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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

黄酒生产工艺，属于黄酒酿造技术领域，采用苦

荞干型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煎酒而

成。该工艺将苦荞麸皮制成纯种麸曲使用，通过

工艺改进，制成具有绍兴黄酒（加饭酒）风味且更

具营养保健功能的苦荞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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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采用苦荞干型黄酒和苦

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煎酒而成；

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沥干；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迅速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24~28℃；

（3）落罐：将米饭、水、酒母、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酶、

50000U的酸性蛋白酶混合均匀，落罐品温控制在24~28℃；

（4）前发酵；

（5）后发酵：使得酒精度达到18.5%vol以上、还原糖15g/L以下；

（6）压榨，得到苦荞干型黄酒；

苦荞干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50~
70kg，苦荞米30~50kg，水135~145kg，酒母11~13kg，生麦曲11~13kg，苦荞麸曲3~5kg，35000U

的α-淀粉酶2~3g，100000U的糖化酶20~25g，50000U的酸性蛋白酶6~8g；所述水不包括浸米

所用的水；

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沥干；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迅速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30~33℃；

（3）落罐、糖化发酵：将米饭、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

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酶、50000U的酸性蛋白酶、酒母混合均匀，使落罐品温在30~33℃；

糖化发酵24~28小时后开耙一次；

（4）后酵养醅：在前酵罐中糖化发酵5~7天后，加入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搅拌

均匀，然后打入或压入后酵罐中静止养醅；

（5）压榨：经4~5个月静止养醅后，进行压榨，得到苦荞甜型黄酒，苦荞甜型黄酒的酒精

度为18~19%vol、总糖达到250  g/L以上；

苦荞甜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40~
60kg，苦荞米40~60kg，生麦曲10~12kg，苦荞麸曲4~6kg，35000U的α-淀粉酶2~3g，100000U的

糖化酶20~25g，50000U的酸性蛋白酶6~8g，酒母11~12kg，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90~
100  kg，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15~18kg。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苦荞麸曲的生产工艺以苦荞麸皮、水、种曲为原料，苦荞麸皮、水、种曲之间的质量比为1:

0 .6~0 .7:0 .003~0 .005，具体工艺步骤如下：按质量比将苦荞麸皮和水混合、拌匀后，在

0.12MPa压力下灭菌30分钟，摊冷至35~37℃，按质量比接入种曲，拌匀，入池培养；控制入池

后品温为30~32℃，料层厚度30cm，先静止培养6~8h，控制品温30~32℃，相对湿度90%~95%，

当品温上升到33~34℃时，开始间断通风；当品温降低到30℃时，停止通风；间断通风3~4次

后，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需要进行连续通风，最高品温控制在38~40℃；到后期菌丝生长缓

慢，通入干燥空气进行干燥并停止供热，使品温和水分逐步下降，及时出曲，得成品曲；整个

培养时间为36~40小时，成品曲的糖化力900单位以上、水分15%以下。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种曲采用小麦麸皮或苦荞麸皮为原料，接种米曲霉苏16制成。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591033 B

2



4.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中，前发酵包括落罐后8~13小时开头耙，以后每隔4小时

开耙一次，控制最高品温不超过33℃；落罐后经22~26小时发酵，品温开始逐渐下降；前发罐

中发酵4天后，品温降至15~17℃，进入后发罐发酵。

5.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中，后发酵品温控制在13~15℃，前期每天开耙1~2次，经

过17~19天后发酵，使得酒精度达到18.5%vol以上、还原糖15g/L以下。

6.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的步骤（1）中，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

浸泡2~3天后，再沥干。

7.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的步骤（1）中，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

浸泡2~3天后，再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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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属于黄酒酿造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苦荞营养价值高，风味独特，尤其是药用与保健功能显著。《本草纲目》记载：“苦荞

