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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核桃花石榴果酒及其制

备方法，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经酶解、发酵制

成：核桃花4‑6份、石榴果肉和石榴籽6‑10份、石

榴皮1‑3份、水350‑400份。本发明以核桃花和石

榴全果为主要原料，经发酵酿制出具有丰富营养

价值和独特保健功效的核桃花石榴果酒。制作过

程未添加任何化学添加剂，工艺可操作性强，适

合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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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核桃花石榴果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经酶解、发酵

制成：

核桃花4-6份、石榴果肉和石榴籽6-10份、石榴皮1-3份、水350-400份，其中，石榴果肉

和石榴籽结合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处理；

步骤如下：

(1)酶解：

将核桃花用植物蛋白复合水解酶进行酶解处理；将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用果胶

酶进行处理；

(2)发酵：

将酶解后的核桃花、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混合，向混合料中加入蔗糖，将糖度调

整至24-26°BX，调整pH为3.8-4.2；

向混合料中接种酵母菌，发酵温度为20-25℃，发酵时间为6-8天；

发酵结束后，发酵液过滤，将酒渣分离，滤液密封，进行后发酵，后发酵的温度为16-20

℃，时间为5-7天；

后发酵结束后，进行澄清、调配、灌装、灭菌，即得；

步骤(1)中，所述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的酶解处理方法为：将石榴皮剪碎，石榴果

肉和石榴籽轻微粉碎，然后将处理后的石榴皮、石榴果肉和石榴籽，与水混合，添加0.05％

的果胶酶，40-50℃酶解3-5h；酶解后采用巴氏杀菌灭酶，条件为：65℃、30min；所述核桃花

的酶解处理方法为：将核桃花配制成浓度为185-195g/L的底物溶液，调节pH为7.3-7.5，迅

速升温至80-90℃，恒温10-20min后，保持在58-62℃、pH7.3-7.5的条件下，加入1.0-1.5％

的植物蛋白复合水解酶搅拌，酶解4-6h；酶解后升温至90℃，保持20min灭酶处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经酶解、发酵制成：

核桃花5份、石榴果肉和石榴籽8份、石榴皮2份、水375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核桃花石榴果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酶解：

将核桃花用植物蛋白复合水解酶进行酶解处理；将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用果胶

酶进行处理；

(2)发酵：

将酶解后的核桃花、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混合，向混合料中加入蔗糖，将糖度调

整至25°BX，调整pH为4.0；

向混合料中接种酵母菌，发酵温度为20℃，发酵时间为7天；

发酵结束后，发酵液过滤，将酒渣分离，滤液密封，进行后发酵，后发酵的温度为18℃，

时间为6天；

后发酵结束后，进行澄清、调配、灌装、灭菌，即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水按1g:

4g:4mL进行混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酶解后采用巴氏杀菌灭酶，条件为：65

℃、30min。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采用柠檬酸和氢氧化钠将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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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3.8-4.2。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澄清采用的方法为：4000r/

min，离心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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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核桃花石榴果酒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核桃花石榴果酒及其制备方法，属于果酒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核桃花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具有补脑、降血脂、清心明目、定喘润肠的作用；

含有多种维生素和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清除自由基，增强免疫功能，抑菌、抗感染、防衰老等

保健功能。民间有采摘核桃花用作炒菜食用的风俗，但目前核桃花除民间少量食用或饲用

外，大部分仍然被丢弃，造成资源浪费。

[0003] 石榴果肉中含丰富的营养成分，其中Vc含量非常高，是苹果的1倍～2倍，而脂肪和

蛋白质含量较少，富含酚类化合物，抗氧化活性极高，在延缓机体衰老、预防癌症、抵抗心血

管疾病等方面有明显功效；石榴果皮中含碱性成分和多种多酚物质，具有杀虫收敛、涩肠止

痢、抑菌、抗氧化等功效；石榴籽中含丰富多酚类、黄酮类抗氧成分，可防止细胞癌变，能预

防心脑血管疾病。目前石榴除果肉部分食用外，石榴皮、石榴籽的利用率极低。

[0004] 目前，未见选用核桃花和石榴全果混合酿制果酒的文献和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核桃花石榴果酒及其制备方法，以核桃花和石榴全果

