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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发酵基质的酸面团对酵母面团体系面包 
烘焙及老化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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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无锡 214122；2.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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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焙乐道食品集团，比利时 布鲁塞尔 1201）

摘  要：应用分离自我国传统酸面团的区域特色乳酸菌——旧金山乳杆菌分别发酵小麦粉和小麦麸皮基质制成（小

麦/麦麸）酸面团，研究了两种不同发酵基质的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酵母面团体系面包烘焙及老化特性的影响。结

果表明：与小麦粉制作的空白组面包相比，小麦酸面团可以明显改善面包的比容和感官品质；添加未发酵麦麸制作

的非酸面团麦麸面包品质低于空白组，但引入麦麸酸面团（10%、20%、30%）后面包比容和感官评定得分均高于

相对应的非酸面团麦麸面包。小麦酸面团和麦麸酸面团以及小麦麸皮均可以改善面包的老化特性，在相同贮藏期

内，酸面团面包和麦麸面包的硬度增加量、水分迁移量和老化焓值都低于空白组，并且添加麦麸酸面团的面包其硬

度和老化焓值都低于相对应的非酸面团麦麸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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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Sourdoughs Made from Different Media on Bread Baking and Staling Properties of Yeast Doug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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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gionally characterized lactic acid bacterium, Lactobacillus sanfranciscensis, isolated from traditional 

sourdough in China, was used to ferment wheat flour and wheat bran to make wheat and bran sourdoughs. The impact 

of L. sanfranciscensis sourdoughs made from different materials at different substitution levels on the baking and staling 

characteristics of bread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addition of wheat sourdoug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pecific volume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read, while the quality of bread with wheat bran decreased,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made from wheat flour. However, bran sourdoughs (10%, 20% and 30%)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pecific 

volume and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s of bread. Both wheat/bran sourdough and wheat bran were able to improve the 

staling characteristics of bread. Within the same storage period, the increase of hardness, moisture migration quantity 

and retrogradation enthalpy of sourdough and bran breads all decreased when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In addition, the 

hardness and retrogradation enthalpy of bran sourdough bread were also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rresponding bran 

dough bread (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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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面团作为一种天然的发酵剂具有很多优势[1]，不但

对面包的营养特性有着积极的影响[2]，酸面团技术的应用

还可以增加面包的比容[3]，提升面包的口感、风味和质构

等感官品质[4]；抑制产品老化[5-6]和有害菌的生长[7-8]，延

长面包的货架期等。

麸皮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和生物活性物质

等，相较于普通面粉更具有营养价值，其在发酵烘焙制品

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9]，但麸皮的添加会破

坏面团内部的面筋结构导致面包品质下降[10]，应用酸面团

发酵技术可以改善高纤维面包的品质[11]。此外，对于富含

膳食纤维的体系，酸面团可以降低其餐后的血糖水平并提

升高膳食纤维面包矿物质的生物可利用度[12-13]。

旧金山乳杆菌作为酸面团发酵的最主要菌种之一，

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烘焙与发酵科学界受到高度关注的一

个研究热点，并在国际领先的面包面团发酵现代化工业

生产线中获得广泛应用[14-16]，本实验应用本课题组从我国

传统酸面团中分离出的旧金山乳杆菌菌种发酵小麦粉和

小麦麸皮基质制成酸面团，研究两种不同基质的酸面团

添加量对面包烘焙特性以及老化特性的影响，填补运用

我国区域特色乳酸菌开发现代酸面团发酵技术领域研究

的空白，以期为工业化深度开发营养、健康、消费者喜

爱的现代烘焙发酵食品进一步提供现代技术与基础理论

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小麦粉 中粮面业鹏泰有限公司；小麦麸皮 徐州 

远大粮食有限公司；旧金山乳杆菌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协同生物工程学院-中欧国际食品与发酵生物技术联合研

