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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芯微囊发酵剂连续接种稳定性分析
卢  俭1,2，王  英3，周剑忠3，李  伟1，董明盛1,*

(1.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95；

3.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为使液芯微胶囊作为酸奶发酵剂得到较好应用，对连续接种过程中的牛奶中菌体密度、发酵时间、胶囊强

度和破损率、牛奶的稀释率以及发酵牛奶的感官评定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连续接种时间的延长，牛奶中菌体

密度、胶囊强度、稀释率和感官评定总分呈下降趋势，胶囊破损率提高，接种牛奶的发酵时间在延长。结合实际酸

奶工业生产，液芯胶囊的连续接种使用期限为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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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application of liquid-core starter microcapsules in yogurt. Cell density, 

fermentation time, the strength and rupture of liquid-core microcapsules, milk dilution and sensory evaluation of  

fermented milk were studied during continuous inoculation of mil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s the continuous inocula-

tion time was prolonged, cell density, the strength of liquid-core microcapsules, the dilution ratio of milk and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s of ferment milk were decreased; the breakage rate of microcapsules was increased and the fermenta-

tion time of milk was prolonged. In industrial yogurt production, the continuous inoculation time of liquid-core micro-

capsules should be 24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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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液芯微囊是指将辅酶、酶、蛋白质等大分子物

质，或者微生物、动植物细胞包封在具有一层亲水性的

半透膜内，所形成的球状液芯微囊。采用生物微囊化技

术将发酵菌株包裹在球状的微囊内，通过连续培养，制

备高密度的微囊化发酵剂，这种发酵剂细胞密度可超过

1010CFU/g。从培养基中分离细胞无需经过超滤或冷冻

离心，而用普通的离心或微过滤就可进行，因此大大降

低了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减轻离心对菌体的伤害。另

外，细胞包囊后还可以防止氧对益生型厌氧菌或兼性厌

氧菌的损伤，防止噬菌体感染，起到发酵剂制备工艺过

程对细胞的保护作用 [1-4]。将微囊化发酵剂装入特定的

生物反应器可进行连续接种，特别适合多菌种参与的发

酵，如藏灵菇发酵奶、开菲尔的生产等。

Roy等 [5]以乳清渗透物为原料，利用海藻酸钙凝胶

包埋固定化瑞士乳杆菌连续发酵生产乳酸，并对它的发

酵动力学进行了研究。Prévost等 [6-8]利用钙凝胶包埋固

定化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

进行连续接种并发酵生产酸奶，可以使发酵时间减少

50%～60%，而且包囊菌在整个包囊过程以及以后的贮藏

过程中能够保持很高的活性。荷兰乳品研究所与斯托克-

阿姆斯特丹公司合作[6]研制成第一台连续化生产酸奶的样

机，经过预杀菌的牛乳在一个连续的流动中被发酵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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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苏伟等[9]用海藻酸钠作为包埋剂，把含有德氏乳杆

菌保加利亚亚种和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的2种菌株发酵剂

固定化包埋形成含菌胶珠，将其放入牛乳中进行发酵，

制成酸度、风味达到发酵乳要求的酸奶，与传统方法相

比，能降低材料消耗，减轻生产过程的劳动量，可回收

重复使用，生产成本低等特点。施安辉[10]通过对酸奶发

酵的单菌种与双菌种固定化，研究了酸奶发酵最适pH

值、发酵温度、发酵时间、固定化方式等，得出了利用

固定化技术生产酸奶的最佳技术条件，与传统的间歇生

产酸奶的工艺相比，具有简化菌种制备，菌种可以反复

利用，发酵设备使用效率高、便于自动化控制等优点。

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型乳品加工企业采用国外进口

的直投式酸奶发酵剂，其质量稳定、生产易行且菌体密

度达到1011CFU/g，然而直投式发酵剂价格昂贵，生产成

本高[11-12]。因此小型和中型乳品加工企业生产酸奶时只

能采用成本较低的传统继代式酸奶发酵剂，但由于在传

代过程中的污染及各种菌种比例失衡等原因，因而易导

致产品质量较差。液芯微囊发酵剂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这

两种发酵剂的一类新型发酵剂，既可用于牛奶直投式发

酵，也可用于牛奶的连续接种，无需乳品企业扩培，简

化了生产工艺，同时液芯微囊发酵剂的生产不需冷冻离

心、冷冻干燥等高能耗处理，降低了生产成本，有着很

强的市场竞争力[13-14]。通过连续接种发酵剂，可以使牛奶

中的营养物质逐步水解，并从微囊内流出，但乳酸菌被

固定在微囊内继续发挥作用，每吨牛奶的发酵成本随着

连续接种时间的延长而降低，因此连续接种发酵剂在使用

过程中的稳定性对降低发酵奶的成本有重要的作用[15-18]。

本实验通过对连续接种牛奶中的乳酸菌细胞密度、胶囊

强度和破损率、酸奶的发酵时间和稀释率等反映连续接

种稳定性的因素进行研究，确定微胶囊接种发酵剂连续

使用的最佳时间，为微胶囊发酵剂的工业化应用提供理

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1.1.1 菌种

嗜热链球菌FM-108(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FM-108) 

