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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红枣枸杞保健酒的制备

方法，它是以红枣和枸杞为原料，以经紫外诱变

改良优化的ZGJ-1菌株(ZL2012 1 0561882.X)为

发酵菌株，进行全汁发酵，配以优化的发酵工艺

参数制备出高品质枸杞红枣保健酒。该款保健酒

具备：低酒度、高营养、口感好、有效活性成分含

量高等显著性特征。改良的专利菌株ZGJ-1的发

酵能力强、发酵特性好、发酵所得果酒品质优，且

酒体澄清透明、色泽棕红，具有红枣枸杞的典型

风味。利用改良专利菌株ZGJ-1酿造的红枣枸杞

保健酒，品质良好，保健功能显著，已展现出良好

的利用潜力。此发明将为果农在红枣等深加工方

面打开一条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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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枣枸杞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为：

1)、对ZGJ-1专利菌株(ZL2012  1  0561882.X)紫外诱变改良和优化

(1)菌株扩培：取出保藏的ZGJ-1专利菌株进行扩培，制成菌悬液；

(2)紫外线诱变处理：将稀释的菌悬液5mL置于培养皿，紫外灯功率为20W，照射距离为

30cm，紫外线照射15min，致死率达到98.3％以上；

(3)发酵力测定：将紫外照射15min的菌株进一步培养，用豆芽汁培养基，25℃条件下培

养12d，采用失重法测定发酵力，总发酵力达到8.437g/50mL，挑取性状优良、发酵能力强的

酵母菌继续扩培，并稀释为(1.5-2.0)×108个/mL的菌液，作为发酵菌种液备用；

所述豆芽汁培养基为黄豆芽20克(掐头去尾)，加水200mL，煮沸半小时，纱布将汁过滤

于三角瓶中，加10g葡萄糖，补水至200mL，制成培养液，高压蒸汽灭菌；

2)、酿造工艺流程：红枣枸杞挑选→清洗→去核→榨汁→过滤→果胶酶澄清→调配酸

度、糖度→杀菌→接种→前酵→主酵→陈酿→澄清→过滤→杀菌→成品酒液；

3)、发酵底物的制备：

挑选质量好的市售红枣、枸杞按照1:6或者1:8比例添加(55-65)℃热水浸泡1小时，用

粉碎机破碎，按料水比为1:6或者1:8补水搅拌成料浆，加入0.01-0.02％的果胶酶静置澄清

处理24小时；取出澄清的上清液，调整酸度至pH(3.0-4.0)，调整糖度(SSC)至20％，作为发

酵底物；

4)、接种：将第3步骤调配完毕的发酵底物置于发酵瓶内95℃灭菌15min，再冷却至常

温，添加偏重亚硫酸钾100mg/L，再将第1步骤制备的发酵菌种液按照发酵底物的0.2％进行

接种，然后发酵瓶盖密封口放入28℃恒温箱静置培养；

5)、前酵：前酵时间约4-6天，以糖度的下降量监测发酵的进程；

6)、主酵：将温度提高至(25-30)℃进一步发酵，当糖度(以葡萄糖计，g/L)降至为5.0，

即可终止发酵，得到红枣枸杞保健酒：酸度(以柠檬酸计，g/L)为6.5，酒度(％vol)为12，符

合果酒国标要求；

7)、陈酿：主酵结束后，通过倒酒除去沉淀，于5℃条件下陈酿3个月；

8)、澄清、过滤、杀菌：将陈酿的酒分离得到酒脚，加入适量皂土进行澄清过滤，再于75

℃条件下灭菌30min，得到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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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枣枸杞保健酒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品质红枣枸杞保健酒的工艺研发，属于生物工程与食品科学领

域。

技术背景：

[0002]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蔬果生产国,而蔬果深加工业却一直很薄弱。以蔬果为原料

经过发酵制备低度饮料酒，富含糖、有机酸、酯类及多种维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具有增强

免疫功能的SOD。蔬果汁中的主要成分是糖类，酵母菌则是以糖类物质为基质进行发酵，生

成酒精和一定量的香味物质。所以优良性能的酵母菌株是酿造果酒的关键因素之一，酵母

性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所酿果酒的口感和风味，决定果酒品质的优劣。

[0003] 自古以来被列为五果之一的红枣，保健价值很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其红枣的

