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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酿酒工艺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枸

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该酿造方法，包括：(1)浸

提；(2)调浆；(3)酒精发酵；(4)分离；(5)一次调

配；(6)酶处理；(7)分离过滤；(8)二次调配；(9)

复合下胶；(10)粗滤、冷冻、精滤、灌装和杀菌，获

得枸杞预调酒。本发明，采用发酵和勾兑结合的

工艺所酿造的枸杞预调酒，酒体呈金黄色，酒精

度低，具有浓郁的枸杞干果香味，口感酸甜适口，

营养价值丰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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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浸提：混合枸杞干果和水，保温，抽取汁液，获得枸杞汁；

(2)调浆：加入橡木片、白砂糖、柠檬酸和偏重亚硫酸钾，获得枸杞醪液；

(3)酒精发酵：加入果胶酶、活性酿酒干酵母进行酒精发酵；

(4)分离：酒精发酵完成后，将酒液与酒脚进行分离；

(5)一次调配：用食用酒精将酒液的酒精度调至13％～16％；

(6)酶处理：在酒液中加入酶制剂，静置；

(7)分离过滤：将酒液进行分离，获得上清液；

(8)二次调配：用步骤(1)获得的枸杞汁将步骤(7)获得的上清液的酒精度调为2％～

8％，再加入白砂糖、柠檬酸和木糖醇；

(9)复合下胶：加入明胶和皂土，静置；

(10)再依次进行粗滤、冷冻、精滤、灌装和杀菌，获得枸杞预调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的调浆

过程，具体为：按照1.0kg/吨的用量在枸杞汁中加入法国中度烘烤橡木片，再用白砂糖将糖

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200g/L～240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石酸计为3.2g/L～

4.4g/L，再加入偏重亚硫酸钾使枸杞汁中SO2的浓度达到30±10ppm，获得枸杞醪液。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的酒精

发酵过程，具体为：待枸杞醪液的温度降至37℃～40℃时，加入30ppm的果胶酶，再加入活性

酿酒干酵母，在18℃～22℃之间进行酒精发酵，当还原糖降至4g/L以下时，酒精发酵结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的酶处

理过程，具体为：将酒液加热至55℃～58℃，并加入酶制剂，静置10～15天；所述酶制剂包括

果胶酶和果汁复合酶，所述果胶酶的用量为0.03g/L，所述果汁复合酶的用量为1.5g/L。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的二次

调配过程中，用白砂糖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12g/L～25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

酒石酸计为2.8g/L～4.0g/L。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9)的复合

下胶过程中，明胶的用量为0.06g/L，皂土的用量为1.0g/L。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的浸提

过程中，枸杞干果和水的料液比为1:(6～12)，保温时间为30min。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0)的冷冻

过程中，冷冻温度为-3℃～1℃，冷冻时间为10～15天。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0)的精滤

过程中，先用0.45μm的纸板进行过滤，再用0.22μm的微孔膜进行过滤。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0)的杀

菌过程中，使用巴氏杀菌，杀菌温度为68℃～72℃，杀菌时间为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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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酿酒工艺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枸杞是茄科枸杞属(Lycium)多分枝灌木植物，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春采

枸杞叶，名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因此，枸杞全

身都具有药用及食用价值，是药食两用类原料，具备较高的营养价值和医疗保健作用，已被

广泛用在食品工业中。

[0003] 近年来，枸杞作为药食兼用的名贵资源已被国内外学者所瞩目，通过现代医学理

论和仪器方法研究了枸杞的化学成分及功能因子。研究结果表明，枸杞不仅营养丰富，而且

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与药理功能；传统医学已经证明宁夏枸杞具有滋肝明目、清肺补肾的功

效，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宁夏枸杞具备抗氧化、抗肿瘤、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软化血