和保加利亚乳杆菌(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FM-6)，由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食品生物技术研究室

保藏。

1.1.2 试剂与培养基

脱脂奶粉、乳清粉 荷兰DV营养公司；壳聚糖(食

品级) 浙江金壳生物化学有限公司；食品级胶体(海藻

酸钠﹑黄原胶) 河南恒泰实业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

国产分析纯。

MRS液体培养基[8]：蛋白胨10.0g、牛肉膏10.0g、

酵母膏5.0g、葡萄糖20.0g、吐温-80 1.0mL、无水乙酸

钠5.0g、柠檬酸三铵2.0g、K2HPO4 2.0g、MgSO4·7 H2O 

0.58g、MnSO4·4H2O 0.25g，加蒸馏水至1000mL，

p H 6 .2～ 6. 6。M R S固体培养基：液体培养基加入

1.5%～2%琼脂。

用于L. bulgaricus FM-6培养的乳清增殖培养基(g/L)：乳

清粉97.15、大豆蛋白粉20、酵母粉7.55、CaCO3 8.03、

MgSO4·7 H2O 0.3、MnSO4·4H2O 0.02，pH 6.2～6.6。

用于S. thermophilus FM-108的乳清增殖培养基(g/L)：乳

清粉103、大豆蛋白粉10、酵母粉6.8、碳酸钙7.2、硫酸

镁0.3、硫酸锰 0.02，pH 6.2～6.6。

1.2 方法

1.2.1 S. thermophilus FM-108、L. bulgaricus FM-6微囊

制备

通过恒流泵提供的动力，使用平底针头，分别将 

S. thermophilus FM-108和L. bulgaricus FM-6的菌悬液与

2.24g/L黄原胶和39.8g/L CaC12混合后逐滴加入连续搅拌的

20g/L海藻酸钠溶液中，反应30min后使用适量的蒸馏水稀

释海藻酸钠溶液，从稀释后的溶液中过滤出海藻酸钙液芯

微包囊，洗涤后转移到10g/L的CaC12溶液中进行20min的

硬化处理后，用蒸馏水洗掉表面残留的CaC12，再将微包

囊放入预配好的3.19g/L的壳聚糖溶液中浸泡，浸泡38min

后滤出微包囊，再次使用蒸馏水进行冲洗，最后将制得 

S. thermophilus FM-108和L. bulgaricus FM-6微囊保存在配制好

的生理盐水中备用。图1描述了液芯微包囊的制备过程。

CaCl2 CaCl2

图 1 液芯微囊制备流程

Fig.1 Flow chart of liquid-core microcapsule preparation

1.2.2 微囊化S. thermophilus FM-108和L. bulgaricus 
FM-6的增殖培养

参考文献[8]报道的方法。将S. thermophilus FM-108、

L. bulgaricus FM-6微囊加入装有无菌乳清增殖培养基中，

在pH6.5、37℃条件下，进行补料连续培养，每隔10h，

将容器中的培养基排出，在向其中补加新鲜无菌乳清增

殖培养基，共6次，增殖培养时间为60h。 

1.2.3 牛奶连续接种

将经增殖培养的S. thermophilus FM-108、L. bulgaricus 



156 2013, Vol.34, No.21              食品科学 ※生物工程

FM-6胶囊分别装入无菌柱式生物反应器中，控制柱内牛

奶的温度和pH值，用无菌接收装置收集两个反应器中流

出的含菌牛奶，检测接种奶中S. thermophilus FM-108和 

L. bulgaricus FM-6细胞密度的总和，并将已接种牛奶置

于44℃发酵，凝乳后取出，在4℃冷藏，记录发酵时间。

同时记录稳定状态下补料泵的流量(Vt)，并根据流量计算

罐中牛奶的稀释率(Dt)，其中Dt为Vt与无菌柱式生物反应

器内胶囊有效体积的比值。

1.2.4 含菌奶中细胞计数

参照国家标准GB/T 16347—1996《乳酸菌饮料中乳

酸菌的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1.2.5 液芯微胶囊机械强度的测定

采用正面按压法测量。将胶囊放在电子天平上，用

适当大小的砝码对其正面逐渐加压直至破裂，天平显示

的压力发生由小变大，再突然变小的突变，记录此时承

受的最大正面压力即该微胶囊的机械强度。每批微胶囊

随机取20个，用破裂压力的平均值表征其机械强度[14]。

1.2.6 感官评定[17]

酸奶发酵后在4℃冷藏10h后由10名具有食品专业

知识的人员对其进行滋气味、色泽及组织状态的感官评

价，具体评分标准见表1。

表 1 感官评定评分表

Table 1 Criteria for sensory evaluation of yogurt

指标 标准 分数

口感
(30分)