发中心实验室；即发性活性干酵母 番禺梅山-马利酵

母有限公司；起酥油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

限公司；白砂糖、食盐 市售。

SM-25搅拌机、SPC-40SP醒发箱、烤箱、SM-302
切片机 无锡新麦机械有限公司；Brookfield质构仪  
美国Brookfield公司；FE20实验室pH计、差示扫描量热仪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SPX-150C型恒

温恒湿培养箱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TH-B-402型超净台 无锡一净净化仪器设备厂；LDZX-
50KBS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 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

101A-1型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实验仪器厂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酸面团的制备

将旧金山乳杆菌经两次活化至稳定期，取菌液

5 000 r/min离心15 min，收集菌体，无菌生理盐水冲洗

两次后，接种至150 g水中，分别与100 g小麦面粉和小

麦麸皮混合均匀，使得旧金山乳杆菌的初始接入量为 

106 CFU/g，放入37 ℃恒温恒湿培养箱中发酵至pH 4.0左
右，分别制成小麦酸面团（wheat sourdough，WS）和麦

麸酸面团（bran sourdough，BS），取150 g水与100 g小
麦麸皮混合均匀但不经发酵作为非酸面团麦麸面团（bran 
dough，BD）。

1.2.2 酸面团面包的制备

各面包样品中小麦粉、（小麦/麦麸）酸面团或非酸

面团麦麸面团的添加量如表1所示，具体配料为小麦粉、

酸面团或麦麸面团、食盐（1.5%，以小麦粉质量计，下

同）、酵母（1.5%）、白砂糖（6%）、起酥油（4%）和

水（60%），以不含酸面团的普通小麦粉面包为空白组。

按上述配方，将除酸面团和麦麸面团外的所有原料加入搅

拌机，混合均匀至面筋完全形成，然后加入制备好的酸面

团或麦麸面团慢速搅拌5 min后取出，制备好面包面团后

室温松弛10 min，分割90 g/个，搓圆并成型后放入模具，

于醒发箱内（38 ℃、相对湿度85%）醒发70 min，将醒发

好的面团烘烤22 min，上/下火温度为170 ℃/210 ℃，室温

冷却2 h后进行测定或者密封包装保存待用。

表 1 面包部分配料

Table 1 Ingredients of bread dough

%

面团
空白
组

10%
WSB

20%
WSB

30%
WSB

10%
BDB

20%
BDB

30%
BDB

10%
BSB

20%
BSB

30%
BSB

小麦粉 100 90 80 70 90 80 70 90 80 70

WS 10 20 30

BD 10 20 30

BS 10 20 30

注：空白组 . 普通小麦面包；WSB. 小麦酸面团面包（wheat sourdough 
bread）；BDB. 非酸面团麦麸面包（bran dough bread）；BSB. 麦麸酸面团

