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159573.3

(22)申请日 2018.09.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94947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07

(73)专利权人 浙江树人学院

地址 312000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

镇江夏路2016号

(72)发明人 谢广发　彭祺　孙剑秋　陆健　

陆胤　谢海琳　熊昊泉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 23211

代理人 林娟

(51)Int.Cl.

C12G 3/055(2019.01)

C12G 3/024(2019.01)

C12H 1/044(2006.01)

C12H 1/07(2006.01)

A61K 36/81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151607 A,2017.09.12

CN 107858230 A,2018.03.30

CN 103509676 A,2014.01.15

JP H02231067 A,1990.09.13

CN 104987977 A,2015.10.21

CN 105462744 A,2016.04.06

CN 106148069 A,2016.11.23

CN 106281872 A,2017.01.04

CN 1380385 A,2002.11.20

CN 101586067 A,2009.11.25

CN 107541376 A,2018.01.05

吴雪平 等.半发酵青梅酒的生产技术研究.

《酿酒科技》.2002,(第5期),第81页左栏第6段至

第82页右栏第5段.

叶倩雯.青梅酒发酵工艺研究及品质分析.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电子期刊） 

工程科技Ⅰ辑》.2015,(第03期),正文第45页第2

段至第49页第3段，第54页第3段.

审查员 白盼

 

(54)发明名称

一种后熟青梅酒的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后熟青梅酒的生产方法，

属于酿酒技术领域。本发明采用后熟青梅为原

料，由于后熟青梅香气馥郁芳香且涩味明显降

低，制成的后熟青梅酒与现有的青梅酒产品相

比，果香更加浓郁、口感更加柔和、苦涩味明显降

低，并经进一步脱涩处理，无需提高糖分来掩盖

涩味，使产品低糖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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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后熟青梅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制备后熟青梅：将新鲜青绿色的青梅去蒂，摊放于室内铺有食品级塑料膜的地面

上，避免阳光直射，待青梅完全变黄色并略有红色时，轻轻洗净，晾干待用；

(2)制备后熟青梅浸泡酒：将步骤(1)制备得到的后熟青梅加入到食用酒精、水中，浸泡

5～6个月；浸泡结束后，经过固液分离得到的滤液，即为后熟青梅浸泡酒；

(3)制备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向干牛蒡根片、枸杞、干山楂片中加入食用酒精、水，浸

泡8～10天，浸泡结束后，经过固液分离得到的滤液即为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经过固液分

离得到的牛蒡、枸杞和山楂残渣混合物用于发酵制备后熟青梅发酵酒；

(4)制备后熟青梅发酵酒：将步骤(1)制备得到的后熟青梅破碎、去核，再按后熟青梅质

量的30％‑35％加入牛蒡、枸杞和山楂残渣混合物，打浆，按后熟青梅：水的质量比1：1.6加

入水搅拌均匀，按每千克后熟青梅加入90mg酶活为30000U/g的果胶酶，酶解4‑5小时，用蔗

糖将酶解液的糖度调整至18～20％得到果浆，然后用碳酸钙调整pH至3.6‑3.8；按调整后果

浆质量百分比1.5％接入果酒酵母液体培养液，在22‑25℃发酵4天后，在1天内降温至15℃，

再在13‑15℃发酵10‑12天，然后进行渣汁分离，得到发酵原酒；按发酵原酒：食用酒精的质

量比10：2加入食用酒精得到后熟发酵青梅酒备用；

(5)勾兑：将步骤(2)制得的后熟青梅浸泡酒、步骤(4)制得的后熟青梅发酵酒、步骤(3)

制备得到的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以及水、食用酒精进行勾兑，搅拌均匀，调整到酒精度

14.0％vol‑15.0％vol、总糖50‑60g/L、以无水柠檬酸计总酸4.5‑5.5g/L；

按重量份计，勾兑配方为：

(6)脱涩和澄清处理：按每100Kg酒加入酶活为30000U/g的果胶酶5g，搅拌均匀，酶解24

小时后加入明胶，搅拌15分钟，再加入皂土，再搅拌15分钟，静置24小时，过滤，灌瓶，70℃杀

菌15分钟，即得后熟青梅酒产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熟青梅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浸泡时，

还添加蔗糖。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后熟青梅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将

