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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处理对葛根淀粉老化特性和质构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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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差式量热扫描仪（DSC）、低场核磁共振分析仪和质构分析仪研究退火处理对葛根淀粉老化过程
中水分迁移、老化特性和质构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退火处理会使葛根淀粉在老化过程中的水分子相对含量降低；
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老化度的影响较为明显，随着退火时间的延长，葛根淀粉的糊化焓增加，老化焓降低，老化度
降低，当退火时间达到 24 h 时，葛根淀粉老化 1 d 后的老化度从原葛根淀粉的 32.95 %降到 19.58 %，老化 10 d 后
的老化度从 37.42 %降到 19.46 %；原葛根淀粉凝胶和退火处理葛根淀粉凝胶的凝胶强度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
当退火时间达到 24 h 时，老化 1 d 后的凝胶强度从原葛根淀粉的 27.34 增加到 48.44，老化 10 d 后的凝胶强度从 72.11
增加到 76.45，弹性则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减小。
关键词：葛根淀粉；退火；老化
中图分类号：TS20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7)05075605

Effects of annealing time on retrogradation and texture properties of
Pueraria lobata (Willd.) starch
ZHU Xiaoyan, DU Xianfeng, ZHAO Hao, CHEN Ling, YU Tao
(School of Tea &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annealing time on moisture distribution, retrogradation and texture properties of
Pueraria lobata (Willd.) starch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low field NMR
and texture analyz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water molecules in Pueraria lobata (Willd.)
starch in the process of retrogradation decreased after annealing. Annealing treatment increased gelatinization enthalpy of the gelatinized starch and decreased the aging enthalpy and retrogradation degree. When the annealing
time was 24 h, the retrogradation degree of Pueraria lobata (Willd.) starch decreased from 32.95 % to 19.58 %
stored after one day and decreased from 37.42 % to 19.46 % stored after 10 days. The gel strength of the annealed
starch ge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ve one. When the annealing time was 24 h, the gel strength of Pueraria
lobata (Willd.) starch increased from 27.34 to 48.44 stored after 1 day and it increased from 72.11 to 76.45 stored
after 10 days. However, the elasticity of the annealed star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ative one.
Key words: Pueraria lobata (Willd.) starch; annealing; retrogradation
葛根（Pueraria lobata (Willd.)）是豆科葛属植
物的肥大根茎，其味甘，性平，含有大量的淀粉、
黄酮类物质、葛根素以及矿物质等，是一种药食两
用的保健食品[1]。新鲜的葛根含有大量的淀粉，大
约在 15%～25%之间。目前，国内外对葛根淀粉的
研究比较少，仅限于其物化特性的研究，而关于其
改性处理和老化特性以及质构特性并没有深入的研
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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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常见的改性方法可以分为化学改性、物理
改性和生物技术改性。化学改性和生物技术改性可
