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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糙米焙炒过程中品质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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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焙炒过程中发芽糙米品质的变化，将发芽糙米分别进行轻度、中度和强度焙炒，测定其主要成分、

色泽和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变化。结果表明：3 种焙炒程度的发芽糙米中的还原糖、可溶性蛋白含量均显著低于未焙

炒（P＜0.05）但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含量随焙炒程度增

加而显著降低（P＜0.05），强度焙炒的发芽糙米总酚显著高于其他两种焙炒（P＜0.05）。焙炒后直链淀粉和抗性

淀粉含量均增加但3 种焙炒程度差异不显著（P＞0.05）。焙炒对总淀粉含量的变化影响不明显。a*、b*和ΔE值随

焙炒程度增强逐渐增加，而L*值逐渐降低。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对未焙炒及不同焙炒程度发

芽糙米风味物质进行提取、鉴定与分析，发现吡嗪和呋喃类物质种类和含量均显著增加（P＜0.05）。发芽糙米轻

度焙炒GABA含量损失最少，且对焙烤香气起主要贡献的吡嗪类物质含量最高，达到焙炒增香目的，因此轻度焙炒

较为适宜发芽糙米焙炒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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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oasting degrees on the quality of germinated brown rice was examined by investigating 

the changes in major components, color and flavor volatile compounds in germinated brown rice with mild, moderate 

and intensive roas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reducing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in germinated brown rice 

roasted to three different degre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ose without roasting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roasting degrees (P ＞ 0.05). Meanwhile,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cont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an increase in roasting degree (P ＜ 0.05). Total phenolic content in highly roasted germinated brown ri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bserved at lower roasting levels (P ＜ 0.05). After roasting, the contents of amylose 

and resistant starch increased,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among the three degrees (P ＞ 0.05). Roasting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total starch content. With increasing roasting degree, a*, b* and ΔE values increased, whereas L* value 

decreased. By using headspac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HS-SPME) coupled with gas chromatography and mass 

spectrometry (GC-MS), the flavor volatile compounds of germinated brown rice without roasting and with different 

roasting degrees we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kinds and contents of pyrazines and furan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oss of GABA content in germinated brown rice with mild roasting was the least, and it had the highest 

relative content of pyrazines that could be a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baked fragrance. Therefore, mild roasting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germinated brown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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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炒作为传统的使物料熟化、增香的手段而广泛

应用于谷物、豆类等加工，且操作简单，如炒花生、黄

豆等，因其有独特的色泽和风味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焙炒可使谷物淀粉、蛋白质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性

质发生改变[1-2]，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减少，粗纤维和不

溶性膳食纤维增加[3]，非极性和极性成分增加[4]，抗氧化

能力提高[5]。更为明显的是颜色和风味发生明显改变，有

研究认为主要是焙炒后的谷物中吡嗪和呋喃类杂环物质

种类和含量增多[6]。Vasundhara等[7]研究认为羟基吡嗪是

决定焙炒后小麦粉、高粱和鸭脚稗风味的主要物质。

发芽糙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不仅含有基本的营

养成分，而且还含有多种促进人体健康的功能性成分如

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8-9]，其具有降

血压、镇定神经、利尿等功效[10]。发芽糙米虽较糙米蒸

煮后口感有一定改善，但作为主食直接食用并未完全被

消费者接受，所以亟需利用加工手段开发受消费者欢迎

的发芽糙米产品，而焙炒加工正符合这一需求。焙炒加

工的发芽糙米具有较多优点，如已熟化可直接食用，增

强口感，具有诱人的焙烤香味，可作为糙米茶饮用等。

但目前鲜见发芽糙米焙炒研究的相关报道。

本实验探讨了发芽糙米焙炒过程中营养成分含量、

色泽及挥发性风味物质种类和含量的变化，旨在为焙炒

加工在发芽糙米产品加工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发芽糙米（品种	粳糯稻5055）	 南京农垦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胃蛋白酶（3 000 U/g）	 北京索莱宝科

