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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具体制

备工艺为：将八月瓜与凉开水配比得到八月瓜

汁，添加果胶酶进行酶解，酶解后接入酵母发酵

为八月瓜果酒，然后再加入醋酸菌进行发酵，陈

酿过滤得八月瓜果醋，再取果醋60~70重量份，八

月瓜果浆5~10重量份，柠檬酸0.1~0.15重量份，

糖浆10~15重量份，混合均匀，灌装杀菌，即可得

到所述八月瓜果醋饮料。该果醋饮料营养价值

高，制备方法操作简单，并且具有消炎抗菌、美容

养颜等功效，安全可靠，可长期食用，具有很大的

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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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1）以八月瓜鲜果为原料，去除果皮，加入相当于八月瓜果肉重量3~4倍的凉开水，然后

进行超声破碎处理， 滤掉八月瓜籽，得八月瓜果汁；

（2）在步骤（1）所得八月瓜果汁中按果胶酶与步骤（1）所得八月瓜汁1200~1400U:1L的

比例，加入果胶酶，在40~42℃温度下酶解30~40  min，然后95~100℃中加热5  min以上，使果

胶酶失活和进行杀菌，得八月瓜果浆；

（3）将步骤（2）所得八月瓜果浆补糖调控至糖度为15~18°Bx，接入相当于补糖后的八月

瓜果浆体积4~5%的活化酵母液，在25℃~27℃发酵5~6天，得八月瓜果酒；

（4）调整步骤（3）所得八月瓜果酒初始酒精度为5~7%，接入相当于调整酒精度后的八月

瓜果酒体积8~10%的醋酸菌活化液，在30~32℃恒温摇床下发酵7~8天，得发酵果醋，发酵完

成后用皂土悬浮液进行澄清处理，得八月瓜果醋；

皂土悬浮液的制备：将皂土加入蒸馏水中，置于50~52℃的温水中浸泡24  h，搅拌均匀，

得质量浓度为1~1.2%的皂土悬浮液；

通过皂土悬浮液进行澄清处理，所加入的皂土悬浮液的重量为发酵果醋重量的1/7~1/

6；澄清处理时间为7  d以上；

（5）复配：取步骤（4）所得八月瓜果醋60~70重量份、步骤（2）所得八月瓜果浆5~10重量

份、柠檬酸0.1~0.15重量份、糖浆10~15重量份，混合均匀，灌装后杀菌处理，冷却后即得八

月瓜果醋饮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选择成

熟完好、无霉烂、无虫害的八月瓜鲜果。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滤

掉八月瓜籽采用纱布过滤。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活

化酵母液的制备方法：先制备质量浓度为2~3%的蔗糖溶液，往蔗糖溶液中加入相当于蔗糖

溶液重量1~1.2%的酿酒干酵母，混合均匀后置于28~30℃的温水浴中活化30~35  min，即得。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恒

温摇床的速度为130~150  r/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醋

酸菌活化液的制备方法：

先制备液体培养基，100  mL液体培养基中包括：葡萄糖1~1.2克、酵母膏1~1.2克，无水

乙醇3~3.2mL，余为水，pH值自然；121℃下高温灭菌20  min，然后静置至常温，然后接入相当

于液体培养基重量0.2~0.3%的醋酸菌粉，在30~32℃振荡培养42~48小时，即得醋酸菌活化

液。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灌

装后杀菌处理条件为65℃，时间为2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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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饮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八月瓜是一种多年生的常绿木质藤本植物，属木通科植物，又名八月炸、土香蕉。

果肉呈牛奶白，嫩滑爽口，有浓郁果香气。八月瓜是具备保健功能的绿色水果，营养丰富，其

口味独特，香甜可口。有消炎止痛、祛风除湿、护肾养肝之效；能够提高人体肠道功能，清除

机体残余垃圾；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长期食用可抗皱、祛除脸部色素色斑，有美容养颜之

效。

[0003] 果醋是一种以水果或果品的加工下脚料，包括葡萄、山楂、桑葚、柿子、苹果、杏、柑

橘、猕猴桃为原料添加菌种，采用现代生物技术通过醋酸发酵酿造而成的具有独特风味并

且集营养、保健、食疗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型酸味饮料。果醋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调节酸

碱平衡，消除疲劳。如以安哥诺李为原料，采用BM45菌种、中科AS1.41为发酵菌种，通过果汁

接种发酵得到李果清香、口感柔和的果醋，总酸可达3.97％。

[0004] CN108641863A公开了一种八月瓜果酒的制备方法，CN109486604A公开了一种八月

瓜果酒的制备方法，都有相应的果酒制备方法，但是前者对八月瓜果酒进行澄清处理，得到

的八月瓜酒营养成分单一，没有充分利用八月瓜的营养成份，后者充分利用了八月瓜的果

皮和果肉，但是发酵工艺时间较长。

[0005] 目前市面上果醋种类繁多，但是行业不成规模，缺乏有号召力的品牌，并且由于可

以参考的理论知识较少，导致果醋的种类也较为缺乏，据检索，目前尚未见有使用八月瓜加

工制成果醋饮料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解决八月瓜发酵后所得

产品单一的问题。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果醋饮料。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09] (1)以八月瓜鲜果为原料(优选成熟完好、无霉烂、无虫害的八月瓜鲜果)，去除果

