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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及其梯度生物发酵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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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及其生物制

备方法，主要步骤为百香果去皮制备果浆汁、酿

造红曲米活化、原浆酒精发酵、酶解强化酒精发

酵、醋酸发酵、陈酿等工序，本发明采用原浆酒精

发酵和酒糟果胶酶酶解酒精发酵的梯度酒精发

酵工艺，使用百香果果浆汁的发酵利用率高达

70％以上，本发酵产品富含浓郁百香果香味和红

曲发酵香，具有百香果及红曲特征营养，红色价

高、口感清爽，红色价(505nm)≥1.0u/g，果酸≥

1.0％，醋酸≥3.0％，具有愉悦的果香及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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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曲百香果醋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包括：

制备百香果果肉浆和活化红曲米步骤；

百香果果肉浆进行一次酒精发酵步骤：将所述百香果果肉浆注入生物发酵罐中，加入

4‑6％发酵剂，于20‑30℃下发酵7‑10d，分离得到第一酒精发酵液和酒糟；

酶解强化酒精发酵步骤：取所述酒糟，加入所述酒糟质量20‑30％的可溶性固形物达

50％的糖水，加入20000‑30000u/kg果胶酶和0.3‑0.5g/kg酿酒酵母，混匀，注入生物发酵罐

中，于20‑30℃下发酵20‑30d，发酵结束后榨酒，获得第二酒精发酵液；

醋酸发酵步骤：混合所述第一酒精发酵液和第二酒精发酵液进行醋酸发酵；以及

陈酿步骤，

其特征在于，所述百香果果肉浆进行一次酒精发酵步骤所用的发酵剂由红曲米和活化

红曲米步骤得到的红曲米发酵剂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醋酸发酵步骤为：

将所述第一酒精发酵液和第二酒精发酵液的混合液酒精度调整至5‑7％，加入醋酸菌，

在以玉米芯为载体的醋化机中，控制发酵温度28‑32℃，发酵至酒精转化为乙酸，得到新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醋酸菌为沪酿

1.0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陈酿步骤为：

将所述新醋密封在陶缸或不锈钢容器中，在洁净阴凉环境陈酿6个月以上，即得到所述

红曲百香果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化红曲米步骤

为：

取红曲米，加入所述红曲米重量2‑3倍的饮用水，搅匀，于20‑30℃下活化24h以上，得到

所述红曲米发酵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红曲米为酿造红曲

米，且其色价≥400μ/g，发酵力≥0.3g/0.5g·72h。

7.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

法制得。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红曲百香果醋，其特征在于，红色价≥1.0u/g，果酸≥1.5％，

醋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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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及其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果加工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及其梯度生物发酵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果中具有丰富的糖质资源，是酿醋用的上等原料。与粮食醋相比，果醋的营养成

分更为丰富，且口味醇厚、风味浓郁、新鲜爽口、功效独特。果醋的功效有软化血管、降血压、

养容颜、调节体液酸碱平衡、促进体内糖的代谢、分解肌肉中的乳酸和丙酮酸而消除疲劳

等。国外食醋主要以果醋为主，比如欧美生产的有苹果醋、麦芽醋、葡萄醋等，其中美国主要

有红葡萄酒醋、白葡萄酒醋等，法国主要有红葡萄酒醋、苹果醋等。由果醋调配成清凉饮料

则更加清凉可口。近几年，国内果醋研究也已成为食醋领域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

[0003] 百香果，又名西番莲(Passiflora  edulis  Sims)，为西番莲科(Passifloraceae)