技有限公司；中温α-淀粉酶（4 000 U/g）	 上海楷洋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液体糖化酶（105 U/mL）	 江苏

锐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Tris-maleate缓冲液（0.1 mol/L，

pH 6.86）（分析纯）	 南京森贝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CY-550筒式烘炒机（锅体尺寸Φ550 mm×700 mm）	

南京腾阳干燥设备厂；UV–2802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尤尼柯（上海）仪器有限公司；CR-400型色差计	 日本 

Koivica minolta公司；SPME手柄（配有75 μm CAR/

PDMS萃取头）	 美国Supelco公司；7890A/5975C

气质联用仪（配有Xcalibur数据处理系统）	 美国

Agilent公司。

1.3	 方法

1.3.1	 发芽糙米焙炒工艺

发芽糙米焙炒加工在CY-550筒式烘炒机12 r/min转

速条件下完成，发芽糙米进料量均为6 kg（水分含量约

20%），设定温度为180 ℃（实际温度160～180 ℃），

分别焙炒轻度、中度和强度（观察颜色分别呈黄色、金

黄色和棕红色，对应时间分别为12、17、22 min）时出

料，未经焙炒的发芽糙米为对照。

1.3.2 常规成分测定  

采用AOAC法[11]测定含水量；考马斯亮蓝G-250法[12]

测定可溶性蛋白含量；DNS显色法[12]测定还原糖含量；

Folin酚法 [13]测定总酚含量；纸电泳法测定 [14]GABA含

量；淀粉含量测定参照GB/T 5009.9—2003《食品中淀粉

的测定》[15]；直链淀粉含量测定参照GB 7648—87《水

稻、玉米、谷子籽粒直链淀粉测定法》[16]。

1.3.3 抗性淀粉含量测定

参照Goni法 [17]并适当调整：称取100 mg样品置于

50 mL离心管，加10 mL KCl-HCl缓冲液（pH 1.5）和

0.2 mL胃蛋白酶溶液，充分混合，在40 ℃下水浴振荡

60 min。室温冷却后加入9 mL Tris-maleate缓冲溶液

（0.1 mol/L）和1 mL α-淀粉酶溶液，充分混合，37 ℃

条件下水浴振荡16 h。之后离心（3 000 r/min，15 min）

去除上清液，用蒸馏水洗涤后再离心（3 000 r/min，

15 min），去除上清液。所得残余物用3 mL蒸馏水润

湿，加3 mL KOH（4 mol/L）混合，室温振荡30 min后

用HCl（2 mol/L）调节pH 4.75，再加80 μL糖化酶，混

合，在60 ℃水浴振荡45 min。最后离心（3 000 r/min，

15 min），收集上清液于100 mL容量瓶中，用10 mL蒸

馏水洗涤后再离心（3 000 r/min，15 min），收集上清液

置于容量瓶中。用DNS显色法测定葡萄糖含量，按公式

（1）计算抗性淀粉（resistant starch，RS）的含量。

/%
/mg 0.9

100
/mg

 （1）

式中：0.9为谷类中还原糖（以葡萄糖计）换算成淀

粉的换算系数。

1.3.4 色泽测定

采用CR-400型色差计（D65（漫射日光型）和A（钨

灯），观测角度10º）测定样品L*、a*、b*和ΔE值[18]。

按照公式（2）计算ΔE。

ΔE √ L L0
2 a a0

2 b b0
2 （2）

式中：ΔE为色差值，L、a、b分别表示样品的L*、

a*、b*值，L0、a0、b0分别表示对照的L*、a*、b*值。

1.3.5 风味成分测定

1.3.5.1 挥发性化合物提取

称取3 g样品放入20 mL顶空瓶中，加6 mL饱和食盐

水，在磁力搅拌条件下，于60 ℃萃取40 min。

1.3.5.2 检测条件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H P - 5 M S 石英毛细管柱

（30 m×0.25 mm，0.25 μm）；载气为氦气，流速为

1.0 mL/min。柱初温为40 ℃，保持2 min，以10 ℃/min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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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至165 ℃，保持5 min，再以10 ℃/min升至250 ℃，保