管、降低血脂等功效；另外，2005版《中华药典》中明确指出入药枸杞为宁夏产宁夏枸杞。

[0004] 预调酒作为配制酒的一种，属于相对新兴的品类。迄今为止，预调酒在中国并没有

专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6月25日发布的饮

料酒分类标准(GB17204)，配制酒的定义是：“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

食用或药食两用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进行调配、混合或再加工制成的、已改变了其原酒基

风格的饮料酒。”

[0005] 目前，在我国酒类市场中，以枸杞为原料酿造的果酒以及枸杞配伍其他食材酿造

的露酒已很常见，但由于酿造原料及生产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还未见到以枸杞为原料酿造

的枸杞预调酒；而枸杞预调酒是符合当今酒类消费所倡导的以低酒精度取代高酒精度、果

酒取代粮食酒的潮流。因而，在酿酒加工领域，需要提供一种精细化的操作，利用药食同源

的枸杞为原料，酿造一款枸杞预调酒，将枸杞的营养成分充分提取，并保证产品的健康价

值。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以枸杞干果为原料，获得枸

杞预调酒具备酒精度低、营养价值高的特性，风味更加独特。

[0007]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浸提：混合枸杞干果和水，在80℃下保温，抽取汁液，获得枸杞汁；

[0010] (2)调浆：加入橡木片、白砂糖、柠檬酸和偏重亚硫酸钾，获得枸杞醪液；

[0011] (3)酒精发酵：加入果胶酶、活性酿酒干酵母进行酒精发酵；

[0012] (4)分离：酒精发酵完成后，将酒液与酒脚进行分离；

[0013] (5)一次调配：用食用酒精将酒液的酒精度调至13％～16％；

[0014] (6)酶处理：在酒液中加入酶制剂，静置；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09468195 A

3



[0015] (7)分离过滤：将酒液进行分离，获得上清液；

[0016] (8)二次调配：用步骤(1)获得的枸杞汁将步骤(7)获得的上清液的酒精度调为2％

～8％，再加入白砂糖、柠檬酸和木糖醇；

[0017] (9)复合下胶：加入明胶和皂土，静置；

[0018] (10)再依次进行粗滤、冷冻、精滤、灌装和杀菌，获得枸杞预调酒。

[0019] 进一步的，步骤(2)的调浆过程，具体为：按照1.0kg/吨的用量在枸杞汁中加入法

国中度烘烤橡木片，再用白砂糖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200g/L～240g/L，用柠檬酸将滴

定酸调至以酒石酸计为3.2g/L～4.4g/L，再加入偏重亚硫酸钾使枸杞汁中SO2的浓度达到

30±10ppm，获得枸杞醪液。

[0020] 进一步的，步骤(3)的酒精发酵过程，具体为：待枸杞醪液的温度降至37℃～40℃

时，加入30ppm的果胶酶，再加入活性酿酒干酵母，在18℃～22℃之间进行酒精发酵，当还原

糖降至4g/L以下时，酒精发酵结束。

[0021] 进一步的，步骤(6)的酶处理过程，具体为：将酒液加热至55℃～58℃，并加入酶制

剂，搅拌均匀后转罐静置10～15天；其中，酶制剂包括果胶酶和果汁复合酶，果胶酶的用量

为0.03g/L，果汁复合酶的用量为1.5g/L。

[0022] 进一步的，步骤(8)的二次调配过程中，用白砂糖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12g/L