西番莲属(Passiflora  linnaeus)多年生藤本植物，也称鸡蛋果。我国主要栽培类型是紫果

西番莲(P.edulis)和黄果西番莲(P.edulis.f.favicarpa)以及杂交种西番莲(Passiflora 

edulisXP.edulis.f.favicarpa)。百香果果实甜酸可口，风味浓郁，具有苹果、柑桔、番石榴

等多种水果综合性的香味，是世界上已知最芳香的水果之一。目前已知西番莲果实含有超

过135种香味物质，主要成分为丁酸乙酯、己酸乙酯、丁酸己酯和己酸己酯，四种酯占总芳香

性物质的95％，有“果汁之王”的美誉。百香果含有丰富蛋白质、脂肪、碱酸、糖、维生素和磷、

钙、铁、钾等多种化合物及17种氨基酸。百香果果汁可加工制成果露、果酱、果冻、果酒等。百

香果果酒有机酸含量丰富，含甘露糖酸、L‑苹果酸、奎尼酸、酒石酸、未知酸、苹果酸、丙二

酸、乙酸、抗坏血酸、乳酸、柠檬酸、富马酸，其中甘露糖酸含量最高。百香果果实中的可食率

为45％左右，总酸达1.5‑4.5％，是一种典型的高香高酸特点，是制备高香高果酸果果醋的

优质原料。

[0004] 果醋是以水果为主要原料，以生物酿造技术发酵而成的健康食品。目前，关于红曲

果醋，中国发明专利CN201310298153.4“一种红曲果醋的制作方法”公开了一种红曲果醋的

制作方法，包括了酿酒型红曲米的制备方法，并以制备的红曲米为发酵剂，以新鲜水果如苹

果、杨梅、桔子等为原料，经切片后加入白糖、红曲等直接进行酒化发酵、后酒化发酵及醋酸

发酵，在后酒化发酵时添加了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组成的复合酶，其目的使发酵液变的澄清，

便于后期过滤。但该专利技术未考虑以高果酸、果胶含量水果(如百香果)作为果醋原料时，

如何提高红曲发酵剂的糖化力、发酵力和原料利用率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此，需要提供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及其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以解决百香果果

醋制备时因百香果果肉原浆pH值低、果胶含量高，直接采用果胶酶酶解原料利用率低下，红

曲米的糖化力和发酵力不高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发明人提供了一种红曲百香果醋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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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0007] 制备百香果果肉浆和活化红曲米步骤；

[0008] 百香果果肉浆进行一次酒精发酵步骤；

[0009] 酶解强化酒精发酵步骤；

[0010] 醋酸发酵步骤；以及

[0011] 陈酿步骤，所述百香果果肉浆进行一次酒精发酵步骤所用的发酵剂由红曲米和活

化红曲米步骤得到的红曲米发酵剂组成。

[0012] 在红曲酒、醋酿造生产中常使用的红曲米是以粳米为原料经红曲霉发酵而成的一

种紫红色米曲。酿造红曲米中的淀粉含量约为40％、蛋白质10‑18％，氨基酸8.9‑13.7％。红

曲霉(Monascuspurpureus  Went.)是一种小型丝状腐生真菌，是一种耐高温、糖化能力强，

又有酒精发酵力的霉菌。红曲霉是腐生真菌，生长的最适pH值为3.5‑5，能耐pH值为3.0的环

境，尤其嗜乳酸,但在pH值为3.0时其生长代谢受到抑制。生长温度为26‑42℃，最适温度32‑

35℃，能耐10％乙醇。红曲霉的糖化型β‑淀粉酶活性较强，可把百香果中的淀粉酶解为可发

酵糖。因此，本发明由红曲米和活化红曲米步骤得到的红曲米发酵剂以重量比为1:0.04‑

0.06组成一次酒精发酵步骤所用的发酵剂，经活化后红曲米利用红曲米自身的营养，促进

红曲霉及酵母增殖，使其能在pH值小于3.0的百香果果肉浆汁(含籽)中顺利启动发酵，从而

提高其糖化及发酵能力。

[0013] 其中，制备百香果果肉浆步骤和活化红曲米步骤二者并无先后顺序关系，可以同

步进行操作。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百香果果肉浆进行一次酒精发酵步骤为：将所述百香果果肉浆注