麦性味苦、平、寒，有续精神，益气力，利耳目，降气宽肠健胃的作用”。苦荞中淀粉是主要成

分，还含有其他粮食作物中所不具有的生物黄酮类活性成分，如芦丁、槲皮素、山奈酚等及

其衍生物，这些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生理活性如抗氧化、抗菌、抗病毒、细胞毒活性等，

药效学的动物实验及临床观察表明，这些活性成分具有较明显的降血糖、降血脂、增强免疫

调节功能等作用。其中苦荞麸皮中的营养最丰富，富含活性蛋白、生物黄酮、矿物质和维生

素，生物黄酮含量是苦荞心粉的4~8倍。

[0003] 黄酒作为酿造酒，保留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营养和活性物质，历来以营养丰富、保

健养生著称。绍兴黄酒是中国黄酒的杰出代表，以卓越的品质闻名于世，是目前国内销量和

出口量最大的黄酒品种。将苦荞作为配料用于黄酒酿造，强化黄酒的营养和保健功能，将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注重营养保健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黄酒的消费。但目前苦荞黄酒多

数以苦荞米代替部分大米并在黄酒工艺上稍作改进，营养活性成分最丰富的苦荞麸皮未能

得到利用；或者利用苦荞全麦，但采用一些完全异于常规的酿造方法，酿制出的黄酒其风味

必然与传统黄酒的风味差异显著，不易为市场接受。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

荞黄酒生产工艺，该工艺将苦荞麸皮制成纯种麸曲使用，通过工艺改进，制成具有绍兴黄酒

（加饭酒）风味且更具营养保健功能的苦荞黄酒。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采用苦荞干型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

进行勾兑、煎酒而成；

[0007] 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沥干；

[0009]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迅速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24~28℃；

[0010] （3）落罐：将米饭、水、酒母、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

酶、50000U的酸性蛋白酶混合均匀，落罐品温控制在24~28℃；

[0011] （4）前发酵；

[0012] （5）后发酵：使得酒精度达到18.5%vol以上、还原糖15g/L以下（如糖分高，发酵不

彻底，成品酒易产生沉淀）；

[0013] （6）压榨，得到苦荞干型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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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苦荞干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50~70kg，苦荞米30~50kg，水（不包括浸米所用的水）135~145kg，酒母11~13kg，生麦曲11~
13kg，苦荞麸曲3~5kg，35000U的α-淀粉酶2~3g，100000U的糖化酶20~25g，50000U的酸性蛋

白酶6~8g；

[0015] 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6]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沥干；

[0017]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迅速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30~33℃；

[0018] （3）落罐、糖化发酵：将米饭、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生麦曲、苦荞麸曲、

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酶、50000U的酸性蛋白酶、酒母混合均匀，使落罐品温在

30~33℃；糖化发酵24~28小时后开耙一次；

[0019] （4）后酵养醅：在前酵罐中糖化发酵5~7天后，加入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

搅拌均匀，然后打入或压入后酵罐中静止养醅；

[0020] （5）压榨：经4~5个月静止养醅后，进行压榨，得到苦荞甜型黄酒，苦荞甜型黄酒的

酒精度为18~19%vol、总糖达到250  g/L以上；

[0021] 苦荞甜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40~60kg，苦荞米40~60kg，生麦曲10~12kg，苦荞麸曲4~6kg，35000U的α-淀粉酶2~3g，

100000U的糖化酶20~25g，50000U的酸性蛋白酶6~8g，酒母11~12kg，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

酒精90~100  kg，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15~18kg。

[002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苦荞麸曲的生产工艺以苦荞麸皮、水、种曲为原

料，苦荞麸皮、水、种曲之间的质量比为1:0.6~0.7:0.003~0.005，具体工艺步骤如下：按质

量比将苦荞麸皮和水混合、拌匀后，在0.12MPa压力下灭菌30分钟，摊冷至35~37℃，按质量

比接入种曲，拌匀，入池培养；控制入池后品温为30~32℃，料层厚度30cm，先静止培养6~8h，

控制品温30~32℃，相对湿度90%~95%，当品温上升到33~34℃时，开始间断通风；当品温降低

到30℃时，停止通风；间断通风3~4次后，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需要进行连续通风，最高品