能会导致原材料发生基因改变，或者是引入了化学
试剂，对环境和食品安全产生不良影响。而物理改
性是一种利用机械力、热处理等对淀粉进行改性的
方法，符合人们对绿色、无污染产品的健康需求[4]。
其中，退火是一种水热处理的物理改性方法，是指
淀粉颗粒在 40%～55% 或者＞60%（W/V）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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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中，在高于淀粉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而低于淀粉
的起始糊化温度的条件下进行水热处理。退火处理
过程中，淀粉分子的结晶结构重排仅涉及到热、水
等天然资源，不需要引入任何的化学试剂，不会引
起环境污染，因此，退火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食品
工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5-7]。
老化是指淀粉糊化后，分子从无序向有序状态
转变的过程，是淀粉的重要特性之一。淀粉的营养
价值和质构特性会随着老化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
如馒头干缩、米饭变硬和面包老化变硬。因此，淀
粉老化的研究对食品工业的应用十分重要[8]。目前，
国内外关于退火处理对块茎类淀粉和谷物淀粉的物
化性质研究较多，而对于葛根淀粉退火处理的老化
特性和质构特性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葛根淀粉为
例，利用差式量热扫描仪（DSC）和低场核磁共振
分析仪研究退火处理对葛根淀粉老化度极其老化过
程中水分迁移的影响，并通过质构仪分析不同退火
时间对淀粉凝胶特性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葛根，来自安徽霍山县。DSC-8000 差式量热
扫描仪，美国 Perkin Elmer 公司；NMI20-015V-I 核
磁共振成像分析仪，苏州纽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A.XT Plus 质构分析仪， 英国 SMS 公司。
1.2 方法
1.2.1 退火处理 在 10 mL 离心管中配置料液比
1:2 的淀粉乳，密封后置于 50 °C 恒温培养箱中，
恒温 1、3、6、12 和 24 h，然后冷却至室温。用去
离子水洗涤离心（6 000 g，10 min），并抽滤，去除
上清液，滤渣在 40°C 下真空干燥后过 200 目筛，
即得退火淀粉样品[9-10]。
1.2.2 X 射线衍射的测定 利用 Rigaku TTR-III X
射线衍射测定退火前后葛根淀粉的结晶型和结晶
度，将原淀粉和退火后的葛根淀粉研磨粉碎并过筛，
然后将样品放在样品板的凹槽内，用玻璃板紧压，
再进行测定。衍射条件：X-衍射管的铜对阴极，电
压 40 kV，Ni 过滤器，扫描速率为 8°·min-1，电流
200 mA，测量范围为 3°～50°[11]。
1.2.3 老化度的测定 取 3.0 mg 淀粉样品，放入
DSC 铝盒中，加入 6 μL 去离子水后压盖密封，在
4℃下平衡 12 h。将平衡后的淀粉样品放入 DSC 的
量热计中进行糊化试验，加热速率为 10 °C ·min-1，
扫描范围 20～120°C，空铝盒作为参比，利用仪器
自带数据分析软件计算淀粉样品的糊化焓（Δ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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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化后的样品放置于 4 °C 冰箱里，分别在老化 1 d
和 10 d 后从冰箱中取出，老化后的淀粉样品再次利
用 DSC 扫描并测定老化焓（ΔHr）。根据糊化焓和
老化焓计算样品老化度的公式如下[12]：
老化度 (%) = ΔHr(J·g-1)/ ΔHg (J·g-1)× 100
ΔHg (J·g-1)：糊化焓，ΔHr (J·g-1)：老化焓；
每个样品平行 3 次。
1.2.4 水分迁移的测定 在玻璃试管中配置料液比
10% 的淀粉乳，沸水浴加热 1 h，冷却至室温后，
放入 4 °C 冰箱中冷藏，待 1 d 和 10 d 后利用核磁
共振成像分析仪跟踪测定淀粉老化过程中的水分迁
移。核磁共振参数：频率：18 MHz，采样点数：375
006，重复扫描次数 NS=4。
1.2.5 质构的测定 5 g 淀粉样品与去离子水 1:10
混匀，边沸水浴边搅拌 1 h，冷却至室温后放置于 4
°C 冰箱里，分别于 1 d 和 10 d 后取出，利用质构仪
测定淀粉凝胶的质构特性。参数设置：选淀粉凝胶
模式；下降速度 2 mm·s-1； 测试速度 1 mm·s-1； 返
回速度 2 mm·s-1；测试距离 20 mm；触及压力 5 g，
探头为 P/0.5。每个样品平行 3 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结晶度的影响
X 射线衍射测得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晶体结构
的影响，如图 1 所示。原淀粉和退火处理后的葛根
淀粉的 X 射线衍射图谱有明显的强峰，强峰在 2θ
为 15.5°、17.4°和 24.7°处，晶型为 C 型结构。根据
Herman 法 [11] 计 算 得 到 原 葛 根 淀 粉 的 结 晶 度 为
26.65%，退火 1、3、6、12 和 24 h 后的葛根淀粉
的结晶度分别为 26.99%、27.35%、28.64%、29.11%
和 30.21%。因此可以得出，退火处理后的葛根淀粉