(包括：石榴皮、石榴果肉和石榴籽)为主要原料，经发酵酿制出具有丰富营养价值和独特保

健功效的核桃花石榴果酒。制作过程未添加任何化学添加剂，工艺可操作性强，适合工厂化

大规模生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核桃花石榴果酒，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经酶解、发酵制成：

[0008] 核桃花4-6份、石榴果肉和石榴籽6-10份、石榴皮1-3份、水350-400份。

[0009] 优选的，上述核桃花石榴果酒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经酶解、发酵制成：

[0010] 核桃花5份、石榴果肉和石榴籽8份、石榴皮2份、水375份。

[0011] 说明：由于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结合在一起，因此，本发明中将石榴果肉和石榴籽作

为整体进行处理。

[0012] 上述核桃花石榴果酒，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13] (1)酶解：

[0014] 将核桃花用植物蛋白复合水解酶进行酶解处理；将石榴皮、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用

果胶酶进行处理；

[0015] (2)发酵：

[0016] 将酶解后的核桃花、石榴皮、石榴果肉和石榴籽，和水混合，向混合料中加入蔗糖，

将糖度调整至24-26°BX(优选为25°BX)，调整pH为3.8-4.2(优选为4.0)；

[0017] 向混合料中接种酵母菌，发酵温度为20-25℃(优选为20℃)，发酵时间为6-8天(优

选为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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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发酵结束后，发酵液过滤，将酒渣分离，滤液密封，进行后发酵，后发酵的温度为

16-20℃(优选为18℃)，时间为5-7天(优选为6天)；

[0019] 后发酵结束后，进行澄清、调配、灌装、灭菌，即得成品。

[0020] 步骤(1)中，所述核桃花的酶解处理方法为：将核桃花配制成浓度为185-195g/L的

底物溶液，调节pH为7 .3-7 .5，迅速升温至80-90℃，恒温10-20min后，保持在58-62℃、

pH7.3-7.5的条件下，加入1.0-1.5％的植物蛋白复合水解酶搅拌，酶解4-6h；酶解后升温至

90℃，保持20min灭酶处理。

[0021] 优选的，所述核桃花酶解处理的方法为：将核桃花配制成浓度为190g/L的底物溶

液，调节pH为7.4，迅速升温至85℃，恒温15min，在60℃、pH7.4的条件下加入1.2％的植物蛋

白复合水解酶，酶解5h；酶解后升温至90℃，保持20min灭酶处理。

[0022] 步骤(1)中，所述石榴皮、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的酶解处理方法为：将石榴皮剪碎，石

榴果肉和石榴籽轻微粉碎，然后将处理后的石榴皮、石榴果肉和石榴籽，与水混合，添加

0.05％的果胶酶，40-50℃酶解3-5h；酶解后灭酶处理。

[0023] 优选的，将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水按1g:4g:4mL进行混合。

[0024] 优选的，酶解后采用巴氏杀菌灭酶，条件为：65℃、30min。

[0025] 步骤(2)中，采用柠檬酸和氢氧化钠将pH调整为3.8-4.2。

[0026] 步骤(2)中，澄清采用的方法为：4000r/min，离心10min。

[0027] 本发明营养机理为：

[0028] 核桃花中蛋白质高达21％，灰分含量12.85％，膳食纤维含量13.16％，蛋白质中必

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含量的41.27％，且K、Fe、Mn、Zn、Se含量高，有助于维持机体的酸碱平

衡。核桃花中β-胡萝卜素和VB2、VE及VC含量较高。β-胡萝卜素与视觉、生殖、正常生长发育、

抗感染、皮肤保健及抗癌防癌等有关；VB2参与氧化还原反应和能量代谢；VE在体内保护细

胞膜免受自由基损害；VC参与自由基的清除、阻止脂类过氧化物等的危害，增强免疫。核桃

花具有保护细胞膜，维持细胞正常功能，促进生长，保护视器官，抑菌，清除自由基，增强免

疫功能，抗感染、抗肿瘤、防衰老等保健功能。

[0029] 石榴果肉中含有VC、VB、有机酸、糖类、脂肪以及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