温控制在38~40℃；到后期菌丝生长缓慢，通入干燥空气进行干燥并停止供热，使品温和水

分逐步下降，及时出曲，得成品曲；整个培养时间为36~40小时，成品曲的糖化力900单位以

上、水分15%以下。

[0023] 所述种曲采用小麦麸皮或苦荞麸皮为原料，接种米曲霉苏16制成。米曲霉优选为

黄酒行业普遍使用的优良菌株米曲霉苏16。

[0024] 所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中，前发酵包括落罐后8~13小时开头耙，以后每隔4

小时开耙一次，控制最高品温不超过33℃；落罐后经22~26小时发酵，品温开始逐渐下降；前

发罐中发酵4天后，品温降至15~17℃，进入后发罐发酵。

[0025] 所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中，后发酵品温控制在13~15℃，前期每天开耙1~2

次，经过17~19天后发酵，使得酒精度达到18.5%vol以上、还原糖15g/L以下（如糖分高，发酵

不彻底，成品酒易产生沉淀）。

[0026] 所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的步骤（1）中，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

浸渍，浸泡2~3天后，再沥干。

[0027] 所述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的步骤（1）中，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

浸渍，浸泡2~3天后，再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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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9] 1、本发明以苦荞米代替部分糯米、以苦荞麸曲和生麦曲作糖化剂，酿制的苦荞黄

酒较好地保持了绍兴黄酒的传统风味，其风味更容易为市场接受；而且由于采用苦荞米和

苦荞中营养活性成分最丰富的麸皮为原料，特别是苦荞麸皮制成麸曲使用，经微生物分泌

的多种酶的作用，苦荞麸皮中的营养活性成分能更好地溶入酒中，酿制的苦荞黄酒具有较

高的营养保健价值。

[0030] 2、本发明的苦荞黄酒总糖为35~50  g/L，略高于绍兴加饭酒（15.1~40.0  g/L），使

苦荞的苦味更协调，兼顾了产品的适口性和人们对低糖的要求；且以苦荞甜酒勾兑提高总

糖，使产品符合人们追求天然、健康的消费需求。

[0031] 3、针对苦荞原料中直链淀粉和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特点，添加多种酶，并适当缩短

浸米时间，使发酵醪的pH更适于α-淀粉酶的作用，同时适当增加酒母用量，使酵母菌占优势

以抑制杂菌生长，防止因浸米时间缩短引起发酵醪酸败，从而解决了发酵醪糨糊状和泡沫

多的问题；同时使糖化发酵更彻底，从而提高了原料出酒率和产品的非生物稳定性。

[0032]   4、本发明完全可利用现有的机械化黄酒生产线和生产设备生产，无需增加任何

设备投资。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

[0036] 结合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采用苦荞干型

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煎酒而成。

[0037] 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浸泡2天后，再沥干。

[0039]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要求达到内无白心，疏松不糊，熟而不烂且均匀一

致，迅速采用鼓风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24℃。

[0040] （3）落罐：将米饭、水、酒母、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

酶、50000U的酸性蛋白酶混合均匀，落罐品温控制在24℃。

[0041] （4）前发酵；落罐后13小时开头耙，以后每隔4小时开耙一次，控制最高品温不超过

33℃；由于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热量，因此要通入冷冻水冷却醪液；落罐后经22小时发酵，

品温开始逐渐下降；前发罐中发酵4天后，品温降至15℃，进入后发罐发酵。

[0042] （5）后发酵：后发酵品温控制在13℃，前期每天开耙1次，经过17天后发酵，使得酒

精度达到18.6%vol、还原糖12.8g/L。

[0043] （6）压榨：用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榨，得到苦荞干型黄酒。

[0044] 苦荞干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50kg，苦荞米50kg，水（不包括浸米所用的水）135kg，酒母11kg，生麦曲11kg，苦荞麸曲5kg，

