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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黄酮含量的山楂黄酒，并

涉及该黄酒的酿造方法，属于酿酒技术领域。所

述山楂黄酒黄酮类物质含量不低于46.51mg/L。

所述酿造方法，主要包括将蒸熟后的山楂粉与培

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谷物原料用量之

比为1:2、1:3、1:4，按发酵液总体积600万/mL的

含量接入培养好的酒母二级种子，补充原料总重

量1‑1 .8倍的软水后混匀，密封，15‑25℃低温发

酵14d，即获发酵成熟醪；过滤即得山楂黄酒。本

发明黄酮含量从传统山楂酒的10mg/L左右提高

至46.51mg/L，提高了山楂酒的保健效果。发酵时

加入适量山楂叶、发酵完成后加入糟酒后酵均会

进一步提高黄酮含量，使保健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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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黄酮含量山楂黄酒的酿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将山楂干粉碎，过20目筛；放入蒸锅，常压蒸煮，圆汽后蒸20-30min，晾凉备用，得蒸熟

后的山楂粉；

大米清洗后常温浸泡24h，以1:1.1的重量比例加水，圆汽后蒸煮约30min，使其充分糊

化，无白心即可，晾凉备用；

将蒸熟的大米置于清洗、灭菌的培菌槽中，按原料重的0.5％拌入根霉曲，在30℃下培

菌糖化24h，根霉长出菌丝，制成培菌糖化醅；

在无菌环境下将酿酒酵母CGMCC  No  2.1952从斜面试管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液试

管中，30℃静置培养24h，得酒母一级种子；将一级种子按照5％体积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

解液培养基中，30℃静置培养16-18h，得酒母二级种子；

将蒸熟后的山楂粉与培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大米原料用量之比为1:4，加入

山楂与大米总重量，3％碾碎的山楂叶，按发酵液总600万/mL的含量接入培养好的酵母二级

种子，补充原料总重量1.2-1.4倍的软水混匀，密封，20℃低温发酵14d，即获发酵成熟醪；

发酵结束后，加入糟酒调整成熟醪酒度至16-32％(V/V)，在25℃下后发酵28d；

待后发酵结束后，对发酵醪进行压榨过滤，清液即为山楂黄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黄酮含量山楂黄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糟酒为将所

述发酵成熟醪过滤后所得酒糟蒸馏得55％-65％(V/V)的糟酒。

3.权利要求1-2任一所述酿造方法制得的高黄酮含量山楂黄酒，其特征在于，酒色为粉

红色至红褐色，清亮透明，有光泽，酒度16-32％(V/V)，黄酮类物质含量不低于90mg/L。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高黄酮含量山楂黄酒，其特征在于，黄酮类物质含量为90-

170.39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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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楂黄酒的酿造方法及高黄酮含量的山楂黄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黄酮含量的山楂黄酒，并涉及该黄酒的酿造方法，属于酿酒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山楂(CrataeguspinnatifidaBge.)为蔷薇科山楂属植物果实，又称山里红(Crat

aeguspinnatifidaBge.var.major  N.E.Br.)，在不同的地区又叫做山楂果、山梨、红果等。

山楂树一般生于山谷或山地灌木从中，适应能力强，在我国分布广泛，主要产区有辽宁省的

辽阳、本溪，山东省的青州、泰安，河北省的兴隆、青龙，山西省的晋城等。

[0003] 山楂营养丰富，几乎含有水果的所有营养成分，特别是有机酸、黄酮和维生素的含

量较高。由于山楂优良的品质，目前有许多以它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药品和酒类等。其中，传

统的食品包括山楂糕、山楂饼、山楂酒、山楂茶等，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又发展出山

楂醋、山楂饮料等多种食品以及由山楂提取黄酮制得的山楂胶囊、山楂牙膏、山楂护肤品等

多种保健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意识的提高，山楂制品的研究和开发正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

[0004] 目前山楂酒的制造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加糖发酵法，苗桂梅、张艳茹等人以山楂

