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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

方法，先挑选新鲜成熟无腐烂的柿子，清洗干净

后进行脱涩处理；将除涩后的柿子打浆破碎，加

入果胶酶酶解，加入蔗糖调整糖度，进行巴氏杀

菌，接种复合菌种驯化液A，发酵7‑10天，对发酵

液进行澄清过滤，得到柿子酵素原液；然后将新

鲜桑葚果实杀菌后榨汁，在桑葚汁中添加蔗糖调

整糖度，接种复合菌种驯化液B，发酵5‑8天，得到

桑葚酵素原液；将柿子酵素原液和桑葚酵素原液

混合均匀，经过发酵、冷藏、过滤得到最终产品。

本发明为当地特色无核柿子开发了一条新的途

径，结合当地特色，配以桑葚酵素原液，得到一种

口味新颖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其口味独特，营

养健康，同时满足不同人士的需求，丰富市场酵

素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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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柿子预处理：挑选新鲜、成熟度适宜、无腐烂的柿子，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沥干水分，

进行脱涩处理；

2)、柿子的破碎和杀菌：将清洗脱涩后的柿子，进行打浆破碎，使用打浆机对柿子做粉

碎处理，打出的柿子浆储存暂存罐，加入占柿子浆质量0.01％的果胶酶于40‑50℃酶解2小

时，然后过40目筛，滤去皮渣，在滤液中加入占滤液质量25‑30％的蔗糖，调整糖度，进行巴

氏杀菌，然后泵入发酵罐中；

3)、添加复合菌种：在灭菌后的柿子汁中加入占柿子汁质量3％的复合菌种驯化液A，并

进行发酵，发酵温度控制在为25‑28℃，发酵时间为7‑10天；

所述复合菌种驯化液A的制备方法为：取一定量灭菌后的柿子汁作为培养基，加入占该

培养基质量0.1％的复合菌种干粉A，在29‑31℃条件下培养4‑5个小时，得到复合菌种驯化

液A；

所述复合菌种干粉A是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保多利亚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鼠李

糖乳杆菌、酵母菌菌种的混合物，各菌种混合的活菌数量比为：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保

多利亚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酵母菌＝(8‑12)：(2‑3):(1‑1.5):(2‑4):(1‑

3)：(5‑8)；每克菌粉的活菌数量为50‑100亿；

4)、柿子酵素原液制备：将发酵后的柿子汁进行自然澄清，然后通过100目滤筛进行过

滤，得到柿子酵素原液；

5)、桑葚酵素原液的制备：选择无病虫害的新鲜桑葚果实,将桑葚鲜果浸泡在质量浓度

为0.2％的偏重亚硫酸溶液中40‑60分钟进行杀菌处理，然后捞出桑葚，沥干水分，放入螺旋

压榨机进行破碎榨汁，所得桑葚汁泵入夹套控温发酵罐中，添加占桑葚汁质量10‑15％的蔗

糖或冰糖，调整糖度，然后在桑葚汁中接种占桑葚汁质量3％的复合菌种驯化液B，控制发酵

温度为25℃，发酵5‑8天，得到桑葚酵素原液；

所述复合菌种驯化液B的制备方法为：取一定量桑葚汁作为培养基，加入占该培养基质

量0.1％的复合菌种干粉B，在29‑31℃条件下培养6‑8个小时，得到复合菌种驯化液B；

所述复合菌种干粉B是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的混合物，每克菌粉中

活菌数量为50‑60亿，各菌种混合的活菌数量比为：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

＝(5‑6)：(2‑2.5):(1‑1.2)；

6)、将得到的柿子酵素原液和桑葚酵素原液混合均匀，混合体积比为柿子酵素原液：桑

葚酵素原液＝1:(0.8‑1.3)；混合后于20℃再发酵40‑48小时，之后于2‑5℃冷藏保存60‑72

小时，自然澄清，过滤，得到柿子桑葚复合酵素，该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活菌数量达到108‑

1010/ml，总酚含量为16.2‑55 .6mg/ml，总黄酮含量为5.1‑13 .6mg/ml，蛋白酶活性21.2‑

40.6U/ml，淀粉酶活性为9.6‑26.7U/ml，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为43.1‑68.4U/ml。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脱涩

处理是把柿子浸泡在40～45℃的热水中保持24小时，完成脱涩。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巴氏

杀菌是将装有柿子浆的发酵罐温度设置为60℃～65℃，恒温保持30±5分钟，然后降温到28

℃。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柿子为洛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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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白土镇的无核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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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深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微生物酵素研究和开发越来越普遍，微生物酵素是以乳酸菌、酵母菌等益