食用酒精加水稀释至35％vol，按100Kg  35％vol食用酒精加后熟青梅50Kg、蔗糖20Kg，浸泡

6个月，经过固液分离得到后熟青梅浸泡酒备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后熟青梅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将

食用酒精加水稀释至30％vol，每100Kg  30％vol食用酒精加干牛蒡根片6Kg、枸杞4Kg、干山

楂片20Kg，浸泡10天；浸泡结束后，经固液分离得到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以及牛蒡、枸杞和

山楂残渣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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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熟青梅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述明

胶的使用方法：每100Kg酒加明胶4.5g，使用前，预先按1份明胶加5份水浸泡20‑30分钟，再

加95℃的热水配制成5％的浓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熟青梅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述皂

土的使用方法：每100Kg酒加皂土30g，使用前，预先按1份皂土加5‑7份水调匀，浸胀4‑6小

时。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方法制备得到的后熟青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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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后熟青梅酒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后熟青梅酒的生产方法，属于酿酒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青梅富含有机酸、氨基酸、多酚物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生津止

渴、调节肠胃、消除疲劳、调节血压、抗过敏、护肝、美容、提高免疫力、预防结石镇痛等功效，

是自然界最优秀的碱性食品之一。青梅酒因其口味酸甜可口和保健养生的概念，受到众多

养生人士的青睐。

[0003] 青梅酒按制作工艺分为浸泡型和发酵型，目前我国市场上的青梅酒产品以浸泡型

为主，浸泡型青梅酒果香浓郁，但口感较淡薄；而发酵型青梅酒口感丰满，但由于发酵过程

中大量二氧化碳带走大量青梅香气成分，使酒的香气欠浓郁。此外，现有青梅酒生产技术主

要着重于口感，产品虽然具有青梅保健功能的概念，但并无明显的保健效果。

[0004] 目前，青梅酒主要采用未成熟、呈青绿色的青梅来生产，这种青梅苦涩味较重，需

要调配成较高的糖度来改善口感，而一些消费者谈糖色变。青梅果颜色由青绿色转变为黄

色略带红色时，挥发性香气化合物、总酚、氨基酸等大幅增加，而苦杏仁苷、柠檬酸、苹果酸、

草酸等明显下降，香气变得馥郁芳香，苦涩味明显降低。但青梅完全成熟后采摘易破碎腐

烂，无法运输和保存，因而无法实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0005] 牛蒡、枸杞和山楂均为药食同源的食材，且均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和保护心血

管系统等功效。牛蒡含木脂素、多酚类化合物、菊糖、生物碱、甾醇、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具

有抗菌、抗肿瘤、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及护肝等作用；枸杞中含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类胡

萝卜素、甜菜碱，具有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肿瘤、护肝、保护生殖系统及降血压、血糖和血

脂等功效；山楂自古以来就是健脾开胃、活血化痰的良药，山楂中的黄酮类化合物牡荆素，

可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并且是抗肿瘤的天然药物成分。目前，以上述食材制酒时，均采用

单一浸泡或发酵的方法，无法使有效成分得到充分提取。相比而言，发酵法更利于有效成分

的提取，但对于许多醇溶性化合物，如牛蒡中最重要的生物活性成分木脂素(难溶于水、易

溶于乙醇)，浸泡法提取优于发酵法，这是因为发酵酒的酒精度低(发酵酒的酒精度一般为

10％vol左右)，不利于醇溶性物质的提取。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提高青梅酒的保健效果，并解决青梅酒苦涩味重的问题，从而降低青梅酒的

糖分，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糖度较低、果香浓郁、口感厚实且保健功效显著的后熟青梅酒及其

生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和保健养生功效。

[0007] 本发明提供的后熟青梅酒，是将后熟青梅浸泡酒、后熟青梅发酵酒、山楂枸杞浸泡

液、食用酒精调配得到。

[0008] 所述后熟青梅酒还可以根据需要添加蔗糖和/或苹果酸。

[0009] 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后熟青梅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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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1)制备后熟青梅：将新鲜青绿色的青梅去蒂，摊放于室内铺有食品级塑料膜的地

面上，避免阳光直射，待青梅完全变黄色并略有红色时，轻轻洗净，晾干待用；

[0011] (2)制备后熟青梅浸泡酒：将步骤(1)制备得到的后熟青梅加入到食用酒精、水中，

浸泡5～6个月；浸泡结束后，经过固液分离得到的滤液，即为后熟青梅浸泡酒；

[0012] (3)制备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向干牛蒡根片、枸杞、干山楂片中加入食用酒精、