皮，加入相当于八月瓜果肉重量3～4倍的凉开水，然后进行超声破碎处理，滤掉八月瓜籽，

得八月瓜果汁；

[0010] 本步骤中在超声条件下进行超声破碎和提取，使果肉中的籽脱离果肉，促进活性

成分释放。

[0011] (2)在步骤(1)所得八月瓜果汁中按果胶酶与步骤(1)所得八月瓜汁1200～1400U:

1L的比例，加入果胶酶，在40～42℃温度下酶解30～40min，然后95～100℃中加热5min以

上，使果胶酶失活和进行杀菌，得八月瓜果浆；

[0012] 果胶酶加入的目的是将八月瓜果肉组织中的果胶水解，可以提高果汁的出汁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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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多酚等活性成分的释放。

[0013] (3)将步骤(2)所得八月瓜果浆补糖调控至糖度为15～18°Bx，接入相当于补糖后

的八月瓜果浆体积4～5％的活化酵母液，在25℃～27℃发酵5～6天，得八月瓜果酒；

[0014] 活化酵母液的制备方法：先制备质量浓度为2～3％的蔗糖溶液，往蔗糖溶液中加

入相当于蔗糖溶液重量1～1.2％的酿酒干酵母，混合均匀后置于28～30℃的温水浴中活化

30～35min，即得。

[0015] (4)调整步骤(3)所得八月瓜果酒初始酒精度为5～7％(v/v)，接入相当于调整酒

精度后的八月瓜果酒体积8～10％的醋酸菌活化液，在30～32℃恒温摇床(优选130～150r/

min)下发酵7～8天，得发酵果醋，发酵完成后用皂土悬浮液进行澄清处理，得八月瓜果醋；

[0016] 皂土悬浮液的制备：将皂土加入蒸馏水中，置于50～52℃的温水中浸泡24h，搅拌

均匀，得质量浓度为1～1.2％的皂土悬浮液。

[0017] 皂土悬浮液的添加量过低，会使得澄清的效果不好；添加量过高，可能会出现残

留，影响产品的品质。

[0018] 通过皂土悬浮液进行澄清处理，所加入的皂土悬浮液的重量为发酵果醋重量的1/

7～1/6。澄清处理时间为7d以上。

[0019] (5)复配：取步骤(4)所得八月瓜果醋60～70重量份、步骤(2)所得八月瓜果浆5～

10重量份、柠檬酸0.1～0.15重量份、糖浆10～15重量份，混合均匀，灌装后杀菌处理，冷却

后即得八月瓜果醋饮料。

[0020] 进一步，步骤(1)中，滤掉八月瓜籽可采用纱布过滤。不仅可去除果实籽粒，还可以

去除部分果胶，避免破碎后的种子蛋白质和果胶对发酵产生影响。

[0021] 进一步，步骤(4)中，醋酸菌活化液的制备方法：

[0022] 先制备液体培养基，100mL液体培养基中包括：葡萄糖1～1.2克、酵母膏1～1.2克，

无水乙醇3～3.2mL，余为水，pH值自然；121℃下高温灭菌20min，然后静置至常温，然后接入

相当于液体培养基重量0.2～0.3％的醋酸菌粉，在30～32℃振荡培养42～48小时，即得醋

酸菌活化液。

[0023] 进一步，步骤(5)中，灌装后杀菌处理条件为65℃，时间为25min。

[0024] 本发明选用的八月瓜为新鲜采集的八月瓜，肉质软糯，具有独特的香味，八月瓜具

有丰富的矿物质及天然活性物质，所以采用发酵工艺得到的八月瓜果醋能较好的保留其应

有的营养价值，八月瓜果醋酸甜适口，非常适合消费者饮用，还具于独特的清爽口感，且制

备方法简单，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仅限于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本发明的内容，并不对本发明内

容构成限制，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的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29] (1)八月瓜果汁制备：以成熟完好、无霉烂、无虫害的八月瓜鲜果为原料，去除果

皮，将果实切开后，去除果实籽粒，加入相当于八月瓜果肉重量3倍的凉开水，然后进行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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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处理，用纱布滤掉八月瓜籽，得八月瓜果汁；