图 1 不同退火时间处理后的葛根淀粉 X 射线衍射图谱
Figure 1 The X-ray patterns of Pueraria lobata starch
annealed with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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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晶型的变化，但是结晶度发生了轻微的增
加。Tester 等[13]研究表明，退火处理使淀粉的结构
发生重排，形成的晶体序列比原淀粉更加有序，晶
体更加完善，导致结晶度的增加。
2.2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老化度的影响
DSC 测得葛根淀粉的糊化焓、老化 1 d 和老化
10 d 的老化焓分别为 6.04、2.19 和 2.36 J·g-1，研究
表明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淀粉的老化焓增加，淀
粉的老化程度增加。不同退火时间处理对葛根淀粉
老化度的影响比较明显（表 1），退火淀粉的糊化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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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退火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老化焓降低，老化度
降低。退火时间从 1 h 延长到 12 h 时，老化度的变
化比较小，当退火时间达到 24 h 时，老化度降低显
著。可见，退火时间的长短对葛根淀粉老化度的影
响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当退火时间较短的
时候（低于 12 h），淀粉分子重排的时间比较短，结
晶区的重新组合不够完善，当退火时间延长到 24 h
时，淀粉分子重排的时间较长，结晶区的重新组合
比较完善，形成了更加稳定的结构，空间障碍变大，
难以取向[14-17]，从而降低了淀粉的老化度。

表 1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老化度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annealing times on the degree of retrogradation of Pueraria lobata starch
退火时间/h
Annealing time

△Hg/J·g-1

老化 1 d Aging after 1 day

老化 10 d Aging after 10 days

△Hr/J·g-1

△Hr/J·g-1

6.04

1

6.12

a

3

6.31 a

1.88 a

29.79 a

2.11 a

33.44 a

6

6.45

a

a

a

a

32.40 a

12

7.03 b

1.70b

24.18 b

1.83 b

26.03 b

24

c

b

c

c

19.46 c

8.48

1.99
1.87

a

1.72
1.66

32.95

a

30.56

a

DR/%

a

0

a

DR/%

26.67
19.58

2.26

a

37.42 a

2.19

a

35.78 a

2.09
1.65

注：同一列数据后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differ significantly (P＜0.05).

分析弛豫时间 T2 的反演谱可以将水分分为 2 种状
态： T21（1～10 ms）是指结合程度较强的半结合
水的弛豫时间，T22（10～1 000 ms）是指结合程度
较弱的自由水弛豫时间，质子密度指的是对应水分
的信号幅值[18]。

图 2

不同退火时间处理后的葛根淀粉老化 1 d 的横向弛豫
时间（T2）反演谱
Figure 2 Inversion spectrums of transverse relaxation time (T2)
of Pueraria lobata starch annealed with different
time after one day of retrogradation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老化过程中水分迁
移的影响
葛根淀粉老化过程中伴随着许多复杂的物理化
学反应，利用低场核磁共振对葛根淀粉老化过程中
的水分迁移进行分析。核磁共振（NMR）的总信号
幅值与淀粉样品中的氢质子数量成正比，每段曲线
的各个峰所覆盖的信号幅值则表示对应状态水分子
的相对含量。根据波峰可以定量得到淀粉老化过程
中不同状态水分的含量。如图 2 和图 3 所示，通过
2.3

图 3

不同退火时间处理后的葛根淀粉老化 10 d 的横向弛
豫时间（T2）反演谱
Figure 3 Inversion spectrums of transverse relaxation time (T2)
of Pueraria lobata starch annealed with different time
after 10 days of retrogradation