面包（bran sourdough bread）。

1.2.3 面包比容的测定

取冷却好的面包，称质量，然后用油菜籽置换法测

定面包体积[17]。

比容/ mL/g =
/g

/mL

1.2.4 面包感官评定 

采用9  分嗜好评分法对面包进行感官评定 [18]，由

20 位评委（10 位女性，10 位男性）分别对面包的外观、

色泽、风味、口感、内部结构以及整体可接受度进行评

分。其中9 分制中1～9分别代表极度不喜欢、非常不喜

欢、适度不喜欢、轻微不喜欢、既不喜欢也不讨厌、轻

微喜欢、适度喜欢、非常喜欢、极度喜欢。

1.2.5 酸面团面包贮藏期内老化特性的研究

1.2.5.1 酸面团面包在贮藏期内硬度的测定

将密封好的面包放置在 1 6  ℃恒温室中，应用

Brookfield质构仪分别测定贮藏0、1、3、7 d面包芯的全



※基础研究                            食品科学 2015, Vol.36, No.13  39

质构[19]。首先使用切片机将面包切成厚度为12.0 mm的

均匀薄片，选取中间两片叠加测定其中心硬度。参数设

置：探头型号为P/36，实验前速率为1.0 mm/s，实验中

速率为3.0 mm/s，实验后速率为3.0 mm/s，压缩程度为

50%，触发感应力为5 g，两次压缩间隔时间1 s。
1.2.5.2 酸面团面包在贮藏期内水分迁移的测定

参照美国谷物化学家协会法44-15A，采用两步法分

别测定贮藏0、1、3、7 d面包的面包芯和面包皮含水量。

称取2 g左右样品放入已恒质量的铝盒中，先在60 ℃烘箱

中烘12 h，再调整烘箱温度至130 ℃烘至恒质量，每组样

品重复3 次取均值。

1.2.5.3 酸面团面包在贮藏期内老化焓值的测定

采用差示量热扫描仪分别测定贮藏1、3、7 d的面包

芯的老化焓值[20]，取贮藏的面包样品称取10 mg面包芯加

入样品盒中压实密封，以空的样品盒为对照，仪器程序

升温速率为5 ℃/min，扫描温度范围为30～110 ℃。每组

样品做2 个平行取均值。

1.3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使用SPSS 19.0及Origin 8.6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使用方差分析法分析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比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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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比容的影响

Fig.1 Impacts of sourdoughs from different media at different addition 

levels on the specific volume of bread  

如图1所示，与空白组（普通小麦粉面包）对比，

小麦酸面团面包（wheat sourdough bread，WSB）比容

更大，并且随着WS添加量的增加面包比容也呈现增加

的趋势，其中30% WSB的比容增加了7.79%。Loponen
等[3]认为酸面团可以增加面团的持气能力以及水与戊聚

糖的结合能力，对面包的体积也产生积极影响。乳酸菌

的某些代谢产物可以作为酵母菌的能量来源[16,21]，进而

酸面团在面团醒发过程中可以促进酵母菌生长加速代谢

产气，面包芯内部气孔更加细密，对提高面包比容发挥

积极作用。对于小麦麸皮基质，所有非酸面团麦麸面包

（bran dough bread，BDB）的比容都低于空白组，这可

能是因为麸皮中的膳食纤维破坏了面筋网络结构，从而

影响面包体系的持气率，Korus等[22]的研究发现膳食纤维

在烘焙过程中较难发生糊化并且较难被酶分解，膳食纤

维的存在会影响面团内部气泡的稳定性，使得气泡分布

不均匀，进而降低了面包的比容；所有麦麸酸面团面包

（bran sourdough bread，BSB）的比容都高于相对应的

BDB，与30% BDB相比，30% BSB的比容增加了4.26%，

说明了BS也可以明显改善麦麸面包的比容；与空白组对

比，当加入10% BS和30% BS时，比容均低于空白组（空

白组为4.79 mL/g，10% BSB和30% BSB分别为4.76 mL/g 
和4.40 mL/g），这与钟京等 [23]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当

添加量为20%时，面包比容高于空白组（20% BSB为 

4.86 mL/g），可能是20%的BS对面包比容的积极影响发

挥了主要作用。

2.2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感官特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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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感官评定的影响

Fig.2 Impacts of sourdoughs from different media at different addition 

levels on the sensory evaluation of bread

如图2所示，不同添加量的WS和BS对面包的感官评

定有明显的影响，相对于空白组，添加WS可以明显改善

面包的外观、色泽和口感，更易受到消费者喜爱，其中

20% WSB总体可接受度最高，可能是由于添加30% WSB
虽然有较好的比容、质构，但是也有相对较高的酸度，

在口感上有残余的酸的后味，因而影响其整体的可接受

度。和空白组对比，BD的加入会使面包感官特性变差，

麸皮在烘焙过程中会影响面包内部的质构，形成较大的

气孔，并且麸皮面包口感不细腻、有颗粒感，当麦麸面

团添加量为30%时，其总体得分为5左右，消费者基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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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这可能是因为面团中的麸皮会破坏淀粉-面筋的