入生物发酵罐中，加入4‑6％所述发酵剂，于20‑30℃下发酵7‑10d，分离得到第一酒精发酵

液和酒糟。

[0015] 本发明采用二次梯度生物发酵工艺，其好处在于，将第一次发酵得到的产物酒糟

作为第二次发酵的原料，提高发酵液的pH值，使其符合酿酒酵母的最适pH值，使果胶及其复

合糖得到充分酶解发酵，百香果果肉浆的原料利用率达到70％以上，酒精度达到11％(v/

v)。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酶解强化酒精发酵步骤为：取所述酒糟，加入所述酒糟质量20‑

30％可溶性固形物达50％的糖水，加入20000‑30000u/kg果胶酶和0.3‑0.5g/kg酿酒酵母，

混匀，注入生物发酵罐中，于20‑30℃下发酵20‑30d，发酵结束后榨酒，获得第二酒精发酵

液。

[0017] 果胶酶是一种聚半乳糖醛酸水解酶，水解果胶主要生成β‑半乳糖醛酸，用于含果

胶水果的酶解，可以明显降低果汁粘度，显著提高出汁率。其最适作用pH值为3.5，作用温度

为15‑55℃。当pH值小于3.0时，则其活力受到抑制，从而影响酶解效果。百香果果实含果胶

(pectin)1％，且该果胶中的主成分为82.02％半乳糖醛酸(galacturonic  acid)和7.9％甲

基硝类化合物，含有1％以上的淀粉、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等可发酵糖，可溶性固形物可达

16％以上，其果汁出汁率较低，仅为30‑40％，由于百香果果肉原浆的pH值为2.3‑3.0，若直

接采用果胶酶酶解，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本发明采用的是夏盛果胶酶，用量为20000‑

30000u/kg(即0.3‑0.5mL/kg)，酿酒酵母采用的是安琪干酵母，用量为0.3‑0.5g/kg，特异性

地将果胶酶和酿酒酵母加入所述百香果果肉浆进行一次酒精发酵步骤得到的酒糟，通过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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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糖水调高pH值进行酶解强化酒精发酵，其优点在于可以使百香果中原料利用率、糖化率

和发酵率都得到大大提高。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醋酸发酵步骤为：混合所述第一酒精发酵液和第二酒精发酵液，调

整酒精度至5‑7％，加入醋酸菌，在以玉米芯为载体的醋化机中，控制发酵温度28‑32℃，发

酵至酒精转化为乙酸，得到新醋。

[0019] 上述技术方案将二次发酵得到的发酵液用醋酸菌对其进行氧化反应，能得到最佳

的产酸效果。

[0020] 进一步地，所述醋酸菌为沪酿1.01。

[0021] 本发明采用的沪酿1.01是一个产酸稳定的优良菌种，氧化酒精速度快、能力强，最

高耐酒精度达12％，一般生产工艺产酸为5％左右，采用长周期生产工艺可以累计醋酸达到

10％。

[0022] 进一步地，所述陈酿步骤为：将所述新醋密封在陶缸或不锈钢容器中，在洁净阴凉

环境陈酿6个月以上，即得到所述红曲百香果醋。

[0023] 经过梯度生物发酵得到的百香果果醋新醋在陈酿过程中发生酯化作用、氧化还原

反应和沉淀作用，能够获得更醇更稳定的香味、口感和澄清度。

[0024] 进一步地，所述活化红曲米步骤为：取红曲米，加入所述红曲米质量2‑3倍的饮用

水，搅匀，于20‑30℃下活化24h以上，得到所述红曲米发酵剂。

[0025] 本技术方案的好处在于，先使红曲米先利用自身的营养促进红曲霉及酵母增殖，

使其能在pH值≤3的百香果果肉浆汁中顺利启动发酵，从而提高其糖化及发酵能力。

[0026] 进一步地，所述红曲米为酿造红曲米，且其色价≥400μ/g，发酵力≥0.3g/0.5g·

72h。

[0027] 酿造红曲，即酒曲，具有较强的液化、糖化、酯化能力、有独特的曲香。此外，红曲可

代谢产生丰富的生物活性酶和莫纳可林K(Monacolin  k)及其衍生物、天然红曲红色素等多

种生理活性物质，具有降胆固醇、降血压以及预防和治疗其他疾病的功能，并常被用开发功

能性食品。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其由上述所述的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制

