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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

艺，包括：(1)将新采摘的草莓进行分选，分选后

的生青粒含量不大于2％；(2)将分选后的草莓进

行低温破碎，并在破碎过程中添加焦亚硫酸钾和

果胶酶；(3)在破碎后的草莓中添加活化酵母进

行发酵处理；(4)待比重至996-998，且含糖量不

大于4g/L后进行分离出罐；(5)将分离出罐的发

酵液进行过滤除渣，再将滤液依次进行澄清板、

除菌板过滤；(6)将除菌后的滤液进行调配、杀

菌、灌装封口、贴标装箱；上述酿造工艺能够更好

地改善酿造的草莓酒的口感，并提高酿造的草莓

酒的稳定性和草莓酒的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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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制备方法：

(1)将新采摘的草莓进行分选，分选后的生青粒含量不大于2％；

(2)将分选后的草莓进行低温破碎，并在破碎过程中添加焦亚硫酸钾和果胶酶；

(3)在破碎后的草莓中添加活化酵母进行发酵处理；

(4)待比重至996-998，且含糖量不大于4g/L后进行分离出罐；

(5)将分离出罐的发酵液进行过滤除渣，再将滤液依次进行澄清板、除菌板过滤；

(6)将除菌后的滤液进行调配、杀菌、灌装封口、贴标装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草莓从采摘到破碎时

间不大于4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焦亚硫酸钾的添加量

与草莓质量比为(4-6)∶100000；果胶酶的添加量与草莓的质量比为(2-3)∶1000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活化酵母为活化的葡

萄酒酿造专用活性干酵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活化酵母的活化

方法为将草莓汁调节至35-40℃，再按照0.4-0.6g/ml的添加量将葡萄酒酿造专用活性干酵

母倒入草莓汁中并搅拌均匀，静置25-35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活化酵母的添加

量与草莓的质量比为(8-12)∶10000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发酵处理的温度为

20-2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杀菌为采用超高温瞬

时灭菌机进行，所述杀菌温度为100-110℃，时间为4-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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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草莓酒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草莓酒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酒的化学成分是乙醇，一般含有微量的杂醇和酯类物质，食用白酒的浓度一般在

60度，白酒经分馏提纯至75％以上为医用酒精，提纯到99.5％以上为无水乙醇。酒是以粮食

为原料经发酵酿造而成的。中国是最早酿酒的国家，早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酿酒技术，并不

断改进和完善，现在已发展到能生产各种浓度、各种香型、各种含酒的饮料。

[0003] 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果酒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关于果酒的营养研究

越来越深入，其中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的葡萄酒为最多，果酒对人体的保健效果以有众多研

究；草莓作为日常水果，营养价值丰富，被誉为是“水果皇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

A、维生素E、维生素PP、维生素B1、维生素B2、胡萝卜素、鞣酸、天冬氨酸、铜、草莓胺、果胶、纤

维素、叶酸、铁、钙、鞣花酸与花青素等营养物质；因而人们开发了以草莓为原料的酿造草莓

酒，然而，现有草莓酒的酿造工艺酿造的草莓酒存在质量不稳定、酸味突出、酒质较差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以解决现有酿造工艺酿造的草

莓酒存在质量不稳定、酸味突出、酒质较差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所述酿造工艺包括如

下制备方法：

[0007] (1)将新采摘的草莓进行分选，分选后的生青粒含量不大于2％；

[0008] (2)将分选后的草莓进行低温破碎，并在破碎过程中添加焦亚硫酸钾和果胶酶；

[0009] (3)在破碎后的草莓中添加活化酵母进行发酵处理；

[0010] (4)待比重至996-998，且含糖量不大于4g/L后进行分离出罐；

[0011] (5)将分离出罐的发酵液进行过滤除渣，再将滤液依次进行澄清板、除菌板过滤；

[0012] (6)将除菌后的滤液进行调配、杀菌、灌装封口、贴标装箱。

[0013] 本发明上述酿造工艺，通过对原料进行分选，能够更好地改善酿造的草莓酒的口

感，并通过焦亚硫酸钾和果胶酶的添加，能够有效控制微生物的生长和加快酶解的速度，通

过上述各步骤参数的限制，能够提高酿造的草莓酒的稳定性，并提高草莓酒的酒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草莓从采摘到破碎时间不大于4h。通过对温度以及时

间的限定，能够避免草莓中各成分的分解或转化，提高酿造草莓酒的酒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焦亚硫酸钾的添加量与草莓质量比为(4-6)∶100000；

果胶酶的添加量与草莓的质量比为(2-3)∶100000。通过上述参数的具体限定，能够更好的

促进草莓中果胶的分解以及控制微生物的生长，以便提高酿造草莓酒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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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活化酵母为活化的活化的葡萄酒酿造专用活性干酵

母。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活化酵母的活化方法为将草莓汁调节至35-40℃，再按

照0.4-0 .6g/ml的添加量将葡萄酒酿造专用活性干酵母倒入草莓汁中，并搅拌均匀，静置

25-35min。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活化酵母的添加量与草莓的质量比为(8-12)∶100000。

[0019] 本发明通过上述特定酵母的选择以及活化和用量的限定，能够促进草莓中各成分

的转化，改善草莓酒口感，并提高品质。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发酵处理的温度为20-25℃。通过对发酵处理温度的限

定，能够使香气更柔和圆润。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6)中，杀菌为采用超高温瞬时灭菌机进行，所述杀菌温度为

