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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蜂蜂体营养片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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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实验以雄蜂蜂体为主要原料，研制出食用方便且风味、口感、性能俱佳的雄蜂蜂体营养片产品，采

用 L9(43)正交试验进行配方优选，并比较了不同润滑剂、不同压片方法对压片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影响

雄蜂蜂体营养片口感的原辅料主次顺序依次为柠檬酸＞雄蜂蜂体粉＞阿斯巴甜＞蔗糖，优化的最佳雄蜂蜂体营养片

配方为：雄蜂蜂体粉 20g/100g、蔗糖 20g/100g、阿斯巴甜 300mg/100g 和柠檬酸 300mg/100g。采用制粒压片法，以

硬脂酸镁、微粉硅胶为润滑剂，压片效果好，压片过程中不黏冲，成品表面点状颗粒分布均匀、整洁有光泽，

片结实、不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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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drone body was used as the main material, to develop nutrition tablet. The formula was optimized

with L9 (43) orthogonal test,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ubricants and different tablet press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rder of the raw materials affecing the taste of the nutritional tablet is as follows: citric acid＞ drone body powder

＞ aspartame＞ sugar. The optimal formula is: drone body-powder 20 g/100 g, sugar 20 g/100 g, aspartame 300 mg/100 g and citric

acid 300 mg/100 g. With magnesium stearate or silica powder as lubricants, the effects are better by granulation tablet-pressing

method: non-stick punch in the course of pressing tablet, point particles of product being distributed evenly, surface of tablets

being clean and shiny, and tablets being solid and non-friable.

Key words：drone body；nutrition tablet；formula；lubricant；tablet pressed method
中图分类号：TS275.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6630(2008)12-0789-04

收稿日期：2008-07-11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项目(赣教技字[2007]35 号)
作者简介：付桂明(1972-)，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食品资源开发及食品生物技术。E-mail：fuguiming@ncu.edu.cn

我国养殖蜜蜂历史悠久，蜜蜂产品产量大、种类

多，主要有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毒、

蜂王幼虫、雄蜂蛹、蜂蜡等产品，都有良好的医疗保

健作用[1]。目前蜜蜂产品研究的热点是蜜蜂蜂体，主要

有两种：一是蜜蜂幼虫和蛹；二是成蜂蜂体 [ 2 ]。

目前对蜜蜂幼虫和蛹的研究较多。研究表明新鲜的

蜜蜂幼虫含脂肪 3.71%、蛋白质 15.4%，以及丰富的 VA
和 VC，其 VD 的含量比鱼肝油、蛋黄和牛奶中 VD 的

含量还要高。蜜蜂幼虫是一种强壮滋补品，对肝病、

神经衰弱、消化道溃疡、白血球减少症均有一定的辅

助疗效[ 3 -4 ]。近年来，蜂蛹特别是雄蜂蛹的开发有了较

大进展，雄蜂蛹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理想食品。据测

定：雄蜂蛹所含的蛋白质高于蜂王浆，是花粉、牛肉

的二倍以上；含氨基酸是花粉的二倍以上，是牛肉、

鸡蛋的三倍以上；含有的人体必需微量元素锌是蜂王浆

的二倍、蜂花粉的四倍以上；同时还富含黄酮类化合

物、酮类及昆虫混合激素等活性物质，其中保幼激素

和蜕皮激素最多，这两种激素不仅对人体新陈代谢与平

衡起调节作用，还能通过刺激环状磷酸腺苷的合成，促

使蛋白质旋体结构和氨基酸序列正常化，从而使因肿瘤

等疾病而受到破坏的细胞结构恢复正常[5]。日本已成功

地将雄蜂蛹制成罐头出售，在我国蜂蛹除用作食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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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广泛应用于人类的临床保健、昆虫饲料和家禽繁殖等

方 面 。

我国对蜜蜂蜂体食用价值的研究历史较长，早在我

国梁代医学家陶弘景就有“食蜂可以轻身益气”的论

述。近年来通过对蜜蜂蜂体营养成分的测定，证实成

蜂蜂体含有丰富的蛋白质、1 7 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尤其是还含有与蜂蛹和幼虫不同的合成磷

