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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白酒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本发明通过将南瓜先置

于温度为80℃-100℃的蒸汽环境中进行加热至

熟透，然后搅拌成南瓜，在冷却至温度为50℃-55

℃，然后加入复合酶、酸味剂，将其pH调节为4.0-

5 .0后，转入温度为40℃-50℃的恒温环境中，并

接入复合菌种发酵后，转入温度为15℃-30℃的

环境中，加入复合酵母菌发酵，最后加水搅拌，再

将其密封放置1-2月后，经高压均质处理、灭菌、

装瓶，获得成品，本发明所用的原料来源丰富，添

加物用量少，产酒时间短，产酒率高，且制备而得

的南瓜白酒口感纯正，适口性好，营养丰富，使其

具有壮骨强筋、润肺益气、驱虫解毒、美容等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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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南瓜，经洗净、切块、去皮去籽工序后，将其置于温度为80℃-100℃的蒸汽环境

中进行加热至熟透，然后将熟透的南瓜进行搅拌成南瓜羹；

(2)将步骤(1)所得南瓜羹，冷却至温度为50℃-55℃，然后加入重量为南瓜重量0.1‰-

0.2‰的复合酶进行酶化20min-30min，所述复合酶的活力为280U/g-285U/g；

(3)向步骤(2)所得酶化南瓜羹中加入酸味剂，调节其pH为4.0-5 .0后，转入温度为40

℃-50℃的恒温环境中，并接入南瓜重量0.3％-0.8％的复合菌种进行发酵4-6天后，将其置

于温度为15℃-30℃的环境中，加入复合酵母菌进行发酵10-20天，其中，复合酵母菌加入量

为南瓜重量1％-2％；

(4)向步骤(3)所得物中加入重量为其重量3-5倍的水，并搅拌均匀，再将其密封放置1-

2月后，进行高压均质处理、灭菌、装瓶，获得南瓜白酒成品；

所述复合酶，按质量比为：蛋白酶∶淀粉酶＝(1-3)∶(0.5-2)的比例进行混合而成；

所述酸味剂为柠檬酸、苹果酸、冰醋酸、酒石酸、丁二酸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复合菌种至少包括黑曲霉、红曲霉、米根霉中的两种；

所述复合酵母菌为乳酸菌和酿酒酵母菌的组合菌落，其接入量比为：乳酸菌∶酿酒酵母

菌＝(1-3)∶(2-5)，且乳酸菌接入量少于酿酒酵母菌接入量；

所述复合酵母菌是将乳酸菌和酿酒酵母菌分别活化后，经混合均匀，然后加入体积浓

度为1％-2％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均匀，其中，按海藻酸钠溶液用量为活化混合菌所得物质

量的50％-80％，得悬浮液，然后将悬浮液滴入浓度为0.5mol/L-3mol/L的氯化钙溶液中，再

置于温度为20℃-30℃条件下至少静置1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乳酸菌的活化，是将其

按107cfu/L接入葡萄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35℃-38℃的条件下活化10min，其中，葡萄糖溶

液的体积浓度为1.5％-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酿酒酵母菌的活化，是

将其按107cfu/L接入蔗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20℃-30℃的恒温条件下活化20min，其中，蔗

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优选在南瓜搅拌制成南瓜羹

过程中加入葛根、红枣、枸杞中任意一种或几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优选在复合酵母菌发酵过程

中加入葛根、红枣、枸杞中任意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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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白酒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南瓜作为药食同源的食品，含有淀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B、维生素C和钙、磷

等成分，其营养丰富，来源广泛，随着人类对南瓜的深入了解和综合开发利用，市面上已出

现了南瓜粉、南瓜饼及南瓜汁等产品，但对于人类日渐提高的物质认识，其产品形式仍较单

一且附加值较低，而将南瓜制成白酒，既丰富了白酒品种和南瓜的产品种类，还改善了白酒

的质量，使得南瓜丰富的营养价值和香甜的味道保留在酒中，因此，适合大部分消费者，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产酒率高、营养成分保留率高、生

物资源利用率高的南瓜白酒加工方法。

[0004] 具体通过以下方案得以实现：

[0005] 一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称取南瓜，经洗净、切块、去皮去籽工序后，将其置于温度为80℃-100℃的蒸汽