～25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石酸计为2.8g/L～4.0g/L。

[0023] 进一步的，步骤(9)的复合下胶过程中，明胶的用量为0.06g/L，皂土的用量为

1.0g/L。

[0024] 进一步的，步骤(1)的浸提过程中，枸杞干果和水的料液比为1:(6～12)，保温时间

为30min。

[0025] 进一步的，步骤(10)中，冷冻时，冷冻温度为-3℃～1℃，冷冻时间为10～15天；精

滤时，先用0.45μm的纸板进行过滤，再用0.22μm的微孔膜进行过滤；杀菌时，使用巴氏杀菌，

杀菌温度为68℃～72℃，杀菌时间为30min。

[0026] 本发明枸杞预调酒酿造方法的有益效果为，依据经济性和适用性的原则，提供一

种科学而便于操作的酿造工艺；采用发酵和勾兑结合的工艺所酿造的枸杞预调酒，酒体呈

金黄色，酒精度低，具有浓郁的枸杞干果香味、醇厚的醇香，口感酸甜适口、风格独特，不添

加色素、香精香料，营养价值丰富；该枸杞预调酒既有枸杞的清香和健康，又有酒精的刺激

和酷爽，既有顺滑的口感，又有悠长的回味，将健康、口感、爽快的感觉融为一体，深受消费

者喜欢；枸杞预调酒符合当今酒类消费所倡导的以低酒精度取代高酒精度、果酒取代粮食

酒的潮流，是一款集天然、营养、滋补于一体的高品位功能性保健饮品，具有巨大的经济价

值和市场潜力；开发枸杞预调酒可促进本地区枸杞的深加工，为合理利用丰富的枸杞资源

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可充分利用当地农副产品资源，提高广大果农的经济效益，帮助农

民致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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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包括如下工艺步骤：

[0030] (1)筛选：枸杞选用宁夏中宁枸杞干果，并按照GB/T  18672进行验收，要求质量等

级高于甲级标准；

[0031] (2)拣选、清洗：对选用的枸杞干果进行挑拣，用纯净水漂洗两遍后备用，清洗的目

的是去除原料表面附着的灰尘、泥土、残留农药；

[0032] (3)复水浸提：使用提取罐分三遍提取枸杞汁，三遍提取的料液比依次为1:8、1:7、

1:6，具体过程为，将枸杞干果和水投入提取罐中，并在80℃下保温30min后，抽取汁液，完成

一次提取处理；当三遍提取结束后，将三遍提取所获得的汁液混合，获得枸杞汁；

[0033] (4)调浆：按照1.0kg/吨的用量在枸杞汁中加入法国中度烘烤橡木片，再用白砂糖

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210g/L～220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石酸计为3.6g/L～

4.0g/L，再加入偏重亚硫酸钾使枸杞汁中SO2的浓度达到30±10ppm，获得枸杞醪液；

[0034] (5)酒精发酵：泵入罐容70％～80％的枸杞醪液，待温度降至37℃～40℃时，加入

30ppm的果胶酶循环均匀，再加入活性酿酒干酵母，将温度控制在18℃～22℃之间进行酒精

发酵；在发酵期间，每天进行三次开放循环，并进行循环倒罐处理，循环倒罐的时间为

40min；当还原糖降至4g/L以下时，酒精发酵结束；

[0035] (6)分离：酒精发酵完成后，将酒液与酒脚进行分离；

[0036] (7)一次调配：用浓度为95％的食用酒精将酒液的酒精度调至15％；

[0037] (8)酶处理：将酒液加热至55℃～58℃，并加入酶制剂，搅拌均匀后转罐静置10～

15天；其中，酶制剂包括果胶酶和果汁复合酶，果胶酶的用量为0.03g/L，果汁复合酶的用量

为1.5g/L，加入酶制剂的目的是用于分解大分子物质，使酒体澄清；

[0038] (9)分离过滤：将经过酶处理后的酒液进行分离，获得上清液，并将罐底的酒体用

硅藻土过滤机进行过滤；

[0039] (10)二次调配：用步骤(3)获得的枸杞汁将步骤(9)获得的上清液的酒精度调为

4％～6％，用白砂糖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20g/L～25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

石酸计为3.6g/L～4.0g/L，用木糖醇调口感；

[0040] (11)复合下胶：依次加入明胶和皂土并循环搅拌均匀，在常温下澄清、静置10～15

天，其中，明胶的用量为0.06g/L，皂土的用量为1.0g/L；

[0041] (12)粗滤：用硅藻土进行过滤；

[0042] (13)冷冻：在-2℃～0℃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冷处理10～15天，以促使不稳定成分在