持10 min。采用无分流进样。

质谱条件：离子源为EI，接口温度250 ℃，离子

源温度230 ℃，电子能量70 eV，质量扫描范围（m/z）
35～350。

1.3.6 数据统计与分析

每个实验重复3 次，每次3 个平行，数据统计和处理

采用Excel软件，显著性检验在0.05水平上。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数据处理由Xcalibur软件系统

完成，未知化合物经计算机检索同时与NIST谱库和Wiley

谱库相匹配，仅采用正反匹配度均大于800（最大值为 

1 000）的挥发性成分；挥发性成分定量分析采用峰面积

归一化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焙炒对发芽糙米中主要营养成分的影响

表 1 焙炒程度对发芽糙米水分、还原糖、可溶蛋白、总酚和 

GABA含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roasting degree on the contents of water, reducing sugar, 

soluble protein, total phenolic and GABA in germinated brown rice 

焙炒程度
水分含
量/%

还原糖
含量/（mg/g）

可溶性蛋白含量/
（µg/g）

总酚含量/
（mg/g）

GABA含量/
（µg/g）

未焙炒 19.85±0.83a 87.40±1.36a 5 101.82±317.06a 0.89±0.08b 211.04±5.77a

轻度焙炒 10.69±0.05b 6.96±1.98b 308.14±105.00c 0.99±0.20b 172.54±1.53b

中度焙炒 7.37±0.15c 4.35±0.12bc 897.42±537.34bc 1.11±0.05b 101.18±1.13c

强度焙炒 3.00±0.06d 2.80±0.09c 1 721.14±601.72b 1.69±0.24a 30.32±0.82d

注：表中物质含量均为干质量样品中的含量，不同字母表示每列各处理

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由表1可见，焙炒程度增加，发芽糙米中的水分显

著减少（P＜0.05）。焙炒能显著降低发芽糙米中的还

原糖含量。轻度焙炒后发芽糙米中的还原糖由最初的

87.4 mg/g迅速降低至6.96 mg/g，减少了92.03%；强度焙

炒后含量最低，为2.80 mg/g。可能是焙炒过程中还原糖

和氨基酸间发生美拉德反应所致[19-20]。焙炒后发芽糙米

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

可能是在焙炒过程中一方面湿热加工使蛋白质变性，

内部疏水基团外露，蛋白质聚合使溶解度下降[21]，另一

方面蛋白质发生热降解 [22]。轻度焙炒发芽糙米可溶性

蛋白质含量最低为308.14 µg/g，而中度和强度则分别为

897.42 µg/g和721.14 µg/g。这可能是由于长时间高温使淀

粉粒结构变松散，填充于淀粉细胞间以及淀粉粒之间的

蛋白质易溶出[23]，可溶蛋白含量增加。与未焙炒相比，

轻、中度焙炒的发芽糙米中的总酚含量变化均不显著 

（P＞0.05），但强度焙炒总酚含量显著增加，为1.69 mg/g 

（P＜0.05）。随着焙炒程度的增加GABA的含量呈显著

下降趋势（P＜0.05），轻、中和强度焙炒比未焙炒发芽

糙米GABA含量分别减少了38.5、110.22、180.72 µg/g。

2.2 焙炒对发芽糙米中淀粉的影响

表 2 焙炒程度对发芽糙米总淀粉、直链淀粉和抗性淀粉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roasting degree on the contents of total starch, 

