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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油微胶囊贮藏稳定性的初步研究

韩 丹，熊 华 *，白春清，张 忠，刘玉珍，徐井水

(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制备微藻油微胶囊产品，通过对其理化性质的测定，考察产品在贮藏期间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微胶

囊水分含量为 3.68%，包埋率为 94.30%，平均粒径为 497.9nm，溶解度为 94.37% 时，在贮藏过程中较为稳定；

扫描电镜结果证实了微胶囊较好的包埋效果，能够对芯材起到保护作用；差示扫描热分析(DSC)结果显示，微胶

囊的热溶解温度较高，其完整结构能够在大多数加工过程中稳定存在，在贮藏过程中热稳定性虽有所下降，但变

化不大。在耐热强度实验中，微胶囊破坏率随温度升高而增高，表明微胶囊应低温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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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Stability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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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rage stability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was investigated by determining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he moisture content, the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and the solubility of freshly prepared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were 3.68%, 94.30%, 497.9 nm and 94.37%, respectively. All these indexes were relatively stable during 180 d

storage. The core material was found to be well protected under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DS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m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was high, suggesting that the complete structure of microcapsules can exist stably

during thermal processing. A slight decrease in the thermal stability was seen during storage. With the temperature increasing, the

microcapsule damage rate increased in heat resistant strength test, suggesting that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should be stored

at low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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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油是从单细胞海洋藻类中提取的功能性油脂，

其主要的功能活性成分是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花生

四烯酸、亚麻酸等对人体具有重要生理作用的多不饱和

脂肪酸[1]。微藻油与另一种 DHA 主要来源的深海鱼油相

比，脂肪酸组成较为简单，D H A 含量高，几乎不含对

婴幼儿生长发育有抑制作用的二十碳五烯酸(EPA)[2]，因

此微藻油与深海鱼油相比，对孕妇、哺乳期妇女、婴

幼儿和儿童更安全。微藻油中富含的 DHA 属于ω -3 型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光、热、氧等因素不稳定，极易

氧化，使营养保健和生理活性功能丧失。因此，改善

和提高微藻油的稳定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

微藻油的稳定特性成为微藻油合理利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微胶囊具有改变物质外观及性质，以及延长和控制

膜内物质的释放，提高储存稳定性，使其免受环境影

响，掩蔽不良味道，将不可混溶成分隔离，改变物态

便于携带和运输，改变物性使不能相容的成分均匀混

合，易降解等特点[ 3 -4 ]。微胶囊的壁材为芯材提供适合

的内部环境，并将芯材和外部环境隔离开来，防止其

同外部环境的物质发生反应，当需要释放芯材的时候，

用加压、加温或辐射等方法破坏囊材 [ 5 ]。因此，制备

微藻油微胶囊可以有效保护其功能性成分 DHA 免受外界

环境影响，改善其易氧化、易丧失生理活性的特点。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微藻油    武汉百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麦芽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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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鑫源有限责任公司；酪蛋白    河南曙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吐温 -80    上海申宇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环

糊精    郁南县永光环状糊精有限公司；石油醚(分析纯)
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开发中心。