低温条件下析出；

[0043] (14)精滤：在同温条件下使用0.45μm的纸板进行过滤，主要过滤冷冻过程中，溶解

度随温度降低而析出的不稳定成分；再用0.22μm的微孔膜过滤，除去酵母、细菌等微生物；

[0044] (15)灌装：装瓶或装入销售容器并进行封口；

[0045] (16)杀菌：进行巴氏杀菌，杀菌温度为68℃～72℃，杀菌时间为30min，获得枸杞预

调酒。

[0046] 实施例2

[0047] 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包括如下工艺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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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1)筛选：枸杞选用宁夏中宁枸杞干果，并按照GB/T  18672进行验收，要求质量等

级高于甲级标准；

[0049] (2)拣选、清洗：对选用的枸杞干果进行挑拣，用纯净水漂洗两遍后备用，清洗的目

的是去除原料表面附着的灰尘、泥土、残留农药；

[0050] (3)复水浸提：使用提取罐分三遍提取枸杞汁，三遍提取的料液比依次为1:10、1:

8、1:6，具体过程为，将枸杞干果和水投入提取罐中，并在80℃下保温30min后，抽取汁液，完

成一次提取处理；当三遍提取结束后，将三遍提取所获得的汁液混合，获得枸杞汁；

[0051] (4)调浆：按照1.0kg/吨的用量在枸杞汁中加入法国中度烘烤橡木片，再用白砂糖

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230g/L～240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石酸计为4.0g/L～

4.4g/L，再加入偏重亚硫酸钾使枸杞汁中SO2的浓度达到30±10ppm，获得枸杞醪液；

[0052] (5)酒精发酵：泵入罐容70％～80％的枸杞醪液，待温度降至37℃～40℃时，加入

30ppm的果胶酶循环均匀，再加入活性酿酒干酵母，将温度控制在18℃～22℃之间进行酒精

发酵；在发酵期间，每天进行三次开放循环，并进行循环倒罐处理，循环倒罐的时间为

40min；当还原糖降至4g/L以下时，酒精发酵结束；

[0053] (6)分离：酒精发酵完成后，将酒液与酒脚进行分离；

[0054] (7)一次调配：用浓度为95％的食用酒精将酒液的酒精度调至16％；

[0055] (8)酶处理：将酒液加热至55℃～58℃，并加入酶制剂，搅拌均匀后转罐静置10～

15天；其中，酶制剂包括果胶酶和果汁复合酶，果胶酶的用量为0.03g/L，果汁复合酶的用量

为1.5g/L，加入酶制剂的目的是用于分解大分子物质，使酒体澄清；

[0056] (9)分离过滤：将经过酶处理后的酒液进行分离，获得上清液，并将罐底的酒体用

硅藻土过滤机进行过滤；

[0057] (10)二次调配：用步骤(3)获得的枸杞汁将步骤(9)获得的上清液的酒精度调为

6％～8％，用白砂糖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15g/L～20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

石酸计为3.2g/L～3.6g/L，用木糖醇调口感；

[0058] (11)复合下胶：依次加入明胶和皂土并循环搅拌均匀，在常温下澄清、静置10～15

天，其中，明胶的用量为0.06g/L，皂土的用量为1.0g/L；

[0059] (12)粗滤：用硅藻土进行过滤；

[0060] (13)冷冻：在-3℃～-1℃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冷处理10～15天，以促使不稳定成分

在低温条件下析出；

[0061] (14)精滤：在同温条件下使用0.45μm的纸板进行过滤，主要过滤冷冻过程中，溶解

度随温度降低而析出的不稳定成分；再用0.22μm的微孔膜过滤，除去酵母、细菌等微生物；

[0062] (15)灌装：装瓶或装入销售容器并进行封口；

[0063] (16)杀菌：进行巴氏杀菌，杀菌温度为68℃～72℃，杀菌时间为30min，获得枸杞预

调酒。

[0064] 实施例3

[0065] 一种枸杞预调酒的酿造方法，包括如下工艺步骤：

[0066] (1)筛选：枸杞选用宁夏中宁枸杞干果，并按照GB/T  18672进行验收，要求质量等

级高于甲级标准；

[0067] (2)拣选、清洗：对选用的枸杞干果进行挑拣，用纯净水漂洗两遍后备用，清洗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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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去除原料表面附着的灰尘、泥土、残留农药；

