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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木瓜酒的制作方法，涉及

保健酒技术领域；本发明分别将木瓜、粮食和大

米发酵分别得到木瓜酒醅、粮食酒醅和大米酒

醅，然后将木瓜酒醅、粮食酒醅和大米酒醅混合

后进行三个阶段的蒸馏；本发明采用大米、粮食

和木瓜分别发酵的方法，木瓜在发酵过程中，酒

曲中的微生物以木瓜为原料，经过糖化和分解，

木瓜中的营养成分充分的释放出来，产生的酯类

和酸类物质较多，醇的含量相对降低，所制备的

木瓜酒产酒率高、风味独特、口感绵甜、香气浓

郁、清纯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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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选取无虫害、无腐烂、成熟的优质木瓜，将木瓜洗净，沥干水，用搅拌机将木瓜粉碎，

放到发酵罐中，加入木瓜总质量4％～6％的酒曲，混合均匀，密封发酵罐，在25℃～35℃下

发酵27天～32天，得到木瓜酒醅；

B、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大米，将大米、纯净水和酒曲加入另

一发酵罐中密封，在25℃～35℃下发酵28天～32天，得到大米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大

米总质量的0.8％～1.1％，大米和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1～2：8.5～10；

C、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玉米和高粱，将玉米和高粱粉碎，然

后加入又一发酵罐中，加入纯净水和酒曲，密封该发酵，在25℃～35℃下发酵28天～32天，

得到粮食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玉米总质量的0.8％～1.1％，玉米、高粱、纯净水的质

量之比为1～1.5：0.8～1.5：9～10；

D、将木瓜酒醅、大米酒醅和粮食酒醅混合均匀后蒸馏，蒸馏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温

度为65℃～75℃，待出酒量为大米、玉米和高粱的总质量的0.8%～1%时，升温至75℃～98

℃，进入第二阶段蒸馏，待出酒率为50%～60%时，升温至100℃～110℃，进入第三阶段蒸馏，

收集第二阶段蒸馏所得产物，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酵前将发酵罐按照以下方

法进行消毒：采用清水洗发酵罐后用开水烫洗，然后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用清水冲

洗干净。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A步骤、B步骤和C步骤中，

夏天，前六天采用发酵罐只加盖子、不加密封薄膜的发酵方式，后六天采用加盖、加密封薄

膜的发酵方式；冬天，一直采用加盖、加密封薄膜的发酵方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A步骤所得木瓜酒醅的酒精

度为8.5度～11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A步骤、B步骤和C步骤中，

发酵罐内投料量为发酵罐总体积的8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木瓜、大米、玉米、高粱的质

量之比为4：0.8～1：0.8～1.1：0.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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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酒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保健酒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木瓜酒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木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瓜酵素及有机酸等物质，其中维生素A和维生素

C的含量最高。采用木瓜酿酒，具有促进人体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补血养颜、延年益寿

等功效。

[0003] 现有的木瓜酒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木瓜浸泡于米酒中；另一种是直

接采用木瓜进行发酵；第一种方法的缺陷是木瓜仅是通过浸泡的方式，而没有经过发酵，木

瓜没有经过糖化和分解，营养物质没有充分释放；第二种方法的缺陷是木瓜中淀粉含量低，

发酵产酒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木瓜酒的制作方法，这种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可以解决如

何提供一种营养物质丰富且含酒率高的木瓜酒的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这种木瓜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选取无虫害、无腐烂、成熟的优质木瓜，将木瓜洗净，沥干水，用搅拌机将木瓜粉

碎，放到发酵罐中，加入木瓜总质量4％～6％的酒曲，混合均匀，密封发酵罐，在25℃～35℃

下发酵27天～32天，得到木瓜酒醅；

[0008] B、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大米，所将大米、纯净水和酒曲

加入另一发酵罐中密封，在25℃～35℃下发酵28天～32天，得到大米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

量为大米总质量的0.8％～1.1％，大米和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1～2：8.5～10；

[0009] C、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玉米和高粱，将玉米和高粱粉

碎，然后加入又一发酵罐中，加入纯净水和酒曲，密封该发酵，在25℃～35℃下发酵28天～

32天，得到粮食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玉米总质量的0.8％～1.1％，玉米、高粱、纯净水

的质量之比为1～1.5：0.8～1.5：9～10；

[0010] D、将木瓜酒醅、大米酒醅和粮食酒醅混合均匀后蒸馏，蒸馏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温度为65℃～75℃，待出酒量为大米、玉米和高粱的总质量的0.8%～1%时，升温至75℃～