1.2 仪器与设备

HITACHI S-570 型电子扫描显微镜    日本日立公司；

梅特勒 - 托利 HR83 型水分测定仪    东莞市吉之垄电子仪

器有限公司；NICOMP 380/ZLS 纳米粒度分析仪    美国

PSS 公司；DSC PYRIS DIAMOND 差示扫描量热仪    美国

PE 公司；FA1004 电子分析天平    上海上平仪器公司。

1.3 方法

1.3.1 微藻油 DHA 微胶囊的制备

按配方定量称取所需材料，将麦芽糊精、酪蛋

白、单甘酯、稳定剂等溶解于 65～70℃的水中；将吐

温 -80 加入到玉米油中，预热到 70℃后在充氮条件下加

入藻油；在快速搅拌下将油相加入到水相中，混匀后经

高压均质得稳定乳液，喷雾干燥即得微藻油微胶囊产

品 。

1.3.2 水分含量的测定

用梅特勒 - 托利多 HR83 型水分测定仪测定微胶囊产

品中水分含量。

1.3.3 表面形态与内部结构的观察

采用电子扫描显微镜(SEM)观察海藻油微囊粉末表面

形态及内部结构。

先在样品台上贴上一层双面胶，将微胶囊粉末轻轻

撒在上面并吹去多余的粉末，然后在样品上喷金(厚度

100μm)供 SEM 观察微胶囊产品表面形态，加速电压为

20kV。

撒少许微胶囊粉末在贴了双面胶的样品台上，稍稍

压实，使一部分粉末陷入双面胶的胶基中，用刀片刮

去表面的粉末，然后轻刮双面胶的胶面，立即喷金，

然后用 SEM 观察微胶囊产品的内部结构，加速电压为

20kV。

1.3.4 微胶囊包埋率的测定

将新制备的微胶囊样品真空包装贮藏 6 个月，每 60d
取出一包测定包埋率，考察其稳定性。

微胶囊包埋率的测定方法：准确称取 2g 左右的样

品(m)至恒重的三角瓶(m1)中，加入 30ml石油醚(沸程 30～
60℃)，不时振荡，提取 10min。用已知质量的滤纸(m2)
过滤样品，并用 10ml 石油醚洗涤三角瓶和滤纸。将三

角瓶和滤纸转移到 60℃烘箱中，20min 后取出，冷却称

重( m 3)。平行测定 3 次计算包埋率。

                                  m+m1+m2－m3

包埋率(%)=(1 － ————————)× 100
                                         m×n

式中：n 为配料中芯材的含量。

1.3.5 微胶囊化产品溶解度的测定

将新制备的微胶囊样品与真空包装贮藏 6 个月后的

样品分别进行溶解度分析，考察微胶囊样品溶解度的稳

定 性 。

溶解度测定方法[6]：称取 5g 微胶囊样品至 50ml 小烧

杯中，用 38ml 25～30℃的水。分数次将样品溶解，并

转移至 50ml 离心管中，用离心机离心 10min，倾去上

清液；再加入 38ml 25～30℃的水，上下摇动，使沉淀

悬浮，再次离心，倾去上清液后，用少量水将沉淀洗

入已知重量的称量皿中，先在沸水浴中蒸干水分，再

移入干燥箱至恒重。溶解度的计算公式为：

                                      W2－W1

溶解度(%)=[1 － ———————]× 100
                                 (1－B) ×W

式中：W 为样品质量(g)；W1 为称量皿质量(g)；W2

为称量皿 + 不溶物质量(g)；B 为样品含水率(%)。

1.3.6 平均粒度的测定

将新制备的微胶囊样品与真空包装贮藏 6 个月后的样

品分别进行粒度分析，验证微胶囊样品粒度的稳定性。

粒度测定方法：将微藻油微胶囊粉末用蒸馏水溶解

并稀释到一定浓度后，用激光纳米粒度分布仪对微胶囊

产品的粒度进行测定。

1.3.7 微胶囊产品的差示热扫描分析

将新制备的微胶囊样品与真空包装贮藏 6 个月后的

样品分别进行 DSC 分析，验证微胶囊样品的热稳定性。

称取微胶囊化产品 5mg，将样品置于铝制坩埚内，放置

时尽量将样品平铺在坩埚的底部，压紧，将死体积减

至最小。用冲压模将坩埚密封，放入量热池内。设置

升温程序后，开始测定，记录样品的 DSC 曲线，利用

差示扫描量热法对微胶囊化产品进行热力学分析。

DSC 操作条件：升温速率为 10℃/min；起始平衡温

度为 20℃；终止温度为 260℃；氮气流量为 20～30ml/min。

1.3.8 微胶囊耐热强度的测定[7]

取少量制备胶囊均匀的涂在表面皿上，分别在 65、
75 和 85℃下干燥 4h，然后取干燥后的样品，测定其包

埋率，并计算出在各温度下的破坏率。

                               
处理后样品包埋率

破坏率(%)=(1 － —————————) × 100
                                 初始样品包埋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分含量测定结果