[0030] (2)八月瓜果浆的制备：按果胶酶与步骤(1)所得八月瓜汁1200U:1L的比例，往步

骤(1)所得八月瓜汁中加入果胶酶，置于42℃温度下酶解30min,在95℃下煮沸5min进行杀

菌和灭酶，即得八月瓜果浆，备用；

[0031] (3)八月瓜果酒制备：将步骤(2)中的八月瓜果浆补糖调控糖度为16°Bx，接入相当

于补糖后的八月瓜果浆体积4％的活化酵母液，在25℃～27℃发酵5天，即得八月瓜果酒，备

用；

[0032] 活化酵母液的制备方法：先制备质量浓度为2％的蔗糖溶液，往蔗糖溶液中加入相

当于蔗糖溶液重量1％的酿酒干酵母，混合均匀后置于28-30℃的温水浴中活化30min；即

得。

[0033] 酿酒干酵母为RW酿酒干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市售；

[0034] (4)八月瓜果醋制备：将步骤(3)中得到的八月瓜果酒调整初始酒精度为6％(v/

v)，接入相当于调整酒精度后的八月瓜果酒体积量10％的醋酸菌活化液，在30℃、150r/min

的恒温摇床培养箱中发酵7天，得发酵果醋，发酵完成后用皂土悬浮液进行澄清处理，静置7

天后过滤，在65℃下进行灭菌25min，即得八月瓜果醋，备用；皂土悬浮液的制备：将皂土加

入蒸馏水中，置于50℃的温水中浸泡24h，搅拌均匀，得质量浓度为1％的皂土悬浮液。

[0035] 通过皂土悬浮液进行澄清处理，所加入的皂土悬浮液的重量为发酵果醋重量的1/

7。

[0036] 步骤(4)中，醋酸菌活化液的制备方法：

[0037] 先制备液体培养基，100mL液体培养基中包括：葡萄糖1克、酵母膏1克，无水乙醇

3mL，余为水，pH值自然；121℃下高温灭菌20min，然后静置至常温，然后接入相当于液体培

养基重量0.2％的醋酸菌粉，在30℃振荡培养42小时，即得醋酸菌活化液。

[0038] 醋酸菌粉为沪酿1.01上海酿造一厂市售。

[0039] (5)复配：取步骤(4)所得八月瓜果醋60重量份、步骤(2)所得八月瓜果浆5重量份、

柠檬酸0.15重量份，糖浆10重量份，混合均匀，灌装后在65℃进行杀菌处理25min，冷却后即

得八月瓜果醋饮料。

[0040] 在以八月瓜为原料的果醋饮料开发中，八月瓜果醋澄清工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为了解决如何提高澄清度和稳定性，尽可能减少或防止日后产生沉淀，保持透明均一的良

好感官效果。我们通过明胶澄清、皂土澄清、壳聚糖澄清三种方法，对调配后产品中过滤条

件进行了摸索。

[0041] 表1不同澄清方法对八月瓜果醋饮料澄清度的影响

[0042]

[0043] 为了得到口感和香气协调的果醋饮料，需要将八月瓜原果醋进行稀释，为了增加

果香并且中和醋酸味，需要添加一定量的八月瓜原果浆；为了使果醋的口感更细腻，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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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适量的糖浆来增加甜度；为了使果醋的口感更佳醇厚，则可以添加适量食用级柠檬酸。

所以以果醋添加量、柠檬酸添加量、糖浆添加量、果浆添加量四个因素，进行单因素实验，在

此基础上进行4因素3水平正交实验优化发酵工艺，得八月瓜果醋饮料发酵的最佳调配组合

为八月瓜发酵果醋添加量60mL，柠檬酸添加量0.15g，糖浆添加量10g，八月瓜果浆添加量为

5g。

[0044] 表2八月瓜果醋饮料感官评分标准

[0045]

[0046] 表3果醋饮料调配的四因素三水平表

[0047]

[0048] 表4果醋饮料四因素三水平L9(34)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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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表4中的K1，K2，K3指每个因素各个水平下的指标总和，例如，K1就是表示“1”水平

所对应的试验指标的数值之和。

[0052] 从表4中极差R值可知八月瓜果醋饮料的影响显著性为：A>B>C>D，即是八月瓜果醋

添加量>柠檬酸添加量>糖浆添加量>八月瓜果浆添加量，说明了八月瓜果醋添加量对八月

瓜果醋饮料的影响最大。

[0053] 根据正交试验结果表明：乳酸发酵果汁的最佳配方为A3B3C2D1，即果醋添加量

60mL，柠檬酸添加量0.15g，糖浆添加量10g，八月瓜果浆添加量为5g。经验证试验后，感官分

值达到79分。所得产品酸甜适口，具有八月瓜特定的清香风味，本发明的饮料富含人体所需

的各种元素，是一种健康的保健饮品。

[0054]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本实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它完全可以被适用

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及思路的基础上

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来实现另外的修改，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

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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