35000U的α-淀粉酶2g，100000U的糖化酶20g，50000U的酸性蛋白酶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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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46]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浸泡2天后，再沥干。

[0047]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要求达到内无白心，疏松不糊，熟而不烂且均匀一

致，迅速采用鼓风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30℃。

[0048] （3）落罐、糖化发酵：将米饭、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由酒精度为95%vol的食

用酒精加水稀释而成）、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酶、50000U的

酸性蛋白酶、酒母混合均匀，使落罐品温在30℃；糖化发酵24小时后开耙一次。

[0049] （4）后酵养醅：在前酵罐中糖化发酵5天后，加入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搅

拌均匀，然后打入或压入后酵罐中静止养醅。

[0050] （5）压榨：经4个月静止养醅后，用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榨，得到苦荞甜型黄酒，苦荞

甜型黄酒的酒精度为18.1%vol、总糖达到265.9  g/L，存放在贮酒罐中备用。

[0051] 苦荞甜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40kg，苦荞米60kg，生麦曲10kg，苦荞麸曲6kg，35000U的α-淀粉酶2g，100000U的糖化酶20g，

50000U的酸性蛋白酶6g，酒母11kg，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90  kg，酒精度为95%  vol的

食用酒精15kg。

[0052] 上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和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中，所采用的苦荞麸曲

的生产工艺为：以苦荞麸皮、水、种曲为原料，苦荞麸皮、水、种曲之间的质量比为1:0 .6:

0.003，具体工艺步骤如下：按质量比将苦荞麸皮和水混合、拌匀后，在0.12MPa压力下灭菌

30分钟，摊冷至35℃，按质量比接入种曲，拌匀，入池培养；控制入池后品温为30℃，料层厚

度30cm，先静止培养6h，控制品温30℃，相对湿度90%，随着菌丝生长，品温逐步升高，当品温

上升到33℃时，开始间断通风；当品温降低到30℃时，停止通风；间断通风3次后，开始进入

生长旺盛期，呼吸发热加剧，品温上升迅猛，曲料逐渐结块坚实，散热比较困难，需要进行连

续通风，最高品温控制在38℃；到后期菌丝生长缓慢，逐步产生孢子，为阻止孢子的形成和

成品曲便于贮存，通入干燥空气进行干燥并停止供热，使品温和水分逐步下降，及时出曲，

得成品曲；整个培养时间为36小时，成品曲的糖化力961.5单位、水分14.3%。

[0053] 上述种曲采用小麦麸皮或苦荞麸皮为原料，接种米曲霉苏16制成。米曲霉优选为

黄酒行业普遍使用的优良菌株米曲霉苏16。

[0054] 将上述所得苦荞干型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即用苦荞甜型黄酒调整糖

分，使总糖达到35~50g/L）、澄清、薄板换热器煎酒后趁热灌入酒坛，封好坛口。

[0055] 实施例2

[0056] 结合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采用苦荞干型

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煎酒而成。

[0057] 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8]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浸泡3天后，再沥干。

[0059]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要求达到内无白心，疏松不糊，熟而不烂且均匀一

致，迅速采用鼓风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26℃。

[0060] （3）落罐：将米饭、水、酒母、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

酶、50000U的酸性蛋白酶混合均匀，落罐品温控制在26℃。

[0061] （4）前发酵；落罐后10小时开头耙，以后每隔4小时开耙一次，控制最高品温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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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由于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热量，因此要通入冷冻水冷却醪液；落罐后经24小时发酵，

品温开始逐渐下降；前发罐中发酵4天后，品温降至16℃，进入后发罐发酵。

[0062] （5）后发酵：后发酵品温控制在14℃，前期每天开耙1次，经过18天后发酵，使得酒

精度达到18.8%vol、还原糖11.7g/L。

[0063] （6）压榨：用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榨，得到苦荞干型黄酒。

[0064] 苦荞干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60kg，苦荞米40kg，水（不包括浸米所用的水）140kg，酒母12kg，生麦曲12kg，苦荞麸曲4kg，

