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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春砂仁果酒，包括以下重量

份的原料：大米65份、春砂仁鲜果15份、春砂仁株

梗茎叶20份、枸杞子5份、黄芪5份、果葡浆8份、红

枣5份、三氯蔗糖0.2-0.5g/kg和酒曲0.6-1份；本

发明将大米、春砂仁鲜果、春砂仁株梗茎叶、枸杞

子、黄芪、果葡浆、红枣、三氯蔗糖和酒曲通过拌

曲、发酵、蒸馏、萃取、储罐、乳化、匀质、过滤、检

测、灌装以及杀菌的制作工序，制得的春砂仁果

酒口感醇正，具有和胃醒脾、化寒祛湿的功效，同

时还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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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春砂仁果酒，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大米65份、春砂仁鲜果15份、

春砂仁株梗茎叶20份、枸杞子5份、黄芪5份、果葡浆8份、红枣5份、三氯蔗糖0.2-0.5g/kg和

酒曲0.6-1份。

2.一种春砂仁果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取大米65份清洗干净，去除尘沙，将其放置在清水中浸泡6小时，然后将浸泡后的大

米置于蒸锅内蒸煮，熟透为准，制得米饭，备用；

2)取春砂仁株梗茎叶20份清洗干净，去除沙尘，使用切割机将其切成0.5-1cm的小段，

然后放入50-65℃的热水池中浸泡20-30分钟，捞起沥干，得到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备用；

3)将步骤1)制得的米饭和步骤2)得到的春砂仁株梗茎叶段送到经过紫外线杀菌后的

拌曲室，先将米饭摊开，确保米饭要摊薄摊匀，然后开启抽风机对其加速冷却，在30-33℃的

环境下将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和摊凉的米饭与酒曲0.6-1份充分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制得拌

曲物，备用；

4)将步骤3)制得的拌曲物放入发酵间的缸内进行发酵，发酵间为恒温培养室，发酵间

的温度控制在25-28℃，发酵10-15天，然后使用糖度计测定，测得其糖度接近零时，证明发

酵基本结束，制得发酵物，备用；

5)将步骤4)制得的发酵物投入搅拌机内，并加入发酵物料总量1-1.5倍的饮用水，开启

搅拌机，使发酵物与饮用水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合均匀的物料放入蒸汽夹层蒸馏器内进行

蒸馏，得到蒸馏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储酒罐内，备用；

6)取枸杞子5份、黄芪5份、红枣5份和春砂仁鲜果15份清洗干净，然后加入枸杞子、黄

芪、红枣和春砂仁鲜果总量1.5-2倍的饮用水，浸泡2-3小时，再将其放入萃取机内进行萃

取，得到萃取液，备用；

7)将步骤6)得到的萃取液投入步骤5)的储酒罐内，并使用乳化机对储酒罐内的春砂仁

果酒乳化30-40分钟，然后加入果葡浆8份，三氯蔗糖0.2-0.5g/kg，得到荟萃的春砂仁果酒，

备用；

8)将步骤7)荟萃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均质机内进一步细化混合，然后使用过滤机对其进

行过滤，得到酒液，再对酒液进行检测，检测标准为还原糖100-120g/L、总酸3.5-5.5g/L、挥

发酸0.5-0.7/L、酒度12-15度；

9)通过灌装机对步骤8)检测合格的酒液进行灌装，装罐后将其置于100℃的环境下杀

菌15-20分钟，即得春砂仁果酒成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171993 A

2



一种春砂仁果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春砂仁果酒。

背景技术

[0002] 果酒是用水果本身的糖分被酵母菌发酵成为酒精的酒，含有水果的风味与酒精。

因此民间的家庭时常会自酿一些水果酒来饮用。如李子酒，葡萄酒，杨梅酒、猕猴桃酒等等。

因为这些水果表皮会有一些野生的酵母，加上一些果糖，因此不需要额外添加酵母也能有

一些发酵作用，但民间传统做酒的方法往往旷日费时，也容易被污染。

[0003] 春砂仁产自广东，它是一种亚热带姜科植物，春砂仁可入药，中医认为，砂仁主要

作用于人体的胃、肾和脾，能够行气调味，和胃醒脾。也可以食用。同时，春砂仁也是一种不

可多得的汤料，春砂仁煲汤不仅能化寒祛湿，还能使血气运行通畅，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由