为主要原料，破碎后加入2倍质量的糖水发酵。发酵酒度控制在11-12％(V/V)，总酸较高，大

于10g/L，发酵时间在10-18d内。勾兑好的山楂原酒需要进行降酸、下胶、冷冻、过滤等操作，

可得到稳定性良好的成品酒(酿酒，2004，31(6):47-48.)。二是山楂浸泡制酒法，公开号:

105441288A，发明人为：宋述鲁、刘延波的发明《山楂酒及其酿制工艺》公开了一种以食用酒

精浸泡山楂获得山楂酒：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的组成如下：山楂200份，食用酒精150-200份，

纯净水300-380份。该方法无需破碎山楂，原料简单。高飞，牛新快以口子酒为基酒，以NaOH

水溶液和酒精作为浸提剂，采用优质山楂浸泡，同时以优质蜂蜜、蔗糖等为配料，经多次提

取从而生产山楂营养保健酒。调制的山楂酒酒精度20％-35％(V/V)，总酸≤1.0g/100mL(以

乙酸计)，总酯≥1.5g/100mL，糖度≥2g/100mL(酿酒科技，2006，(07):80-82)。公开号:

104877874A的发明《一种山楂黄酒及其制作方法》公开的山楂黄酒的配方按重量比计，由以

下原料制成：糯米500份，酒曲15份，干山楂75份，果胶酶11.25份，采用的为：三步制造工艺

流程，即分别制作黄酒、提取山楂汁之后，将山楂黄酒进行调配制成一种保健型山楂黄酒。

公开号:1919997的发明《一种山楂黄酒保健饮料及其生产方法》公开的山楂黄酒保健饮料，

主要含有山楂片：10-20％；黄酒：75-85％；白砂糖：2.5-3.5％；蔗糖酯：0.15-0.25％；海藻

酸钠：0.15-0.25％。主要工艺为：将山楂切片烘干后，加黄酒密封浸泡一个月后调配即得。

[0005] 由于山楂的糖含量较低、酸含量高，用山楂制酒存在主要问题有：加糖发酵时，糖

含量过高会抑制酵母菌的发酵，发酵酒度一般为10％-12％(V/V)，而山楂中的主要功能成

分——黄酮类物质只有在较高酒度(≥15％(V/V))时才能有较高的迁移率，因而现有技术

所获山楂酒的黄酮含量较低；二是由于山楂的有机酸含量较高，山楂加糖发酵后的基酒一

般需经降酸处理才能制成口感合适的山楂酒，而降酸处理过程往往会损失一部分黄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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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降低了成品酒中功能成分的含量；三是浸泡法制作山楂酒时，为了平衡口感，一般需要

加糖，其成品酒含糖量高达15％以上，而高含糖量的山楂酒是与营养保健作用相违背的。这

些问题的存在使山楂酒的保健作用有限，导致了山楂酒的发展缓慢。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开发出了一种高黄酮含量山楂黄酒的酿造方法，主要

包括如下步骤：原料预处理、培菌糖化、酒母制备、发酵、过滤；

[0007] 1.原料

[0008] 山楂干：山楂去果核，晒干或烘干，得山楂干。要求无霉变，无虫蛀；

[0009] 山楂叶：取中秋节前后的山楂叶，晒干或烘干，要求无杂质，无病斑；

[0010] 谷物原料：主要为大米、玉米、高梁，也可以为可用于酿制黄酒的其他谷物原料；要

求颗粒饱满，无杂质，无病斑。

[0011] 2.原料预处理

[0012] 山楂预处理：

[0013] 以优质山楂干为原料，粉碎，过20目筛；

[0014] 将粉碎后的山楂干放入蒸锅，常压蒸煮，圆汽后蒸20-30min，晾凉备用，得蒸熟后

的山楂粉。

[0015] 谷物原料预处理：

[0016] 谷物原料蒸煮

[0017] 大米清洗后常温浸泡24h，以1:1.1的重量比例加水，圆汽后蒸煮约30min，使其充

分糊化，无白心即可，晾凉备用；

[0018] 玉米、高粱清洗后常温浸泡24h，采用双蒸法蒸料，初蒸采用圆汽后蒸煮30min后，

放入凉水中闷水40-60min，捞出后复蒸60-90min，至原料90％以上开花为宜，晾凉备用。

[0019] 3.培菌糖化

[0020] 将蒸熟谷物置于事先清洗、灭菌的培菌槽中，按原料重的0.4％-1 .0％拌入根霉

曲，在30℃下培菌糖化24h，根霉长出菌丝，制成培菌糖化醅。

[0021] 4.酒母制备

[0022] 在无菌环境下将酿酒酵母，所述酿酒酵母较佳的为CGMCC  No  2.1952(酿酒科技，

2010，(5):36-41)从斜面试管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液试管(20mL试管，装液量10mL)中，

