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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是关于一种蓝莓白酒及其制备方法，

所述蓝莓白酒采用蓝莓、粮食两种原料通过三次

发酵制成。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粮食

发酵酿成白酒；将蓝莓发酵成蓝莓酒；将粮食白

酒和蓝莓酒融合进行第三次发酵。本发明摆脱了

传统工艺，不使用勾兑技术或添加其他物质，尽

量保持粮食蓝莓的原有成份，为消费者提供了一

种绿色健康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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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蓝莓白酒，其特征在于，所述蓝莓白酒采用蓝莓、粮食两种原料通过三次发酵制

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蓝莓白酒，其特征在于，所述蓝莓为东北林区大兴安岭山中天然

的野生蓝莓；所述粮食选自高粱、玉米、大米或小米中的一种；所述蓝莓和粮食的重量比例

为2：7～5：7。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蓝莓白酒，其特征在于，所述蓝莓白酒的感官指标为紫红色含有

蓝莓果香味、呈现蓝莓本色、酒体柔和、口感醇厚；理化指标为酒精度18％～68％(V/V)。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蓝莓白酒，其特征在于，所述三次发酵包括粮食发酵、蓝莓发酵

及粮食酒与蓝莓酒的混合发酵；所述粮食酒与蓝莓酒按重量计的混合比例为7：2～7：5。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蓝莓白酒，其特征在于，当粮食酒与蓝莓酒的比例为7：2时，所述

蓝莓白酒为高度酒，酒精度为41％～68％(V/V)。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蓝莓白酒，其特征在于，当粮食酒与蓝莓酒的比例为7：5时，所述

蓝莓白酒为低度酒，酒精度为18％～40％(V/V)。

7.一种蓝莓白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粮食发酵酿成白酒；

2)将蓝莓发酵成蓝莓酒；

3)将粮食白酒和蓝莓酒融合进行第三次发酵。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将粮食发酵酿成白酒具体包

括：

S11.原料粉碎：将粮食原料粉碎至通过20孔筛者占60％以上；

S12.配料：将步骤S11粉碎后的粮食原料、与蓝莓叶、辅料及水混合均匀，其中所述粮食

原料、辅料、蓝莓叶及水的重量比例为7:2:1：(5-5.5)；

S13.蒸煮糊化：将步骤S12得到的混合料置于蒸锅内于常压下蒸制20～30分钟，加入混

合料重量20～25％的香醅，继续蒸制20～30分钟；

S14.冷却：将步骤S13得到的糊化料，用扬渣或晾渣的方法，使之迅速冷却，并达到微生

物适宜生长的温度，若气温在5～10℃时，品温应降至30～32℃，若气温在10～15℃时，品温

应降至25～28℃；

S15.拌醅：扬渣或晾渣之后，同时加入酒曲和酒母拌醅，并在拌醅时加入水；所述酒曲

的用量为总投料量的8～10wt％，酒母用量为总投料量的4～6wt％，控制入发酵池时醅的水

分含量为58～62％，所述总投料包括粮食原料、辅料及蓝莓叶；

S16.入窖发酵：将步骤S15得到的拌醅料加入发酵池，密封发酵3～5天，当窖内品温上

升至36～37℃时，结束发酵；

S17.蒸酒：将步骤S16发酵得到的原料轻松缓匀撒在蒸馏酒的锅内，封口，用大火烧开，

出酒稳定后请改用中火出酒，再经冷却即得到白酒。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将蓝莓发酵成蓝莓酒具体包

括：

S21.采摘蓝莓果实；

S22.筛选除杂；

S23.榨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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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4 .发酵用水预处理：先通过离子交换器进行水软化，然后用砂棒过滤器或活性碳过

滤器进行水过滤，以达到PH值为7，总硬度在8度以下，大肠杆菌不得检出；

S25.发酵：将榨汁所得蓝莓汁液投入发酵罐中，再加入4～9倍蓝莓汁液重量的水，加盖

封闭，发酵时间为2～3个月；其中第一步发酵时温度控制在零上12～16℃，时间为1～2个

月；第二步发酵时温度控制零上19～21℃，时间为1个月；

S25.杀菌：将上述步骤S25所得果酒在85℃～95℃杀菌25～30分钟。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将粮食白酒和蓝莓酒融合进