得。

[0029] 优选地，上述方法制得的红曲百香果醋的红色价≥1.0u/g，果酸≥1.5％，醋酸≥

3.0％。

[0030] 区别于现有技术，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1 .现有果醋多采用酿酒酵母进行酒精发酵，再采用醋酸菌进行醋酸发酵，本发明

采用酿造红曲米(包含红曲霉和酵母菌)进行二次梯度发酵，红曲霉可提高发酵液黄色和红

色价，此外红曲霉还可代谢百香果原料中的淀粉转化为还原糖，再由果胶酶和酿酒酵母进

行酶解酒精发酵，因此其原料利用率比仅用酿酒酵母发酵提高了至少5个百分点；

[0032] 2.未见红曲米在被用作发酵剂使用前进行活化的报道，红曲菌在发酵液pH值低于

3.0时，其生长代谢受到抑制，而经活化后，红曲米利用自身的营养，促进了红曲霉及酵母菌

增殖，使其能在pH值≤3.0的百香果果肉浆汁中顺利启动发酵，从而提高了其糖化及发酵能

力；

[0033] 3.现有技术有见使用百香果原浆直接加果胶酶进行酶解发酵的报道，但由于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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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原浆的pH值低，果胶酶的活力受到抑制，未能达到充分酶解、液化进而发酵的效果，而本

发明采用酶解二次发酵工艺，通过添加糖水提高发酵液的pH值，使果胶及其复合糖获的充

分酶解发酵，原料利用率可达73.04％，且酒度可达11％(v/v)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详细说明技术方案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具体实

施例详予说明。

[0035] 涉及到的参数及材料来源说明：

[0036] 1、OD515和OD505为在515、505nm可见光下测得的发酵液OD(氧化还原电位)值；

[0037] 2、红曲米发酵剂：采用福建省古田红曲米，购于古田蓝溪红酒业有限公司；

[0038] 3、酿酒酵母：安琪干酵母，购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0039] 4、醋酸菌：沪酿1.01，购于上海光明食品厂；

[0040] 5、其他试验试剂均使用国产AR级试剂。

[0041] 试验采用的仪器和设备情况说明：

[0042] 1、PB‑10型pH计：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0043] 2、85‑1型磁力搅拌器：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有限公司；

[0044] 3、UV‑1750紫外分光光度计：岛津(苏州)仪器有限公司；

[0045] 4、DW‑FL362型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0046] 5、KDM型调温电热套：山东华鲁电热仪器有限公司；

[0047] 6、酒精表：浙江余姚比重计厂；

[0048] 7、SPX智能型生化培养箱：宁波江南仪器厂；

[0049] 8、TE601‑I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0050] 9、YXQ‑LS‑505II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0051] 测试方法

[0052] 1、色价：参照GB4926‑2008中关于色价的测定方法；

[0053] 2、酒精度：按照GB/T13662‑2008中酒精度的测定方法；

[0054] 3、总酸：按照GB/T13662‑2008中总酸的测定方法；

[0055] 4、数据处理采用DPS6.01软件进行处理。

[0056] 试验中所采用的黄、紫百香果主要理化指标分析

[0057] 采收八成熟黄金果(黄果)与九成熟台农1号(紫果)百香果，分别测定其可溶性固

形物、总糖、淀粉、总酸及pH值，分析数据结果见表1。由表1数据可知，百香果中含有11g/kg

以上淀粉，总酸高达30g/L(以柠檬酸计)以上，两种果的pH值均低于3.0，且非糖可溶性固形

含量都高达16％以上。

[0058] 表1：黄、紫百香果的主要理化指标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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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不同配方组成的发酵剂对百香果进行酒精发酵，所采用的不同发酵剂如表2所示。

[0061] 表2不同配方组成的发酵剂

[0062]

[0063]