如图 4 和图 5 所示，葛根淀粉短期老化和长期
老化的水分子质子密度随着退火时间的延长具有明
显的变化。当退火时间为 1、3 h 时，退火淀粉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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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的 T21 质子密度比原淀粉低，当退火时间大于 3
h 时，淀粉长期老化的 T21 质子密度的变化比较平
缓。而淀粉的短期老化过程中，退火时间从 0 h 延
长到 24 h，T21 质子密度显著降低。此外，淀粉的长
期老化 T21 质子密度明显比短期老化的 T21 质子密度
高很多，这表明在淀粉老化过程中，半结合水的相
对含量显著升高。图 5 表示淀粉的长期老化 T22 质
子密度比短期老化的 T22 质子密度较低，这表示淀
粉在老化过程中自由水相对含量减少。而淀粉在老
化过程中，退火时间的延长显著降低淀粉的 T22 质
子密度。综上，退火降低了淀粉在老化过程中的水
分子相对含量，水分迁移变慢，淀粉溶液中分子的
碰撞机会变小，因此淀粉不易发生老化，老化度降
低。

图 5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不同老化时间的 T22 质子密
度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annealing time on the amplitude of T22 of
Pueraria lobata starch with different retrogradation
time

2.4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的质构特性的影响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
不同老化时间的凝胶质构特性具有显著影响。随着
老化时间的延长，葛根淀粉的凝胶强度显著变大，
弹性明显减小。退火淀粉的凝胶强度比原淀粉的凝
胶强度大，退火时间越长，凝胶强度越大，弹性越
小。退火时间较短（低于 12 h）时，淀粉凝胶的凝
胶强度变化不明显，当退火时间延长到 12 h 和 24 h
时，凝胶强度显著增加。这可能是因为：退火处理
过的葛根淀粉颗粒的结晶结构重排后变得更加完
善，微弱结晶的残余基本不存在，老化后形成淀粉
凝胶的网络结构更加密实，因此凝胶特性中的凝胶
强度增大，弹性降低。

图 4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不同老化时间的 T21 质子密
度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annealing time on the amplitude of T21 of
Pueraria lobata starch with different retrogradation
time

Table 2
退火时间/h
Anneal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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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退火时间对葛根淀粉凝胶特性的影响
Effects of annealing time on the texture properties of Pueraria lobata starch
凝胶强度 Gel strength

弹性 Elasticity

0

老化 1 d
Aging after 1 day
27.34a

老化 10 d
Aging after 10 days
72.11a

老化 1 d
Aging after 1 day
0.39 a

老化 10 d
Aging after 10 days
1.04 a

1

29.65a

72.19a

0.38 a

1.02 a

3

29.86a

72.22a

0.36 a

0.94 a

6

32.78

b

a

a

0.88 b

12

40.60b

74.95 b

0.30 b

0.66 b

24

c

c

c

0.43 c

48.66

72.40
76.45

0.35
0.21

注：同一列数据后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differ significantly (P＜0.05).

3

结论

本研究表明葛根淀粉经过退火处理后，老化特
性和淀粉凝胶的凝胶特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X 射
线衍射结果表明，经退火处理后葛根淀粉的晶型没

有发生变化，结晶度略微增加。DSC 测定结果表示，
退火时间低于 12 h 时，葛根淀粉的老化度变化较小，
退火时间达到 24 h 时，葛根淀粉的糊化焓显著增加，
老化焓降低，老化度明显降低；低场核磁共振的结
果表明，退火葛根淀粉在老化过程中的水分子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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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明显低于原淀粉的水分子相对含量；质构仪测
定结果显示，原葛根淀粉和退火葛根淀粉的凝胶强
度随着退火时间的延长呈现增大的趋势，24 h 时显
著增大，淀粉凝胶的弹性则呈现相反的趋势，随着
退火时间的延长，弹性降低。综上，退火处理降低
了葛根淀粉在老化过程中的水分子含量，水分迁移
速度变慢，淀粉溶液中分子的碰撞机会变小，导致
淀粉不易发生老化，老化度降低。退火葛根淀粉因
结构发生重排，结晶度增加，淀粉老化后形成的淀
粉凝胶网络结构更加密实，因此凝胶特性中的凝胶
强度增大，弹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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