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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酵素

酵素，又称为“酶”（德语：Enzym，源于希腊语：ενζυμον，“在

酵里面”），是具有生物催化活性的大分子物质，绝大多数酶的化学

本质都是蛋白质，极少数酶是 RNA（核糖核酸）。它只存在于动物、

植物及微生物的活组织内，承担人体内新陈代谢中各种化学反应，能

增加组织各种生化反应（氧化、还原、分解、合成、转化）的速率，

人体内凡是细胞的代谢、新生、分解、消化、合成等，都依靠酵素来

完成。因此，酵素又被称为“生命之泉”。

截至目前尚无人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酵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已被发

现并命名的酵素有七百多种。根据酵素的作用功能，科学家将酵素分

为六大类。在消化过程中，分解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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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酵素；催化同一分子里化学结构的重组的，称为同类酵素；利用

一种能量源促使两个物质连续在一起的，称为接合酵素；增添或减少

化学群催化成原子间二价键的，称为溶解酵素；促进氧化还原反应的，

称为氧化还原酵素；使化学群从一个原子转移到另一个原子的，称为

转化酵素。以上六种酵素各有不同活性，为了方便讨论，酵素也可以

分为代谢酵素、消化酵素和食物酵素。常见的食物酵素有：脂肪分解

酵素，多数的乳制品、核果、油脂和肉类均含有此类酵素；分解乳糖

的乳糖分解酵素；肉类、核果、蛋、奶均含有的蛋白质分解酵素；分

解碳水化合物的淀粉分解酵素，一般淀粉、糖类、马铃薯、果蔬食物

中含有此酵素；溶解纤维的纤维素分解酵素。

酵素的发展史

1752 年，法国生理学家雷欧玛发现塞在金属管中的肉溶解了，

但他不知道原因为何。

1785 年，意大利的拉札洛·斯帕朗宋尼将肉片放入有洞的空金

属筒中喂食老鹰，不久后取出金属筒，发现里面的肉溶解了。经过数

十年进行实验，他发现具有溶解肉的作用的物质，并将其命名为胃蛋

白酶。拉札洛·斯帕朗宋尼就是蛋白质分解酶的最初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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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 年，法国的培安和培洛里将磨碎麦芽的液体作用于淀粉，

结果发现淀粉被分解，于是将这个分解淀粉的物质命名为 Diastase，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淀粉酶。后来，Diastase在法国成为用来表示所有

酵素的名称。

1836 年，德国卢万大学教授休旺在进行胃液实验中，发现胃液

中存在着具有溶解肉的作用的物质，这个物质一旦遇热就会失去作

用，只有在强酸状态下才会发挥作用。他将其命名为胃蛋白酶。

19世纪后半，“酵素”这个名字开始被使用，英文是 enzyme。在

希腊文中，enzyme 的意思是「在酵母中的东西」，这是 1872 年由居

尼所提出的。

1926 年，美国生物化学家索姆纳成功的从刀豆中萃取出脲酶结

晶。事实上，这个结晶是蛋白质。索姆纳萃取出蛋白质分解酶胃蛋白

酶，以及胰液的蛋白质分解酶胰蛋白酶，还有蛋白质结晶胰凝乳蛋白

酶。

1946 年，索姆纳和美国生物化学家诺思罗普发现酵素的实体是

蛋白质，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是蛋白质是酵素的实体，却

不是本质，只不过是酵素的骨骼而已。“酵素是蛋白质”的错误想法，

使得酵素营养学的研究迟迟未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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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酵素的是与非