amylase and resistant starch in germinated brown rice 

焙炒程度 总淀粉含量/% 直链淀粉含量/% 抗性淀粉含量/%

未焙炒 66.23±1.23a 5.48±0.17b 5.14±0.19b

轻度焙炒 63.90±8.30a 8.38±1.68ab 20.77±3.72a

中度焙炒 61.90±1.89a 9.47±0.08a 25.00±0.72a

强度焙炒 59.56±0.85a 7.85±1.74ab 22.26±0.30a

由表2可知，焙炒程度增加，发芽糙米中的总淀粉含

量稍有减少但不显著（P＞0.05），可能是焙炒过程中淀

粉发生糊化的同时，也会发生少量降解，生成葡萄糖、麦

芽糖等小分子物质[24]。焙炒比未焙炒的发芽糙米中的直链

淀粉含量增加，但不同焙炒程度对直链淀粉含量影响并不

显著（P＞0.05），中度焙炒直链淀粉含量最高为9.47%，

而未焙炒发芽糙米仅为5.48 %。Bernal等[25]在研究婴儿谷

物食品加工时也发现焙炒会使直链淀粉含量略有增加，其

认为主要原因是热力促进了直链淀粉的回生。

热加工食物含有大量的抗性淀粉，它具有能长时间

不被α-淀粉酶和其他淀粉酶分解的特性[26]。焙炒后发芽

糙米中RS含量显著高于原料（P＜0.05），但不同焙炒

程度的发芽糙米中的RS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

实验中增加的抗性淀粉可能主要是RS3型抗性淀粉（老

化淀粉），形成机理是焙炒使发芽糙米中淀粉分子发生

糊化，糊化后的淀粉经冷却和储藏，呈无序状态的淀粉

分子经氢键构成有序排列而相互缔合，形成RS3型抗性

淀粉[27-28]。

2.3 焙炒对发芽糙米色泽的影响

表 3 焙炒程度对发芽糙米a*、b* 、L*和ΔE值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roasting degree on a*, b*, L* and ΔE value of 

germinated brown rice

焙炒程度 a* b* L* ΔE
未焙炒 2.89±0.08c 13.45±0.23c 75.74±0.56a —

轻度焙炒 3.24±0.11b 13.78±0.17bc 74.06±0.07b 1.75±0.04c

中度焙炒 3.35±0.11b 14.02±0.04b 71.82±0.72c 3.99±0.72b

强度焙炒 5.75±0.08a 15.53±0.20a 62.19±0.95d 14.00±0.96a

注：—. 未检出，下同。

a*值是由绿到红的色彩变化，a*值为正数表红色，

a*值为负数代表绿色。随着焙炒程度的增加，a*值呈上

升趋势。b*值是由蓝到黄的色彩变化，b*值为正数代表

黄色，b*值为负数代表蓝色。由表3可见，随着焙炒程度

的增加，b*值呈上升趋势。a*值和b*值均为正值，且b*

值大于a*值，表明原料和焙炒发芽糙米的颜色以黄色为

主，略带红色。L*值表示明度，L*值越大，表明褐变程

度越小，随着焙炒程度的增加，发芽糙米的L*值呈显著

下降趋势（P＜0.05），说明褐变程度变大。ΔE值随焙

炒程度增加而显著增加（P＜0.05）。颜色的变化可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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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美拉德反应生成深色的“蛋白黑素”导致，另一

方面随着焙炒时间的延长，褐变程度增加，pH值逐渐下

降，不利于美拉德反应进行，未反应的糖自身降解也会

生成一部分褐色物质[29]。

2.4 焙炒对发芽糙米风味成分的影响

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对未焙炒

及不同焙炒程度发芽糙米风味物质进行提V取、鉴定与分

析，结果见表4。未焙炒及轻度、中度和强度焙炒共鉴定

出72 种挥发性风味物质，未焙炒和焙炒发芽糙米中分别

鉴定出24 种和56 种挥发性风味物质。未焙炒的发芽糙米

中主要有6种醛类、2种酮类、4 种醇类、3 种酸类、7 种

酯类、1 种酚类和1 种呋喃类，而焙炒发芽糙米主要包括

12 种醛类、6 种酮类、4 种醇类、3 种酸类、3 种酯类、

6 种酚类、14 种吡嗪类和8 种呋喃类。由此可以看出，焙

炒加工可显著增加发芽糙米中的风味成分，其中明显增

加的是14 种吡嗪类和6 种呋喃类风味物质。

表 4 焙炒程度对发芽糙米挥发性风味成分及相对含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roasting degree on flavor volatile components and 