98℃，进入第二阶段蒸馏，待出酒率为50%～60%时，升温至100℃～110℃，进入第三阶段蒸

馏，收集第二阶段蒸馏所得产物，即得。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更具体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发酵前将发酵罐按照以下方法进

行消毒：采用清水洗发酵罐后用开水烫洗，然后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用清水冲洗干

净。

[0012] 进一步的，A步骤、B步骤和C步骤中，夏天，前六天采用发酵罐只加盖子、不加密封

薄膜的发酵方式，后六天采用加盖、加密封薄膜的发酵方式；冬天，一直采用加盖、加密封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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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的发酵方式。

[0013] 进一步的，A步骤所得木瓜酒醅的酒精度为8.5度～11度。

[0014] 进一步的，A步骤、B步骤和C步骤中，发酵罐内投料量为发酵罐总体积的80%。

[0015] 更进一步的，木瓜、大米、玉米、高粱的质量之比为4：0.8～1：0.8～1 .1：0.85～

1.2。

[0016]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1、酒曲对不同的发酵原料的代谢程度和产物是不同的；与木瓜和粮食混合进行发

酵的方法相比，本发明采用大米、粮食和木瓜分别发酵的方法，在发酵过程中，一方面，玉

米、高粱、大米能够充分发酵；另一方面，酒曲中的微生物以木瓜为原料，经过糖化和分解，

木瓜中的营养成分充分的释放出来，产生的酯类和酸类物质较多，醇的含量相对降低，所制

备的木瓜酒产酒率高、风味独特、口感绵甜、香气浓郁、清纯可口。

[0018] 2、木瓜发酵时控制温度为25℃～35℃，大米、玉米、高粱混合发酵时，发酵温度为

25℃～35℃，该温度范围能够使酒曲保持较高的活力，提高发酵的效率。

[0019] 3、由于木瓜酒陪和粮食酒醅混合后进行三个阶段的蒸馏，三个阶段通过逐步升温

的方式，一方面使酒内香味成分逐步水蒸气带出，酒中香味成分含量提高，另一反面通过第

一和第三阶段的蒸馏，将酒中的低分子杂醇油、醛、低级脂肪酸酯以及高沸点杂质除去，减

少酒中的有害物质。

[0020] 4、本发明木瓜酒不仅能够保持木瓜原味，营养丰富，产酒率高，所得木瓜酒酒度高

达50度，且没有添加任何香精香料，是一款绿色、环保、健康的保健酒，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22] 实施例1

[0023] 本实施例木瓜酒的制备方法为：

[0024] A、用清水洗发酵罐后用开水烫洗，然后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9小时，用清水

冲洗干净；

[0025] B、6月份，选取无虫害、无腐烂、成熟的优质木瓜，将木瓜洗净，沥干水，用搅拌机将

木瓜粉碎，放到发酵罐中，木瓜的量为发酵罐总体积的80%，加入酒曲，混合均匀，密封发酵，

在25℃～35℃下发酵28天，得到木瓜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木瓜总质量的4％；所得木

瓜酒醅的酒精度为8.5度；

[0026] C、6月份，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大米，将大米、纯净水和

酒曲加入发酵罐中，密封发酵，在25℃～35℃下发酵30天，得到大米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

量为大米总质量的0.8％，大米和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2：9；

[0027] D、6月份，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玉米和高粱，将玉米和高

粱粉碎，然后加入发酵罐中，加入纯净水和酒曲，密封发酵，在25℃～35℃下发酵28天，得到

粮食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玉米总质量的0.95％，玉米、高粱、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1：

1.5：9.5；

[0028] E、将大米酒醅、木瓜酒醅和粮食酒醅混合均匀，2天后蒸馏，蒸馏分三个阶段，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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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温度为65℃～75℃，待出酒量为大米、玉米和高粱总质量的0.9%时，调整蒸馏温度为

75℃～98℃，进入第二阶段蒸馏，待出酒率为55%时，调整蒸馏温度为100℃～110℃，进入第

三阶段蒸馏，收集蒸第二阶段蒸馏所得木瓜酒。

[0029] 本实施例大米、粮食、木瓜发酵过程中，发酵罐内投料量为发酵罐总体积的80%，前

六天采用发酵罐只加盖子、不加密封薄膜，后六天加盖、加密封薄膜。

[0030] 本实施例大米、粮食、木瓜发酵过程中，前3天，按照早、中、晚各一次的方法，每天

搅拌三次，第4天～6天，按照早、晚各一次的方法，每天搅拌两次，第8天，搅拌，第10天，搅拌

两次。

[0031] 本实施例木瓜、大米、玉米、高粱的质量之比为4：1：0.8：0.85。

[0032] 实施例2

[0033] 本实施例木瓜酒的制备方法为：

[0034] A、用清水洗发酵罐后用开水烫洗，然后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9小时，用清水