行第三次发酵具体包括：

S31.将重量比例为7：2～7：5的粮食酒与蓝莓酒分别投入米勒板发酵罐中进行发酵，温

度控制在17～25℃之间，时间为5～7天；

S32.将步骤S31发酵得到的酒液换入下一个米勒板发酵罐内，降低酒的温度至12°～

15°，1～2月后，发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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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蓝莓白酒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白酒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来说，涉及一种蓝莓白酒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果酒制作工艺有很多，如公开号为CN104293624A的《一种蓝莓白酒及其制备

方法》，其首先将蓝莓果实预发酵；再将蓝莓渣液分离，将蓝莓渣进行密封发酵，并将经过预

发酵的蓝莓液置于锅炉中，采用通入蒸汽使得蓝莓液蒸发后，与蓝莓渣充分接触，蒸馏出蓝

莓渣和蓝莓液中的酒成份，加入红茶粉勾兑后称之为蓝莓白酒；如公开号为CN103255034A

的《一种野生蓝莓白酒及其制备方法》，其是将白酒进行蒸馏后加入蓝莓、果胶酶、酵母、皮

渣、经贮存的蒸馏酒、明胶进行混合，调配制作成蓝莓白酒。以上两个专利申请都采用蒸馏

勾兑技术，制作工艺简单，酒的颜色多为白酒色，只能称作为蓝莓勾兑白酒；另

CN103255034A添加了果胶酶、酵母、皮渣、明胶等添加剂，从而改变原材料的营养成份。

[0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规定小曲固态法白酒的定义，高度酒：酒精度41％vol～

68％vol；低度酒：酒精度18％vol～40％vol；目前发酵技术将蓝莓果发酵后达到酒精度12

度很困难，在没有粮食成份做基础，蓝莓果实发酵或蒸馏酒精度达到18度以上的高度白酒

更是不可能的。而上述两个专利申请没有涉及粮食成分，也没有粮食酒发酵的生产工艺说

明，称之为蓝莓白酒，无论在生产工艺和技术理论上都不够完善。

[0004] 由于蓝莓粮食混合发酵工艺面临诸多难点与新课题，需不断克服难题等原因致使

目前国内还没有蓝莓酒与粮食酒复合发酵的制备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蓝莓白酒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蓝莓白酒，所述蓝莓白酒采用蓝莓、粮食

两种原料通过三次发酵制成。

[0007]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所述蓝莓为东北林区大兴安岭山中天然的野生蓝莓；所述粮

食选自高粱、玉米、大米或小米中的一种。

[0008]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所述蓝莓和粮食的重量比例为2：7～5：7。

[0009]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所述蓝莓白酒的感官指标为紫红色、含有蓝莓果香味、呈现蓝

莓本色、酒体柔和、口感醇厚；理化指标为酒精度18％～68％(V/V)。

[0010]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所述三次发酵包括粮食发酵、蓝莓发酵及粮食酒与蓝莓酒的

混合发酵。

[0011]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所述粮食酒与蓝莓酒按重量计的混合比例为7：2～7：5。

[0012] 蓝莓白酒的酒精度，取决于粮食酒和蓝莓酒的重量比例。

[0013]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当粮食酒与蓝莓酒的比例为7：2时，所述蓝莓白酒为高度酒，

酒精度为41％～68％(V/V)。

[0014]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当粮食酒与蓝莓酒的比例为7：5时，所述蓝莓白酒为低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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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度为18％～40％(V/V)。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蓝莓白酒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1)将粮食发酵酿成白酒；