上述可知现有的春砂仁主要是煲汤和入药，并没有出现一种以春砂仁风味的果酒。

[0004] 因此，寻求一种制备简单、口感醇正，具有和胃醒脾、化寒祛湿功效，同时还能够增

强人体的免疫力的春砂仁果酒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制备方法简单、口感醇正，具有和胃醒脾、化

寒祛湿功效，同时还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的春砂仁果酒。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春砂仁果酒，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大米65份、春砂仁鲜果15份、春砂仁株

梗茎叶20份、枸杞子5份、黄芪5份、果葡浆8份、红枣5份、三氯蔗糖0.2-0.5g/kg和酒曲0.6-1

份。

[0008] 本发明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春砂仁果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9] 1)取大米65份清洗干净，去除尘沙，将其放置在清水中浸泡6小时，然后将浸泡后

的大米置于蒸锅内蒸煮，熟透为准，制得米饭，备用；

[0010] 2)取春砂仁株梗茎叶20份清洗干净，去除沙尘，使用切割机将其切成0.5-1cm的小

段，然后放入50-65℃的热水池中浸泡20-30分钟，捞起沥干，得到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备用；

[0011] 3)将步骤1)制得的米饭和步骤2)得到的春砂仁株梗茎叶段送到经过紫外线杀菌

后的拌曲室，先将米饭摊开，确保米饭要摊薄摊匀，然后开启抽风机对其加速冷却，在30-33

℃的环境下将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和摊凉的米饭与酒曲0.6-1份充分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制

得拌曲物，备用；

[0012] 4)将步骤3)制得的拌曲物放入发酵间的缸内进行发酵，发酵间为恒温培养室，发

酵间的温度控制在25-28℃，发酵10-15天，然后使用糖度计测定，测得其糖度接近零时，证

明发酵基本结束，制得发酵物，备用；

[0013] 5)将步骤4)制得的发酵物投入搅拌机内，并加入发酵物料总量1-1.5倍的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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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搅拌机，使发酵物与饮用水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合均匀的物料放入蒸汽夹层蒸馏器内

进行蒸馏，得到蒸馏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储酒罐内，备用；

[0014] 6)取枸杞子5份、黄芪5份、红枣5份和春砂仁鲜果15份清洗干净，然后加入枸杞子、

黄芪、红枣和春砂仁鲜果总量1.5-2倍的饮用水，浸泡2-3小时，再将其放入萃取机内进行萃

取，得到萃取液，备用；

[0015] 7)将步骤6)得到的萃取液投入步骤5)的储酒罐内，并使用乳化机对储酒罐内的春

砂仁果酒乳化30-40分钟，然后加入果葡浆8份，三氯蔗糖0.2-0.5g/kg，得到荟萃的春砂仁

果酒，备用；

[0016] 8)将步骤7)荟萃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均质机内进一步细化混合，然后使用过滤机对

其进行过滤，得到酒液，再对酒液进行检测，检测标准为还原糖100-120g/L、总酸3.5-5.5g/

L、挥发酸0.5-0.7/L、酒度12-15度；

[0017] 9)通过灌装机对步骤8)检测合格的酒液进行灌装，装罐后将其置于100℃的环境

下杀菌15-20分钟，即得春砂仁果酒成品。

[0018] 本发明果酒中的中药材功效如下：

[0019] 春砂仁鲜果、春砂仁株梗茎叶：具有健脾胃、行气、消食之功效；

[0020] 枸杞子：味甘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之功效；

[0021] 黄芪：味甘性温，归肺、脾经，具有益气固表、敛汗固脱和利尿消肿之功效；

[0022] 红枣：味甘、性温，具有补中益气、养血生津之功效。

[0023] 本发明技术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本发明将大米蒸煮熟透与春砂仁株梗茎叶

端、酒曲混合均匀，然后放入发酵间的缸内进行发酵，发酵结束后加入饮用水混合搅拌并蒸

馏，蒸馏后放入储酒罐内，同时取枸杞子、黄芪、红枣和春砂仁鲜果投入萃取机内取得萃取

液，再将萃取液投入储酒罐内，使用乳化机对储酒罐内的物料进行乳化，并加入果葡浆和三

氯蔗糖，将上述物料一并放入均质机内进一步细化混合，使用过滤机对细化后的物料进行

过滤，得到酒液，再对酒液进行检测、灌装和杀菌处理，即得春砂仁果酒；该果酒不仅制备方

法简单、口感醇正，还具有和胃醒脾、化寒祛湿的功效，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春砂仁果酒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大米65份、春砂仁鲜果15份、春砂仁株梗