冲洗干净；

[0035] B、11月份，选取无虫害、无腐烂、成熟的优质木瓜，将木瓜洗净，沥干水，用搅拌机

将木瓜粉碎，放到发酵罐中，木瓜的量为发酵罐总体积的80%，加入酒曲，混合均匀，密封发

酵，在25℃～35℃下发酵32天，得到木瓜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木瓜总质量的5％；所

得木瓜酒醅的酒精度为9.8度；

[0036] C、11月份，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大米，将大米、纯净水和

酒曲加入发酵罐中，密封发酵，在25℃～35℃下发酵32天，得到大米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

量为大米总质量的1.1％，大米和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1.5：10；

[0037] D、11月份，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玉米和高粱，将玉米和

高粱粉碎，然后加入发酵罐中，加入纯净水和酒曲，密封发酵，在25℃～35℃下发酵30天，得

到粮食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玉米总质量的0.8％，玉米、高粱、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

1.5：1.2：9；

[0038] E、将大米酒醅、木瓜酒醅和粮食酒醅混合均匀，3天后蒸馏，蒸馏分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温度为65℃～75℃，待出酒量为大米、玉米和高粱的1%时，调整蒸馏温度为75℃～98

℃，进入第二阶段蒸馏，待出酒率为60%时，调整蒸馏温度为100℃～110℃，进入第三阶段蒸

馏，收集蒸第二阶段蒸馏所得木瓜酒。

[0039] 本实施例大米、粮食、木瓜发酵过程中，一直采用加盖、加密封薄膜的发酵方式。

[0040] 本实施例大米、粮食、木瓜发酵过程中，前3天，按照早、中、晚各一次的方法，每天

搅拌三次，第4天～6天，按照早、晚各一次的方法，每天搅拌两次，第8天，搅拌，第10天，搅拌

一次。

[0041] 本实施例木瓜、大米、玉米、高粱的质量之比为4：0.9：1：1。

[0042] 实施例3

[0043] 本实施例木瓜酒的制备方法为：

[0044] A、用清水洗发酵罐后用开水烫洗，然后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9小时，用清水

冲洗干净；

[0045] B、8月份，选取无虫害、无腐烂、成熟的优质木瓜，将木瓜洗净，沥干水，用搅拌机将

木瓜粉碎，放到发酵罐中，木瓜的量为发酵罐总体积的80%，加入酒曲，混合均匀，密封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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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35℃下，发酵30天，得到木瓜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木瓜总质量的6％；所得

木瓜酒醅的酒精度为11度；

[0046] C、8月份，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大米，将大米、纯净水和

酒曲加入发酵罐中，密封发酵，在25℃～35℃下发酵28天，得到大米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

量为大米总质量的0.95％，大米和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1：8.5；

[0047] D、8月份，选取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蛀虫、未发芽的玉米和高粱，将玉米和高

粱粉碎，然后加入发酵罐中，加入纯净水和酒曲，密封发酵，在25℃～35℃下发酵32天，得到

粮食酒醅；其中酒曲的添加量为玉米总质量的1.1％，玉米、高粱、纯净水的质量之比为1.3：

0.8：10；

[0048] E、将大米酒醅、木瓜酒醅和粮食酒醅混合均匀，4天后蒸馏，蒸馏分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温度为65℃～75℃，待出酒量为大米、玉米和高粱的0.8%时，调整蒸馏温度为75℃～

98℃，进入第二阶段蒸馏，待出酒率为50%时，调整蒸馏温度为100℃～110℃，进入第三阶段

蒸馏，收集蒸第二阶段蒸馏所得木瓜酒。

[0049] 本实施例大米、粮食、木瓜发酵过程中，前六天采用发酵罐只加盖子、不加密封薄

膜，后六天加盖、加密封薄膜。

[0050] 本实施例大米、粮食、木瓜发酵过程中，前3天，按照早、中、晚各一次的方法，每天

搅拌三次，第4天～6天，按照早、晚各一次的方法，每天搅拌两次，第8天，搅拌，第10天，搅拌

两次。

[0051] 本实施例木瓜、大米、玉米、高粱的质量之比为4：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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