30℃静置培养24h，得酒母一级种子；将一级种子按照5％体积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液

培养基中(500mL三角瓶，装液量200mL)，30℃静置培养16-18h，得酒母二级种子。

[0023] 5.发酵

[0024] 将蒸熟后的山楂粉与培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谷物原料用量之比为1:2、

1:3、1:4，按发酵液总体积600万/mL的含量接入培养好的酒母二级种子，补充原料总重量1-

1.8倍的软水后混匀，密封，15-25℃低温发酵14d，即获发酵成熟醪；

[0025] 较佳的，发酵还可以加入山楂叶；加入量为：山楂和谷物原料总重量的1％-5％。

[0026] 6.加糟酒后发酵

[0027] 发酵结束后，首次得到的发酵成熟醪直接过滤，清液可制备低度山楂黄酒，酒糟蒸

馏得55-65％(V/V)的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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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高黄酮含量山楂黄酒的酿造方法，还可以在发酵成熟醪中加入糟酒，将发

酵成熟醪酒度调整至16-32％(V/V)，在25℃下后发酵7-28d。

[0029] 7.过滤、蒸馏

[0030] 待后发酵结束后，对发酵醪进行压榨过滤，清液即为高黄酮含量的山楂黄酒，酒度

为12-17.4％(V/V)；酒糟蒸馏后即得55-65％(V/V)的糟酒，加入下批发酵醪进行后发酵。

[0031] 本发明同时提供一种高黄酮含量的山楂黄酒，酒色为粉红色至红褐色，清亮透明，

有光泽，酒度12-32％(V/V)，富含黄酮类物质，黄酮类物质含量不低于46.51mg/L，其中牡荆

素、芦丁、槲皮素三种主要黄酮的之和，采用添加糟酒后发酵工艺制备的山楂黄酒中含量为

56.56-63.97mg/L，添加山楂叶发酵的山楂黄酒中含量为83.08-170.39mg/L。

[0032] 有益效果

[0033] 本发明采用山楂与谷物原料共同发酵，提高发酵醪中的可糖化发酵性物质(淀粉)

的含量，克服了山楂果实中可发酵糖含量低的问题，谷物蒸熟培菌后加入山楂，采用边糖化

边发酵的复式发酵工艺生产山楂黄酒，可消除加糖发酵时高渗透压对酵母菌的抑制作用，

山楂黄酒的酒度可达12-17.4％(V/V)，有利于山楂中黄酮等有效功能成分迁移到酒体中，

黄酮含量从传统山楂酒的10mg/L左右提高至46.51mg/L，提高了山楂酒的保健效果；发酵时

加入适量山楂叶、发酵完成后加入糟酒后酵均会进一步提高黄酮含量，使保健效果更佳。在

山楂黄酒发酵过程中加入一定量的山楂叶，山楂、山楂叶与谷物共发酵，将山楂酸甜味、山

楂叶清凉润喉与谷物发酵的风味融合，形成山楂黄酒独特风味，山楂叶中的黄酮含量约为

山楂果实的7倍左右，通过添加原料量1-5％的山楂叶，可将山楂黄酒中的黄酮类物质含量

提高至83.08-170.39mg/L，对于降血压、降血脂、软化血管、抗菌、抗氧化以及改善亚健康状

态等多种生理疾病具有预防和减缓的作用；利用酒糟蒸馏所获得的糟酒进行加酒后发酵，

酒糟蒸馏所获得的糟酒回补至山楂黄酒中后发酵可有效提高山楂中黄酮类物质的迁移率，

糟酒回补使后发酵酒度提高至16-32％(V/V)，山楂中山楂黄酮类物质迁移至酒体的迁移率

由45％左右提高至80％以上，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山楂功能成分的利用效率。该发明将为山

