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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加热不同水分米糠对其储藏

和功能性质的影响

孙 明 严梅荣 陈 菁 王雪梅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省粮油品质控制及深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本文研究微波加热原始水分和充分水化米糠对其游离脂肪酸含量 蛋白质溶解性和乳化活性的影响 结

果表明 米糠水分含量对微波稳定化效果影响很大 微波加热原始水分米糠能够部分抑制脂肪水解酶活性 对可

溶性蛋白质含量和蛋白质乳化活性影响很小 可用于米糠短期储藏 经微波稳定化处理的充分水化米糠于35 储

藏 4 周 其游离脂肪酸值几乎未变 但米糠功能性质破坏较大

关键词 米糠 微波 水分 储藏 功能性质

Effects of  Microwave Heating of  Rice Bran with Different Moisture Contents on Its Storage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SUN Ming YAN Mei-rong CHEN Jing WANG Xue-mei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Grain and Oil Quality Control and Deep Proces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Effects of microwave heating of rice bran with original moisture content and fully watering rice bran on contents

of free fatty acids(FFA), protein solubility and emulsifying activity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moisture

content on rice bran stabilization is great. Microwave heating of rice bran with original moisture content can partially restrain

the activity of lipase and has very little effect on protein solubility and emulsifying activity. It can be used for short period

storage of rice bran. The FFA content of fully watering rice bran almost remained unchanged and its functional properti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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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oyed a lot after the rice bran was heated by microwave and then storaged at 35  for 4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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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糠是稻米的糙米在碾白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

品 约占稻谷的 6 % 1 2 % 米糠含有 6 % 1 2 % 蛋白

质 12 % 2 3 % 脂肪 8% 1 0 % 粗纤维和 7% 1 2 % 的

灰分 此外还含有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 米糠油的脂

肪酸组成中棕榈酸占 12% 20 % 油酸 40% 5 0 % 亚

油酸 2 9 % 4 2 % 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健康食用油 米

糠蛋白属低过敏性蛋白 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婴幼儿食

品原料 此外米糠所含的 r- 谷维素 生育酚 生育三

烯酚和肌醇等生理活性物质是米糠具有保健功能的重要

原因[1] 对人体健康和现代文明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

要作用[2]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产稻大国 但大部分米糠

仅在当地被用作畜禽饲料 这一宝贵资源尚未得到有效

利 用

米糠有效利用的关键在于稳定化处理 新鲜米糠不

易贮存 碾米后在脂肪水解酶作用下米糠油脂迅速水解

酸败 造成风味变坏 功能性质变差 不适合用于食

物 既使用作饲料也能造成畜禽消化不良 为了有效

地加工和利用米糠 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稳定化处理 目

前美国米糠产品均使用稳定化米糠

米糠加热是将其稳定化的有效方法 挤压膨化法是

目前比较成熟和有效的工业化加热稳定米糠方法[3,4] 通

常认为该稳定化方法的缺点是挤压机价格高 加工灵活

性小 操作条件较难掌握 微波加热稳定米糠是近 2 0

年来研究的新方法[5,6] 微波加热优点是能够深入到物料

内部使物料整体同时加热 加热均匀且速度快 热转

换效率高 同时因加热的热惯性小而易于控制 但该

项研究目前仍处于小试阶段 未见商品化应用报导 由

于米糠水分含量对微波加热影响较大[7] 该方法通常先

调节米糠水分至 20% 左右后再进行微波加热 但是米糠

加水易于结块 使得加水难以均匀 引起微波加热的

不均匀性 影响其效果 为避免加水的不均匀性 本

文研究米糠不加水(下文称为原始水分米糠)以及充分吸水

(下文称为充分吸水米糠)两种极端情况下微波加热对于米

糠储藏性能和功能性质的影响 因为理想的稳定化处理

不仅要使米糠在预定的贮藏期内品质稳定 而且应使米

糠营养成分在稳定化过程中损失最少 米糠组分的功能

性质不受影响或得到增强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新鲜米糠 南京六合城西米厂

1.2 试剂及仪器

1.2.1 试剂

乙醇 乙醚 氢氧化钾 石油醚 氢氧化钠

盐酸 酚酞

1.2.2 仪器

微波炉 THZ-22 恒温振荡器 真空干燥箱 LXJ-

II 离心沉淀机 组织捣碎机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酸

度计 7 2 2 光栅分光光度计 电热恒温培养箱 旋风

粉碎器 电子天平等

1.3 方法

1.3.1 米糠微波加热稳定化

1.3.1.1 原始水分米糠微波加热稳定化

米糠过40 目筛筛除碎米和稻壳 取 40g 加入直径

为9cm 的耐热玻璃容器内 放入微波炉(650W)加热不同

时间后 冷却至室温 备用

1.3.1.2 充分水化米糠微波加热稳定化

米糠过40目筛 加入三倍量的水分混匀 于2800r/min

离心后 放入微波炉加热不同时间后 冷却后粉碎备

用

1.3.2 米糠含水率的测定 GB5497-85 105  恒重法

1.3.3 米糠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稳定化米糠中加入三倍量石油醚 于40 水浴加热