维生素含量高，连续吃红枣的病人恢复病情的速度要比单纯吃维生素药剂的病人快三倍，

另外红枣还具有健脾益胃、补气养血和缓和药性的功效。

[0004] 枸杞具有更多的保健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枸杞子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多

种维生素和钙、铁等能起到健康眼睛的营养物质，有明目功效，此外它还具有提高免疫力、

防癌症、抗疲劳、增强记忆力、增强人体造血功能、延缓衰老等多种作用。

[0005] 传统枸杞酒配制方法是直接用枸杞加白酒浸泡而成，但往往这种酒体不丰满，口

感清淡，透明度差，枸杞中的有效成分不能充分利用，且枸杞中的功能营养成分如多糖、类

胡萝卜素等均难溶于酒中，不能被人体吸收。

[0006] 近年来也有人研究利用枸杞发酵制酒，如中国专利局公开的ZL  02142889.1“枸杞

酒的生产方法”，该专利是用破碎后的鲜枸杞为原料，先将枸杞由BM45酵母菌发酵而得发酵

酒，再将干枸杞、红枣、甘草与水配比，提取精提液；最后将枸杞发酵酒与提取精提液混合调

配、热处理后静置陈酿，获得成品红枣枸杞酒。它是属于典型配制工艺，不论从产酒色泽、产

酒中有效活性成分含量，还是从发酵速度等各方面来看，均没有体现出酿酒菌株品质优良

的特性。

[0007] 如何进一步提高红枣枸杞酒的色泽、提高有效活性成分含量，增加保健效果，是急

需解决的生产工艺问题。本发明则是以市售大枣和枸杞为原料，以发酵力和发酵原酒品质

作为指标，以经紫外诱变进行改良优化的ZGJ-1专利菌株(ZL2012  1  0561882.X)进行全汁

发酵，生产出一种高品质枸杞红枣保健酒，该款保健酒具备：低酒度、高营养、口感好、有效

活性成分含量高等显著性特征。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红枣枸杞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它是以红枣和枸杞为原料，以经

紫外诱变改良优化的ZGJ-1菌株(ZL2012  1  0561882.X)为发酵菌株，进行全汁发酵，配以优

化的发酵工艺参数制备出高品质枸杞红枣保健酒。

[0009] 本发明高品质红枣枸杞保健酒酿造工艺是这样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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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具体步骤为1、对ZGJ-1专利菌株(ZL2012  1  0561882.X)紫外诱变改良和优化