35000U的α-淀粉酶2.5g，100000U的糖化酶23g，50000U的酸性蛋白酶7g。

[0065] 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66]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浸泡3天后，再沥干。

[0067]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要求达到内无白心，疏松不糊，熟而不烂且均匀一

致，迅速采用鼓风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32℃。

[0068] （3）落罐、糖化发酵：将米饭、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由酒精度为95%vol的食

用酒精加水稀释而成）、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酶、50000U的

酸性蛋白酶、酒母混合均匀，使落罐品温在32℃；糖化发酵26小时后开耙一次。

[0069] （4）后酵养醅：在前酵罐中糖化发酵6天后，加入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搅

拌均匀，然后打入或压入后酵罐中静止养醅。

[0070] （5）压榨：经4.5个月静止养醅后，用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榨，得到苦荞甜型黄酒，苦

荞甜型黄酒的酒精度为18.5%vol、总糖达到260.3  g/L，存放在贮酒罐中备用。

[0071] 苦荞甜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50kg，苦荞米50kg，生麦曲11kg，苦荞麸曲5kg，35000U的α-淀粉酶2.5g，100000U的糖化酶

22g，50000U的酸性蛋白酶7g，酒母11.5kg，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95kg，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16kg。

[0072] 上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和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中，所采用的苦荞麸曲

的生产工艺为：以苦荞麸皮、水、种曲为原料，苦荞麸皮、水、种曲之间的质量比为1:0.65:

0.004，具体工艺步骤如下：按质量比将苦荞麸皮和水混合、拌匀后，在0.12MPa压力下灭菌

30分钟，摊冷至36℃，按质量比接入种曲，拌匀，入池培养；控制入池后品温为31℃，料层厚

度30cm，先静止培养7h，控制品温31℃，相对湿度92%，随着菌丝生长，品温逐步升高，当品温

上升到33.5℃时，开始间断通风；当品温降低到30℃时，停止通风；间断通风3次后，开始进

入生长旺盛期，呼吸发热加剧，品温上升迅猛，曲料逐渐结块坚实，散热比较困难，需要进行

连续通风，最高品温控制在39℃；到后期菌丝生长缓慢，逐步产生孢子，为阻止孢子的形成

和成品曲便于贮存，通入干燥空气进行干燥并停止供热，使品温和水分逐步下降，及时出

曲，得成品曲；整个培养时间为38小时，成品曲的糖化力964.7单位、水分14.3%。

[0073] 上述种曲采用小麦麸皮或苦荞麸皮为原料，接种米曲霉苏16制成。米曲霉优选为

黄酒行业普遍使用的优良菌株米曲霉苏16。

[0074] 将上述所得苦荞干型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即用苦荞甜型黄酒调整糖

分，使总糖达到35~50g/L）、澄清、薄板换热器煎酒后趁热灌入酒坛，封好坛口。

[0075] 实施例3

[0076] 结合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具有绍兴黄酒风味的苦荞黄酒生产工艺，采用苦荞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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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煎酒而成。

[0077] 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78]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浸泡3天后，再沥干。

[0079]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要求达到内无白心，疏松不糊，熟而不烂且均匀一

致，迅速采用鼓风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28℃。

[0080] （3）落罐：将米饭、水、酒母、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

酶、50000U的酸性蛋白酶混合均匀，落罐品温控制在28℃。

[0081] （4）前发酵；落罐后8小时开头耙，以后每隔4小时开耙一次，控制最高品温不超过

33℃；由于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热量，因此要通入冷冻水冷却醪液；落罐后经26小时发酵，