100-110℃，时间为4-10s。通过选用超高温瞬时灭菌机进行灭菌，即能够有效杀灭细菌又能

避免香气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并使口感更加舒畅协调。

[0022] 本发明实施例具有如下优点：

[0023] (1)本发明上述酿造工艺，通过对原料进行分选，能够更好地改善酿造的草莓酒的

口感，并通过焦亚硫酸钾和果胶酶的添加，能够有效控制微生物的生长和加快酶解的速度，

通过上述各步骤参数的限制，能够提高酿造的草莓酒的稳定性，并提高草莓酒的酒质。

[0024] (2)本发明通过特定酵母的选择以及活化和用量的限定，能够促进草莓中各成分

的转化，改善草莓酒口感，并提高品质。

[0025] (3)本发明通过对发酵处理温度的限定，能够使香气更柔和圆润。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以下各实施例采用的原料如下：

[0028] 葡萄酒酿造专用活性干酵母：市购得到；

[0029] 活化酵母：通过如下方法得到：将草莓汁调节至37℃，再按照0.5g/ml的添加量将

葡萄酒酿造专用活性干酵母倒入草莓汁中，并搅拌均匀，静置30min。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实施例为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该酿造工艺包括如下制备方法：

[0032] (1)将新采摘的草莓进行分选，分选后的生青粒含量不大于2％；

[0033] (2)在新采摘草莓后的4h内，将分选后的草莓进行破碎，并在破碎过程中添加焦亚

硫酸钾和果胶酶，其中，焦亚硫酸钾的添加量与草莓质量比为6∶100000；果胶酶的添加量与

草莓的质量比为2∶100000；

[0034] (3)在破碎后的草莓中添加活化酵母并在20℃下发酵处理，其中活化酵母的添加

量与草莓的质量比为12∶100000；

[0035] (4)待比重至996-998，且含糖量不大于4g/L后进行分离出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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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5)将分离出罐的发酵液进行过滤除渣，再将滤液依次进行澄清板、除菌板过滤；

[0037] (6)将除菌后的滤液进行调配、采用超高温瞬时灭菌机进行灭菌处理，控制灭菌温

度为100℃，灭菌时间为10s，灌装封口、贴标装箱。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实施例为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该酿造工艺包括如下制备方法：

[0040] (1)将新采摘的草莓进行分选，分选后的生青粒含量不大于2％；

[0041] (2)在新采摘草莓后的4h内，将分选后的草莓进行破碎，并在破碎过程中添加焦亚

硫酸钾和果胶酶，其中，焦亚硫酸钾的添加量与草莓质量比为4∶100000；果胶酶的添加量与

草莓的质量比为3∶100000；

[0042] (3)在破碎后的草莓中添加活化酵母并在25℃下发酵处理，其中活化酵母的添加

量与草莓的质量比为8∶100000；

[0043] (4)待比重至996-998，且含糖量不大于4g/L后进行分离出罐；

[0044] (5)将分离出罐的发酵液进行过滤除渣，再将滤液依次进行澄清板、除菌板过滤；

[0045] (6)将除菌后的滤液进行调配、采用超高温瞬时灭菌机进行灭菌处理，控制灭菌温

度为110℃，灭菌时间为4s，灌装封口、贴标装箱。

[0046] 实施例3

[0047] 本实施例为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该酿造工艺包括如下制备方法：

[0048] (1)将新采摘的草莓进行分选，分选后的生青粒含量不大于2％；

[0049] (2)在新采摘草莓后的4h内，将分选后的草莓进行破碎，并在破碎过程中添加焦亚

硫酸钾和果胶酶，其中，焦亚硫酸钾的添加量与草莓质量比为5∶100000；果胶酶的添加量与

草莓的质量比为2.5∶100000；

[0050] (3)在破碎后的草莓中添加活化酵母并在23℃下发酵处理，其中活化酵母的添加

量与草莓的质量比为10∶100000；

[0051] (4)待比重至996-998，且含糖量不大于4g/L后进行分离出罐；

[0052] (5)将分离出罐的发酵液进行过滤除渣，再将滤液依次进行澄清板、除菌板过滤；

[0053] (6)将除菌后的滤液进行调配、采用超高温瞬时灭菌机进行灭菌处理，控制灭菌温

度为105℃，灭菌时间为6s，灌装封口、贴标装箱。

[0054] 对照例1

[0055] 本对照例为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该酿造工艺与实施例3中的酿造工艺基本相

同，区别仅在于未添加焦亚硫酸钾。

[0056] 对照例2

[0057] 本对照例为一种草莓酒的酿造工艺，该酿造工艺与实施例3中的酿造工艺基本相

同，区别仅在于步骤(3)中活化酵母替换为葡萄酒酿造专用活性干酵母。

[0058] 实验例

[0059] 分别选取实施例3和对照例1-2酿造工艺得到的草莓酒；

[0060] 将上述选取的草莓酒按照下述方法进行指标检测：

[0061] 1、感官要求：检验方法GB/T  15038(色泽、组织形态、香气、滋味)；

[0062] 2干浸出物：检验方法GB/T  15038；

[0063] 上述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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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表1

[0065]

[0066] 由表1可知：

[0067] 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草莓酒与对照例1和2制备的草莓酒相比，具有更好的口感

及组织形态，且干浸出物较高。

[0068]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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