具有酸乳特有的细腻、润滑及稠厚感、爽口 25～30
较细腻、润滑、稠厚感不强或稀薄 15～24

较为粗糙，有砂粒状或沙状口感，或如饮水状 ＜15

滋味和气味
(40分)

有发酵乳特有的滋气味、酸甜适口，风味协调 35～40
风味较淡、酸甜适口，勉强接受 20～34
风味淡薄、气味不协调，不能接受 ＜20

组织状态
(30分)

凝乳均匀，无杂质，无或有少量乳清析出 25～30
凝乳较均匀，有乳清析出 15～24
凝乳不均匀，乳清严重析出 ＜15

1.3 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使用软件SAS 8.0的t检验进行显著性分析，

P＜0.05表示差异显著，P＜0.01表示差异极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连续接种时间对接种奶中乳酸菌细胞密度的影响

固定无菌柱式生物反应器中牛奶的稀释率，每隔3d

检测接种奶中乳酸菌的细胞密度，结果如图2所示，随

着连续接种时间的延长，接种牛奶中的细胞密度呈现下

降趋势，但在连续接种前24d，细胞密度之间没有显著的

差异(P＞0.05)，24d时的菌体密度为1.88×108CFU/mL，

但随着连续接种时间的延长，24d和27d菌体密度之间

差异极显著(P＜0.01)。连续接种27d时菌体密度仅为 

1.41×106 CFU/mL，在生产上已不能达到接种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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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连续接种时间对接种牛奶中菌体密度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continuous inoculation time on cell density in milk

2.2 连续接种时间对酸奶凝乳时间的影响

固定无菌柱式生物反应器中牛奶的稀释率，每隔3d

检测接种奶的发酵时间，结果如图3所示，随着连续接种

时间的延长，接种牛奶发酵时间延长，在连续接种至24d

时，发酵时间在6h之内，但27d时，牛奶发酵时间延长至

7.5h，这是由于随着时间的延长，接种牛奶中的菌体密度

下降，发酵时间就会随着增长。在生产上，发酵时间越

长，能耗越大，生产成本越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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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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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连续接种时间对接种牛奶凝乳时间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continuous inoculation time on milk fermentation time

2.3 连续接种时间对胶囊强度和破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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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连续接种时间对液芯胶囊强度和破损率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continuous inoculation time on the strength and 

breakage rate of liquid-core microcapsules

在连续接种发酵过程中，液芯微胶囊需具有一定的机

械强度，承受培养过程中所受的压力和剪切力，防止微胶

囊膜的意外破裂而影响重复使用的次数和使用周期[18-20]。

固定无菌柱式生物反应器中牛奶的稀释率，每隔3d取胶

囊样品进行强度和破损率的测定，观察胶囊强度和破损

率的变化，结果如图4所示，随着连续接种时间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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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强度逐渐降低，连续接种至21d时，胶囊强度为2N；

在0～24d内破损率缓慢增加，而当到27d时，胶囊强度

急剧下降，仅为0.9N。胶囊的破损率则随着连续接种时

间的延长在逐渐升高，在24d内，破损率缓慢增加，而

24～27d时的破损率差异则极显著(P＜0.01)。

2.4 连续接种时间对牛奶稀释率的影响

固定接种牛奶的发酵时间为3h，每隔3d测定无菌柱

式生物反应器中牛奶的稀释率，结果如图5所示，随着连

续接种时间的延长，在0～18d时无菌柱式生物反应器中

牛奶的稀释率呈整体缓慢下降趋势，从0d时的35.3h-1下降

到18d时的30h-1，18d后牛奶的稀释率下降显著，到27d时

稀释率为20.3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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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连续接种时间对牛奶稀释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continuous inoculation time on the dilution ratio of milk

2.5 连续接种时间对酸奶感官品质的影响

固定无菌柱式生物反应器中牛奶的稀释率，每隔3d

对发酵好的牛奶进行感观评定，结果如图6所示，随着连

续接种的时间延长，感官评定总分有所下降，这是由于

随着胶囊的连续使用，微胶囊内菌体活性下降，同时影

响了S. thermophilus FM-108和L. bulgaricus FM-6的活菌数

比例，二者的比例由0d时的1:1变为27d时的3.75:1，最终

造成了发酵牛奶中风味物质的改变。并且随着胶囊连续

使用时间的延长，胶囊的破损率也在增加，胶囊碎片的

增多，也会影响酸奶的感官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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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连续接种时间对发酵奶的感官评定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continuous inoculation time on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s of fermented milk

3 结 论

随着液芯胶囊发酵剂连续接种时间的延长，接种

牛奶中菌体密度、胶囊强度、无菌柱式生物反应器中牛

奶的稀释率、发酵牛奶的感官评定总分都呈逐渐下降趋

势，接种牛奶的发酵时间和胶囊的破损率随着连续接种

时间的延长呈延长趋势。结合酸奶实际工业生产，同时

考虑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确定液芯胶囊发酵剂连续接

种使用时间为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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