[0011] (1)菌株扩培：取出保藏的ZGJ-1专利菌株进行扩培，制成菌悬液；

[0012] (2)紫外线诱变处理：将稀释的菌悬液5mL置于培养皿，紫外灯功率为20W，照射距

离为30cm，紫外线照射15min，致死率达到98.3％以上；

[0013] (3)发酵力测定：将紫外照射15min的菌株进一步培养，用豆芽汁培养基，25℃条件

下培养12d，采用失重法测定发酵力，总发酵力达到8.437g/50mL。挑取性状优良、发酵能力

强的酵母菌继续扩培，并稀释为(1.5-2.0)×108个/mL的菌液，作为发酵菌种液备用；

[0014] 所述豆芽汁培养基为黄豆芽20克(掐头去尾)，加水200mL，煮沸半小时，纱布将汁

过滤于三角瓶中，加10g葡萄糖，补水至200mL，制成培养液，高压蒸汽灭菌；

[0015] 2、酿造工艺流程：红枣枸杞挑选→清洗→去核→榨汁→过滤→果胶酶澄清→调配

酸度、糖度→杀菌→接种→前酵→主酵→陈酿→澄清→过滤→杀菌→成品酒液；

[0016] 3、发酵底物的制备：

[0017] 挑选质量好的市售红枣、枸杞按照1:6或者1:8比例添加(55-65)℃热水浸泡1小

时，用粉碎机破碎，按料水比为1:6或者1:8补水搅拌成料浆，加入0.01-0.02％的果胶酶静

置澄清处理24小时；取出澄清的上清液，调整酸度至pH(3.0-4.0)，调整糖度(SSC)至20％，

作为发酵底物；

[0018] 4、接种：将第3步骤调配完毕的发酵底物置于发酵瓶内95℃灭菌15min，再冷却至

常温，添加偏重亚硫酸钾100mg/L，再将第1步骤制备的发酵菌种液按照发酵底物的0.2％进

行接种，然后发酵瓶盖密封口放入28℃恒温箱静置培养；

[0019] 5、前酵：前酵时间约4-6天，以糖度的下降量监测发酵的进程；

[0020] 6、主酵：将温度提高至(25-30)℃进一步发酵，当糖度(以葡萄糖计，g/L)降至为

5.0，即可终止发酵，得到红枣枸杞保健酒：酸度(以柠檬酸计，g/L)为6.5，酒度(％vol)为

12，符合果酒国标要求；

[0021] 7、陈酿：主酵结束后，通过倒酒除去沉淀，于5℃条件下陈酿3个月；

[0022] 8、澄清、过滤、杀菌：将陈酿的酒分离得到酒脚，加入适量皂土进行澄清过滤，再于

75℃条件下灭菌30min，得到成品。

[0023] 原酒液品评

[0024] 感官指标：棕红透亮，无沉淀及悬浮物，外观澄清透明，色泽鲜明，入口绵甜，饮后

红枣原味凸显，无涩感，无杂味，香气突出，余味悠长。

[0025] 理论指标：

[0026] 酒精度11％-13％(v/v)

[0027] 总糖<5g/L

[0028] 总酸6.5g/L(以柠檬酸计)

[0029] 干浸出物≧15g/L

[0030] 卫生指标：符合GB2758-2005规定。

[0031] 本发明的优点及应用前景：

[0032] 本发明以红枣和枸杞为原料，原材料的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同时以发酵力和发酵

原酒品质作为评定指标，改良的专利菌株ZGJ-1的发酵能力强、发酵特性好、发酵所得果酒

品质优，且酒体澄清透明、色泽棕红，具有红枣枸杞的典型风味。利用改良专利菌株ZGJ-1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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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红枣枸杞保健酒，品质良好，保健功能显著，已展现出良好的利用潜力。

附图说明

[0033] 图1改良酵母菌株的斜面培养

[0034] 图2发酵菌株的细胞形态(400×)

[0035] 图3陈酿中的发酵酒液

[0036] 图4澄清后的发酵原液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实施例1：实验室改良专利菌株ZGJ-1(ZL2012  1  0561882.X)的方法

[0038] 1.1培养基

[0039] (1)斜面与平板培养基(g.L-1):黄豆芽(掐头去尾)20克，加水200mL，煮沸半小时，

纱布将汁过滤于三角瓶中，加10g葡萄糖，4g琼脂，补水至200mL，制成培养液，高压蒸汽灭

菌。灭过菌培养基冷却至45℃后倒平板，凝固后待用。

[0040] (2)摇瓶筛选培养基(g.L-1):黄豆芽(掐头去尾)20克，加水200mL，煮沸半小时，纱

布将汁过滤于三角瓶中，加10g葡萄糖，补水至200mL，制成培养液，高压蒸汽灭菌。

[0041] 1.2菌悬液的制备

[0042] 取3支28℃活化培养了72h的专利菌株ZGJ-1，用30mL无菌水将菌苔洗下，并倒入装

有玻璃珠的无菌三角瓶中，充分震荡，分散细胞。将上述菌液离心(3500r，10min)弃去上清

液，再用无菌水洗涤两次，制成菌悬液。

[0043] 1.3紫外线诱变处理

[0044] (1)先预热紫外线灯：紫外灯功率为20W，照射距离为30cm，照射前开启紫外灯预热

20min，使紫外线强度稳定。

[0045] (2)加菌液：取7个灭菌培养皿，分别用记号笔标注，分别吸取5mL稀释的菌悬液于

培养皿。

[0046] (3)照射处理：将7个带菌培养皿置于距紫外灯30cm处照射，每隔3min取走1个培养

皿。另取1个做空白对照。

[0047] (4)稀释菌液及涂布平板：将7个经紫外诱变、1个未经紫外线照射的菌悬液用无菌

水稀释制备成10-1-10-6梯度，分别取10-4、10-5、10-6菌液各0.1mL涂平板，每个稀释度重复3

个平板。

[0048] (5)培养：将上述平板在28℃恒温箱培养72h。

[0049] (6)菌落计数及计算存活率和致死率：将培养好的平板取出进行菌落计数。根据平

板上的菌落数分别计算出经紫外线处理及未处理的对照菌液中活菌数及紫外线处理后菌

液的致死率。

[0050] 表1紫外线照射对酵母菌致死率的影响

[0051]