微胶囊的水分含量为 3.68%。对一般的粉末产品，

含水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过多的水分使产品结块、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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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常微胶囊产品的含水率要求控制在 2%～5% 之间[8]。

本产品符合微胶囊产品含水率要求。但水分含量相对偏

高，主要是为了尽量避免 DHA 氧化，在喷雾干燥过程

中控制进、出风温度相对偏低所致。

2.2 表面形态与内部结构

微胶囊的许多性质都与其结构有关。微胶囊对芯材

的保留能力和保护作用取决于壁的完整性，微胶囊粉末

的流动性也与颗粒的形态有关。因此，对微胶囊表面

形态及内部结构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9]。

图1   微藻油微胶囊表面结构扫描电镜图

Fig.1   SEM observation of outer morphology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090324  20KV  × 800     38μm

图2   微藻油微胶囊内部结构扫描电镜图

Fig.2   SEM observation of inner morphology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090327  20KV ×1.20k  28.0μm

图 1 为微藻油微胶囊产品放大 800倍的表面结构扫描

电镜照片。微藻油经微胶囊化后颗粒呈圆球形，表面较

光滑，这与产品流动性良好一致；囊壁完整性较好，能

够将芯材与外界环境隔绝，避免不良因素影响；颗粒大

小有差异。部分颗粒有轻微裂纹，可能是由于在高压电

子束的轰击下，微胶囊囊壁破裂而成。

2.3 微胶囊包埋率的变化

微胶囊化效率即包埋率是评定微胶囊产品包埋效果

的重要指标之一，微胶囊化效率高则裸露于微胶囊表面

的芯材就少，芯材与外界环境接触得少，有效成分损

失就少。

贮藏时间(d) 0 60 120 180
包埋率(%) 94.30 93.92 93.51 93.09

表1   微藻油微胶囊包埋率

Table 1   Change in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during storage

从表 1 可以看出，新制备的微藻油微胶囊包埋率为

94.30%，微胶囊包埋率较高，而且贮藏 6 个月后样品的

包埋率仍有 93.09%，包埋率变化不大，这说明微胶囊

壁材成膜性好，囊壳有一定的致密性且耐环境变化能力

强，贮藏稳定性好。

2.4 微胶囊化产品溶解性的变化

微胶囊的溶解性与粒度、分散性和流动性都具有相

关性。如果粒度太小，则粒子的表面能过大，可能导

致加水后，粒子之间相互粘连结块，溶解性变差；如

果产品粒度过大，颗粒无空隙结构，则溶解性差，若

颗粒有蜂窝状空隙，则溶解性较好；只有粒度合适，

溶解性才好[11]。新制备微胶囊产品溶解度为 94.37%，贮

藏 6 个月后溶解度为 82.13%，溶解性仍然良好，表明

此配方及工艺制备的微藻油微胶囊溶解性较好，产品粒

度合适。但溶解度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在本次制备

微胶囊的实验中未加入分散剂，使得微胶囊在贮藏过程

中出现了颗粒间隙变小，及贮存期间由于油脂微量泄露

造成的微囊粉末粘连造成的结团现象，导致贮藏后溶解

度的下降。

2.5 平均粒径的变化

样品 平均粒径 d(nm) 标准差 S
新制备样品 497.9 0.453

贮藏 6 个月后样品 542.1 1.498

表 2   微藻油微胶囊平均粒径

Table 2   Comparison of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before and after 6-month storage

图 2 为微藻油微胶囊产品放大 1200 倍的内部结构扫

描电镜照片。微胶囊产品颗粒为一个空心圆球，颗粒

内部是一个空穴，周围是有一定厚度的环形壁，芯材

应以小液滴状均匀地分散于壁中[10]。囊壁厚度均匀，结

构较为紧密，这与产品的耐贮藏性是一致的 [ 9 ]。

实验结果表明该产品包埋效果较好，应该能够较好

的保护微藻油免受外界环境影响，从而证实了配方和工

艺的合理性。

在微胶囊化工艺中，若芯材为液态，则微胶囊的

粒度取决于初始乳液的形成情况，芯材的乳化效果将直

接影响微胶囊的粒径及其分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乳化效果越好，乳化液滴越小越均匀，成品微胶