楂的开发与利用拓宽思路，丰富了山楂制品和饮料酒的品种，对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以

及提高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实施例5山楂黄酒的酿造方法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不同谷物原料山楂黄酒的比较

[0036] 1.原料

[0037] 山楂：去果核，晒干或烘干，要求无霉变，无虫蛀；

[0038] 谷物原料：大米、玉米、高梁等，要求颗粒饱满，无杂质，无病斑。

[0039] 2.山楂粉碎

[0040] 以优质山楂干为原料，粉碎，过20目筛。

[0041] 3.山楂原料蒸煮

[0042] 将粉碎后的山楂放入蒸锅，常压蒸煮，圆汽后蒸20-30min，晾凉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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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4.谷物原料蒸煮

[0044] 大米清洗后常温浸泡24h，以1:1.1的比例加水，圆汽后蒸煮约30min，使其充分糊

化，无白心即可，晾凉备用。

[0045] 玉米、高粱清洗后常温浸泡24h，采用双蒸法蒸料，初蒸30min后，放入凉水中闷水

40-60min，捞出后复蒸60-90min，至原料90％以上开花为宜，晾凉备用。

[0046] 5.培菌糖化

[0047] 将蒸熟谷物置于事先清洗、灭菌的培菌槽中，按原料重的0.5％拌入根霉曲，在30

℃下培菌糖化24h，根霉长出菌丝，制成培菌糖化醅。

[0048] 6.酒母制备

[0049] 在无菌环境下将酿酒酵母CGMCC  No  2.1952从斜面试管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

液试管(20mL试管，装液量10mL)中，30℃静置培养24h，得酒母一级种子；将一级种子按照

5％体积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液培养基中(500mL三角瓶，装液量200mL)，30℃静置培养

16-18h，得酒母二级种子。

[0050] 7.发酵

[0051] 将蒸熟后的山楂粉与培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谷物原料用量之比为1:2，

按发酵液总体积600万/mL的含量接入培养好的酵母二级种子，补充原料总重量1.8倍的软

水混匀，密封，20℃低温发酵14d，即获发酵成熟醪。

[0052] 8.过滤

[0053] 发酵醪压榨过滤，清液即为山楂黄酒，不同谷物原料所获山楂黄酒理化指标见表

1。从试验结果看，大米原料与山楂共发酵所获山楂黄酒的酒度、总酯和黄酮含量都明显高

于玉米和高粱原料，最适合酿造山楂黄酒；高粱原料与山楂共发酵所获山楂黄酒的高级醇

含量最低，其它理化指标处于大米原料与玉米原料之间，比较适合酿造山楂黄酒；玉米原料

与山楂共发酵所获山楂黄酒残淀粉含量高、酒度低、高级醇含量高，酒质相对较差。

[0054] 表1不同谷物原料山楂黄酒发酵理化指标

[0055]

[0056] 注：1.总酯指乙酸乙酯、乙酯异戊酯、乙酸异丁酯、乳酸乙酯、丁酸乙酯之和；2.总

高级醇指正丙醇、异丁醇、异戊醇、活性戊醇、苯乙醇之和；3.黄酮含量为牡荆素、芦丁、槲皮

素三种主要黄酮的之和；

[0057] 实施例2：大米山楂黄酒加水比的确定

[0058] 1.原料

[0059] 山楂：去果核，晒干或烘干，要求无霉变，无虫蛀；

[0060] 大米：要求颗粒饱满，无杂质，无病斑。

[0061] 2.山楂粉碎

[0062] 以优质山楂干为原料，粉碎，过20目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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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3.山楂原料蒸煮