[0068] (3)复水浸提：使用提取罐分三遍提取枸杞汁，三遍提取的料液比依次为1:12、1:

10、1:8，具体过程为，将枸杞干果和水投入提取罐中，并在80℃下保温30min后，抽取汁液，

完成一次提取处理；当三遍提取结束后，将三遍提取所获得的汁液混合，获得枸杞汁；

[0069] (4)调浆：按照1.0kg/吨的用量在枸杞汁中加入法国中度烘烤橡木片，再用白砂糖

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200g/L～210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石酸计为3.2g/L～

3.6g/L，再加入偏重亚硫酸钾使枸杞汁中SO2的浓度达到30±10ppm，获得枸杞醪液；

[0070] (5)酒精发酵：泵入罐容70％～80％的枸杞醪液，待温度降至37℃～40℃时，加入

30ppm的果胶酶循环均匀，再加入活性酿酒干酵母，将温度控制在18℃～22℃之间进行酒精

发酵；在发酵期间，每天进行三次开放循环，并进行循环倒罐处理，循环倒罐的时间为

40min；当还原糖降至4g/L以下时，酒精发酵结束；

[0071] (6)分离：酒精发酵完成后，将酒液与酒脚进行分离；

[0072] (7)一次调配：用浓度为95％的食用酒精将酒液的酒精度调至13％；

[0073] (8)酶处理：将酒液加热至55℃～58℃，并加入酶制剂，搅拌均匀后转罐静置10～

15天；其中，酶制剂包括果胶酶和果汁复合酶，果胶酶的用量为0.03g/L，果汁复合酶的用量

为1.5g/L，加入酶制剂的目的是用于分解大分子物质，使酒体澄清；

[0074] (9)分离过滤：将经过酶处理后的酒液进行分离，获得上清液，并将罐底的酒体用

硅藻土过滤机进行过滤；

[0075] (10)二次调配：用步骤(3)获得的枸杞汁将步骤(9)获得的上清液的酒精度调为

2％～4％，用白砂糖将糖度调至以葡萄糖计为12g/L～16g/L，用柠檬酸将滴定酸调至以酒

石酸计为2.8g/L～3.2g/L，用木糖醇调口感；

[0076] (11)复合下胶：依次加入明胶和皂土并循环搅拌均匀，在常温下澄清、静置10～15

天，其中，明胶的用量为0.06g/L，皂土的用量为1.0g/L；

[0077] (12)粗滤：用硅藻土进行过滤；

[0078] (13)冷冻：在-1℃～1℃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冷处理10～15天，以促使不稳定成分在

低温条件下析出；

[0079] (14)精滤：在同温条件下使用0.45μm的纸板进行过滤，主要过滤冷冻过程中，溶解

度随温度降低而析出的不稳定成分；再用0.22μm的微孔膜过滤，除去酵母、细菌等微生物；

[0080] (15)灌装：装瓶或装入销售容器并进行封口；

[0081] (16)杀菌：进行巴氏杀菌，杀菌温度为68℃～72℃，杀菌时间为30min，获得枸杞预

调酒。

[0082] 实施例4

[0083] 采用实施例1至实施例3的酿造方法所制得的枸杞预调酒的理化检验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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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0086] 采用实施例1至实施例3的酿造方法所制得的枸杞预调酒，与现有其他预调酒相

比，酒体自身呈金黄色，没有添加任何色素；酒体自身香气浓郁，具有枸杞干果的香气，且没

有添加其他香精香料；酒体糖酸比协调，酸甜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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