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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醇啤酒酵母菌株HD34-1的生产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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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构建的乙醇脱氢酶(ADH)工程菌株中筛选到 ADH 活性最强的菌株 HD34-1，以其为发酵菌株进行 1 吨

发酵罐发酵实验，经过生产性发酵实验与理化指标的测定，证明 HD34-1 菌株的发酵酒精度低于 1%(W/W)，满足

无醇啤酒的要求，并确定了该菌株啤酒发酵的发酵条件为 1 吨发酵罐密闭发酵，温度选择 11℃，接种量为 2%，糖

度降为 5% 时终止发酵，降温至 4℃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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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HD34-1, a strain with the highest activity of alcohol dehydrogenase (ADH), was applied

in the fermentation experiment of beer. During the productive fermentati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were determin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alcohol content is below 1% (W/W), which accords with the request of alcohol-free beer. The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in 1-ton airtight fermentor were confirmed as follows: temperature 11℃, inoculum size 2%, terminating the fermen-

tation when the sugar content declines to 5%, and reducing the temperature to 4℃ for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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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无醇啤酒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限制

发酵方法来降低制酒发酵过程中生成乙醇的量；另一类

是在后发酵过程中将产生的乙醇除去。但是这些方法既

需要一定的工艺水平，又需要配备有相应的仪器设备。

而考虑到啤酒的颜色、泡沫和香气成分等方面的要求，

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是从啤酒酵母菌株本身出发不改变原

有啤酒工艺来酿造无醇啤酒。本实验以自行构建的乙醇

脱氢酶(ADH)工程菌为发酵菌株进行生产性试验，对其

发酵性能、各理化指标进行了测定以期达到酿造无醇啤

酒的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

酿酒酵母 HD34-1，由微生物黑龙江省高校重点实

验室(黑龙江大学)保藏。

1.2 试剂

葡萄糖、半乳糖    上海恒信化学试剂公司；酵母

提取物、蛋白胨    O x o i d 公司；大麦芽、邻苯二胺

(1%)及盐酸(4mol/L)。
1.3 培养基

斜面培养基：酵母膏 1%，蛋白胨 2%，葡萄糖 2%，

自然 p H 值。

麦芽汁培养基：称取优质麦芽，洗涤并粉碎麦

芽，按照 1:3 .5 的比例与水(52℃)混合，加热至 62℃，

保温 20min，加热至 72℃，保温 20min，加热至 78℃，

保温 2 0 m i n ，过滤、洗糟、弃糟、取滤液、分装，

108℃灭菌备用。

1.4 仪器与设备

发酵罐(1吨)    汉斯公司；WYT-1 0-32% 手持糖度计

上海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721 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

光谱仪器有限公司；HZQ-QX 空气浴振荡器    哈尔滨市

东联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Mettler pH 计    梅特勒 -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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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DHP-9082 电热恒温培养箱    上
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1.5 菌株活化及发酵方法