[0064] 将粉碎后的山楂放入蒸锅，常压蒸煮，圆汽后蒸20-30min，晾凉备用。

[0065] 4.蒸饭

[0066] 大米清洗后常温浸泡24h，以1:1.1的比例加水，圆汽后蒸煮约30min，使其充分糊

化，无白心即可，晾凉备用。

[0067] 5.培菌糖化

[0068] 将蒸熟谷物置于事先清洗、灭菌的培菌槽中，按原料重的0.4％拌入根霉曲，在30

℃下培菌糖化24h，根霉长出菌丝，制成培菌糖化醅。

[0069] 6.酒母制备

[0070] 在无菌环境下将酿酒酵母CGMCC  No  2.1952从斜面试管接入到灭菌的玉米水解液

试管(20mL试管，装液量10mL)中，30℃静置培养24h，得酒母一级种子；将一级种子按照5％

体积接入到灭菌的玉米水解液培养基中(500mL三角瓶，装液量200mL)，30℃静置培养16-

18h，得酒母二级种子。

[0071] 7.发酵

[0072] 将蒸熟后的山楂细粉与培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大米原料用量之比为1:

3，按发酵液总体积600万/mL的含量接入培养好的酵母二级种子，补充原料总重量1-1.8倍

的软水混匀，密封，15℃低温发酵14d，即获发酵成熟醪。

[0073] 8.过滤

[0074] 对发酵醪进行压榨过滤，清液即为山楂黄酒。理化指标见表2。从试验结果看，料水

比为1:1.0时，山楂黄酒残淀粉含量较高，酒度低，发酵不完全；料水比为原料重量120％时，

山楂黄酒酒度达到17.4％(V/V)，黄酮含量达到46.51mg/L，残淀粉、残还原糖含量相对较

低，符合干黄酒国标规定(GB/T  13662-2008)；随着补水量的增加，山楂黄酒的酒度逐渐降

低，由17.4％降至13.05％，残淀粉、残还原糖含量也随之下降，黄酮含量降低至13.74mg/L。

综合酒精度、残淀粉、黄酮含量等指标，大米山楂黄酒加水比以原料重量的120％至140％更

好。

[0075] 表2大米原料山楂黄酒料水比优化试验数据

[0076]

[0077] 注：1.总酯指乙酸乙酯、乙酯异戊酯、乙酸异丁酯、乳酸乙酯、丁酸乙酯之和；2.总

高级醇指正丙醇、异丁醇、异戊醇、活性戊醇、苯乙醇之和；3.黄酮含量为牡荆素、芦丁、槲皮

素三种主要黄酮的总和。

[0078] 实施例3：山楂叶添加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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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近代研究表明，山楂叶具有和山楂果相同的功效，山楂叶中也含有丰富的黄酮类

及三萜类物质，山楂叶的许多功效如活血化瘀、降糖降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都与黄酮类

物质有关。山楂叶总黄酮含量在10月下旬即果实采收后达到最高，此时采摘叶子不会影响

果实的生长，因此，山楂叶极具开发和研究价值。

[0080] 1.原料

[0081] 山楂：去果核，晒干或烘干，要求无霉变，无虫蛀；

[0082] 山楂叶：取中秋前后山楂叶，晒干或烘干，要求无杂质，无病斑；

[0083] 大米：要求颗粒饱满，无杂质，无病斑。

[0084] 2.山楂粉碎

[0085] 以优质山楂干为原料，粉碎，过20目筛。

[0086] 3.山楂原料蒸煮

[0087] 将粉碎后的山楂放入蒸锅，常压蒸煮，圆汽后蒸20-30min，晾凉备用。

[0088] 4.蒸饭

[0089] 大米清洗后常温浸泡24h，以1:1.1的比例加水，圆汽后蒸煮约30min，使其充分糊

化，无白心即可，晾凉备用。

[0090] 5.培菌糖化

[0091] 将蒸熟谷物置于事先清洗、灭菌的培菌槽中，按原料重的1.0％拌入根霉曲，在30

℃下培菌糖化24h，根霉长出菌丝，制成培菌糖化醅。

[0092] 6.酒母制备

[0093] 在无菌环境下将酿酒酵母CGMCC  No  2.1952从斜面试管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

液试管(20mL试管，装液量10mL)中，30℃静置培养24h，得酒母一级种子；将一级种子按照

5％体积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液培养基中(500mL三角瓶，装液量200mL)，30℃静置培养

16-18h，得酒母二级种子。

[0094] 7.发酵

[0095] 将蒸熟后的山楂粉与培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大米原料用量之比为1:4，