[0064] 实施例1

[0065] 以表2中发酵剂1作为发酵剂制备百香果醋

[0066] 将新鲜的八成熟黄金果(黄果)与九成熟台农1号(紫果)百香果剖开，去除果皮，分

离获得百香果果肉浆汁，将两种百香果果肉浆汁按重量比为1:1进行混配，将混配后得到的

百香果果肉浆汁注入生物发酵罐中，以0.3g/kg安琪干酵母作为发酵剂，在20‑30℃的条件

下发酵20‑30d，加入5％醋酸菌沪酿1.01，在以玉米芯为载体的醋化机中，控制发酵温度28‑

32℃，发酵至酒精基本转化为乙酸，终止发酵，将醋酸发酵后获的新百香果醋密封在陶缸

中，在洁净阴凉环境陈酿6个月，即得百香果醋。

[0067] 实施例2

[0068] 以表2中发酵剂2作为发酵剂制备百香果醋

[0069]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将混配后得到的百香果果肉浆汁注入生物发酵罐后，以

5％未活化的红曲米发酵剂作为发酵剂，其他工艺条件与操作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70] 实施例3

[0071] 以表2中发酵剂3作为发酵剂制备百香果醋

[0072]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将混配后得到的百香果果肉浆汁注入生物发酵罐后，以

5％活化红曲米发酵剂作为发酵剂，其他工艺条件与操作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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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实施例4

[0074] 以表2中发酵剂4作为发酵剂制备百香果醋

[0075]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将混配后得到的百香果果肉浆汁注入生物发酵罐后，以

5％活化红曲米发酵剂和0.3g/kg酿酒酵母安琪干酵母作为发酵剂，其他工艺条件与操作步

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76] 实施例5

[0077] 以表2中发酵剂5作为发酵剂制备百香果醋

[0078]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将混配后得到的百香果果肉浆汁注入生物发酵罐后，以

5％活化红曲米发酵剂、30000u/kg果胶酶和0.3g/kg酿酒酵母安琪干酵母作为发酵剂，其他

工艺条件与操作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79] 实施例6

[0080] 以表2中发酵剂6作为发酵剂通过二次发酵制备百香果醋

[0081]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将混配后得到的百香果果肉浆汁注入生物发酵罐后，以

5％活化红曲米发酵剂作为发酵剂在20‑30℃下发酵7‑10d，完成一次发酵，一次发酵的产物

经分离后的酒糟加入质量百分数15％的含50％可溶性固形物糖水、30000u/kg果胶酶和

0.3g/kg酿酒酵母安琪干酵母在20‑30℃的条件下发酵20‑30d，完成二次发酵，然后加入醋

酸菌后的发酵与陈酿工艺条件与操作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82] 实施例1‑实施例6所得到的百香果醋主要理化指标数据见表3所示。

[0083] 表3不同发酵剂制备得到的百香果醋主要理化指标

[0084]

[0085] 从表3可以看出，仅采用发酵剂1即0.3g/kg酿酒酵母安琪干酵母进行酒精发酵处

理得到的百香果醋，原料利用率低于50％，表观为黄色，红色价极低；以酿造红曲米为发酵

剂直投发酵(发酵剂2)，其发酵液的表观为红色，OD515及OD505可达1.52及1.63，得率比仅

用0.1％酿酒酵母发酵提高5个百分点，但启动发酵慢，需要发酵时间长；而以经活化后的红

曲米为发酵剂直投发酵(发酵剂3)，能迅速启动发酵，且发酵液的红色价及原料利用率都比

用发酵剂2处理的结果高，主要是红曲菌在发酵液pH值低于3.0时，其生长代谢受到抑制，而

经活化后，红曲菌及酵母菌得到增殖，从而提高了其糖化力及发酵能力。由于百香果果浆中

含有较高的果胶，在添加发酵剂5进行发酵时，通过添加果胶酶可以显著提高发酵得率，但

用百香果果肉原浆直接加夏盛果胶酶发酵，由于百香果果肉原浆pH值低，果胶酶的活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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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抑制，未能达到充分酶解、液化并发酵的效果，而采用酶解二次发酵工艺(发酵剂6)，提高