茎叶20份、枸杞子5份、黄芪5份、果葡浆8份、红枣5份、三氯蔗糖0.2g/kg和酒曲0.6份。

[0026] 一种春砂仁果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取大米65份清洗干净，去除尘沙，将其放置在清水中浸泡6小时，然后将浸泡后

的大米置于蒸锅内蒸煮，熟透为准，制得米饭，备用；

[0028] 2)取春砂仁株梗茎叶20份清洗干净，去除沙尘，使用切割机将其切成0.5cm的小

段，然后放入50℃的热水池中浸泡20分钟，捞起沥干，得到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备用；

[0029] 3)将步骤1)制得的米饭和步骤2)得到的春砂仁株梗茎叶段送到经过紫外线杀菌

后的拌曲室.先将米饭摊开，确保米饭要摊薄摊匀，然后开启抽风机对其加速冷却，在30℃

的环境下将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和摊凉的米饭与酒曲0.6份充分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制得拌

曲物，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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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4)将步骤3)制得的拌曲物放入发酵间的缸内进行发酵，发酵间为恒温培养室，发

酵间的温度控制在25℃，发酵10天，然后使用糖度计测定，测得其糖度为0.1时，结束发酵，

制得发酵物，备用；

[0031] 5)将步骤4)制得的发酵物投入搅拌机内，并加入发酵物料总量1倍的饮用水，开启

搅拌机，使发酵物与饮用水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合均匀的物料放入蒸汽夹层蒸馏器内进行

蒸馏，得到蒸馏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储酒罐内，备用；

[0032] 6)取枸杞子5份、黄芪5份、红枣5份和春砂仁鲜果15份清洗干净，然后加入枸杞子、

黄芪、红枣和春砂仁鲜果总量1.5倍的饮用水，浸泡2小时，再将其放入萃取机内进行萃取，

得到萃取液，备用；

[0033] 7)将步骤6)得到的萃取液投入步骤5)的储酒罐内，并使用乳化机对储酒罐内的春

砂仁果酒乳化30分钟，然后加入果葡浆8份,三氯蔗糖0.2g/kg，得到荟萃的春砂仁果酒，备

用；

[0034] 8)将步骤7)荟萃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均质机内进一步细化混合，然后使用过滤机对

其进行过滤，得到酒液，再对酒液进行检测，检测标准为还原糖100g/L、总酸3.5g/L、挥发酸

0.5/L、酒度12度；

[0035] 9)通过灌装机对步骤8)检测合格的酒液进行灌装，装罐后将其置于100℃的环境

下杀菌15分钟，即得春砂仁果酒成品。

[0036] 实施例2

[0037] 一种春砂仁果酒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大米65份、春砂仁鲜果15份、春砂仁株梗

茎叶20份、枸杞子5份、黄芪5份、果葡浆8份、红枣5份、三氯蔗糖0.5g/kg和酒曲1份。

[0038] 一种春砂仁果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取大米65份清洗干净，去除尘沙，将其放置在清水中浸泡6小时，然后将浸泡后

的大米置于蒸锅内蒸煮，熟透为准，制得米饭，备用；

[0040] 2)取春砂仁株梗茎叶20份清洗干净，去除沙尘，使用切割机将其切成1cm的小段，

然后放入65℃的热水池中浸泡30分钟，捞起沥干，得到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备用；

[0041] 3)将步骤1)制得的米饭和步骤2)得到的春砂仁株梗茎叶段送到经过紫外线杀菌

后的拌曲室，先将米饭摊开，确保米饭要摊薄摊匀，然后开启抽风机对其加速冷却，在33℃

的环境下将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和摊凉的米饭与酒曲1份充分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制得拌曲

物，备用；

[0042] 4)将步骤3)制得的拌曲物放入发酵间的缸内进行发酵，发酵间为恒温培养室，发

酵间的温度控制在28℃，发酵15天，然后使用糖度计测定，测得其糖度为0.2时，结束发酵，

制得发酵物，备用；

[0043] 5)将步骤4)制得的发酵物投入搅拌机内，并加入发酵物料总量1.5倍的饮用水，开

启搅拌机，使发酵物与饮用水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合均匀的物料放入蒸汽夹层蒸馏器内进

行蒸馏，得到蒸馏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储酒罐内，备用；

[0044] 6)取枸杞子5份、黄芪5份、红枣5份和春砂仁鲜果15份清洗干净，然后加入枸杞子、

黄芪、红枣和春砂仁鲜果总量2倍的饮用水，浸泡3小时，再将其放入萃取机内进行萃取，得

到萃取液，备用；

[0045] 7)将步骤6)得到的萃取液投入步骤5)的储酒罐内，并使用乳化机对储酒罐内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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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仁果酒乳化40分钟，然后加入果葡浆8份，三氯蔗糖0.5g/kg，得到荟萃的春砂仁果酒，备

