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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超高压微射流技术改性膳食纤维

对酸奶流变学特性的影响

余海霞1，刘成梅1,*，万 婕1，刘 伟2，张兆琴1，吴 伟1

(1.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47；2.南昌大学中德食品工程中心，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 本实验研究了经动态超高压微射流技术处理后的膳食纤维及添加了该膳食纤维的酸奶的流变学特性，探讨了

添加不同浓度、经过不同压力处理后的膳食纤维对酸奶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浓度为0.6%的膳食纤维溶液经过

40MPa处理后的表观黏度为160.2mPa·s，随着处理压力的增加而增加，在180MPa时高达551.6mPa·s，在80MPa固
定压力时，其表观黏度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浓度为1.5%时达到897.9mPa·s；酸奶的表观黏度与所添加的膳食纤

维的表观黏度变化规律一致，随着膳食纤维添加量和处理压力的增加而增加，在酸奶中添加经80MPa处理、浓度为

0.6%的膳食纤维后，其黏度在转速为6r/min时由原来的6.02Pa·s增加到8.36Pa·s，表现为触变性流体特性，酸奶口感

纯正黏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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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etary fiber and yoghurt which added with dietary

fiber modified with dynamic high-pressure microfluidization treatment and the effects of  dietary fiber modified at different

treatment pressures and its addition amount on viscosity of yoghur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dietary

fiber at 0.6%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from 145.3 mPa·s at 40 MPa to 551.6mPa·s at 180 MPa with the treatment pressure

riasing, and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dietary fiber treated at 80 MPa ascends to 897.9 mPa·s at 1.5% with the concentration

rising.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yoghurt has the same trend to the dietary fiber, increasing with the increment of treatment

pressure and addition amount of dietary fiber ascending, and at the stirring rate of 6 r/min, the viscosity of the yoghurt added with

0.6% dietary fiber treated 80MPa increasing from 6.02 Pa·s to 8.36 Pa·s, which exhits the thixotropic fluid character  istics

with an orthodox and thick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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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纤维被营养专家称为六大营养素之外的“第七

营养素”[1]，具有降低血糖、降低胆固醇、减肥和预防肠

癌、便秘、心血管等功能，而且能增加饱腹感，减少肥

胖症[2-3]。膳食纤维的品质和生理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其

结构、粒度、比表面积、膨胀力等性质有关。经过动态

超高压处理后，膳食纤维中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增加，

颗粒细化，理化性质得到改善，稳定性增强[4-6]。在乳制

品中添加膳食纤维除了能满足人们对营养成分的需求，

还能改善乳制品的口感，提高稳定性，且不与其中任何

成分发生对人体不利的理化反应[7]，因此能进一步提高乳

制品的营养价值和应用范围。

本实验着重探讨经动态超高压微射流技术处理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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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纤维的流变性以及其对酸奶流变性的影响，为改性

膳食纤维酸奶的研制及改性膳食纤维在乳制品中的应用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1:1)由南昌大学中德

食品工程中心提供。

全脂乳粉    光明乳业；白砂糖    市售；复合稳定

剂：卡拉胶、羧甲基纤维素钠(CMC)、蔗糖酯。

1.2 仪器与设备

M-700 微射流均质机、Brookfield DV-Ⅲ ULTF流变

仪、Nicomp380 ZLS 粒度仪、NDJ-8S型数显表观黏度计、

FJ-200高速分散均质机、电热恒温培养箱。

1.3 方法

1.3.1 豆渣膳食纤维制备工艺

豆渣→碱处理→漂洗滤渣→调酸至pH6→蛋白酶水

解→漂洗滤渣→ 胶体磨→高压均质机→微射流处理→真

空冷冻干燥→样品

1.3.2 膳食纤维酸奶制备工艺

稳定剂、白砂糖、膳食纤维→溶解

                                     ↓
全脂乳粉→溶解→混合→调配→均质→加热灭菌→

冷却→接种发酵剂(嗜酸乳杆菌:嗜热链球菌=1:1)→分装→

发酵(42～43℃)→冷却→后熟→成品

1.3.2.1 调配、均质

将全脂乳粉用40℃的温水以1:8配成乳液，同时用

55～60℃温水将混合均匀的稳定剂、白砂糖、膳食纤维充

分溶解，与乳液混合均匀，预热至60℃均质(15～20MPa)
一次。

1.3.2.2 灭菌、冷却、接种

将混合基料装入灭菌锅中，于95℃灭菌5min，快速

冷却至43～45℃，接种，充分搅拌10min。

1.3.2.3 培养、冷却、后熟

分装奶瓶，放入恒温培养箱(42～43℃)内发酵3.5～4.5h，
当pH值至4.4～4.6时停止发酵。快速冷却至10～15℃，置

于冰箱(0～4℃)内冷藏后熟12h后即为成品。　　

1.3.3 膳食纤维溶液流变性的测定

采用Brookfield DV-Ⅲ ULTF流变仪测定膳食纤维溶

液的流变性，转子型号为：C P 5 2 。

1.3.4 膳食纤维酸奶表观黏度的测定

酸奶后成熟12h后，测定各样品在不同剪切速率、剪

切时间和温度下的表观黏度。将转子放进4℃酸奶中(保持

酸奶的液面没至转子的液面刻度线)，选择不同的转速

(R) ：6、12、30、60r/min，在一个循环内测定酸奶的黏

度；再选定某一转速测定样品在不同剪切时间的黏度；

将样品放入恒温水浴锅中升温至28℃再进行重复测定。

每次测定都需重新更换样品。

2 结果与分析

2.1 经不同压力处理后的膳食纤维溶液的流变性及其对

应酸奶的黏度变化。

 图2   不同压力下酸奶剪切速率-剪切黏度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ar rate and apparent viscosity
of yoghurt added with dietary fiber treated at different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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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添加膳食纤维的酸奶为DF0；添加未处理膳食纤