1.5.1 菌株活化方法

斜面保存的菌株经麦芽汁培养基活化两次后，逐级

扩大培养直至 500ml 发酵瓶，4℃保存。

1.5.2 发酵

用 1 吨发酵罐密闭发酵，原麦芽汁浓度为 10.35%
(W/W)，温度选择 11℃，接种量分别为 1%、2%、3%、

4 %，糖度降为 5 % 时终止发酵，降温至 4℃封存。进

行五个批次的发酵试验，每次在发酵过程中及终了时取

样测定各项发酵性能指标。

1.6 测定项目及方法

1.6.1 发酵度测定

参照《啤酒工业手册》中的发酵管法测定发酵度[1 ]。

1.6.2 酒精度测定

参照《工业发酵分析》中的重量法测定发酵液的

酒精度 [ 2 ]。

1.6.3 悬浮酵母数测定

用显微镜直接计数法测定悬浮酵母数[3]。

1.6.4 糖度的测定

用糖度计(WYT-10-32%)测定发酵液的含糖量(%)。

1.6.5 双乙酰含量测定

取发酵液 500ml，加 2～4 滴消泡剂，按照文献[2]
的 E BC 方法测 OD 3 3 5，并计算双乙酰含量。

1.6.6 总酸的测定

按照文献[2]所述的方法测定，以 NaOH 标准溶液直

接滴定啤酒样品的总酸，用 pH 计测量滴定终点，最后

由消耗的 NaOH 标准溶液的体积，计算出啤酒中总酸的

含量。计算公式为：

总酸X(ml/100ml)=2CV
式中，C 为 NaOH 标准溶液浓度(0.1002mol/L)；V

为 50ml 发酵液消耗的 NaOH 标准溶液体积(ml)。

1.6.7 原麦汁浓度测定

采用密度瓶法测定原麦汁浓度[2]。

2 结果与分析

2.1 菌株在发酵过程中部分指标的动态研究

2.1.1 不同接种量时发酵液中悬浮酵母数的变化

悬浮酵母数对啤酒酿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直

接影响啤酒的酒精含量和风味。在不同接种量条件下测

定不同发酵时期的悬浮酵母数，以确定最佳的接种量，

结果见图 1 。

图1  不同接种量时的悬浮酵母数

Fig.1  Suspended yeast cell numbers at different inoculum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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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以看出，4% 的接种量虽然可以在短时间

内获得大量的菌体，但是悬浮酵母的数量下降得也很

快；而 3% 的接种量既可以满足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菌

体的要求，而且菌的数量也可以维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

段，因此在以后的实验中建议采用 3% 的接种量，但是在

实际发酵中的接种量还需要与其他参数比较进一步摸索。

2.1.2 不同接种量时的降糖曲线

发酵液中糖的测定在发酵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糖浓度的变化与发酵正常与否，是否染菌关系极为密

切。测定在不同接种量时各个发酵时期的糖度变化，结

果见图 2 。

图2   不同接种量时的降糖曲线

Fig.2  Total sugar-reducing curves at different inoculum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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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以看出，无论以哪种接种量进行培养，随

着培养时间的延长，糖度都随之下降，其中 4% 接种量

的糖度下降得最快，其次是 2 %，最慢的是 1 %。在适

宜的培养条件下，菌数越多，糖的消耗也就越多；因

而接种量越大，其降糖也就越快，但是在工业生产中，

接种量越大，成本也会相应的提高，这样不利于生产。

而图中所示 2% 的接种量既可满足降糖的要求，又能够

节约成本。因此，综合悬浮酵母数的变化和糖度的变

化，确定接种量为 2 % 。

2.1.3 总酸变化测定

以 2 % 的接种量进行发酵实验，并分别在 1、3、
5 、7 、9 、1 1 d 进行总酸的测定，结果见图 3 。由图

3 可以看出随着发酵的进行，酸逐渐累积，可能是由于

该菌株在发酵过程中产醇少，所消耗的糖多数转化为酸

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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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乙醇变化测定

乙醇含量是无醇啤酒酿造的最重要指标，对发酵液

进行乙醇含量的测定，结果见图 4。由图 4 可以看出，

在整个发酵过程中乙醇的生成量是逐渐增加的，但最终

含量低于 1%(W/W)，说明该菌株符合无醇啤酒对乙醇

含量的要求。

图 3   总酸变化曲线

Fig.3    Change curve of total aci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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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双乙酰变化测定

双乙酰是啤酒的风味物质，同时双乙酰的含量也是

啤酒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掌握啤酒发酵过程中双

乙酰含量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测定结果见图 5。
由图 5 可以看出，随着发酵的进行，双乙酰含量

逐渐升高并在第 5d 达到最高值，随后双乙酰含量逐渐

下降，且下降幅度快。这说明该菌株具有双乙酰产量

低，且后期还原的速度快的特点。

图5   双乙酰变化曲线

Fig.5     Change curve of diacety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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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理化指标的测定

对菌株HD34-1 各项发酵性能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看出，酿酒酵母 HD34-1 从理化指标的各项都

显示出它的优良发酵性能。

3 结  论

本实验以自行构建的工程菌株为发酵菌株，进行无

醇啤酒发酵的初步探索。结果表明：乙醇含量低于 1%(W/
W)，总酸含量 1.90ml/100ml，双乙酰含量为 0.058ml/L，发

酵度为 68.23%，原麦汁浓度为 10.35%(W/W)。这说明

应用工程菌株 HD34-1 进行无醇啤酒酿造是可行的，在

不改变啤酒的酿造工艺和其他风味的条件下，酿造出无

醇啤酒，既简化生产工艺，又满足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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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色度(EBC) 总酸(ml/100ml) 酒精度(%，W/W) 原麦汁浓度(%，W/W) 发酵度(%) pH 双乙酰含量(ml/L)
测定结果 7.8 1.90 0.95 10.35 68.23 4.5 0.058

表1  主要理化指标的测定

Table 1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main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图4   乙醇变化曲线

Fig.4    Change curve of alcoho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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