加入山楂与大米总重量1％-5％碾碎的山楂叶，按发酵液总体积600万/mL的含量接入培养

好的酵母二级种子，补充原料总重量120％的软水混匀，密封，25℃低温发酵14d，即获发酵

成熟醪。

[0096] 8.过滤

[0097] 对发酵醪进行压榨过滤，清液即为山楂黄酒，实验结果见表3和表4。从结果看，山

楂叶的添加可以有效提高山楂黄酒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山楂中主要黄酮类化合物为芦

丁，而山楂叶中主要黄酮类物质为牡荆素。随着山楂叶添加量的升高，山楂黄酒中牡荆素含

量明显升高，而芦丁的含量稍有下降，山楂叶的添加对高级醇与酯类生成影响不明显。当山

楂叶添加量为原料总重量的1％时，主要黄酮含量为83.08％，比对照提高50.32％，口味较

协调；当山楂叶添加量为原料重量的3％时，主要黄酮含量为125.59mg/L，为对照的2.3倍，

品评口感协调；当山楂叶添加量为原料重量的5％时，主要黄酮含量为170.39mg/L，但过高

的黄酮含量也使酒体的味道发苦，杂味偏重，综合效果不如山楂叶添加量为原料重量的3％

时。

[0098] 表3山楂叶添加量对山楂黄酒理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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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0100] 注：1.总酯指乙酸乙酯、乙酯异戊酯、乙酸异丁酯、乳酸乙酯、丁酸乙酯之和；2.总

高级醇指正丙醇、异丁醇、异戊醇、活性戊醇、苯乙醇之和；3.主要黄酮含量为牡荆素、芦丁、

槲皮素三种主要黄酮的总和。

[0101] 表4山楂叶添加量对山楂黄酒主要黄酮含量的影响

[0102]

[0103] 实施例4：山楂黄酒后发酵酒度和时间的确定

[0104] 1.原料

[0105] 山楂：去果核，晒干或烘干，要求无霉变，无虫蛀；

[0106] 大米：要求颗粒饱满，无杂质，无病斑。

[0107] 2.山楂粉碎

[0108] 以优质山楂干为原料，粉碎，过20目筛。

[0109] 3.山楂原料蒸煮

[0110] 粉碎后山楂粉常压蒸煮，圆汽后蒸20-30min，晾凉备用。

[0111] 4.蒸饭

[0112] 大米清洗后常温浸泡24h，以1:1.1的比例加水，圆汽后蒸煮约30min，使其充分糊

化，无白心即可，晾凉备用。

[0113] 5.培菌糖化

[0114] 将蒸熟谷物置于事先清洗、灭菌的培菌槽中，按原料重的0.5％拌入根霉曲，在30

℃下培菌糖化24h，根霉长出菌丝，制成培菌糖化醅。

[0115] 6.酒母制备

[0116] 在无菌环境下将酿酒酵母CGMCC  No  2.1952从斜面试管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

液试管(20mL试管，装液量10mL)中，30℃静置培养24h，得酒母一级种子；将一级种子按照

5％体积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液培养基中(500mL三角瓶，装液量200mL)，30℃静置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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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h，得酒母二级种子。

[0117] 7.发酵

[0118] 将蒸熟后的山楂粉与培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大米原料用量之比为1:4，

按发酵液总600万/mL的含量接入培养好的酵母二级种子，补充原料总重量120％的软水混

匀，密封，20℃低温发酵14d，即获发酵成熟醪。

[0119] 8.加酒后发酵

[0120] 发酵结束后，加入由上批酒糟蒸馏所获的糟酒，调整成熟醪酒度至16-32％(V/V)，

在25℃下后发酵7-28d。

[0121] 9.过滤、蒸馏

[0122] 待后发酵结束后，对发酵醪进行压榨过滤，清液即为山楂黄酒；酒糟蒸馏后即得

60％(V/V)左右的糟酒，加入下批发酵醪进行后发酵。

[0123] 加酒后发酵酒度对山楂黄酒黄酮含量和迁移率的影响见表5。从结果看，后发酵开

始时由于加入糟酒的稀释作用，山楂黄酒中的黄酮含量有所下降；随着后发酵时间的延长

和酒度的升高，山楂酒中的主要黄酮类物质含量和迁移率逐渐提高；当后酵酒度达28.0％

(V/V)、后发酵时间为28d时主要黄酮含量和迁移率均达到最高值。

[0124] 表5加酒后发酵酒度对山楂黄酒黄酮含量的影响

[0125]