酯酶 A 及组胺的前物质。另外蜂体中所含必需氨基酸构

成与人体必需氨基酸组成非常接近，是一种营养价值颇

高的优质蛋白食物。研究表明将蜂体脱水研成粉末饲喂

家禽，可使家禽的产蛋率提高 1 0 % 以上；加拿大研究

人员将蜂体脱水制成蜜蜂粉，并从蜜蜂粉中提取浓缩蛋

白质产品，这种产品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分别为 56.8%
和 64.2%[6]。国际市场上蜂体食品可与蚂蚁食品媲美，做

成蜂糕，深受欢迎。

目前雄蜂蛹的保健功能已被人们广泛接受，而雄蜂

蛹是雄蜂生命成熟的一个初级阶段，成蜂蜂体与雄蜂蛹

的成分有较大的差别，可能具有雄蜂蛹没有的功能成分

和作用。江西省南昌市养蜂爱好者方承祜等长期生食雄

蜂，发现其具有很好的增加食欲、激活机体精力充沛

的作用[ 7 -8 ]，雄蜂蜂体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市场

开发潜力很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中华雄蜂成虫    南昌市向塘养蜂厂。

蔗糖、麦芽糊精、柠檬酸、阿斯巴甜 ( 甜度为蔗

糖 100 倍)、食用乙醇、硬脂酸镁、微粉硅胶、PEG6000
等均为国产食用级。

1.2 仪器与设备

粉碎机、超微粉碎机、混合机、制粒机、单冲

压片机、鼓风干燥箱、pH 计、造粒机、BCD400/2SB
真空充气包装机等。

1.3 方法

1.3.1 生产工艺流程

雄蜂蜂体收集→清洗→干燥→粗粉碎→细粉碎→筛选

→雄蜂蜂体粉→配料混合→制粒→压片→雄蜂蜂体营养片

1.3.2 操作要点

雄蜂蜂体收集：用特制雄蜂捕捉器收集，－ 14℃
冷冻保存。

清洗：冷冻的雄蜂蜂体用清水冲洗去杂质。

干燥：清洗后的雄蜂蜂体，在 60℃、0.01MPa 的

真空度下，进行真空干燥。

粗粉碎：粉碎的目的是为了使原辅料尽可能混合均

匀。原辅料必须经粉碎机粉碎到一定的细度，再进行

细粉碎。

细粉碎：利用超微粉碎机，将粗粉碎的雄蜂蜂体

粉粉碎至粒度小于 100 目。

筛选：筛选超微粉的雄蜂蜂体粉，取 1 0 0 目筛下

物，未能过筛的粗蜂体颗粒重新进行细粉碎后再过 100
目筛，以除去粗大颗粒，使雄蜂蜂体营养片产品具有

细腻的口感。

配料混合：雄蜂蜂体的气味和口感不易被人们接

受，因此需添加麦芽糊精、柠檬酸、蔗糖、阿斯巴

甜等辅料进行矫味、调味，采用 L9(33)正交试验进行配

方优选，确定最佳的雄蜂蜂体营养片配方，并用混合

机混合均匀。

压片：选用不同润滑剂进行了对比实验，以确定

最佳的润滑剂；分别采用制粒压片法[9]及粉末直接压片

法 [ 1 0 ]压片，对比不同压片方法对压片效果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配方的确定

因素
雄蜂蜂体 蔗糖 B 阿斯巴甜 C 柠檬酸D 口感评分

粉A(g/100g) (g/100g) (mg/100g) (mg/100g) (总分100)
蜂体风味

1 10 20 0 200 淡，甜度酸

度均过低(38)
蜂体风味淡，

2 10 30 200 300 甜度适中，

酸甜协调(89)
蜂体风味淡，

3 10 40 400 400 过甜过酸，

酸甜不协调(47)
蜂体风味好，

4 20 20 200 400 甜度偏低，酸

度偏高(67)
蜂体风味好，

5 20 30 400 200 甜度偏高，

酸度偏低(75)
蜂体风味好，

6 20 40 0 300 甜度偏低，

酸度略高(85)
蜂体风味浓，

7 30 20 400 300 略甜，酸

度适中(83)
蜂体风味浓，

8 30 30 0 400 甜度低，

酸度高(52)
蜂体风味浓，

9 30 40 200 200 甜度适中，

酸度偏低(63)
K1 58.00 62.33 58.33 58.67
K2 75.67 72.00 73.00 85.33
K3 65.67 65.00 68.00 55.33