水，浸泡8～10天，浸泡结束后，经过固液分离得到的滤液即为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经过固

液分离得到的牛蒡、枸杞和山楂残渣混合物用于发酵制备后熟青梅发酵酒；

[0013] (4)制备后熟青梅发酵酒：将步骤(1)制备得到的后熟青梅破碎、去核，加入牛蒡、

枸杞和山楂残渣混合物，打浆，入水搅拌均匀，加入果胶酶酶解，用蔗糖将酶解液的糖度调

整至18～20％得到果浆，然后用碳酸钙调整pH至3.6‑3.8；接种果酒酵母，在22‑25℃发酵4

天后，在1天内降温至15℃，再在13‑15℃发酵10‑12天，然后进行渣汁分离，得到发酵原酒；

将发酵原酒用食用酒精调配得到后熟发酵青梅酒备用；

[0014] (5)勾兑：将步骤(2)制得的后熟青梅浸泡酒、步骤(4)制得的后熟青梅发酵酒、步

骤(3)制备得到的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以及水、食用酒精进行勾兑，搅拌均匀，调整到酒精

度14.0％vol‑15.0％vol、总糖50‑60g/L、以无水柠檬酸计总酸4.5‑5.5g/L；

[0015] (6)脱涩和澄清处理：加入果胶酶，搅拌均匀，酶解结束收加入明胶，搅拌均匀，再

加入皂土，再搅拌均匀，静置沉降，过滤，灌瓶，杀菌，即得后熟青梅酒产品。

[0016]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2)中浸泡时，还添加蔗糖。

[0017]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2)中浸泡时，将后熟青梅缓缓放入液体中，以

起到缓冲作用，防止后熟青梅破碎。

[0018]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2)中，将食用酒精加水稀释至35％vol，按

100Kg35％vol食用酒精加后熟青梅50Kg、蔗糖20Kg，浸泡6个月，经过固液分离得到后熟青

梅浸泡酒备用。

[0019]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3)中，将食用酒精加水稀释至30％vol，每

100Kg30％vol食用酒精加干牛蒡根片6Kg、枸杞4Kg、干山楂片20Kg，浸泡10天；浸泡结束后，

经固液分离得到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以及牛蒡、枸杞和山楂残渣混合物。

[0020]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4)中，将采用步骤(1)的方法制备得到的后熟

青梅破碎、去核，再按后熟青梅质量的30％‑35％加入牛蒡枸杞山楂残渣混合物，打浆，按后

熟青梅：水的质量比1：1.6加入水，搅拌均匀，按每千克后熟青梅加入90mg酶活为30000U/g

的果胶酶，酶解4‑5小时，用蔗糖将酶解液的糖度调整至20％得到果浆，然后用碳酸钙调整

pH至3.6‑3.8；接种，按调配后果浆质量百分比1.5％接入果酒酵母液体培养液，在22‑25℃

发酵4天后，在1天内降温至15℃，再在13‑15℃发酵10‑12天，然后进行渣汁分离，得到发酵

原酒，按发酵原酒：食用酒精的质量比10：2加入食用酒精，得后熟发酵青梅酒。

[0021]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5)中，按重量份计，勾兑配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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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0023]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6)中，按每100Kg酒加入酶活为30000U/g的果

胶酶5g，搅拌均匀，24小时后，加入明胶，搅拌15分钟，再加入皂土，再搅拌15分钟，静止24小

时，过滤，灌瓶，70℃杀菌15分钟即成。

[0024]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6)中，所述明胶的使用方法：每100Kg酒加明胶

4.5g，使用前，预先按1份明胶加5份水浸泡20‑30分钟，再加95℃的热水配制成5％的浓度。

[0025] 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步骤(6)中，所述皂土的使用方法：每100Kg酒加皂土