用；

[0046] 8)将步骤7)荟萃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均质机内进一步细化混合，然后使用过滤机对

其进行过滤，得到酒液，再对酒液进行检测，检测标准为还原糖120g/L、总酸5.5g/L、挥发酸

0.7/L、酒度15度；

[0047] 9)通过灌装机对步骤8)检测合格的酒液进行灌装，装罐后将其置于100℃的环境

下杀菌20分钟，即得春砂仁果酒成品。

[0048] 实施例3

[0049] 一种春砂仁果酒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大米65份、春砂仁鲜果15份、春砂仁株梗

茎叶20份、枸杞子5份、黄芪5份、果葡浆8份、红枣5份、三氯蔗糖0.4g/kg和酒曲0.8份。

[0050] 一种春砂仁果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1)取大米65份清洗干净，去除尘沙，将其放置在清水中浸泡6小时，然后将浸泡后

的大米置于蒸锅内蒸煮，熟透为准，制得米饭，备用；

[0052] 2)取春砂仁株梗茎叶20份清洗干净，去除沙尘，使用切割机将其切成0.8cm的小

段，然后放入60℃的热水池中浸泡25分钟，捞起沥干，得到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备用；

[0053] 3)将步骤1)制得的米饭和步骤2)得到的春砂仁株梗茎叶段送到经过紫外线杀菌

后的拌曲室，先将米饭摊开，确保米饭要摊薄摊匀，然后开启抽风机对其加速冷却，在32℃

的环境下将春砂仁株梗茎叶段和摊凉的米饭与酒曲0.8份充分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制得拌

曲物，备用；

[0054] 4)将步骤3)制得的拌曲物放入发酵间的缸内进行发酵，发酵间为恒温培养室，发

酵间的温度控制在27℃，发酵13天，然后使用糖度计测定，测得其糖度为0.05时，结束发酵，

制得发酵物，备用；

[0055] 5)将步骤4)制得的发酵物投入搅拌机内，并加入发酵物料总量1.3倍的饮用水，开

启搅拌机，使发酵物与饮用水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合均匀的物料放入蒸汽夹层蒸馏器内进

行蒸馏，得到蒸馏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储酒罐内，备用；

[0056] 6)取枸杞子5份、黄芪5份、红枣5份和春砂仁鲜果15份清洗干净，然后加入枸杞子、

黄芪、红枣和春砂仁鲜果总量1.8倍的饮用水，浸泡2.5小时，再将其放入萃取机内进行萃

取，得到萃取液，备用；

[0057] 7)将步骤6)得到的萃取液投入步骤5)的储酒罐内，并使用乳化机对储酒罐内的春

砂仁果酒乳化35分钟，然后加入果葡浆8份，三氯蔗糖0.4g/kg，得到荟萃的春砂仁果酒，备

用；

[0058] 8)将步骤7)荟萃的春砂仁果酒放入均质机内进一步细化混合，然后使用过滤机对

其进行过滤，得到酒液，再对酒液进行检测，检测标准为还原糖110g/L、总酸4g/L、挥发酸

0.6/L、酒度13度；

[0059] 9)通过灌装机对步骤8)检测合格的酒液进行灌装，装罐后将其置于100℃的环境

下杀菌18分钟，即得春砂仁果酒成品。

[0060] 本发明技术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本发明将大米蒸煮熟透与春砂仁株梗茎叶

端、酒曲混合均匀，然后放入发酵间的缸内进行发酵，发酵结束后加入饮用水混合搅拌并蒸

馏，蒸馏后放入储酒罐内，同时取枸杞子、黄芪、红枣和春砂仁鲜果投入萃取机内取得萃取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1171993 A

6



液，再将萃取液投入储酒罐内，使用乳化机对储酒罐内的物料进行乳化，并加入果葡浆和三

氯蔗糖，将上述物料一并放入均质机内进一步细化混合，使用过滤机对细化后的物料进行

过滤，得到酒液，再对酒液进行检测、灌装和杀菌处理，即得春砂仁果酒；该果酒不仅制备方

法简单、口感醇正，还具有和胃醒脾、化寒祛湿的功效，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0061] 当然，以上只是本发明的典型实例，除此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它多种具体实施

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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