分，VC的含量是相当于等重量苹果的2倍，而脂肪、蛋白质含量较少。研究表明，石榴果肉具

有抗炎及抗氧化的功效，进而可以延缓机体衰老，同时对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抵抗心血管

疾病等方面有明显功效；石榴果肉中含有的苯丙素类化合物、羟基苯甲酸、黄酮和共轭脂肪

酸等活性成分，具有治疗前列腺癌的功效，此外对预防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也有明显的效

果。

[0030] 石榴皮是一种传统中药，味酸、涩，性温，具有涩肠止泻、止血、驱虫的功能，临床上

多用于治疗久泻、久痢、便血、滑精、脱肛、崩漏、白带、虫积腹痛、疥癣等。石榴皮中所含的鞣

质、石榴皮碱、异槲皮苷、树脂、甘露醇、没食子酸、氨基酸等化学成分，使石榴皮具有良好的

抗氧化活性、抗诱变生物活性，以及具有抑菌、抗病毒、抗肿瘤、抗衰老、治疗心血管疾病、降

血脂等功效。

[0031] 石榴籽中脂肪酸占种子重量的18.22％；粗蛋白含量为12.30％。籽中含有甾类雌

激素(雌素酮、雌二醇、雌三醇等)，石榴籽提取物能改善妇女更年期综合症和骨质疏松症。

石榴籽油中的石榴酸约占83.6％，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抑制脂氧化酶、环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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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人体炎症和氧自由基的破坏作用。石榴籽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可在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的同时使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具有延缓衰老、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发生的

功效。

[0032] 另外，核桃花、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的重量配比会直接影响酿制的果酒的风

味和口感，本发明通过正交试验，以不同重量配比的核桃花、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为

原料，混合酿制成果酒，考察果酒的外观、香气和口感，结果发现：核桃花、石榴果肉和石榴

籽、石榴皮以重量比(4-6)：(6-10)：(1-3)进行配合，酿制得到的果酒的外观、香气和口感较

佳。

[0033] 本发明还对上述果酒的制备方法进行了优化，包括原料的预处理操作、发酵条件

以及发酵后的处理操作等。结果发现，采用本发明的制备条件进行果酒的酿制，其制备的果

酒的品质最佳。

[0034] 本发明的核桃花石榴果酒原料配方中，各原料组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

发明人在研发过程中发现，减少上述配方中的任何一种原料组分，或以具有相似性质的其

他原料组分对本发明配方中的原料组分进行替换，则配方整体的作用效果和风味显著降

低；在本发明配方的基础上再增加其他的原料组分，配方的整体效果并未有明显的改善，甚

至有效果降低的情况出现。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6] 1)本发明将具有药用和保健价值的核桃花和营养价值丰富的石榴全果结合，酿制

得到核桃花石榴果酒，集果酒和保健于一身，具有饮用滋补双重作用，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果酒品种，产品适合于对酒精含量有一定要求的中老年人群。

[0037] 其中，核桃花富含蛋白质、维生素、黄酮等有效成分，具有较好的清除自由基、抑菌

抗病毒、防衰老、抗肿瘤等保健功能。核桃花利用率极低，大部分被遗弃，造成资源浪费。

[0038] 石榴性味甘、酸涩，石榴皮含碱性成分和多种多酚物质，具有杀虫收敛、涩肠止痢、

抑菌、抗氧化等功效；石榴籽也含抗氧成分，可防止细胞癌变，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市场上

对其利用率极低，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0039] 石榴果肉中含丰富的营养成分，但脂肪、蛋白质含量较少，与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黄酮等有效成分的核桃花，共同发酵酿制，制备得到的果酒中包含核桃花、石榴全果与生物

发酵所产生的双重营养成分，集果酒和保健于一身，并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

[0040] 2)在加工工艺上，本发明以核桃花、石榴全果的混合物代替提取物进行发酵，避免

了有效成分的浪费和功效的降低。通过发酵，优化工艺条件将石榴果皮、石榴果肉和石榴籽

入酒，充分利用资源，使其中的营养物质及药用成分易于被人体吸收，并且在发酵过程中会

产生多种代谢产物，这些成分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

[0041] 3)核桃花、石榴本身都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果酒生产中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加上