[0052] 由实验数据表明，在紫外线照射强度一致，照射距离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紫外线照

射时间的增加，菌株的致死率不断上升。一般认为：可遗传稳定性变异最可能出现在致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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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的区域内，据此，选择紫外线照射15min，致死率达到98.3％时的单个菌株进一步

优化，效果会更佳。

[0053] 1.4紫外照射15min菌株的发酵力测定

[0054] 采用失重法测定发酵力。将紫外照射15min的菌株进一步培养三代，再接入已灭菌

的豆芽汁液体培养基，25℃发酵。发酵时每24h测1次重量，培养12d，以不接菌种的豆芽汁培

养基作为空白对照。培养12d后，总发酵力达到了8.437g/50mL。同时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残

糖量有明显递减趋势，在第5天时残糖含量下降速度最快，其值为0.0059mg/mL。由残糖量和

失重量均可监测菌株的发酵能力，以此判定酵母菌优良的发酵性能。

[0055] 实施例2：改良后的酵母菌株固定化和游离状态产酒特性的比较

[0056] 2.1制备固定化材料

[0057] (1)海藻酸钠溶液2.5％(包埋剂)：称取1.0g海藻酸钠，用少量去离子水调成糊状，

再加水至40mL，适当加热溶化，分装到小烧杯10mL，0.1Mpa灭菌15min后，冷却至45℃备用。

[0058] (2)Cacl2溶液(诱导剂)50mL：称取无水氯化钙1.5g，用100mL去离子水溶解，分装

250mL锥形瓶50mL，0.1Mpa灭菌15min后，冷却备用。

[0059] 2.2发酵培养液的制备

[0060] 新鲜黄豆芽称取200g，沸水煮沸30min，冷却过滤，取豆芽汁补水至2000mL。再称取

葡萄糖10g，蛋白胨2g，酵母膏2g，七水硫酸镁0.4g，磷酸二氢钾0.4g加入到2000mL的豆芽汁

中，溶解，混匀，调整pH为5 .0，即为发酵培养液,将培养液分装于发酵瓶中，121℃灭菌

15min。

[0061] 2.3酵母细胞的固定化及发酵培养

[0062] (1)在无菌操作台中，取5mL菌液(将紫外照射15min改良纯化后的酵母菌株)加入

到冷却至45℃的海藻酸钠溶液中，混合均匀。

[0063] (2)在无菌状态下，用无菌滴管以缓慢而稳定的速度滴入50mL  1 .5％的氯化钙溶

液中，边滴边摇晃锥形瓶，即可制得直径约为3mm的凝胶珠。

[0064] (3)在氯化钙溶液中钙化30min后，将其用无菌漏勺滤出，用无菌水冲洗3次，即可

倒入装有发酵液的发酵瓶中，用保鲜膜封口，拧上发酵瓶盖，放入28℃恒温箱静置培养。

[0065] (4)在无菌情况下，用5mL无菌移液管取菌液(将紫外照射15min改良纯化后的酵母

菌株)分别加入到标注为游离状态的发酵瓶中，同样用保鲜膜封口，拧上发酵瓶盖，放入28

℃恒温箱静置培养。

[0066] 2.4酒精量及含糖量的测量

[0067] 厌氧发酵，每隔3天，将发酵液采用蒸馏装置测量酒精含量，并记录结果。

[0068] 表2固定化酵母和游离酵母产酒精能力(以体积分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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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此表说明：固定化酵母和游离酵母在发酵培养液中都能产酒精,固定化酵母很快

进入前酵时间，产酒速度明显高于游离酵母。

[0071] 2.5固定化酵母产酒能力的影响因素

[0072] 表3氯化钙浓度对固定化酵母产酒能力的影响

[0073]