生菌发酵果品、蔬菜等而制成的一种含有多种活性酶及乳酸、醋酸、乙醇、维生素、矿物质和

次生代谢产物等成分的功能性发酵产品。微生物酵素的功能包括：抗氧化作用，抑菌消炎作

用，而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和喜爱。

[0003] 微生物酵素的功能主要有：

[0004] (1)平衡机体作用：人体内的脂肪，蛋白质，糖等，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对人体健康产

生影响，食用酵素，可以平衡人体内的脂肪，蛋白质，糖的代谢。

[0005] (2)消炎抗菌作用：酵素具有很好的消炎抗菌作用。董银卯等研究发现膏状酵素可

以对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三种痤疮病原菌(014、015、016)的抑制

率分别为19.21％、33.20％、38.01％、50.07％、97.35、98.46％。

[0006] (3)美白抗衰老作用：酵素能够美白皮肤，使皮肤变得更加细腻。

[0007] (4)解酒作用：酵素能够解酒，减少人体对酒精的吸收，可以明显降低GOT、GPT活

性，达到解酒护肝的作用。

[0008] (5)其他功能：李宁等研究发现服用微生物酵素可有效增强粘膜系统的免疫学功

能；刘秀红研究发现微生物酵素同促肝细胞生长素一样具有早期促进肝再生的作用。

[0009] 桑葚是一种营养价值高的浆果，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有机酸，而且还

含有人体所需铁、锌、锰等微量元素。我国历代中医认为，桑葚有滋阴养血、补肝益肾、祛病

延年、黑发明目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桑葚还可以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人体免疫能力，

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我国有很丰富的桑葚资源，种植量也很大。但是，目前桑葚的深加工

及开发还不够深入，所以本专利所开发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产品，可以更好提高当地桑葚

资源的附加值。

[0010] 柿子的加工在我国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主要制成柿饼，但是随着人们对柿子

中各种成分和药用价值的进一步了解以及科技水平和加工水平的提升，柿子的加工也出现

多元化的趋势，市场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柿子加工产品除柿饼外还有：柿子果酒、柿子醋、

柿子叶保健茶、柿子糕、柿子脯、柿子果冻等。

[0011] 洛阳市栾川县白土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伏牛山系，海拔高，昼夜温差大，

肥沃的土壤为造就了高品质的无核柿子，当地的无核柿子曾获得国家原产地标记认证，根

据相关研究测定白土无核柿子，每百克鲜柿中含胡萝卜素0.16mg、核黄素0.02mg、维生素

C16mg、钙10mg、磷19mg、铁0.2mg、蛋白质0.7g、脂肪0.1g、糖分14mg。未成熟的柿子含有大量

鞣质，其主要成分是花白甙，还含有瓜氨酸、异柿醌、无色花青素、双异柿醌、甘露醇、齐墩果

酸等，无核柿是柿中精品，其外观晶莹剔透，橙红可人，触之柔软光滑。

[0012] 目前大部分的酵素所采用的发酵工艺大多是自然发酵。自然发酵很容易被杂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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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存在缺陷。本发明以柿子和桑葚为原材料，制备出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人工添加复

合发酵菌种，提高了柿子和桑葚的利用价值，并给当地优质无核柿子加工开辟了一条新的

出路，所得复合酵素产品口感怡人，营养健康，可满足人们对健康产品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以桑葚和无核柿子为

原料，对柿子和桑葚分别进行预处理，清洗，破碎，添加不同的复合发酵菌种，分别发酵得到

柿子酵素原液和桑葚酵素原液，再把两种酵素原液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混合，进行后发酵，最

终得到柿子桑葚复合酵素，其口味独特，营养健康，丰富市场产品。

[0014]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依据本发明提出

的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柿子预处理：挑选新鲜、成熟度适宜、无腐烂的柿子，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沥干