极差 17.67 9.67 14.67 30
因素顺序 2 4 3 1

表 1   配方设计方案因素水平及口感分析结果

Table 1    Orthogonal design and analysis results of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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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用雄蜂蜂体粉、

蔗糖、阿斯巴甜和柠檬酸等各原辅料的用量为因素进行

矫味、调味，采用 L 9( 4 3)正交试验进行配方优选，以

甜度、酸度和酸甜协调度为标准，进行口感评分，总

分为 100，对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和显著性影响分析，确

定最佳的雄蜂蜂体营养片配方，因素水平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各因素对口感的影响的主次顺序

依次为柠檬酸＞雄蜂蜂体粉＞阿斯巴甜＞蔗糖。 使用四种润滑剂均不产生黏冲现象。片面光洁度比较结

果表明，使用滑石粉做润滑剂，片面不光滑、表面有白

粉；使用微粉硅胶和硬脂酸镁做润滑剂，片面光滑；使

用 PEG6000 做润滑剂，片面整洁，有光泽。综合考虑选

择硬脂酸镁、微粉硅胶为润滑剂，压片效果比较好。

润滑剂种类 混合情况 黏冲程度 片面光洁度

滑石粉 易混合均匀 不黏冲 片面不光滑，表面有白粉

硬脂酸镁 易混合均匀 不黏冲 片面光滑

微粉硅胶 易混合均匀 不黏冲 片面光滑

PEG6000 不易混合均匀 不黏冲 片面整洁，有光泽

表 3   不同润滑剂压片效果的比较

Table 3   Tablet-pressing effects with different lubricants

压片效果
方法

黏冲程度 表面光洁度 片剂硬度

制粒压片法 不易黏冲
表面点状颗粒分布 片剂结实，硬度大，

均匀，有光泽 不易碎

粉末直接压片法 易黏冲
表面无光泽， 片剂较疏松，

常有脱帽现象 硬度小，易碎

表 4   不同压片方法对压片效果的影响

Table 4   Tablet-peress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methods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F 比 F0.1 临界值 显著性