30g，使用前，预先按1份皂土加5‑7份水调匀，浸胀4‑6小时。

[0026] 本发明中的后熟青梅保健酒，具有以下特色和优势：

[0027] 1、本发明采用后熟青梅为原料，由于后熟青梅香气馥郁芳香且涩味明显降低，制

成的后熟青梅酒与现有的青梅酒产品相比，果香更加浓郁、口感更加柔和、苦涩味明显降

低，并经进一步脱涩处理，无需提高糖分来掩盖涩味，使产品低糖更健康。

[0028] 2、本发明中的后熟青梅酒融合了发酵型青梅酒口感醇厚和浸泡型青梅酒果香浓

郁的优点，克服了单一青梅酒口感和香气上的不足，并融入牛蒡、枸杞和山楂的独特风味，

具有酸甜可口，口感厚实、果香浓郁的独特优势；同时，本发明因增加了药食同源且无“中药

味”的牛蒡、山楂和枸杞，在不改变青梅酒产品风格的前提下，增强了产品的保健养生功效，

更易为市场接受。

[0029] 3、青梅中有水溶性和醇溶性的香气和营养及活性成分，本发明采用35％vol食用

酒精浸泡，能有效提取青梅中的水溶性和醇溶性成分，经过6个月浸泡，浸泡青梅酒的酒精

度约为25％vol左右，该酒精浓度能起到抑制菌防变质的作用，且避免了采用高浓度酒精浸

泡使勾兑时需加大量水稀释引起产品口感和香气淡薄的缺点。

[0030] 4、后熟青梅由于挥发性香气化合物含量高，本发明中的后熟发酵青梅酒采用较低

的发酵温度，大大减少了发酵过程中原料本身所含香气物质的损失。

[0031] 5、由于高渗透压会抑制酵母发酵，发酵青梅酒生产一般将青梅汁糖度调整在20％

左右，发酵结束酒精度为10％vol左右，这么低的酒清度必须低温保存或加热杀菌保存，本

发明在发酵原酒中加入20％食用酒精，使后熟发酵青梅酒在不杀菌的情况下可以长期保存

而不变质，与现有低温保存或加热杀菌后保存相比，节省能源且不破坏果香。

[0032] 6、经浸泡后的牛蒡、山楂和枸杞中仍残留较多的有效成分，而采用发酵法制备牛

蒡山楂枸杞酒时酒精度一般低于12％vol，无法充分提取醇溶性活性成分，本发明将浸泡后的牛

蒡、山楂和枸杞残渣用于青梅酒发酵，使有效成分得到更充分提取，增强了产品的保健效果。

[0033] 7、由于青梅酒中单宁含量较高，使酒的涩味较重，且会与蛋白质络合引起沉淀，同

时果酒中的果胶、蛋白质等胶体物质极易引起沉淀，本发明在勾兑后的酒中添加果胶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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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和皂土进行脱涩和沉淀处理，首先利用果胶酶分解果胶，并使单宁失去果胶的保护作用，

再添加明胶，利用明胶与单宁形成络合物并吸附凝聚其他胶体物质沉淀析出，最后添加皂

土去除蛋白质和残余的果胶酶、明胶，经处理后的酒清亮透明，18个月内基本不产生沉淀，

且涩味明显减轻。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1)感官评定方法：由6名国家级果露酒评酒委员和3名黄酒评酒委员评价，半成品

按香气、口味和风格3项进行评价，成品酒按色泽、香气、口味和风格4项进行评价。

[0035] (2)感官评定打分表：

[0036] 表1

[0037]

[0038]

[0039] (3)检测风味物质含量的方法：

[0040] 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结合GC‑MS分析青梅酒中挥发性香气化合物含量，以2‑辛醇

为内标，采用内标法进行半定量分析。

[0041] 主要仪器：安捷伦6890GC和5975MS气质联用仪、DB‑Wax色谱柱(30m×0 .25mm×

0.25μm)、Supelco公司SPME手动进样手柄、Supelco公司50/30μm  CAR/DVB/PDMS纤维头；

[0042] 顶空固相微萃取条件：准确移取8.0mL样品和10μL内标2‑辛醇于20mL萃取瓶中，在

50℃下萃取30min。

[0043] GC‑MS分析：色谱柱为DB‑Wax色谱柱(30m×0 .25mm×0.25μm)，载气为氦气，流速

1.0mL/min，进样口温度250℃，柱温箱采用程序升温，初始温度40℃，保持4min，以5℃/min

升温至90℃，再以10℃/min升温至250℃，保持7min。

[0044] MS条件：EI电离源，电子能量70eV，离子源温度200℃，扫描范围32.00～350.00m/z。

[0045] (4)果酒酵母液体培养液的制备方法：

[0046] 果酒液体酵母液的培养方法按固体斜面试管、液体试管和液体三角瓶的次序逐级

扩大培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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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固体斜面试管菌种培养方法为：采用12～130Bx麦芽汁琼脂培养基，在28～30℃培