振荡 1 h 抽滤除去石油醚 室温晾干得脱脂米糠 取

约3g 脱脂米糠加100ml 蒸馏水并调节至一定pH 室温

振荡50min 后用容量瓶稀释至 200ml 离心 取上层清

液用Folin-酚法测定可溶性蛋白质含量[8]

1.3.4 米糠蛋白质乳化活性的测定[9]

稳定化米糠加入六倍量的蒸馏水 用1mol/L氢氧化

钠将pH 调至 11 放入 50 水浴加热摇振30min 后 离

心 取上层清液用1mol/L 盐酸将pH 调至5 并再次离心

沉淀的蛋白质中加少量水用氢氧化钠调节pH至7后于55

真空干燥 固体粉碎得粉状蛋白质

5g 蛋白质样品中加入70ml 蒸馏水并搅拌均匀 将

其调节至不同pH 在组织捣碎机中搅拌30s 加入70ml

精制大豆油 再以12000r/min 搅拌 1min 形成的乳液

以4000r/min 离心10min 分别测量液体总高度和乳化层

高 度

乳化活性(%) (乳化层高度/总高度) 100

1.3.5 稳定化米糠储藏试验

经微波加热处理的米糠冷至室温 放入链扣塑料袋于

35 电热恒温箱储藏4周 定期取样测定其游离脂肪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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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米糠游离脂肪酸值的测定    参考文献[10]

2 结果与讨论

2.1 微波加热对米糠储藏性能的影响

为了测定微波加热不同水分米糠对其储藏性能的影

响 将原始水分米糠分别微波加热30 60 90 和 120s

充分水化米糠分别加热5 min和6min后于35 保温储藏

定期测定其游离脂肪酸值 结果见表 1 和表 2

储藏时间 微波加热时间(s)

(d) 0 30 60 90 120

0 7.85 7.85 7.85 7.85 7.85

1 17.52 12.82 10.16 8.27 8.12

2 23.67 13.26 11.81 9.24 9.00

3 27.11 15.48 12.47 10.71 9.86

7 30.85 20.96 16.38 13.22 11.49

14 33.79 30.90 24.05 18.10 15.07

21 36.86 33.46 27.29 20.89 16.81

28 39.30 36.81 29.08 23.07 19.30

表1   微波加热原始水分米糠对其游离脂肪酸值的影响(g油酸%)

Table 1    Effect of microwave heating of rice bran with original

moisture content on FFA contents(g Oleic Acid%)

微波时间          储藏时间(d)

(min) 0 1 2 3 7 14 21 28

5 10.49 10.46 10.58 10.58 10.60 10.62 10.61 10.62

6 10.26 10.34 10.38 10.41 10.45 10.44 10.43 10.55

表2    微波加热充分水化米糠对其游离脂肪酸值的影响(g油酸%)

Table 2    Effect of microwave heating of fully watering rice bran

on FFA contents(g Oleic Acid%)

从表 1 可知 未进行微波处理米糠的游离脂肪酸值

经过1d就由7.85%升至17.52% 而微波加热90s的米糠

在35 储藏一周后游离脂肪酸值为13.22% 加热 120s

的米糠在两周后游离脂肪酸值为15.07% 可见微波加热

原始水分米糠对其短期储藏具有一定效果

表 1 还可以看出 经过微波处理的原始水分米糠的

游离脂肪酸值增加比较缓慢 经过120s 微波加热的米糠

储藏4 周后的游离脂肪酸值从7.85% 上升至19.30% 增

加了1.46 倍 而未处理的米糠在储藏过程中游离脂肪酸

值迅速增加 四周内由 7.85% 上升至 39.30% 增加了

4 倍 可见微波加热稳定原始水分米糠具有一定的效

果 微波加热能够抑制钝化米糠中脂肪水解酶的活性

加热时间越长 米糠吸收的能量就越多 脂肪水解酶

被钝化的程度也越高 米糠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就会越

低 但是本实验原始水分微波的含水率为11.3 5 % 经

过120s 加热后其含水率已降至3.49% 继续加热势必造

成米糠焦化 可见米糠的水分限制其加热时间 微波

加热原始水分米糠不适合用于米糠长期储藏

表 2 显示微波加热充分水化米糠对其游离脂肪酸值

的影响 由于本实验所用米糠原料的起始脂肪酸值较

大 使得表中数值较大 但从表 2 可清楚地看到 无论

经过5min 或 6min 加热 整个储藏期间米糠游离脂肪酸值

改变极小 这是因为充分水化米糠的含水率为39. 8 4 %

经过 5min 或 6min 加热后 其含水率分别下降到5.71%

和 2.48% 由于吸收了大量的微波能量 使得脂肪水解

酶得到充分有效的钝化 从这个角度讲 有利于长期

储藏米糠

2.2 微波加热对米糠蛋白质溶解性的影响

微波加热不同水分米糠对其蛋白质溶解性的影响见

表 3 和表 4

pH 值
微    波    时   间(s)