their relative contents in germinated brown rice 

序号
保留

时间/min 名称
相对含量/%

未炒 轻度 中度 强度

醛类

1 4.013 正己醛（hexanal) — 2.97 1.31 —

2 6.452 庚醛（heptanal) 0.59 — — —

3 7.06 壬醛（nonanal） 7.06 — 5.04 2.86

4 7.458 E-2-庚烯醛（2-heptenal,（E)-) — — — 0.28

5 7.581 苯甲醛（benzaldehyde） — 3.16 — —

6 8.603 吡咯-2-甲醛（1H-pyrrole-2-carboxaldehyde) — — — 2.09

7 9.175 苯乙醛（benzeneacetaldehyde） 0.32 1.47 0.92

8 9.346 （E）-2-十三碳烯醛（2-tridecenal,（E)-) — — — 1.08

9 9.351 反-2-辛烯醛（2-octenal,（E)-) — 0.63 0.91 —

10 10.127 壬醛（nonanal) — 5.98 — —

11 10.250 4-甲基苯甲醛（benzaldehyde, 4-methyl-) — — — 1.05

12 11.036 （E）-壬烯醛（2-nonenal,（E)-) 0.39 — — —

13 11.726 癸醛（decanal) 1.03 — — —

14 12.555 反式-2-癸烯醛（2-decenal,（E)-) — 0.83 — —

15 14.550 十二醛（dodecanal) 1.8 — 0.84 —

相对含量总和 11.19 15.04 9.02 7.36

酮类

1 6.276 2-庚酮（2-heptanone) — — 0.96 —

2 9.544 苯乙酮（acetophenone) — — — 0.29

3 10.817 2,6,6-三甲基-2-环己烯-1,4-二酮（2,6,6-trimethyl-2-cyclohexene-1,4-dione) — — — 0.64

4 12.143 3-羟基苯乙酮（ethanone, 1-(3-hydroxyphenyl)-) — — — 0.54

5 13.742 2-戊基环戊酮（2-pentylcyclopentanone) 0.73 — — —

6 15.171 香叶基丙酮（5,9-undecadien-2-one, 6,10-dimethyl-,（E)-) — 0.41 0.35 0.38

7 23.236 6,10,14-三甲基-2-十五烷酮（2-pentadecanone, 6,10,14-trimethyl) 0.35 0.5 0.27 0.18

相对含量总和 1.08 0.91 1.58 2.03

醇类

1 9.068 苯甲醇（benzyl alcohol) 0.38 1.19 1.23 1.01

2 9.603 1-辛醇（1-octanol) 2.46 1.06 — —

3 10.405 苯乙醇（phenylethyl alcohol) 0.81 — — —

4 11.036 2-环已烯-1-醇（2-cyclohexen-1-ol) 0.96 — 0.56 0.88

5 13.973 1-甲基环戊醇（n-tridecan-1-ol) — 0.55 0.37 —

相对含量总和 4.61 2.8 2.16 1.89

序号
保留

时间/min 名称
相对含量/%

未炒 轻度 中度 强度

酸类

1 8.073 己酸（hexanoic acid) — 3.07 — —

2 8.121 庚酸（heptanoic acid) 1.46 — — —

3 8.148 辛酸（octanoic acid) — — 1.81 —

4 12.662 正癸酸（n-decanoic acid) — 1.98 — —

5 12.694 壬酸（nonanoic acid) 3.06 — — —

6 24.969 十六酸（n-hexadecanoic acid) 2.49 — — —

相对含量总和 7.01 5.05 1.81 0

酯类

1 10.432 乙酸苯酯（acetic acid, phenyl ester) — — 1.66 0.66

2 14.181 丁酸辛酯（butanoic acid, octyl ester) 0.21 — — —

3 15.267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imethyl phthalate) 0.65 — — —

4 16.834 己二酸丁基二丙酯（adipic acid, butyl 2-propyl ester) 0.43 — — —

5 20.551 乙二酸环己基甲基十四烷基酯（oxalic acid, cyclohexylmethyl tetradecyl ester) — 2.25 0.36 —