[0017] 2)将蓝莓发酵成蓝莓酒；

[0018] 3)将粮食白酒和蓝莓酒融合进行第三次发酵。

[0019]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步骤1)中将粮食发酵酿成白酒具体包括：

[0020] S11.原料粉碎：将粮食原料粉碎至通过20孔筛者占60％以上；

[0021] S12.配料：将步骤S11粉碎后的粮食原料、与蓝莓叶、辅料及水混合均匀，其中所述

粮食原料、辅料、蓝莓叶及水的重量比例为7:2:1：(5-5.5)；

[0022] S13.蒸煮糊化：将步骤S12得到的混合料置于蒸锅内于常压下蒸制20～30分钟，加

入混合料重量20～25％的香醅，继续蒸制20～30分钟，得糊化料；

[0023] S14.冷却：将步骤S13得到的糊化料，用扬渣或晾渣的方法，使之迅速冷却，并达到

微生物适宜生长的温度，若气温在5～10℃时，品温应降至30～32℃，若气温在10～15℃时，

品温应降至25～28℃；

[0024] S15.拌醅：扬渣或晾渣之后，同时加入酒曲和酒母拌醅，并在拌醅时加入水；所述

酒曲的用量为总投料量的8～10wt％，酒母用量为总投料量的4～6wt％，水分含量为50～

55％，所述总投料包括粮食原料、辅料及蓝莓叶；

[0025] S16.入窖发酵：将步骤S15得到的拌醅料加入发酵池，密封发酵3～5天，当窖内品

温上升至36～37℃时，结束发酵；

[0026] S17.蒸酒：将步骤S16发酵得到的原料轻松缓匀撒在蒸馏酒的锅内，封口，用大火

烧开，出酒稳定后请改用中火出酒，再经冷却即得到白酒，其酒精度为41％～68％(V/V)。

[0027]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步骤1)中将粮食发酵酿成白酒具体包括：

[0028] S11.原料粉碎：将粮食如大米、小米等原料，通过20孔筛者占60％以上。

[0029] S12.配料：将步骤S11粉碎后的粮食如大米、小米等原料、与蓝莓叶、辅料及水混合

均匀，其中所述粮食原料、辅料、蓝莓叶及水的重量比例为7:2:1：(5-5.5)，添加辅料可增加

透气性，使其在蒸煮时穿汽均匀。

[0030] S13 .蒸煮糊化：利用蒸煮使淀粉糊化。有利于淀粉酶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杀死杂

菌。蒸煮的温度和时间视原料种类、破碎程度等而定。一般常压蒸料20～30分钟。蒸煮的要

求为外观蒸透，熟而不粘，内无生心即可。将步骤S12得到的混合料置于蒸锅内于常压下蒸

制20～30分钟，加入混合料重量20～25％的香醅，继续蒸制20～30分钟，得糊化料；蒸煮时

间的长短直接影响糊化的效果。蒸煮时间短，起不到应有的效果，造成出酒率低；但蒸煮过

度，酒糟发粘，显腻，给操作和糖化发酵带来恶果。

[0031] S14.冷却：将步骤S13得到的糊化料，用扬渣或晾渣的方法，使料迅速冷却，使之达

到微生物适宜生长的温度，若气温在5～10℃时，品温应降至30～32℃，若气温在10～15℃

时，品温应降至25～28℃，夏季要降至品温不再下降为止。扬渣或晾渣同时还可起到挥发杂

味、吸收氧气等作用。

[0032] S15.拌醅：固态发酵麸曲白酒(麦子酒曲)，是采用边糖化边发酵的双边发酵工艺，

扬渣之后，同时加入酒曲和酒母。酒曲的用量视其糖化力的高低而定，一般为总投料量的8

～10wt％，酒母用量一般为总投料量的4～6wt％(即取4～6wt％的主料作培养酒母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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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于酶促反应的正常进行，在拌醅时应加水，控制入池时醅的水分含量为58～62％，所述