囊平均粒径越小，分布越窄 [ 1 2 ]。如表 2，复水后的微

胶囊溶液平均粒径为 497.9nm，分布较窄且均匀，证明

其乳化效果良好，且溶解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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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真空包装贮藏 6 个月后，平均粒径

为 5 4 2 . 1 n m，较贮藏前偏大，且分布变宽，可能由于

本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未加入分散剂，有研究表明，加

入分散剂对微胶囊粒子大小和分布影响显著，因为分散

剂可使微胶囊粒子更好的分散，聚集现象减少 [ 1 3 ]。因

此，产品在贮藏一段时间后，可能出现了粒子的聚集

现象，使粒径变大，分布变宽。

2.6 微胶囊产品的差示扫描热分析

处理温度(℃) 包埋率(%) 破坏率(%)
65 93.42 0.93
75 92.07 2.36
85 90.55 3.98

表3   微藻油微胶囊的耐热强度

Table 3  Heat resistant strength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a.新制备微胶囊样品 DSC 曲线；b.贮藏 6 个月后微胶囊样品 DSC 曲线。

图 3   微藻油微胶囊的DSC差示热扫描热分析图谱

Fig.3   Comparison of DSC curve of microalgal oil microcapsules
before and after 6-month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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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是一种热分析技术，它是在程序升温下，测

量输给样品和参考物的热量差随温度变化的一种技术[14]。

如果样品在升温或降温的过程中结构发生变化，样品就

可能吸热或放热，DSC 曲线上就会出现一个吸热峰或放

热峰，从 DSC 曲线上可以找到结构发生转变的温度[15]。

由图 3 中新制备样品 DSC 曲线的吸热峰可以得出，样品

热溶解温度(Tm)为 249.40℃，溶解热焓为 1.6214J/g，证

明制备的微藻油微胶囊的热溶解温度较高，应该能够在

大多数食品加工过程中以微胶囊原有结构稳定存在。贮

藏 6 个月后，样品热溶解温度(Tm)为 239.56℃，溶解热

焓为 0.8978J/g，热溶解温度及热焓值均较新制备样品

低，说明其在加工过程中的稳定性较新制备样品差，但

仍高于大多数食品加工温度，热稳定性仍较好。且贮

藏后的 DSC 曲线出现了较多杂峰，可能是由于在包装过

程中混入微量杂质，或在贮藏过程中，由于自身分解

等化学反应的发生，导致游离的杂质出现引起的。

2.7 微胶囊耐热强度的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温度升高，微胶囊的破坏

率变大，但微囊粉末经 85℃，4h 处理后，其包埋率仍

在 9 0 % 以上，说明微胶囊产品的耐热稳定性较好。但

同时也应注意微胶囊应低温贮藏，避免长时间高温环境

使其破壁，丧失对芯材的保护能力，导致油脂氧化产

生对人体有害的氧化产物。

3 结  论

通过对微藻油微胶囊理化性质的测定，进行初步的

稳定性研究，测定微胶囊水分含量为 3.68%，包埋率为

94.30%，平均粒径为 497.9nm，溶解度为 94.37%，并

发现微囊粉末样品各指标在贮藏过程中均较为稳定；扫

描电镜结果显示了微胶囊囊壁完整性较好且均匀、紧

密，说明微胶囊包埋效果较好，能够对芯材起到保护

作用；差示扫描热分析结果显示，微胶囊的热溶解温度

较高，其完整结构能够在大多数加工过程中稳定存在，

贮藏一段时间后热稳定性有所下降，但变化不大。通

过耐热强度实验证实微胶囊耐热强度较好，但同时表明

微胶囊产品应避免在高温条件下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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