[0126] 注：1.黄酮含量指牡荆素、芦丁、槲皮素三种主要黄酮的之和。2.迁移率为山楂果

实中黄酮含量迁移至山楂黄酒中的百分数。

[0127] 实施例5：添加山楂叶山楂黄酒后发酵时间的确定

[0128] 1.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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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山楂：去果核，晒干或烘干，要求无霉变，无虫蛀；

[0130] 山楂叶：取中秋前后山楂叶，晒干或烘干，要求无杂质，无病斑；

[0131] 大米：要求颗粒饱满，无杂质，无病斑。

[0132] 2.山楂粉碎

[0133] 以优质山楂干为原料，粉碎，过20目筛。

[0134] 3.山楂原料蒸煮

[0135] 粉碎后山楂粉常压蒸煮，圆汽后蒸20-30min，晾凉备用。

[0136] 4.蒸饭

[0137] 大米清洗后常温浸泡24h，以1:1.1的比例加水，圆汽后蒸煮约30min，使其充分糊

化，无白心即可，晾凉备用。

[0138] 5.培菌糖化

[0139] 将蒸熟谷物置于事先清洗、灭菌的培菌槽中，按原料重的0.5％拌入根霉曲，在30

℃下培菌糖化24h，根霉长出菌丝，制成培菌糖化醅。

[0140] 6.酒母制备

[0141] 在无菌环境下将酿酒酵母从斜面试管接入到经灭菌的玉米水解液试管(20mL试

管，装液量10mL)中，30℃静置培养24h，得酒母一级种子；将一级种子按照5％体积接入到经

灭菌的玉米水解液培养基中(500mL三角瓶，装液量200mL)，30℃静置培养16-18h，得酒母二

级种子。

[0142] 7.发酵

[0143] 将蒸熟后的山楂粉与培菌糖化醅混匀，山楂原料用量与大米原料用量之比为1:4，

加入山楂与大米总重量，3％碾碎的山楂叶，按发酵液总600万/mL的含量接入培养好的酵母

二级种子，补充水分至原料总重量120％的软水混匀，密封，20℃低温发酵14d，即获发酵成

熟醪。

[0144] 8.加酒后发酵

[0145] 发酵结束后，加入由上批酒糟蒸馏所获的糟酒，调整成熟醪酒度至28％(V/V)，在

25℃下后发酵7-28d。

[0146] 9.过滤、蒸馏

[0147] 待后发酵结束后，对发酵醪进行压榨过滤，清液即为山楂黄酒；酒糟蒸馏后即得

60％(V/V)左右的糟酒，加入下批发酵醪进行后发酵。实验结果见表6。从结果看，添加山楂

叶的山楂黄酒在加糟酒后发酵过程中，黄酮含量在后发酵28d时达到最高值136.45mg/L，迁

移率也为最高的79.03％，与未进行加酒后发酵山楂黄酒(125.59mg/L)相比提高了8.6％，

在加酒后发酵中，既提高了黄酮含量，也稀释了山楂黄酒的酸度，使口感更加柔和平衡。

[0148] 表6加酒后发酵酒度对山楂黄酒黄酮含量的影响

[0149] 后发酵时间(d) 0 7 14 21 28 35

黄酮含量(mg/L) 117.57 126.09 120.90 131.27 136.45 122.63

迁移率(％) 68.07 73.00 70.23 76.14 79.03 71.06

[0150] 注：1.黄酮含量指牡荆素、芦丁、槲皮素三种主要黄酮的之和。2.迁移率为山楂果

实中黄酮含量迁移至山楂黄酒中的百分数。

[0151] 采用不同工艺制备得到的山楂黄酒主要质量指标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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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2] 表7山楂黄酒主要质量指标

[0153]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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