维的酸奶为DF1；添加40、80、120、160MPa处理后

膳食纤维酸奶为DF2、DF3、DF4、DF5。

图3   酸奶黏度随膳食纤维处理压力的变化曲线

Fig.3   Apparent viscosities of yogurt added with dietary fiber
treated at different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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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表明，某一压力下膳食纤维溶液的表观黏

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发生明显剪切稀化的现象，在

图1   不同压力下膳食纤维剪切速率-剪切黏度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ar rate and apparent viscosity of
dietary fiber treated at different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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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剪切速率下膳食纤维溶液的表观黏度随着处理压

力的增大而明显增大；添加不同压力处理后膳食纤维

酸奶的黏度均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而减小，发生剪切

稀化的现象；在膳食纤维添加量为0.6%时，同一剪切

速率下随着压力增大，样品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这

与膳食纤维溶液的表观黏度变化一致；压力低于

40MPa时的酸奶黏度增加较为缓慢，随着动态超高压

处理压力的增加，膳食纤维酸奶的黏度增加幅度变

大，达到120MPa后趋于平缓。

以上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膳食纤维具有的表观黏

度、平均粒径以及水化性质，在做成酸奶制品时，膳

食纤维就会充分伸展、膨胀，与酪蛋白竞争一部分水

共同构成酸奶凝胶的立体网络，从而使样品黏度增

加；经过动态超高压处理的膳食纤维溶液表观黏度比

未处理的膳食纤维要高很多，其平均粒径比未处理的

膳食纤维要低；水化性质也比未处理的膳食纤维要

高，随着处理压力增加，持水力、结合水力、可溶性

膳食纤维含量相应增加 [4-5，8]，样品黏度增加较快。但

在120MPa以后它对酸奶的黏度影响已趋于稳定，进一

步加大膳食纤维处理压力对它的影响不大，黏度增加

平缓。

2.2 不同浓度膳食纤维溶液的流变性及其对应酸奶的黏

度变化

从图4～6可看出，膳食纤维溶液的表观黏度随

着剪切速率的增大发生明显剪切稀化的现象，在同

一剪切速率下膳食纤维溶液的表观黏度随着膳食纤

维浓度的增大而明显增大；各酸奶样品黏度随着剪

切速率的增大而减小；同一剪切速率下随着膳食纤

维添加量的增大，样品黏度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

且上升幅度较大。膳食纤维添加量达到1 . 5 %时，样

品过于黏稠且有异味，已失去其应用价值。这是因

为随着膳食纤维添加量的增加，膳食纤维膨胀力、

持水力和结合水力的表现作用相应增加，膳食纤维

伸展、膨胀以及竞争水的作用相应增强，从而引起

酸奶黏度较大增加。

图4   不同浓度下膳食纤维剪切速率-剪切黏度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ar rate and viscosity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dietary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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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不同浓度下酸奶剪切速率-剪切黏度的关系图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ar rate and viscosity of yoghurt
add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ietary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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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酸奶黏度随膳食纤维添加量的变化

Fig.6   Apparent viscosities of yogurt add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ietary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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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酸奶黏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7   Apparent viscosity of yogurt added with dietary fiber treated
at different pressures varying with shea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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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酸奶黏度随剪切时间的变化曲线

Fig.8   Apparent viscosity of yogurt added with dietary fiber treated
at different pressures varying with shea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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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膳食纤维酸奶的表观黏度与剪切条件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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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表明，在4℃升速剪切时，DF1与DF3的表观黏

度随着转子转速的增加迅速减小即剪切变稀；4℃降速剪

切时，各样品都是随着转子转速的减小而增加，但是无

法回复到原来的程度。在4℃、30r/min时，DF1与DF3的表

观黏度随着剪切时间的延长而明显下降，下降到一定程

度后趋于平缓；D F 1与D F 3的表观黏度同时还受温度影

响，温度升高时，酸奶表观黏度明显降低。由此看出改

性膳食纤维酸奶表现为触变性流体特性。

3 结  论

3.1 改性膳食纤维的表观黏度随着处理压力以及浓度的

增加而明显增加；酸奶表观黏度与所添加的膳食纤维的

黏度变化规律一致，随着所添加的膳食纤维处理压力和

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添加经80MPa处理、浓度为0.6%
的膳食纤维后，其黏度在转速为6 r / m i n时由原来的

6.02Pa·s增加到8.36Pa·s，酸奶口感纯正黏稠。

3.2 添加改性膳食纤维酸奶的黏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

而下降，随着剪切速率的降低而增加，但无法回复到原

来的程度，酸奶黏度随着剪切时间的延长而下降，在升温

过程中酸奶黏度下降很大，表现为触变性流体特性。

3.3 膳食纤维酸奶黏度与改性膳食纤维表观黏度变化规

律一致，然而处理后的膳食纤维内部结构对酸奶黏度的

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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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温度下酸奶黏度随剪速率的变化曲线

Fig.9   Apparent viscosity of yogurt added  dietary fiber treated at
different pressures varying with shear rate at different tempre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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