品温开始逐渐下降；前发罐中发酵4天后，品温降至17℃，进入后发罐发酵。

[0082] （5）后发酵：后发酵品温控制在15℃，前期每天开耙2次，经过19天后发酵，使得酒

精度达到18.9%vol、还原糖9.7g/L。

[0083] （6）压榨：用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榨，得到苦荞干型黄酒。

[0084] 苦荞干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70kg，苦荞米30kg，水（不包括浸米所用的水）145kg，酒母13kg，生麦曲13kg，苦荞麸曲3kg，

35000U的α-淀粉酶3g，100000U的糖化酶25g，50000U的酸性蛋白酶8g。

[0085] 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86] （1）浸米：将糯米和苦荞米按比例混合入罐加水浸渍，浸泡3天后，再沥干。

[0087] （2）蒸饭、冷却：蒸饭所得米饭要求达到内无白心，疏松不糊，熟而不烂且均匀一

致，迅速采用鼓风冷却至所需温度，使得落罐后品温为33℃。

[0088] （3）落罐、糖化发酵：将米饭、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由酒精度为95%vol的食

用酒精加水稀释而成）、生麦曲、苦荞麸曲、35000U的α-淀粉酶、100000U的糖化酶、50000U的

酸性蛋白酶、酒母混合均匀，使落罐品温在33℃；糖化发酵28小时后开耙一次。

[0089] （4）后酵养醅：在前酵罐中糖化发酵7天后，加入酒精度为95%  vol的食用酒精，搅

拌均匀，然后打入或压入后酵罐中静止养醅。

[0090] （5）压榨：经5个月静止养醅后，用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榨，得到苦荞甜型黄酒，苦荞

甜型黄酒的酒精度为18.9%vol、总糖达到255.1  g/L，存放在贮酒罐中备用。

[0091] 苦荞甜型黄酒的上述步骤中，所用原料按糯米和苦荞米合计100kg计算用量：糯米

60kg，苦荞米40kg，生麦曲12kg，苦荞麸曲4kg，35000U的α-淀粉酶3g，100000U的糖化酶25g，

50000U的酸性蛋白酶8g，酒母12kg，酒精度为38%vol的食用酒精100  kg，酒精度为95%  vol

的食用酒精18kg。

[0092] 上述苦荞干型黄酒的生产工艺和苦荞甜型黄酒的生产工艺中，所采用的苦荞麸曲

的生产工艺为：以苦荞麸皮、水、种曲为原料，苦荞麸皮、水、种曲之间的质量比为1:0 .7:

0.005，具体工艺步骤如下：按质量比将苦荞麸皮和水混合、拌匀后，在0.12MPa压力下灭菌

30分钟，摊冷至37℃，按质量比接入种曲，拌匀，入池培养；控制入池后品温为32℃，料层厚

度30cm，先静止培养8h，控制品温32℃，相对湿度95%，随着菌丝生长，品温逐步升高，当品温

上升到34℃时，开始间断通风；当品温降低到30℃时，停止通风；间断通风4次后，开始进入

生长旺盛期，呼吸发热加剧，品温上升迅猛，曲料逐渐结块坚实，散热比较困难，需要进行连

续通风，最高品温控制在40℃；到后期菌丝生长缓慢，逐步产生孢子，为阻止孢子的形成和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06591033 B

9



成品曲便于贮存，通入干燥空气进行干燥并停止供热，使品温和水分逐步下降，及时出曲，

得成品曲；整个培养时间为40小时，成品曲的糖化力966.9单位、水分14.6%。

[0093] 上述种曲采用小麦麸皮或苦荞麸皮为原料，接种米曲霉苏16制成。米曲霉优选为

黄酒行业普遍使用的优良菌株米曲霉苏16。

[0094] 将上述所得苦荞干型黄酒和苦荞甜型黄酒进行勾兑（即用苦荞甜型黄酒调整糖

分，使总糖达到35~50g/L）、澄清、薄板换热器煎酒后趁热灌入酒坛，封好坛口。

[0095] 上述实施例仅用于解释说明本发明的发明构思，而非对本发明权利保护的限定，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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