环境中进行加热至熟透，然后将熟透的南瓜进行搅拌成南瓜羹；

[0007] (2)将步骤(1)所得南瓜羹，冷却至温度为50℃-55℃，然后加入重量为南瓜重量

0.1‰-0.2‰的复合酶进行酶化20min-30min，所述复合酶的活力为280U/g-285U/g；

[0008] (3)向步骤(2)所得酶化南瓜羹中加入酸味剂，调节其pH为4.0-5.0后，转入温度为

40℃-50℃的恒温环境中，并接入南瓜重量0.3％-0.8％的复合菌种进行发酵4-6天后，将其

置于温度为15℃-30℃的环境中，加入复合酵母菌进行发酵10-20天，其中，复合酵母菌加入

量为南瓜重量1％-2％；

[0009] (4)向步骤(3)所得物中加入重量为其重量3-5倍的水，并搅拌均匀，再将其密封放

置1-2月后，进行高压均质处理、灭菌、装瓶，获得南瓜白酒成品。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酶，按质量比为：蛋白酶∶淀粉酶＝(1-3)∶(0.5-2)的比例进行

混合而成。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酸味剂为柠檬酸、苹果酸、冰醋酸、酒石酸、丁二酸中的一种或几

种。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菌种至少包括黑曲霉、红曲霉、米根霉中的两种。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酵母菌为乳酸菌和酿酒酵母菌的组合菌落，其接入量比为：乳

酸菌∶酿酒酵母菌＝(1-3)∶(2-5)，且乳酸菌接入量少于酿酒酵母菌接入量。

[0014] 再进一步的，所述复合酵母菌是将乳酸菌和酿酒酵母菌分别活化后，经混合均匀，

然后加入体积浓度为1％-2％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均匀，其中，按海藻酸钠溶液用量为活化

混合菌所得物质量的50％-80％，得悬浮液，然后将悬浮液滴入浓度为0.5mol/L-3mol/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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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钙溶液中，再置于温度为20℃-30℃条件下至少静置1天。

[0015] 更进一步的，所述乳酸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葡萄糖溶液中，置于温度

为35℃-38℃的条件下活化10min，其中，葡萄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5％-2％。

[0016] 更进一步的，所述酿酒酵母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蔗糖溶液中，置于温

度为20℃-30℃的恒温条件下活化20min，其中，蔗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3％。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高压均质，其压力为50-60MPa。

[0018] 本发明方法中还可以在南瓜搅拌制成南瓜羹过程中或复合酵母菌发酵过程中加

入葛根、红枣、枸杞中任意一种或几种。

[0019] 所述葛根或红枣或枸杞的加入，其加入量不超过南瓜质量的20％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通过加入复合酶，增加了白酒中的可溶性物质；本发明通过加入复合菌种，

改善了白酒的总糖含量；本发明通过加入复合酵母菌，改善了白酒的产酒率；本发明还通过

加入葛根、或红枣、或枸杞，进一步改善了中药材中有效成分的保留率，进而改善了南瓜白

酒中的功能成分；本发明通过科学配伍及工艺控制，有机地结合微生物发酵、酶促处理及汽

蒸等工艺，使本发明具备以下益处：

[0022] (1)实施本发明所用的原料来源丰富，且价格低廉；其添加物用量少，节约了经济

成本；

[0023] (2)通过实施例本发明，南瓜产酒时间短，降低了资源成本；

[0024] (3)通过实施本发明，提高了南瓜产酒率高，相比传统方法，产酒率约高出30-

35％，进而增加了成品酒产出率，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益；

[0025] (4)通过实施本发明，制备而得的南瓜白酒口感纯正，具有浓郁的南瓜香味、适口

性好；

[0026] (5)通过实施本发明，制备而得的南瓜白酒营养丰富，较好的保留了南瓜果实的营

养和功能成分，使得白酒具有壮骨强筋、润肺益气、驱虫解毒、美容等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限定，但要求保护的

范围不仅局限于所作的描述。

[0028] 实施例1-实施例5

[0029] 一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称取南瓜，经洗净、切块、去皮去籽工序后，将其置于温度为80℃的蒸汽环境中

进行加热至熟透，然后将熟透的南瓜进行搅拌成南瓜羹；

[0031] (2)将步骤(1)所得南瓜羹，冷却至温度为53℃，然后加入重量为南瓜重量0.1‰的

复合酶进行酶化25min，所述复合酶的活力为285U/g；其中，实施例1-实施例5的复合酶按表

1配比所示：

[0032] 表1：

[0033]