水分，进行脱涩处理；

[0016] 2)、柿子的破碎和杀菌：将清洗脱涩后的柿子，进行打浆破碎，使用打浆机对柿子

做粉碎处理，打出的柿子浆储存暂存罐，加入占柿子浆质量0.01％的果胶酶于40‑50℃酶解

2小时，然后过40目筛，滤去皮渣，在滤液中加入占滤液质量25‑30％的蔗糖，调整糖度，进行

巴氏杀菌，然后泵入发酵罐中；

[0017] 3)、添加复合菌种：在灭菌后的柿子汁中加入占柿子汁质量3％的复合菌种驯化液

A，并进行发酵，发酵温度控制在为25‑28℃，发酵时间为7‑10天；

[0018] 4)、柿子酵素原液制备：将发酵后的柿子汁进行自然澄清，然后通过100目滤筛进

行过滤，得到柿子酵素原液；

[0019] 5)、桑葚酵素原液的制备：选择无病虫害的新鲜桑葚果实,将桑葚鲜果浸泡在偏重

亚硫酸溶液中40‑60分钟进行杀菌处理，然后捞出桑葚，沥干水分，放入螺旋压榨机进行破

碎榨汁，所得桑葚汁泵入夹套控温发酵罐中，添加占桑葚汁质量10‑15％的蔗糖或冰糖，调

整糖度，然后在桑葚汁中接种占桑葚汁质量3％的复合菌种驯化液B，控制发酵温度为25℃，

发酵5‑8天，得到桑葚酵素原液；

[0020] 6)、将得到的柿子酵素原液和桑葚酵素原液混合均匀，混合体积比为柿子酵素原

液：桑葚酵素原液＝1:(0.8‑1.3)；混合后于20℃再发酵40‑48小时，之后于2‑5℃冷藏保存

60‑72小时，自然澄清，过滤，得到柿子桑葚复合酵素。

[0021]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还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进一步实现。

[0022] 前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1)所述的脱涩处理是把柿子浸

泡在40～45℃的热水中保持24小时，完成脱涩。

[0023] 前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2)所述的巴氏杀菌是将装有柿

子浆的发酵罐温度设置为60℃～65℃，恒温保持30±5分钟，然后降温到28℃。

[0024] 前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复合菌种驯化液A的制备方法

为：取一定量灭菌后的柿子汁作为培养基，加入占该培养基质量0.1％的复合菌种干粉A，在

29‑31℃条件下培养4‑5个小时，得到复合菌种驯化液A；

[0025] 所述复合菌种干粉A是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保多利亚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

鼠李糖乳杆菌、酵母菌菌种的混合物，各菌种混合的活菌数量比为：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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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保多利亚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酵母菌＝(8‑12)：(2‑3):(1‑1.5):(2‑

4):(1‑3)：(5‑8)；每克菌粉的活菌数量为50‑100亿。

[0026] 前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复合菌种驯化液B的制备方法

为：取一定量桑葚汁作为培养基，加入占该培养基质量0.1％的复合菌种干粉B，在29‑31℃

条件下培养6‑8个小时，得到复合菌种驯化液B；

[0027] 所述复合菌种干粉B是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的混合物，每克菌

粉中活菌数量大约50‑60亿，各菌种混合的活菌数量比为：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

乳杆菌＝(5‑6)：(2‑2.5):(1‑1.2)。

[0028] 前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5)所述偏重亚硫酸溶液的质量

浓度为0.2％。

[0029] 前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柿子为洛阳市栾川县白土乡的

无核柿子。

[0030] 前述的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中，所得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活菌数量

达到108‑1010/ml，总酚含量为16.2‑55.6mg/ml，总黄酮含量为5.1‑13.6mg/ml，蛋白酶活性

21.2‑40.6U/ml，淀粉酶活性为9.6‑26.7U/ml，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为43.1‑68.4U/

ml。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2] (1)柿子经脱涩、打碎、杀菌处理，可以充分保留营养成分，经过巴氏杀菌，可以防

止有害菌群的生成。将柿子做成酵素，其营养成分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除了可以减少人体

内原有酵素的消耗外，更可以减轻身体各器官的负担，充分发挥了柿子的食用价值。

[0033] (2)本发明在柿子酵素中添加桑葚酵素原液，一方面可以有效改善口感，使其爽口

宜人，另一方面将柿子和桑葚的营养价值结合在一起，桑葚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可治疗预

防血虚，便秘，具有生津止渴，养血滋阴的功效等，还可以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人体免疫

能力。柿子与桑葚结合，除了具有独特的口味，还是一种效果俱佳的保健饮品。

[0034] (3)本发明在发酵过程中人工添加菌种，避免了传统的自然发酵容易引起杂菌污

染的缺陷，不仅缩短了发酵时间，缩短酵素的生产周期，而且可以保证酵素产品的质量，避

免杂菌影响酵素口感及对人们健康存在的风险。

[0035] (4)本发明采用洛阳栾川县白土镇的无核柿子，结合地方特色，所用的无核柿子味

甜多汁，营养丰富，由于其没有成型的果核，为柿子的深加工提供了方便。洛阳市栾川县白

土镇年产无核柿子能达到1400多万公斤，目前，柿子主要的深加工去向单一，只能生产柿子

醋，或者经过长时间风干做成柿饼，利用价值低，加工工序繁琐，带来的经济效益低。酵素的

发酵时间相比酿醋时间短，效率高，操作工序简单，再配上具有保健作用的桑葚酵素原液，

可以丰富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口感，完善其功效，丰富市场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也为该地方的无核柿子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