0 30 60 90 120

3 7.06 8.06 6.56 7.75 6.17

5 5.78 6.78 6.06 6.28 5.72

7 8.28 8.87 7.31 8.19 6.67

8 10.33 8.89 8.67 9.25 7.58

9 10.78 9.56 9.38 11.11 8.89

表3    微波加热原始水分米糠在不同pH值下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Table 3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of microwave heated original

moisture content rice bran at different pH values(%)

微波时间                       pH值

(min) 3 5 7 9

5 4.81 3.44 5.23 6.47

6 4.08 3.12 4.93 5.68

表4    微波加热充分水化米糠在不同pH值下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Table 4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of microwave heated fully

watering rice bran at different pH values(%)

由表 3 可知 当 pH 为 5 时 米糠中可溶性蛋白质

的含量最少 这是由于米糠蛋白质的等电点在 4 5 左

右 当 p H 5 时 米糠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有小幅上

升 当 p H 5 时 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明显上升 显

示 p H 值对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影响较大 在碱性条件

下 米糠蛋白质具有较好的溶解性

表 3 表明 在各个 pH 值下 经过不同时间微波加

热的原始水分米糠与未处理米糠相比 其可溶性蛋白质

的含量除了加热 120 s 的相应较小外 有的增加 有的

减少 其变化规律性不强 但总的说来 变化不大

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原始水分米糠吸热不大 对其可溶性

蛋白质的含量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在吸热过程中 可能

同时发生蛋白质从与其结合的其他组分中游离出来以及

发生变性两个相反过程 但当加热时间增长时 蛋白

质变性明显占优势 造成米糠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明显

下降 这从表 4 的数据中可清楚地看出 与表 3 相比

表 4 中的数据几乎下降近一半 显示微波加热对充分水

化米糠功能性质的重大影响

2.3 微波加热对米糠蛋白质乳化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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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加热不同水分米糠对其蛋白质乳化活性的影响

见表 5 表 6

pH 值
                            微  波  加  热  时  间(S)

0 60

5 56.30 54.70

7 64.20 61.80

9 72.73 71.51

表5   微波加热原始水分米糠对其蛋白质乳化活性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microwave heating of rice bran with original

moisture content on protein emulsifying activity(%)

pH 值
                               微    波   时    间(min)

5 6

5 37.56 34.47

7 46.25 41.17

9 54.64 50.30

表6    微波加热充分水化米糠对其蛋白质乳化活性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microwave heating of fully watering rice bran

on protein emulsifying activity(%)

由表 5 6 可知 p H 对米糠蛋白质乳化活性有较

大的影响 由于蛋白质的乳化活性与其溶解性有关 蛋

白质在碱性条件下具有较好的溶解性 随着 p H 的增

加 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增加 因而蛋白质的乳化活

性也相应增加

表 5 6 显示无论原始水分米糠或充分水化米糠经

微波加热后其蛋白质在不同pH 值下的乳化活性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 随着微波加热程度的增加 蛋白质乳化

活性相应减少 原始水分米糠由于水分含量较小 加热

时间也短 微波加热对其蛋白质的乳化活性的影响很

小 充分水化米糠由于含水量大以及吸收了微波较多的

能量 其蛋白质乳化活性明显小于原始水分米糠 微波

加热对于蛋白质乳化活性的影响来源于加热造成的蛋白质

变性 可见微波加热在使米糠脂肪水解酶钝化的同时

也使米糠蛋白质溶解性和乳化活性等重要功能性质受到影

响 米糠含水率越高 微波加热时间越长 米糠脂肪

水解酶被钝化的程度就越高 米糠营养成分和功能性质

受破坏的程度也越大 因此在米糠微波加热稳定化过程

中选择合适的米糠水分含量和相应的微波加热功率和加热

时间对于获得高质量的稳定化米糠是至关重要的

3 结  论

微波加热原始水分米糠或充分水化米糠可避免加水

造成的米糠水分不均匀性 原始水分米糠的含水率低

使得微波加热时间受到限制 其结果是米糠脂肪水解酶

未能得到充分钝化 只能用于米糠短期储藏 但微波

加热对于米糠蛋白质溶解性和乳化活性等功能性质影响

很小 能很好地保持米糠品质 充分水化米糠含水量

高 加热过程中吸收微波能量大 米糠脂肪水解酶得

到充分钝化 米糠 4 周储藏期间游离脂肪酸含量几乎未

变 但微波加热对其功能性质破坏也较大 可见米糠

含水率是稳定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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