项目 蛋白酶∶淀粉酶(质量比)

实施例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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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 1∶1

实施例3 3∶2

实施例4 3∶4

实施例5 3∶1

[0034] (3)向步骤(2)所得酶化南瓜羹中加入酸味剂，调节其pH为4.5后，转入温度为45℃

的恒温环境中，并接入南瓜重量0.8％的复合菌种进行发酵4天后，将其置于温度为25℃的

环境中，加入复合酵母菌进行发酵15天，其中，复合酵母菌加入量为南瓜重量1％；其中，实

施例1-实施例5的酸味剂按表2配比所示，实施例1-实施例5的复合菌种、复合酵母菌按表3

配比所示：

[0035] 表2：

[0036]

项目 柠檬酸(％) 苹果酸(％) 冰醋酸(％) 酒石酸(％) 丁二酸(％)

实施例1 —— 25 30 20 25

实施例2 20 20 20 20 20

实施例3 35 —— 40 —— 25

实施例4 25 25 15 30 5

实施例5 35 35 —— 30 ——

[0037] 表3：

[0038]

项目 黑曲霉(％) 红曲霉(％) 米根霉(％) 乳酸菌∶酿酒酵母菌(接入量比)

实施例1 —— 50 50 3∶2

实施例2 50 25 25 1∶5

实施例3 70 —— 30 3∶4

实施例4 10 60 30 2∶3

实施例5 40 60 —— 1∶2

[0039] (4)向步骤(3)所得物中加入重量为其重量4倍的水，并搅拌均匀，再将其密封放置

2月后，进行压力为50MPa的高压均质处理、灭菌、装瓶，获得南瓜白酒成品。

[0040] 所述复合酵母菌是将乳酸菌和酿酒酵母菌分别活化后，经混合均匀，然后加入体

积浓度为1％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均匀，其中，按海藻酸钠溶液用量为活化混合菌所得物质

量的50％，得悬浮液，然后将悬浮液滴入浓度为0.5mol/L的氯化钙溶液中，再置于温度为20

℃条件下静置1天。

[0041] 所述乳酸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葡萄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37℃的条

件下活化10min，其中，葡萄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5％。

[0042] 所述酿酒酵母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蔗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25℃的

恒温条件下活化20min，其中，蔗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

[0043] 实施例6-实施例10

[0044] 一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1)称取南瓜，经洗净、切块、去皮去籽工序后，将其置于温度为100℃的蒸汽环境

中进行加热至熟透，然后将熟透的南瓜进行搅拌成南瓜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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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2)将步骤(1)所得南瓜羹，冷却至温度为50℃，然后加入重量为南瓜重量0.2‰的

复合酶进行酶化20min，所述复合酶的活力为283U/g；其中，实施例6-实施例10的复合酶按

表4配比所示：

[0047] 表4：

[0048]

项目 蛋白酶∶淀粉酶(质量比)

实施例6 2∶1

实施例7 1∶1

实施例8 3∶2

实施例9 3∶4

实施例10 3∶1

[0049] (3)向步骤(2)所得酶化南瓜羹中加入酸味剂，调节其pH为4.0后，转入温度为40℃

的恒温环境中，并接入南瓜重量0.5％的复合菌种进行发酵6天后，将其置于温度为15℃的

环境中，加入复合酵母菌进行发酵20天，其中，复合酵母菌加入量为南瓜重量1.5％；其中，

实施例6-实施例10的酸味剂按表5配比所示，实施例6-实施例10的复合菌种、复合酵母菌按

表6配比所示：

[0050] 表5：

[0051]

项目 柠檬酸(％) 苹果酸(％) 冰醋酸(％) 酒石酸(％) 丁二酸(％)

实施例6 —— 25 30 20 25

实施例7 20 20 20 20 20

实施例8 35 —— 40 —— 25

实施例9 25 25 15 30 5

实施例10 35 35 —— 30 ——

[0052] 表6：

[0053]

项目 黑曲霉(％) 红曲霉(％) 米根霉(％) 乳酸菌∶酿酒酵母菌(接入量比)