最近，一种能够“守护环境、改善健康和生活”的神秘物质正在

被追捧推广，它是被称为“环保酵素”或“水果酵素”的自制酵素。

其制作方法简易、功效神奇，成了各种网络平台传播的热门话题。据

说，这种用果皮蔬菜制成的发酵液，能用于居家清洁、水质净化、外

用护肤，甚至可作为食用保健品。它还减少了垃圾量。但在很多从事

食品、生物和化学行业的学者看来，其中不少功能有夸大之嫌。究竟

哪些是真理，哪些是传言？

酵素的用途

自制酵素能对我们生活环境中的有害物质进行“分解、转化、重

组、催化”，在家居、农业或养殖业等领域都能发挥作用。

清洗能力强

自制酵素最大的功效就是清洗，一切顽固的污渍，都能瞬间清洁

干净，未来有望替代化学洗涤剂。例如将两瓶盖的酵素倒在大约一升

的清水里，可以用来清除果菜内的农药。清洗厕所时倒入一些没有稀

释过的酵素，过半小时后。酵素的酸性会分解污垢，之后再用刷子清

洁就轻松多了。那么，神奇的环保酵素和普通的化学清洁剂有什么不

同呢？普通清洁剂是以界面活性剂将油脂乳化，再以水带走物质，这

些化学成分很有可能将土壤、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而且化学成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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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被再次分解掉。酵素清洁剂中具有活性触媒将油脂分解成小分子，

并直接与深层油脂反应，达到深层清洁目的。

酵素除异味

自制酵素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是消除异味。把酵素稀释到一定

比例，当空气清新剂也很不错，除异味杀菌的同时，还能增加家中空

气的含氧量。家里有宠物、或车上有异味，通过喷洒酵素，能达到不

错效果。新装修好的房屋，在室内放几瓶酵素，能消除甲醛等异味。

酵素做肥料

自制酵素还是很好的肥料。如果家里种菜养花，植物很多，不用

总花钱去买有机肥料或是腐殖土，自制酵素不管是液体还是残渣，都

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因为自制酵素能产生多种活性糖、有机酸、维生

素和酶，喷洒在植物叶面会被直接吸收，参与代谢，使得植株强壮，

能够增强抵抗力，防病虫害。同时，酵素液有助于促进光合作用，树

根会获得更多的氧气，促进蛋白质、淀粉、脂肪在土里分解，能为植

物增加肥料。

减少厨余垃圾

自制酵素的生产流程大致是给果皮蔬菜加上糖，在水中密封发

酵。糖为细菌生长提供了“主食”，加上果皮蔬菜中的其他营养成分，

原料或容器本身携带的细菌就获得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空间。在细菌的

代谢中，糖被转化成酒精、乳酸、醋酸及其他有机酸，同时也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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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维生素、细菌素、毒素以及各种各样的酵素。由此可见，酵

素的制作过程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物质，还能够帮助地球减少果皮蔬

菜类的厨余垃圾。

酵素的误区

虽然酵素的用途很广泛，但是其各种被宣传的功效中，还有以下

几条有忽悠之嫌。

“酵素减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忽悠

现在很多媒体都宣

称“水果酵素”能够起到

“减肥”、“养颜”、“排毒”

等功效。因为人体中的各

种生化反应都需要酶的

参与，比如脂肪的燃烧，

就需要脂肪酶。而这也就

成了“酵素减肥”的理论

基础。但事实是，想依靠

“酵素”来起到这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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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能是美好的想象。

“酵素”——也就是酶，被吃进肚子里，先要经过胃。而胃中的

酸性很强，一般而言，酶到了这样的环境中很难经受住考验。而且，

胃中还有专为这种酸性环境而生的胃蛋白酶，可以把别的酶切开。这

些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酶到了小肠，那里的蛋白酶攻击性更强，不管

是食物蛋白还是酶，都会被切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盘散沙。失去了完

整结构的“水果酵素”，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具有活性了。

“水果酵素”中的酶指望不上了，那么其他成分是不是可以起到

上面所说的效果呢？情景也不容乐观。乳酸和酒精作为主要发酵产

物，其并不具有“水果酵素”宣传的功效。而对于维生素等物质来说，

由于微生物的活动和利用，也被分解和破坏，例如维生素 C在发酵一

周后，含量可下降到初始值的 1/10。而由于酵母菌和乳酸菌对纤维

素质的植物组织分解能力有限，如果光靠喝“水果酵素”，那么连能

对健康起到一定好处的纤维素类物质也无法被人体摄入吸收了。

食用酵素有风险

自制酵素的发酵过程相对复杂，产生的菌群和酶的种类多、成分

复杂，很容易出现霉菌菌斑，甚至释放出一些甲醇、乙醇，出现酒精

的味道。这样自制出来的酵素本身就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喝了只会对

人体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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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糖的环境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所以为了避免霉菌菌斑的出