了发酵液的pH值，使百香果果胶及其复合糖获充分酶解发酵，原料利用率可达73.04％，且

酒度可达11％(v/v)。

[0086] 实施例7

[0087] 提供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及其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

[0088] 制备百香果果肉浆：将新鲜的百香果剖开，去除果皮，分离获得百香果果肉浆汁；

[0089] 活化红曲米：将红曲米加入3倍(m/m)的饮用水中，搅匀，放置在30℃下活化24h，该

红曲米为酿造红曲米，色价424μ/g，发酵力0.35g/(0.5g·72h)；

[0090] 一次酒精发酵：将百香果果肉浆汁(含籽)注入生物发酵罐中，以该红曲米与质量

百分数为6％的经活化后的红曲米混合物作为发酵剂，在30℃下发酵7天，经过滤分离获得

第一酒精发酵液和酒糟，酒糟用于酶解酒精发酵；

[0091] 酶解强化酒精发酵：取该酒糟，加入酒糟质量30％的含50％的糖水，加入30000u/

kg夏盛果胶酶和0.3g/kg酿酒酵母安琪干酵母，混匀注入生物发酵罐中，在20℃的条件下发

酵30天，发酵结束后榨酒，获得第二酒精发酵液；

[0092] 醋酸发酵：将第一酒精发酵液和第二酒精发酵液混合后，调整酒精度为7％(v/v)，

加入5％醋酸菌沪酿1.01，在以玉米芯为载体的醋化机中，控制发酵温度32℃，发酵至酒精

基本转化为乙酸，终止发酵；

[0093] 陈酿：醋酸发酵后获的新百香果醋，密封在不锈钢容器中，在洁净阴凉环境陈酿6

个月以上，即获得具有红曲百香果醋产品。该红曲百香果醋产品的红色价(505nm)≥1.0u/

g，果酸≥1.5％，醋酸≥3.0％，具有愉悦的果香及醋香。

[0094] 实施例8

[0095] 提供另一种红曲百香果醋及其梯度生物发酵制备方法

[0096] 果肉浆制备：将新鲜的百香果剖开，去除果皮，分离获得百香果果肉浆汁(含籽)；

[0097] 酿造红曲米活化：将红曲米加入2倍(m/m)的饮用水中，搅匀，放置在20℃活化28小

时。红曲米为酿造红曲米，色价488μ/g，发酵力≥0.45g/(0.5g·72h)；

[0098] 一次酒精发酵：将百香果果肉浆汁(含籽)注入生物发酵罐中，以红曲米与质量百

分数为4％经活化后的红曲米混合物作为发酵剂，在20℃的条件下发酵10天，过滤分离获得

第一酒精发酵液和酒糟，酒糟用于酶解酒精发酵；

[0099] 酶解强化酒精发酵：将原浆酒精发酵分离的酒糟，加入酒糟质量20％的含50％的

糖水，加入20000u/kg夏盛果胶酶和0.5g/kg酿酒酵母安琪干酵母，混匀注入生物发酵罐中，

在30℃的条件下发酵20天，发酵结束后榨酒，获得第二酒精发酵液；

[0100] 醋酸发酵：将两次酒精发酵液混合后，调整酒精度为5％(v/v)，加入5％醋酸菌沪

酿1.01，在以玉米芯为载体的醋化机中，控制发酵温度28℃，发酵至酒精基本转化为乙酸，

终止发酵；

[0101] 陈酿：醋酸发酵后获的新百香果醋，密封在陶缸中，在洁净阴凉环境陈酿6个月以

上，即获得红曲百香果醋产品，该红曲百香果醋产品的红色价(505nm)≥1 .0u/g，果酸≥

1.5％，醋酸≥3.0％，具有愉悦的果香及醋香。

[0102]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本文中已经对上述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因此限制

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因此，基于本发明的创新理念，对本文所述实施例进行的变更和修

说　明　书 7/8 页

9

CN 109609331 B

9



改，或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流程变换，直接或间接地将以上技术方案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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