实施例6 —— 50 50 3∶2

实施例7 50 25 25 1∶5

实施例8 70 —— 30 3∶4

实施例9 10 60 30 2∶3

实施例10 40 60 —— 1∶2

[0054] (4)向步骤(3)所得物中加入重量为其重量3倍的水，并搅拌均匀，再将其密封放置

1月后，进行压力为55MPa的高压均质处理、灭菌、装瓶，获得南瓜白酒成品。

[0055] 所述复合酵母菌是将乳酸菌和酿酒酵母菌分别活化后，经混合均匀，然后加入体

积浓度为2％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均匀，其中，按海藻酸钠溶液用量为活化混合菌所得物质

量的80％，得悬浮液，然后将悬浮液滴入浓度为3mol/L的氯化钙溶液中，再置于温度为30℃

条件下静置2天。

[0056] 所述乳酸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葡萄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38℃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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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活化10min，其中，葡萄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2％。

[0057] 所述酿酒酵母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蔗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30℃的

恒温条件下活化20min，其中，蔗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2％。

[0058] 实施例11-实施例15

[0059] 一种南瓜白酒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0] (1)称取南瓜，经洗净、切块、去皮去籽工序后，将其置于温度为90℃的蒸汽环境中

进行加热至熟透，然后将熟透的南瓜进行搅拌成南瓜羹；

[0061] (2)将步骤(1)所得南瓜羹，冷却至温度为55℃，然后加入重量为南瓜重量0.3‰的

复合酶进行酶化30min，所述复合酶的活力为280U/g；其中，实施例11-实施例15的复合酶按

表7配比所示：

[0062] 表7：

[0063]

项目 蛋白酶∶淀粉酶(质量比)

实施例11 2∶1

实施例12 1∶1

实施例13 3∶2

实施例14 3∶4

实施例15 3∶1

[0064] (3)向步骤(2)所得酶化南瓜羹中加入酸味剂，调节其pH为5.0后，转入温度为50℃

的恒温环境中，并接入南瓜重量0.3％的复合菌种进行发酵5天后，将其置于温度为30℃的

环境中，加入复合酵母菌进行发酵10天，其中，复合酵母菌加入量为南瓜重量2％；其中，实

施例11-实施例15的酸味剂按表8配比所示，实施例11-实施例15的复合菌种、复合酵母菌按

表9配比所示：

[0065] 表8：

[0066]

项目 柠檬酸(％) 苹果酸(％) 冰醋酸(％) 酒石酸(％) 丁二酸(％)

实施例11 —— 25 30 20 25

实施例12 20 20 20 20 20

实施例13 35 —— 40 —— 25

实施例14 25 25 15 30 5

实施例15 35 35 —— 30 ——

[0067] 表9：

[0068]

项目 黑曲霉(％) 红曲霉(％) 米根霉(％) 乳酸菌∶酿酒酵母菌(接入量比)

实施例11 —— 50 50 3∶2

实施例12 50 25 25 1∶5

实施例13 70 —— 30 3∶4

实施例14 10 60 30 2∶3

实施例15 40 60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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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4)向步骤(3)所得物中加入重量为其重量5倍的水，并搅拌均匀，再将其密封放置

2月后，进行压力为60MPa的高压均质处理、灭菌、装瓶，获得南瓜白酒成品。

[0070] 所述复合酵母菌是将乳酸菌和酿酒酵母菌分别活化后，经混合均匀，然后加入体

积浓度为1.5％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均匀，其中，按海藻酸钠溶液用量为活化混合菌所得物

质量的65％，得悬浮液，然后将悬浮液滴入浓度为2mol/L的氯化钙溶液中，再置于温度为25

℃条件下静置1天。

[0071] 所述乳酸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葡萄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35℃的条

件下活化10min，其中，葡萄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8％。

[0072] 所述酿酒酵母菌的活化，是将其按107cfu/L接入蔗糖溶液中，置于温度为20℃的

恒温条件下活化20min，其中，蔗糖溶液的体积浓度为3％。

[0073] 实施例16-实施例20

[0074] 实施例16-实施例20分别参照实施例1、实施例7、实施例8、实施例3、实施例11的加

工方法及物料用量，并在南瓜搅拌制成南瓜羹过程中加入葛根、或红枣、或枸杞，其中，实施

例16-实施例20按照表10所示配比。

[0075] 表10：

[0076]

[0077]

[0078] 实施例21-实施例25

[0079] 实施例21-实施例25分别参照实施例2、实施例6、实施例10、实施例13、实施例14的

加工方法及物料用量，并在南瓜搅拌制成南瓜羹过程中加入葛根、或红枣、或枸杞，其中，实

施例21-实施例25按照表11所示配比。

[0080] 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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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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