现，自制酵素过程中往往会放入大量的糖，这样却又带来了糖摄入过

量的风险。

酵素对修补臭氧层无能为力

有传言说酵素发酵过程中会产生臭氧，从而高效杀菌消毒，修补

地球臭氧层。目前根据臭氧的理化性质，其制取手段有电化学法、光

化学法和放电法。

微生物在发酵时是否能产生臭氧现在暂无定论。退一步说，即使

发酵能够产生臭氧，也不可能直接对臭氧层进行修复。再者，臭氧具

有很强的氧化性，对眼、鼻、喉均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在低空属于与

PM2.5 一样不容忽视的空气污染物，长期大量吸入可导致肺气肿。

酵素可吸收电磁波是无稽之谈

电磁波的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两大类，人们身边的辐

射均属于后者。辐射的能量取决于电磁波的频率，生活中的电子设备

释放的辐射能量远不能破坏人体内的分子结构，它们所能产生的热效

应和感应电流也跟有害临界值相去甚远。所以生活中的电磁波对人体

并不构成威胁，没必要去吸收电磁波。酵素可吸收电磁波的传言更是

无凭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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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的制作

制作方法

1、准备制作环保酵素的器材：大口的塑料瓶或塑料罐（避免用

玻璃或金属容器）。

2、准备制作环保酵素的各种原料：红糖、新鲜的厨余（仅指新

鲜的菜叶、果皮、树叶等植物类）以及普通自来水，数量比例为 1：

3：10，总体积不应超过容器体积的 80%；

3、将新

鲜 的 厨 余

（果皮菜叶

等）切碎，

切 得 越 碎

小，越有助

于其后的分

解。

4、将水和红糖放入容器，不断搅拌，使糖溶解于水。

5、将切碎了的厨余放入糖水溶液中，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注

意一定要给容器留出约 20%左右的发酵空间。

6、在容器上标明制作日期，并将容器放在阴凉通风处，发酵至



2015 年第 2期（总第 75 期） 第 11页

少三个月。

7、发酵初期会产生气泡，应当每天打开容器盖子，放出气体，

并进行搅拌，使浮在溶液表面的厨余能够完全浸没在液体中。

8、制作成功后的环

保酵素液应该呈棕黄色，

并有橘子般的刺激气味。

当容器内的环保酵素表

层有一层白色的膜时，环

保酵素就制作成功了。如果液体呈现黑色，说明发酵失败，需要加入

同等数量的红糖，搅拌均匀，再继续发酵 3个月。

9、将成功后的环保酵素过滤后，就可以使用了。过滤剩下的酵

素渣可以继续留放在容器内，和下次的新鲜的厨余再次酿制酵素，或

者晒干埋在土里作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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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如果发酵过程中发现虫或苍蝇卵，必须将盖子封密，让虫卵失去

与空气接触的机会而自行分解，从而加强酵素的蛋白质。

使用方法

1、洗碗：一份酵素、一份清洁剂加十份水，倒入容器中，可以用

来洗碗、清洗油烟机等。

2、洗水果：两瓶盖酵素倒在一升水里，把蔬

菜瓜果浸泡在其中 15分钟后，农药残留物能大大

减少。

3、清洁地板：在拖地水中加入两瓶盖酵素，

可清洗和消毒地板。

4、浇花、浇菜：一瓶盖的酵素，加入 1.5 公升的水。将混合物

喷洒在植物的根部和叶面上。

5、汽车保养：将两瓶盖酵素加在汽车水箱里，可降低引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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