总投料包括粮食原料、辅料及蓝莓叶。

[0033] S16.入窖发酵：加入发酵池，密封发酵4～5天不等。一般当窖内品温上升至36～37

℃时，即可结束发酵。

[0034] S17.蒸酒：将步骤S16发酵得到的原料轻松缓匀撒在蒸馏酒的锅内，封口，用大火

烧开锅炉，出酒稳定后请改用中火出酒。发酵成熟的醅料称为香醅，它含有极复杂的成分。

通过将蒸酒温度控制在不低于100度使得香醅中的酒精、水、高级醇、酸类等有效成分蒸发

为蒸汽，再经冷却即可得到白酒，其酒精度为：41％～68％(V/V)。蒸酒时应尽量把酒精、芳

香物质、醇甜物质等提取出来，并利用掐头去尾的方法尽量除去杂质。

[0035]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步骤2)中将蓝莓发酵成蓝莓酒具体包括：

[0036] S21 .采摘果实：蓝莓果实采集期大约在8月初，必须在蓝莓成熟期内尽快采摘，避

免果实破损。

[0037] S22.筛选除杂：将采摘下来的蓝莓果实进行筛选，去除杂质，冲洗干净。

[0038] S23.榨汁：尽量有效地防止空气的混入，减轻和防止原料在榨汁过程中发生有损

果汁色、香、味的不利变化。

[0039] S24.发酵用水预处理：发酵用水需满足下列要求：发酵用水的pH值为7，总硬度在8

度以下，大肠杆菌不得检出。如果水的总硬度大于8度，可以先采用目前常用的软化设备如

离子交换器等进行水的软化处理，然后再用砂棒过滤器和活性碳过滤器进行水过滤。所述

发酵为无需借助发酵菌

[0040] 种、酵母和发酵剂的低温自然发酵。所述发酵在带有加热装置的发酵罐内进行。

[0041] S25.发酵：将榨汁所得蓝莓汁液投入发酵罐中，再加入4～9倍蓝莓汁液重量的水，

加盖封闭，发酵时间为2～3个月。其中第一步发酵时温度控制在零上12～16℃，时间为1～2

个月；第二步发酵时温度控制零上19～21℃，时间为1个月。

[0042] 发酵时间和温度直接关系到酒的质量和风味。发酵最好在地窖中进行，为保证发

酵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温度，发酵罐中可安装加热装置。

[0043] 注意发酵车间环境卫生，保证空气洁净，对生产设备及容器经常清洗消毒，特别是

发酵室内必须树立明确的无菌观念。

[0044] S25.杀菌：将步骤S25所得果酒加入立式杀菌缸在85℃～95℃杀菌25～30分钟。所

制备的蓝莓酒的酒精度为4％～12％(V/V)，含糖量为8％～25％(W/W)。

[0045] 紫外线杀菌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一种杀菌消毒技术，杀菌消毒速度快，不改变水的

理化指标，是本发明的优选杀菌方案。也可以采用巴氏杀菌或与其他杀菌方式联用。

[0046] 另，粮食酒与蓝莓酒不易融合，容易产生絮状物，是本申请难以解决的难点，通过

多次试验，确定出发酵工艺的最佳发酵条件及生产参数，解决以上难点，使两种酒有效地融

合在一起。

[0047]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步骤3)中将粮食白酒和蓝莓酒融合进行第三次发酵具体包

括：

[0048] S31 .将重量比例为7：2～7：5的粮食酒与蓝莓酒分别投入米勒板发酵罐中进行发

酵，温度控制在17～25℃之间，时间为5～7天；

[0049] S32.将步骤S31发酵得到的酒液换入下一个米勒板发酵罐内，降低酒的温度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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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月后，发酵完成。

[0050] 作为优选方案，其中步骤3)中将粮食白酒和蓝莓酒融合进行第三次发酵具体包

括：

[0051] S31 .上述步骤1)已将蓝莓叶加辅料中，为两种酒起到一种融合的作用，将粮食酒

与蓝莓酒分别投入米勒板发酵罐中进行发酵，其中所述粮食酒和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2

～7：5，温度控制在15°～17°之间，时间为5～7天，此环节以低温形式达到两种酒的初级融

合，使酒中物质得以沉淀，使两种酒达到稳定，上述粮食酒与蓝莓酒为均为发酵罐上部分的

酒液，发酵罐底部杂质清除；发酵时间不要过长(过长易滋生细菌)，以达到两种酒能有效地

结合在一起，同时有效地利用热能源。

[0052] S32.将步骤S31发酵得到的酒液换入下一个米勒板发酵罐内，降低酒的温度，温度

控制在12°～15°，这个时间段用米勒板发酵罐控制温度，已达到稳定澄清的效果，时间为1

～2月，以上发酵工艺基本完成，灌装后产品检验包装。

[0053] 其中蓝莓白酒的酒精度，取决于粮食酒和蓝莓酒的重量比例。

[0054] 高度酒：酒精度41％～68％(V/V)，粮食酒与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2。

[0055] 低度酒：酒精度18％～40％(V/V)，粮食酒与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5。

[0056] 酒的色泽为蓝莓本色，呈紫红色。

[0057] 取发酵罐上部分的酒液进入地下贮藏最好1-2年，也就是说，蓝莓白酒储藏时间越

久，品质越佳。

[0058] 本发明经多次研制反复试验，在技术和生产工艺上有新的创新和完善，采用完整

的发酵生产工艺，为蓝莓酒与粮食酒复合发酵开辟了新途径。

[0059] 本发明通过在新料(粮食原料)、辅料、水中加适量蓝莓叶，为粮食酒与蓝莓酒的融

合奠定基础，并通过第三次发酵成功解决了蓝莓白酒产生絮状问题，特别是新生产的粮食

酒口感不柔和，通过第三次发酵，使粮食酒和蓝莓酒的营养物质能更充分的融合，所生产出

来的蓝莓白酒品质也大幅度提升。

[0060] 本发明以蓝莓果汁为主要原料，所述方法制备的酒为酒紫红色、呈现了蓝莓本色、

酒体柔和、口感醇厚，含有蓝莓果香味，酒精度为18％～68％(V/V)。

[0061] 本发明采用完整的发酵工艺，生产工艺遵循绿色健康，风格追求返璞归真。

[0062] 本发明使用粮食为主要原料，酒的持久性会更长，口感会更纯正，营养成份都达到

最佳效果。

[0063] 本发明以粮食与蓝莓为原料，营养充分，因为含有蓝莓成份，酒的色泽为紫红色。

[0064] 本发明摆脱了传统工艺，不使用勾兑技术或添加其他物质，尽量保持粮食及蓝莓

的原有成份，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绿色健康饮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65]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