养3天即成。

[0048] 液体试管和液体三角瓶种子培养的培养基制备方法为：将大米浸泡后蒸饭，按米

饭与水的质量比1：2加入水，将温度降至60℃，按70～140单位/克米饭加入糖化酶，搅拌均

匀，在58～60℃下保温糖化4～6小时，期间每小时搅拌一次，过滤，调整糖度为12～130Bx，

用乳酸调整pH为3.8～4.1，装入25×200mm试管和3000亳升三角瓶中，装量分别为25亳升和

2000毫升，包扎后于115℃灭菌30分钟，冷却至常温备用。

[0049] 液体试管和液体三角瓶种子制备方法为：在上述液体试管中接种试管斜面菌种，

于28～30℃下培养24小时，然后按每一个三角瓶一支试管的接种量接入上述液体三角瓶

中，在28～30℃下培养24小时即得果酒液体酵母液。

[0050] 实施例1

[0051] 一、制备后熟青梅：将新鲜青梅去蒂，摊放于室内铺有食品级塑料膜的地面上，后

熟期间避免阳光直射，待青梅完全变黄色并略有红色时，轻轻洗净，晾干待用；

[0052] 二、制备后熟青梅浸泡酒：将食用酒精(优级)加水稀释至35％vol，按35％vol食用

酒精100Kg加上述后熟青梅50Kg、蔗糖20Kg的比例浸泡6个月，过滤分离得到后熟青梅浸泡

酒备用；所述浸泡操作，要先放食用酒精和蔗糖，然后放青梅，以起到缓冲作用，防止后熟青

梅破碎；

[0053] 三、制备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将食用酒精(优级)加水稀释至30％vol，按30％vol

食用酒精100Kg加干牛蒡根片6Kg、枸杞4Kg、干山楂片20Kg的比例浸泡10天，分离得到牛蒡

枸杞山楂浸泡液备用，牛蒡、枸杞和山楂残渣用于与后熟青梅一起发酵制后熟青梅发酵酒；

[0054] 四、制备后熟青梅发酵酒：将上述后熟青梅破碎、去核，按后熟青梅质量的30％‑

35％加入牛蒡枸杞山楂残渣，打浆，按后熟青梅：水的质量比1：1.6加入水，搅拌均匀，按每

千克后熟青梅加入90mg酶活为30000U/g的果胶酶，酶解4‑5小时，用蔗糖将果浆糖度调整至

20％，然后用碳酸钙调整pH至3.8‑4.0；接种，按调配后果浆质量百分比1.5％接种果酒酵母

液体培养液，在22‑25℃发酵4天后，在1天内降温至15℃，再在13‑15℃发酵10‑12天，然后进

行渣汁分离，得到发酵原酒，按发酵原酒：食用酒精(优级)的质量比10：2加入食用酒精(优

级)，得后熟发酵青梅酒备用；

[0055] 五、勾兑：将上述制得的后熟青梅浸泡酒、后熟青梅发酵酒、牛蒡枸杞山楂浸泡液

和水、食用酒精(优级)按照下列配方进行勾兑(质量百分比)，搅拌均匀，经化验后，根据需

要补加适量食用酒精(优级)、蔗糖、苹果酸，调整到酒精度14.0％vol‑15.0％vol、总糖50‑

60g/L、总酸(以无水柠檬酸计)4.5‑5.5g/L，搅拌均匀；

[0056]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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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六、脱涩和澄清处理：按每100Kg酒加入酶活为30000u/g的果胶酶5g，搅拌均匀，24

小时后，加入明胶，搅拌15分钟，再加入皂土，再搅拌15分钟，静止24小时，过滤，灌瓶，70℃

杀菌15分钟即得到后熟青梅酒；室温存放10天后，进行感官评定、检测风味物质含量；

[0059] 所述明胶使用方法，用量为每100Kg酒加明胶4.5g，使用前，预先按1份明胶加5份

水浸泡20‑30分钟，再加95℃的热水配制成5％的浓度；

[0060] 所述皂土使用方法，用量为每100Kg酒加皂土30g，使用前，预先按1份皂土加5‑7份

水调匀，浸胀4‑6小时。

[0061] 表2实施例1所得后熟青梅酒及市售青梅酒的品评结果

[0062]