6 23.659 邻苯二甲酸异丁基壬酯（phthalic acid, isobutyl nonyl este) 1.49 — — —

7 23.664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phthalic acid, isobutyl octyl ester) — — 0.56 —

8 25.360 棕榈酸甲酯（hexadecanoic acid, ethyl ester) 0.17 — — —

9 27.291 亚油酸乙酯（9,12-octadecadienoic acid, ethyl ester) 0.25 — — —

10 27.344 油酸乙酯（ethyl oleate) 0.28 — — —

相对含量总和 3.48 2.25 2.58 0.66

酚类

1 9.945 1,2-甲氧基苯酚（phenol, 2-methoxy-) — — — 1.44

2 11.240 3-乙基苯酚（phenol, 3-ethyl-） — — — 0.59

3 11.715 2-异丙基苯酚（phenol, 2-(1-methylethyl)-) — 1.44 — —

4 11.726 3-异丙基苯酚（phenol, 3-(1-methylethyl)-) — — 1.49 1.69

5 11.806 4-甲硫基苯酚（phenol, 4-(methylthio)-) — — — 0.8

6 13.368 4-乙烯基-2-甲氧基苯酚（2-methoxy-4-vinylphenol) — 8.21 — —

7 16.144 2,4-二（1,1-二甲基乙基）苯酚（phenol, 2,4-bis(1,1-dimethylethyl)) 0.22

相对含量总和 0.22 9.65 1.49 4.52

吡嗪类

1 4.527 2-甲基吡嗪（pyrazine, methyl-) — — 1.66 1.13

2 6.575 2,6-二甲基吡嗪（pyrazine, 2,6-dimethyl-) — — — 5.44

3 6.688 2,5-二甲基吡嗪（pyrazine, 2,5-dimethyl-) — 4.58 1.74 —

4 8.266 2-乙基-6-甲基吡嗪（pyrazine, 2-ethyl-6-methyl-) — 2.64 4.08 3.79

5 8.362 三甲基吡嗪（pyrazine, trimethyl-) — 10.18 — —

6 8.683 2-乙烯基-6-甲基吡嗪（pyrazine, 2-ethenyl-6-methyl-) — — 0.6 —

7 9.619 1-甲基乙烯基吡嗪（pyrazine,(1-methylethenyl)-) — — — 1.07

8 9.720 3-乙基-2,5-二甲基吡嗪（pyrazine, 3-ethyl-2,5-dimethyl-) — 6.65 5.56 3.53

9 9.854 2-乙基-3,5-二甲基吡嗪（pyrazine, 2-ethyl-3,5-dimethyl-) — 1.18 3.03 3.39

10 10.763 5-甲基-6,7-二氢-5H-环戊并吡嗪（5H-5-methyl-6,7-dihydrocyclopentapyrazine) — — 0.47 0.6