[0036] 注意事项：柿子在采摘的时候由于其果质成熟后松软难以保存运输，故会在柿子

果质还硬的时候就采摘。

[0037]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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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本发明生产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

较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制备方法，其具体实施方式、特

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

[0040] 实施例：

[0041] 1)、柿子预处理：挑选新鲜、成熟度适宜、无腐烂的柿子，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沥干

水分，进行脱涩处理：把柿子浸泡在40～45℃的热水中保持24小时，完成脱涩；

[0042] 2)、柿子的破碎和杀菌：将清洗脱涩后的柿子，进行打浆破碎，使用打浆机对柿子

做粉碎处理，打出的柿子浆储存暂存罐，加入占柿子浆质量0.01％的果胶酶于40‑50℃酶解

2小时，然后过40目筛，滤去皮渣，在滤液中加入占滤液质量25‑30％的蔗糖，调整糖度，进行

巴氏杀菌：将装有柿子浆的发酵罐温度设置为60℃～65℃，恒温保持30±5分钟，然后降温

到28℃。巴氏杀菌后泵入发酵罐中；

[0043] 3)、添加复合菌种：在灭菌后的柿子汁中加入占柿子汁质量3％的复合菌种驯化液

A，并进行发酵，发酵温度控制在为25‑28℃，发酵时间为7‑10天；

[0044] 所述复合菌种驯化液A的制备方法为：取一定量灭菌后的柿子汁作为培养基，加入

占该培养基质量0.1％的复合菌种干粉A，在29‑31℃条件下培养4‑5个小时，得到复合菌种

驯化液A；

[0045] 所述复合菌种干粉A是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保多利亚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

鼠李糖乳杆菌、酵母菌菌种的混合物，各菌种混合的活菌数量比为：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

菌：保多利亚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酵母菌＝(8‑12)：(2‑3):(1‑1.5):(2‑

4):(1‑3)：(5‑8)；每克菌粉的活菌数量为50‑100亿。

[0046] 4)、柿子酵素原液制备：将发酵后的柿子汁进行自然澄清，然后通过100目滤筛进

行过滤，得到柿子酵素原液；

[0047] 5)、桑葚酵素原液的制备：选择无病虫害的新鲜桑葚果实,将桑葚鲜果浸泡在质量

浓度为0.2％的偏重亚硫酸溶液中40‑60分钟进行杀菌处理，然后捞出桑葚，沥干水分，放入

螺旋压榨机进行破碎榨汁，所得桑葚汁泵入夹套控温发酵罐中，添加占桑葚汁质量10‑15％

的蔗糖或冰糖，调整糖度，然后在桑葚汁中接种占桑葚汁质量3％的复合菌种驯化液B，控制

发酵温度为25℃，发酵5‑8天，得到桑葚酵素原液；

[0048] 所述复合菌种驯化液B的制备方法为：取一定量桑葚汁作为培养基，加入占该培养

基质量0.1％的复合菌种干粉B，在29‑31℃条件下培养6‑8个小时，得到复合菌种驯化液B；

[0049] 所述复合菌种干粉B是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的混合物，每克菌

粉中活菌数量大约50‑60亿，各菌种混合的活菌数量比为：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

乳杆菌＝(5‑6)：(2‑2.5):(1‑1.2)。

[0050] 6)、将得到的柿子酵素原液和桑葚酵素原液混合均匀，混合体积比为柿子酵素原

液：桑葚酵素原液＝1:(0.8‑1.3)；混合后于20℃再发酵40‑48小时，之后于2‑5℃冷藏保存

60‑72小时，自然澄清，过滤，得到柿子桑葚复合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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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较佳地，所述柿子采用洛阳市栾川县白土镇的无核柿子。

[0052] 经检测，所得柿子桑葚复合酵素的活菌数量达到108‑1010/ml，总酚含量为16.2‑

55.6mg/ml,总黄酮含量为5.1‑13.6mg/ml,蛋白酶活性21.2‑40.6U/ml，淀粉酶活性为9.6‑

26.7U/ml，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为43.1‑68.4U/ml。

[005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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