[0074] 钙离子是决定海藻酸钠固定化酵母机械强度的重要因素，随着钙离子浓度的增

加，固定化酵母的强度增加，而海藻酸钠的浓度没变，凝胶的渗透性能没变。因此，从表3可

以看出，选用2％海藻酸钠和4％的氯化钙形成的凝胶固定化效果更好。

[0075] 表4酵母固定化数量对产酒能力的影响

[0076]

[0077] 由表4可以看出,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相同体积的包埋液，凝胶数越多，发酵所产

酒精的能力越大。

[0078] 实施例3：经紫外诱变改良优化的ZGJ-1菌株酿造红枣枸杞保健酒的制备方法

[0079] 3.1工艺流程：红枣枸杞挑选→清洗→去核→榨汁→过滤→果胶酶澄清→调配酸

度、糖度→杀菌→接种→前酵→主酵→陈酿→澄清→过滤→杀菌→成品酒液

[0080] 3.2具体步骤

[0081] 1)发酵底物的制备：

[0082] 红枣：市售新疆大枣一级品，剔除霉烂、变质、焦糖化的干枣。

[0083] 枸杞：粒大饱满，颜色正常，无虫害、霉变，禁用硫磺熏蒸的枸杞。

[0084] 将红枣、枸杞按照1:6或者1:8比例添加(55-65)℃热水浸泡1小时，用粉碎机破碎

打浆。

[0085] 2)发酵物的组成配方：红枣枸杞比1：6或者1:8、料水比为1:6或者1:8。

[0086] 3)果胶酶澄清：果胶酶是一类含有多种组合的复合酶类,当其作用植物细胞壁中

的果胶时，植物的细胞壁会破裂，细胞的内容物会流出，果汁的流动性会增加，其表现为果

汁粘度会降低。当果胶酶添加量为(0.01-0.02)％时，静置处理(12-24)小时，它的粘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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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糖度为10，由此可判定，在这种条件下红枣枸杞汁的澄清效果最好。

[0087] 4)调整酸度、糖度：将澄清的上清液取出，测定酸度、糖度，分别用蔗糖和柠檬酸调

整糖度至可溶性固形物(SSC)为20％，酸度调整至pH(3.0-4.0)。

[0088] 5)接种：将调配完毕的红枣枸杞汁保持95℃状态灭菌15min，灭菌后冷却至常温，

添加偏重亚硫酸钾100mg/L，再将经紫外诱变改良优化的菌株ZGJ-1按照0.2％含量进行接

种到已灭菌的全汁红枣枸杞液中，用保鲜膜封口，拧上发酵瓶盖，放入28℃恒温箱静置培

养。

[0089] 6)前酵：发酵液初始糖度20％，pH为3.0-4.0，SO2添加量为100mg/L，温度保持15-

20℃、接种量0.2％、装液量90ml/(500ml发酵瓶)情况下进行发酵，前酵时间约4-6天。

[0090] 7)主酵：将温度提高至(25-30)℃进一步发酵，当糖度(以葡萄糖计，g/L)降至为

5.0，即可终止发酵，得到红枣枸杞保健酒：酸度(以柠檬酸计，g/L)为6.5，酒度(％vol)为12

(若发酵液继续保温发酵3d，酒度最高可达到18)，符合果酒国标要求。

[0091] 8)陈酿：主酵结束后，通过倒酒，进行底部大量的沉淀与汁液分离。将全汁发酵保

健酒盛放于小型发酵瓶(100ml)中，于5℃条件下陈酿3个月，观察酒的色泽在不断变化，随

着陈酿时间延长色泽更柔和。

[0092] 9)澄清、过滤、杀菌：将陈酿的酒分离得到酒脚，加入适量皂土进行澄清过滤，再于

75℃条件下灭菌30min，得到成品。

[0093] 10)原酒液品评

[0094] 经抽查50名学生分成5组品评：

[0095] 感官指标：棕红透亮，无沉淀及悬浮物，外观澄清透明，色泽鲜明，入口绵甜，饮后

红枣原味凸显，无涩感，无杂味，香气突出，余味悠长。

[0096] 理论指标：

[0097] 酒精度11％-13％(v/v)

[0098] 总糖<5g/L

[0099] 总酸6.5g/L(以柠檬酸计)

[0100] 干浸出物≧15g/L

[0101] 卫生指标：符合GB2758-200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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