较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提出的蓝莓白酒及其制备方法其具体实施方式、特征及其功效，

详细说明如下。

[0066] 实施例1

[006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蓝莓白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9181978 A

7



[0068] 1)将粮食发酵酿成白酒

[0069] S11 .原料粉碎：将粮食如大米、小米、高粱、玉米等原料，通过20孔筛者占60％以

上。

[0070] S12.配料：将步骤S11粉碎后的粮食如大米、小米、高粱、玉米等原料70kg、与蓝莓

叶10kg、辅料(如稻壳或麦麸)20kg及水50kg混合均匀，得混合料。

[0071] S13.将步骤S12得到的混合料置于蒸锅内于常压下蒸制25分钟，加入30kg香醅，继

续蒸制25分钟，得糊化料。

[0072] S14.冷却：将步骤S13得到的糊化料，用扬渣的方法使料迅速冷却，使之达到微生

物适宜生长的温度，若气温在5～10℃时，品温应降至30～32℃，若气温在10～15℃时，品温

应降至25～28℃，夏季要降至品温不再下降为止。

[0073] S15.拌醅：扬渣之后，同时加入10kg酒曲和5kg酒母拌醅，并在拌醅时加入水，控制

入发酵池时醅的水分含量为60％。

[0074] S16.入窖发酵：将步骤S15得到的拌醅料加入发酵池，密封发酵5天，当窖内品温上

升至36～37℃时，即可结束发酵。

[0075] S17.蒸酒：将步骤S16发酵得到的原料轻松缓匀撒在蒸馏酒的锅内，封口，用大火

烧开锅炉，出酒稳定后请改用中火出酒，再经冷却即可得到白酒，其酒精度为：41％～68％

(V/V)。

[0076] 2)将蓝莓发酵成蓝莓酒

[0077] 将采摘下来的蓝莓野果筛选除杂、榨汁后，称取蓝莓果汁100kg投入发酵罐中，再

加入400kg水，加盖适当封闭(不密封)，进行低温发酵。第一步发酵时温度控制在14℃，时间

为2个月；第二步发酵时温度控制在19℃，时间为1个月，得到蓝莓酒。将所得蓝莓酒装入杀

菌缸进行紫外线杀菌(15分钟)后灌装、封盖。所制备的蓝莓酒的酒精度为12％(V/V)，含糖

量为24％(W/W)。

[0078] 3)将粮食白酒和蓝莓酒融合进行第三次发酵

[0079] S31 .将上述步骤1)得到的粮食酒与和步骤2)得到的蓝莓酒分别投入米勒板发酵

罐中进行发酵，其中，所述粮食酒和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2～7：5，温度控制在17～25℃之

间，时间为5～7天，使粮食酒和蓝莓酒的营养物质能更充分地融合。

[0080] S33.将发酵的酒液换入下一个米勒板发酵罐内，降低酒的温度，温度控制在12°～

15°，时间在1～2月，以上发酵工艺基本完成，灌装后产品检验包装。

[0081] 其中蓝莓白酒的酒精度，取决于粮食酒和蓝莓酒的重量比例。

[0082] 高度酒：酒精度41％～68％(V/V)，粮食酒与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2。

[0083] 低度酒：酒精度18％～40％(V/V)，粮食酒与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5。

[0084] 酒的色泽为蓝莓本色，呈紫红色。

[0085] 所用发酵用水pH值为7，总硬度为6，大肠杆菌未检出。

[0086] 实施例2

[0087]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行的优选方案，所用原料为玉米、蓝莓果。粮食

酒与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2，酒精度42％～50％(V/V)，酒得色泽为蓝莓本色，呈紫红色。

[0088] 所用发酵用水pH值为7，总硬度为6，大肠杆菌未检出。

[0089]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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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行的优选方案，所用原料为高粱、蓝莓果。粮食

酒与蓝莓酒的重量比例为7：2，酒精度52％～59％(V/V)，酒得色泽为蓝莓本色，呈紫红色。

[0091] 所用发酵用水pH值为7，总硬度为6，大肠杆菌未检出。

[009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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