网络结构，稀释了面筋网络结构，限制了面团体系中气

泡的扩展，进而面团持气能力降低，面包硬度较高且缺

乏弹性[24]。BS可以改善高纤维对面包感官评定的影响，

当麦麸酸面团添加量为10%和20%时，对面包在一定程

度上有改善风味和质构的作用，感官评定得分也相对较

高，然而当添加量达到30%时，由于麸皮含量较高，面

包比容低于空白组、内部结构气孔较大，消费者不太倾

向于接受，其总体得分在酸面团面包中最低。

2.3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老化特性的

研究

2.3.1 酸面团面包在贮藏期内硬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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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在贮藏期内硬度变化的影响

Fig.3 Impacts of sourdoughs from different media at different addition 

levels on the hardness of bread during storage

硬度是衡量面包老化特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由图3可
知，对于新鲜的面包（0 d），其硬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与空白组对比，添加WS显著降低了面包的硬度，并且添

加量越高改善趋势越明显，Arendt等[5]也报道了酸面团对

面包质构的积极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酸面团可以改

善面包的质构，减小面包的硬度。在面包体系中引入BD
后，其面包的硬度都高于空白组，Stojceska等[25]也得到

富含高纤维的面包其硬度更高，可能是因为小麦麸皮本

身的硬度高于普通的面粉，使面包芯的硬度增加；由图3
可知，BS明显改善了麦麸面包芯的质构，其硬度都低于

相应的BDB，张庆[26]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可能是

因为酸面团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降解小麦麸皮中的膳食纤维，减弱了对面团体系面筋

网络结构的破坏作用。

如图3所示，随着贮藏时间的增加，所有面包硬度

增加，面包品质也相应降低。贮藏相同时间时，WSB
的样品硬度都低于空白组，这说明WS的引入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面包的硬度，延缓面包的老化，并

且酸面团添加量较高时，硬度降低的趋势更加明显，

当贮藏至7  d时，与空白组比较，10%～30% WSB的

硬度降低了1.59%～6.98%。由于麸皮中膳食纤维含量

高，会降低面包的品质，主要表现为降低比容和增加

硬度 [11]，所以BDB的硬度高于空白组，贮藏3 d后，空

白组和10%～30% BDB的硬度增幅分别为158.46%和

139.47%～114.38%，说明麸皮可以减缓面包硬度的增加

幅度，进而延缓老化，Korus等[22]的研究也表明膳食纤维

在烘焙过程中不会完全糊化，以颗粒形式存在于面筋网

络结构之间可以阻止淀粉链的缔合，从而会延缓老化。

小麦麸皮可以减缓硬度的升高，而添加酸面团后，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膳食纤维的硬化[12]，如图3所示，相同

贮藏期内，BSB的硬度低于相对应的BDB，在本研究中

当BS添加量低于30%时，其硬度都接近空白组，尤其是

BS添加量为20%时，在相同的贮藏期内，BSB的硬度基

本都低于空白组，所以优化发酵BS的加入量可以改善高

膳食纤维面包的品质。

2.3.2 酸面团面包在贮藏期内水分迁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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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在贮藏期内水分迁移的影响

Fig.4 Impacts of sourdoughs from different media at different addition 

levels on the moisture migration of bread during storage

面包中的水分也是衡量老化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水分含量很大程度上可以衡量面包是否新鲜，由图4可
知，在贮藏过程中面包芯的水分不断向面包皮区域迁

移，但是面包皮水分增加量和面包芯水分减少量并不一

致，可能是由于面包皮增加的水分有一部分来自于近表

皮。图4显示，贮藏1～3 d时，面包皮和面包芯的水分迁

移量最大，可能是由于对于相对较新鲜的面包其表皮和

内部存在较大的水分梯度，因而水分可以快速迁移。总

的来说，所有酸面团面包和麦麸面包的水分变化量都低

于空白组。对于添加小麦酸面团的面包样品，水分变化

量低于空白样品，其中30% WSB变化量最小，在7 d的贮

藏期内，面包皮水分增加量比空白组降低了16.09%，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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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芯水分减少量比空白组降低了12.49%，说明酸面团的