雄蜂蜂体粉 470.89 3 3.149 9.000
蔗糖 149.56 3 1.00 9.000

阿斯巴甜 333.56 3 2.23 9.000
柠檬酸 1622.22 3 10.847 9.000 *
误差 149.56 3

表 2   方差分析表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注：* 有显著性影响。

进一步的方差分析[11 ]可知：

(1)FA ＜ F0.1，故雄蜂蜂体粉用量在实验选取水平范

围内对营养片风味没有显著影响。当雄蜂蜂体粉用量为

20g/100g 时，蜂体风味已经较好，而考虑到雄蜂蜂体

粉成本较高，因此选择雄蜂蜂体粉用量为 20g/100g 时为

最 佳 。

(2)FB ＜＜ F0.1，故蔗糖用量在实验选取水平范围内对

营养片风味没有显著影响。而与阿斯巴甜相比，在相

同的甜度下，蔗糖成本较高，因此选择蔗糖用量为 20g/
100g 时为最佳。

(3)FC ＜ F0.1，故阿斯巴甜用量在实验选取水平范围

内对营养片风味没有显著影响。而在相同的甜度下，阿

斯巴甜比蔗糖成本低，在口感品评时，折算总甜度为

蔗糖量为 50g/100g 甜度最好，因此选择阿斯巴甜用量为

300mg/100g 时为最佳。

(4)FD ＞ F0.1，故柠檬酸用量对营养片风味有显著影

响，而在口感品评时，柠檬酸用量为 300mg/100g 时，

酸度最合适，因此最佳柠檬酸用量选取 300mg/100g。
综合上述结果可得，优化的最佳雄蜂蜂体营养片配

方为：雄蜂蜂体粉 20g/100g、蔗糖 20g/100g、阿斯巴

甜 300mg/100g 和柠檬酸 300mg/100g。
2.2 润滑剂的选择

为了解决压片过程中的黏冲问题，本实验采用制粒

压片法，对几种常用的润滑剂：滑石粉、硬脂酸镁、

微粉硅胶、PEG6000 等[12]进行了对比实验，添加 2% 不

同种类的润滑剂进行压片，观察压片效果。结果表明，

PEG6000 不易与雄蜂蜂体粉颗粒混合均匀，而滑石粉、

硬脂酸镁、微粉硅胶与雄蜂蜂体粉颗粒混合效果良好。

2.3 不同压片方法对压片效果的影响

采用制粒压片法及粉末直接压片法进行对比结果见

表 4，粉末直接压片法的效果较差，粉末直接压片的方

法也难以成型，且柠檬酸吸湿性较强，在压片过程中

易发生黏冲问题。采用粉末直接压片效果较差，压片

过程中易发生黏冲现象，成品表面无光泽，常有脱帽

现象，片剂较疏松，硬度小，易碎。而制粒压片法

压片效果好，压片过程中不黏冲，成品表面点状颗粒

分布均匀，有光泽整洁、片结实，不易碎。

2.4 雄蜂蜂体营养片产品技术指标检测

雄蜂蜂体营养片产品送江西省食品检测站检测，检

测结果，显示雄蜂蜂体营养片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

准，其技术指标如下：

感官指标：色泽均匀，口感细腻，有雄蜂蜂体特

有风味。

理化指标：片重 1.5 ± 0.05g，蛋白质含量(mg/g) ≥
3 0 。

微生物指标(参照 GB/T3623 － 1999《果香型固体饮

料》)：细菌总数≤ 5000 个 /g，大肠杆菌≤ 30 个 /100g，
致病菌未检出。

重金属指标(参照 GB/T3623 － 1999《果香型固体饮

料》)：砷 mg/ kg ≤ 0 . 2，铅 mg/ kg ≤ 0 .3。

3 讨  论

蜂体的营养价值已经渐渐的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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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前对蜂体的的利用也集中于工蜂，但由于养蜂

人为了多产蜂蜜，不愿加工健康的工蜂，出售的工蜂

基本上是超龄的或是蜂尸，营养和保健价值大打折扣；

而且工蜂常年在外采蜜，与外界接触较多，很容易沾

染并携带致病菌和病毒，给加工与食用带来很大的困

难。雄蜂是另一蜂体资源，每群蜂每年产 5000 只雄蜂

以上，它唯一的作用是与处女蜂王交配，因此只要保

留几只雄蜂，就能满足蜂群繁殖的需要。雄蜂体重约

220mg 大大超过工蜂，它不会采花酿蜜，食量是工蜂的

4～5 倍，消耗大量的蜂蜜，因此养蜂人常常需要费很

大的力气清除蜂巢中的雄蜂。但是雄蜂也有它的特点，

除了与蜂王交配的几个小时飞出蜂巢外，一生都在蜂巢

里，而且飞出蜂巢也只是在空中追逐蜂王，在空中完

成交配后，立即飞回蜂巢，期间不停留于任何地方，

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而蜜蜂是很爱干净的动物，蜂

巢是一个无菌环境，所以雄蜂是一种非常洁净的食物资

源，亦是具有广阔开发利用前景的生物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养蜂最多的国家之一，有 6 0 0 万群

蜂，年可产雄蜂 600 万公斤，雄蜂蜂体资源十分丰富。

本实验以当今世界少数尚未有效利用的天然生物保健食

品资源之一——雄蜂为主要原料，研制出方便食用且风

味、口感、性能俱佳的雄蜂蜂体营养片产品，提高了蜂

产品的利用率，将为我国蜂产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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