11 10.972 2,3-二乙基-5-甲基吡嗪（pyrazine, 2,3-diethyl-5-methyl-) — — — 0.29

12 11.020 3,5-二乙基-2-甲基吡嗪（pyrazine, 3,5-diethyl-2-methyl-) — 1.19 2.07 2.01

13 11.159 2-乙酰基-3-乙基吡嗪（2-acetyl-3-ethylpyrazine) — — — 0.99

14 13.224 2,5-二甲基-3-异丙基吡嗪（2,5-dimethyl-3-isopropylpyrazine) — — — 0.69

相对含量总和 0 26.42 19.21 22.93

呋喃类

1 4.762 呋喃醛（furfural) — — — 2.23

2 7.608 5-甲基呋喃醛（2-furancarboxaldehyde, 5-methyl-) — — 4.85 3.68

3 8.143 2-戊基呋喃（furan, 2-pentyl-) — — 0.66 1.31

4 11.357 2-（1-环庚烷-1-基）呋喃（2-(1-cyclohepten-1-yl)furan) — — — 0.46

5 11.913 2-糠甲基二硫甲基呋喃（furan, 2-[(methyldithio)methyl]-) — — — 0.74

6 12.036 2,3-二氢苯基呋喃（benzofuran, 2,3-dihydro-) — 7.38 2.42 1.64

7 14.010 二氢-5-戊基-2（3H）-呋喃酮（2(3H)-furanone, dihydro-5-pentyl-) 2 0.83 — —

8 14.015 5-丙基-二氢-2（3H）-呋喃酮（2(3H)-furanone, dihydro-5-propyl-) — — 0.62 0.53

相对含量总和 2 8.21 8.55 10.59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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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焙炒和焙炒的发芽糙米中醛类挥发性物质均是主

要风味成分，但种类上存在较大差异，焙炒后不饱和醛

类及含苯环的醛类增加。不同焙炒程度发芽糙米醛类物

质种类和含量差异也较大，且随焙炒程度增加相对含量

减少，可能是由于醛类在热作用下发生了降解[30]。

酮类风味物质在未焙炒和焙炒发芽糙米中种类和含

量均较少，总体上焙炒增加了酮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

酮类形成可能是醇类的氧化产物，也可能是酯类分解的

产物[31]。

醇类风味物质在未焙炒发芽糙米中含量较高，但随

着焙炒程度的增加含量逐渐降低。可能是醇类物质在焙

炒过程中氧化成相应的醛类[32]。

酸类化合物可以来自于中性脂肪和磷脂的降解、氨

基酸脱氨反应或微生物作用[31]。酸类物质在未焙炒发芽

糙米中含量较多，但随着焙炒程度增加含量急剧降低，

强度焙炒发芽糙米中无酸类风味物质。一般酸类物质的

香味阈值均较大，可推测酸类物质对焙炒发芽糙米的风

味贡献不大。

未焙炒发芽糙米中酯类风味物质的含量较低但种类

较多，而焙炒发芽糙米含量和种类均相对较低。酯类物

质的香味阈值较高[30]，对焙炒风味影响不大。

酚类挥发性物质在未焙炒、中度和强度焙炒发芽糙

米中含量及种类均较少，但轻度焙炒发芽糙米所含有的

4-乙烯基-2-甲氧基苯酚含量较高，其具有炒花生气味。

与未焙炒相比，发芽糙米焙炒后吡嗪类风味物质的含

量和种类均显著增加，其中轻度焙炒吡嗪类物质相对含量

最多。吡嗪是美拉德反应产生的主要挥发性风味物质[33]，

发芽糙米轻度焙炒共有6 种吡嗪类风味物质，含量较多的是

三甲基吡嗪、3-乙基-2,5-二甲基吡嗪、2,5-二甲基吡嗪；中

度焙炒共有9 种，含量较多的是3-乙基-2,5-二甲基吡嗪、2-

乙基-6-甲基吡嗪、2-乙基-3,5-二甲基吡嗪；强度焙炒共有11

种，含量较多的是2,6-二甲基吡嗪、2-乙基-6-甲基吡嗪、3-

乙基-2,5-二甲基吡嗪、2-乙基-3,5-二甲基吡嗪。

与未焙炒相比，发芽糙米焙炒后呋喃类风味物质的

含量和种类均增加。呋喃衍生物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

是脂肪过氧化，二是碳水化合物的降解[34]。

3 结 论

GABA是发芽糙米中极其重要的功能性成分，其含

量是加工的重要指标，而强度焙炒GABA损失严重不适

合发芽糙米的加工。轻度和中度焙炒还原糖、可溶性蛋

白、总酚、总淀粉、直链淀粉和抗性淀粉，及a*和b*值
均无显著差异（P＞0.05），但GABA含量轻度显著高

于中度焙炒（P＜0.05）。此外HS-SPME-GC-MS鉴定出

轻度焙炒形成的焙烤风味主要成分吡嗪类物质也多于中

度焙炒，总相对含量为26.42%，达到焙炒增香的加工目

的，因此轻度焙炒较为适宜发芽糙米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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