引入可以明显减缓面包内部水分的重新分布，进而减缓

了面包的老化；对于BDB，其水分变化量明显低于空白

组面包，可能是由于麸皮中的膳食纤维具有较强的持水

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水分的迁移[26]，而BSB水分迁

移高于相应的BDB，可能是因为酸面团在发酵过程中产

生的某种代谢产物可以降解膳食纤维。BSB因为高纤维

有较高的吸水率并且可以影响面筋网络结构，从而其水

分迁移都低于WSB，可能是由于麸皮中的膳食纤维影响

了水分在淀粉、面筋蛋白和麸皮颗粒之间的重新分布。

2.3.3 酸面团面包在贮藏期内老化焓值变化

1 3 7
0.0

0.2

0.4

0.6

0.8

1.0

1.2

 
贮藏时间/d

/
J/

g

f e cdb d cdb c b a

f
de

bc
a

e cdbcc b
a

g

f
ef

bc

f
decd e

b a

10% WSB
20% WSB
30% WSB
10% BDB
20% BDB
30% BDB
10% BSB
20% BSB
30% BSB

图 5 不同发酵基质酸面团及其添加量对面包在贮藏期内老化焓值的影响

Fig.5 Impacts of sourdoughs from different media at different addition 

levels on the retrogradation enthalpy of bread during storage

面包在冷却贮藏过程中，面包体系由于支链淀粉的

重结晶发生老化，应用差示量热扫描仪分析乳酸菌酸面

团面包的老化焓值，其结果如图5所示，随着贮藏时间的

增加，面包的老化焓值明显增加，1～3 d老化焓值增加速

率比较大，这可能是因为淀粉聚合物的形成使面包迅速

老化。所有酸面团面包和麦麸面包的老化焓值都低于空

白组，对于WSB来说，这可能是因为在乳酸菌发酵的酸

化环境中形成了低分子糊精，可以抑制淀粉重结晶的发

生[27]，相较于空白组，贮藏7 d后，30% WSB老化焓值降

低了20.97%。BDB老化焓值在整个贮藏过程中均低于空

白组，说明麸皮可以抑制支链淀粉的重结晶，Penella[28]

和Sabanis[29]等研究中推测可能是因为纤维与淀粉之间的

氢键作用可以延缓淀粉的回生。BSB老化焓值在整个贮

藏期都低于BDB，说明了酸面团发酵可以防止支链淀粉

的重结晶，在贮藏3 d时，20% BSB和30% BSB的老化焓

值分别比相应的非酸面团组小7.71%和13.85%。

综合老化特性的研究结果所示，添加小麦酸面团

可以适当抑制面包的老化，并且添加30%酸面团的面

包抗老化结果最优，Torrieri[30]与方靖 [31]等的研究表明

酸面团添加量为20%～30%时，对面包品质改良效果良

好，而酸面团添加量为30%，面包抗老化能力最佳，

可能是由于乳酸菌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例如

有机酸、胞外多糖或者酶对面包体系的质构和老化有

积极的影响作用。

3 结 论

应用分离自传统酸面团的旧金山乳杆菌发酵小麦

酸面团显著改善了面包的烘焙特性，主要表现为面包比

容显著增加和感官评定得分更高，并且随着添加量的增

加，比容的改善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含30% WS的面包有

轻微的酸味，消费者比较倾向于接受WS添加量为20%的

面包样品。对于BD，其面包比容和感官评分都低于空白

样品（普通小麦粉面包），BS的引入可以改善麸皮对面

包体系的影响，其面包比容和感官评定得分都明显高于

相对应的BDB，其中添加20%的BSB烘焙特性最接近空

白组。

BD和WS、BS都可以明显改善面包的老化特性。

在相同贮藏期内，三者的添加都降低了面包的硬度增加

量和老化焓值，延缓了水分迁移，并且随着添加量的增

加，老化特性改善趋势更加明显，在相同贮藏期内，

BSB的硬度和老化焓值都低于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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