核桃花独具的清香，使制得的核桃花石榴果酒具有独特的口感。

[0042] 4)本发明对天然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核桃、石榴附加

值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通过具体实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应该说明的是，下述说明仅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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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释本发明，并不对其内容进行限定。

[0044] 实施例1：核桃花石榴果酒的制备

[0045] 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原料的预处理

[0047] 选取收集来的新鲜核桃花(三、四月份的花最佳)，经烫漂处理后放置冰箱冷藏，备

用，也可选用干燥处理过的核桃花；收集新鲜红心石榴全果。

[0048] 用流动水对原料进行清洗，沥干水后处理清洗好的各原料，将核桃花、石榴果皮剪

碎，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粒采用机械破碎(轻微破碎即可)。

[0049] (2)酶解

[0050] 对核桃花采用植物蛋白水解复合酶(为常规市售产品，河北百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酶解：准确称取一定质量的核桃花，用去离子水将核桃花配制成浓度为190g/L的底

物溶液，用1mol/L的NaOH调节pH为7.4，迅速升温至85℃，恒温15min后，在60℃和pH  7.4条

件下加入1.20％的植物蛋白水解复合酶，酶解5h；酶解后升温至90℃，保持20min进行灭酶

处理；冷却至室温备用。

[0051] 对石榴进行果胶酶处理：将石榴果肉和籽粒轻微破碎后，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

皮∶水＝1:4:4(g/g/mL)进行混合，添加0.05％(质量百分数)的果胶酶(为常规市售产品)，

在45℃下酶解4h。巴氏杀菌灭酶，65℃、30min。

[0052] (4)配料

[0053] 将酶解后的核桃花、石榴果肉和籽、石榴皮、水按质量比为5：8：2：375的比例进行

配料。

[0054] (5)调整糖度和pH

[0055] 添加蔗糖将糖度调整至25°BX，用氢氧化钠和柠檬酸调整pH至4.0。

[0056] (6)接种

[0057] 按照料液总质量0.07％的接种量给料液接种果酒酵母(为常规市售产品)，用两层

纱布封口发酵，发酵液不超过容器的80％，控制发酵温度在20℃的环境中，每天搅拌一次，

并测糖度和酸度，发酵时间为7天。

[0058] (7)倒酒

[0059] 发酵结束尽快将酒渣分离，以免酵母自溶引起果酒成品品质降低。先用两层纱布

过滤，初步除去颗粒较大的残渣，再用300目纱布过滤除去颗粒较小的残渣。

[0060] (8)后发酵、澄清

[0061] 过滤后密封发酵，经陈化老熟果酒的品质进一步提高，在陈酿过程中，温度保持在

18℃，时间6天。后发酵结束，取上清液，4000r/min，离心10min，得到澄清的浅黄褐色的果

酒。

[0062] (9)调配，灌装，灭菌

[0063] 对果酒的酒精度，糖度，酸度稍加调配，使酒味协调一致；将酒液灌入事先灭菌好

的玻璃瓶中，压盖密封，将成品果酒在70℃水温中加热20min，进行巴氏消毒。

[0064] 对本实施例制备的核桃花石榴果酒进行感官评价，结果如下：

[0065] 感官评价结果：

[0066] 外观上，酒液颜色呈浅黄褐色，清亮透明，富有光泽，无悬浮物、沉淀物和混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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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0067] 香气上，具有果实原料的芳香和果酒酯香，果香与酒香混为一体，清新怡人。

[0068] 口感上，酸甜适口，酒味醇和细腻，酒体丰满和谐。

[0069] 分别将实施例1中核桃花、石榴果肉和石榴籽、石榴皮的用量配比、原料的预处理

操作、和发酵处理条件进行调整，使之在本发明的优选条件范围之外，酿制得到果酒，并对

制备的果酒进行感官评价，结果发现，其在色泽、香气、口感等指标上均劣于实施例1制备的

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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