现天然蜂蜜与假蜂蜜中粗蛋白及蛋白质含

量有明显的差异(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以看出 粗蛋白测定数据明显高于精确测

定所得的数据 说明蜂蜜中除了蛋白质外还含有其他非

蛋白质含氮物质 天然蜂蜜的非蛋白质含氮物质含量明

显高于假蜂蜜的含量 这一实验结果还说明采用特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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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天然蜂蜜和假蜂蜜中粗蛋白与蛋白质含量对比

蜂蜜的种类 粗蛋白的含量(g/100g) 蛋白质的含量(g/100g)

天竺桂 0.690 0.411

野桂花 0.504 0.381

假蜂蜜 0.208 0.171

蛋白质沉淀法先将样品中的蛋白质沉淀分离 然后再通

过凯氏定氮法进行蛋白质含量测定可以精确地了解样品

中蛋白质的水解破坏情况和真实含量 由于假蜂蜜是利

用纯化的葡萄糖 葡萄糖浆 果葡糖浆 色素 蜂

蜜香精等原料进行生产 因此 假蜂蜜的粗蛋白和蛋

白质含量明显偏低 通过测定样品中粗蛋白和蛋白质含

量并与天然蜂蜜比较 可以初步判定样品是否掺假

2.2 蜂蜜淀粉酶值在贮存过程中的变化

在储存过程中 新鲜天然蜂蜜样品的淀粉酶值明显

受到储存温度及时间的影响 在低温条件下 淀粉酶

活性基本保持稳定 但是随着储存温度的提高 储存

时间延长样品中淀粉酶值迅速降低 提高温度可使样品

中淀粉酶值迅速降低 结果见表2 表 3 与天然蜂蜜

相反 假蜂蜜的淀粉酶值基本不受储存温度及时间的影

响 结果见表 4

贮存时间 淀粉酶值 淀粉酶值 淀粉酶值

(d) (10 ) (37 ) (45 )

0 11.26 11.26 11.26

10 11.25 9.88 7.16

20 11.25 8.51 5.80

30 11.24 7.26 4.10

表2    天然蜂蜜(天竺桂)贮存过程中淀粉酶值变化

单位 ml/g.h

贮存时间 淀粉酶值 淀粉酶值 淀粉酶值

(d) (10 ) (37 ) (45 )

0 7.16 7.16 7.16

10 7.16 6.37 4.60

20 7.16 5.54 3.59

30 7.15 4.87 2.71

表3     天然蜂蜜(野桂花)贮存过程中淀粉酶值变化

单位 ml/g.h

表4     假蜂蜜贮存过程中淀粉酶值变化

贮存时间 淀粉酶值 淀粉酶值 淀粉酶值

(d) (10 ) (37 ) (45 )

0 8.65 8.65 8.65

10 8.65 8.55 8.61

20 8.47 8.33 8.33

30 8.30 8.20 8.13

单位 ml/g.h

有研究表明天然蜂蜜中的淀粉酶来源于蜜蜂 而不

是花粉或花蜜[5,6] 说明天然蜂蜜中的淀粉酶是一种动物

来源淀粉酶 一般情况下 动物性酶的稳定性比较差

其活性极易受到外界温度的影响 相反 假蜂蜜中的淀

粉酶是人为添加的诺维信耐温淀粉酶(Supra - Termamyl R

Supra) 该酶来源于细菌 不仅耐高温 而且活力高

在本实验条件下 其淀粉酶值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据

调查 制假者为了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一般都是加入价

格低廉 高效稳定的耐高温工业淀粉酶 通过跟踪测

定蜂蜜的淀粉酶值变化可以判断蜂蜜产品是否掺假 同

时也可以判定天然蜂蜜产品的新鲜程度 由表2 和表 3

的实验结果可知天然蜂蜜(天竺桂和野桂花)在低温(10 )

下贮存一个月 其淀粉酶值基本上保持不变 而在高

温(37 45 )下贮存 其淀粉酶值呈迅速下降的趋

势 这一实验结果提示我们 为了保持天然蜂蜜的营

养成分和品质 在蜂蜜的加工 生产 储存 售卖

过程中应注意外界温度的影响 长期以来 人们忽略

了温度对蜂蜜产品的品质影响 片面地强调蜂蜜淀粉酶

值 8(国标要求) 这对职能部门监督蜂蜜产品质量及保

持天然蜂蜜的营养成分和品质都是不利的

2.3 蜂蜜蛋白质含量在贮存过程中的变化

与淀粉酶值的变化相似 在储存过程中 新鲜天

然蜂蜜的蛋白质含量变化也明显受到储存温度及时间的

影响 在低温条件下 蛋白质含量也基本保持不变

表5     天然蜂蜜(天竺桂)贮存过程中蛋白质含量变化(g/100g)

贮存时间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

(d) (10 ) (37 ) (45 )

0 0.411 0.411 0.411

10 0.411 0.372 0.334

20 0.411 0.328 0.277

30 0.410 0.289 0.215

表6     天然蜂蜜(野桂花)贮存过程中蛋白质含量变化(g/100g)

贮存时间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

(d) (10 ) (37 ) (45 )

0 0.381 0.381 0.381

10 0.381 0.332 0.306

20 0.377 0.284 0.247

30 0.375 0.255 0.179

贮存时间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

(d) (10 ) (37 ) (45 )

0 0.171 0.171 0.171

10 0.171 0.171 0.170

20 0.169 0.163 0.164

30 0.168 0.163 0.161

表7     假蜂蜜贮存过程中蛋白质含量变化(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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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储存温度的提高 储存时间延长样品中蛋白质

含量迅速降低(见表 5 6) 与天然蜂蜜相反 假蜂蜜

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不受储存温度及时间的影响 结果见

表 7

天然蜂蜜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在储存过程中有相

似的变化规律 即 在低温条件下 淀粉酶值和蛋白

质含量都基本保持不变 但是随着储存温度的提高 储

存时间延长 样品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迅速降低 说

明在储存过程中 天然蜂蜜淀粉酶值的变化与其中蛋白

质的变化密切相关 蛋白质在储存过程中降解是天然蜂

蜜淀粉酶值降低的直接原因 与天然蜂蜜相反 假蜂

蜜的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基本不受储存温度及时间的

影响 这与诺维信耐温淀粉酶(Supra - Termamyl R Supra)

耐高温密切相关

3 结    论

虽然一些掺假蜂蜜或假蜂蜜可以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的技术要求 或现行的国家标准也难以检测出其真伪

但是由于天然蜂蜜是蜜蜂采集花蜜 通过分泌特殊分子

(包括各种酶类)及蜜蜂本身的作用 经过物理和化学的

变化酿造而成 因此 天然蜂蜜应该同时具有花蜜和

蜜蜂的某些特殊成分 而假蜂蜜是不会具有这些特殊成

分的 掺假蜂蜜的这些特殊成分含量则降低 我们的

实验结果表明蜂蜜淀粉酶是一个检测蜂蜜产品质量和判

定蜂蜜产品是否掺假的理想指标 通过跟踪测定蜂蜜样

品的淀粉酶值和蛋白质含量变化可以判断蜂蜜产品是否

掺假 同时也可以判定天然蜂蜜产品的新鲜程度 我

们的实验结果还提示我们 为了保持天然蜂蜜的营养成

分和品质 在蜂蜜的加工 生产 储存 售卖过程

中应避免高温和缩短储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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