[0063] 表3实施例所得1后熟青梅酒与市售青梅酒的挥发性风味化合物比较单位：μg/L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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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对比例1后熟青梅浸泡酒的制备方法及感官评定、风味物质含量

[0067] 参照实施例1步骤(1)、(2)制备后熟青梅浸泡酒，将后熟青梅浸泡酒按质量比1：1

加水稀释，调整到酒精度14.0％vol‑15 .0％vol、总糖50‑60g/L、总酸(以无水柠檬酸计)

4.5‑5.5g/L，参照实施例1步骤(6)经脱涩和澄清处理后，过滤、杀菌。室温存放10天后，进行

感官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检测风味物质含量，结果如表5所示。

[0068] 表4

[0069]

[0070] 表5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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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表4与表2对比可知，后熟青梅浸泡酒香气浓郁，但口感醇厚性不够。

[0074] 表5与表3对比可知，后熟青梅浸泡酒中青梅特征性香气成分苯甲醛的含量高，且

萜烯类化合物含量高，萜烯类化合物既是香气成分，又具有生物活性，如香叶醇具有抗菌、

抗肿瘤和免疫调节等生物活性。

[0075] 对比例2后熟青梅发酵酒的制备方法及感官评定、风味物质含量

[0076] 参照实施例1的步骤(1)、(3)、(4)来制备后熟发酵青梅酒，将后熟青梅发酵酒按质

量比1：1加水稀释，调整到酒精度14.0％vol‑15.0％vol、总糖50‑60g/L、总酸(以无水柠檬

酸计)4.5‑5.5g/L；参照实施例1步骤(6)经脱涩和澄清处理后，过滤、杀菌，室温存放10天

后，进行感官评价、测定风味物质含量，结果分别如表6、7所示。

[0077] 表6

[0078]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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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表7

[0081] 风味物质 含量，μg/L

苯甲醛 3106.8

乙酸乙酯 1200.4

苯甲酸乙酯 210.7

已酸乙酯 393.2

庚酸乙酯 0.98

辛酸乙酯 92.7

丁酸乙酯 48.6

乙酸异戊酯 44.8

乳酸乙酯 44.2

癸酸乙酯 1795.7

琥珀酸二乙酯 17.8

壬酸乙酯 2.0

月桂酸乙酯 7.0

十四酸乙酯 3.0

十五酸乙酯 2.9

十六酸乙酯 1.5

苯乙酸乙酯 0.72

乙酸苯乙酯 130.9

芳樟醇 13.3

松油醇 38.6

香叶醇 145.6

[0082] 表6与表2对比可知，后熟青梅发酵酒口感醇厚、丰满，但香气不够浓郁。

[0083] 表7与表3对比可知，后熟青梅发酵酒中酯的含量较高，但青梅特征性香气成分苯

甲醛含量相对较低，可能由于发酵过程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挥发时带出苯甲醛造成损

失所致。此外，后熟青梅发酵酒中萜烯类化合物含量也相对较低，可能由于青梅发酵酒酒精

度较低，不能使醇溶性萜烯类化合物充分浸提。

[0084] 对比例3

[0085]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将步骤(4)制备后熟青梅发酵酒的过程中的“在22‑25℃发酵

4天后，在1天内降温至15℃，再在13‑15℃发酵10‑12天”修改为20℃恒温发酵15‑17天。其余

条件同实施例1，所得后熟青梅酒的感官品评及风味物质含量分别如表8、9所示：

[0086]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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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0088] 表9

[0089]

[0090]

[0091] 表8与表6对比可知，变温发酵使后熟青梅发酵酒的感官品质明显提高。

[0092] 表9与表7对比可知，采用恒温发酵制成的后熟青梅发酵酒中香气成分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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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由于后期低温发酵有利于酵母产酯及后期20℃高温发酵造成香气物质挥发损失。

[0093] 对比例4

[0094] 以实施例1为基础，将步骤(5)勾兑时的配方根据表10进行调整，所得青梅酒的感

官品评如表10所示。

[0095] 表10

[0096]

[0097]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此技

术的人，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都可做各种的改动与修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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