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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枸杞浓缩原汁及其制备

方法，包括原料清洗、榨汁、浓缩、酶解、均质、灌

装、杀菌等步骤。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①配方

科学，是少有的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饮料，

有利于人体健康；②工艺简单，易于操作，采用饮

料生产传统工艺，降低了生产成本；③工序设计

合理，通过对工序的优化，果渣得到再利用，基本

不产生下脚料，浪费少，原料利用率高，营养和风

味得到强化。枸杞药食同源，富叶黄素和枸杞多

糖，有明目、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

功效；色泽天然，口感清爽，老少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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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料：以鲜枸杞为原料，挑除生青果和霉烂果，然后对果实进行清洗；

（2）榨汁：将清洗后的鲜枸杞投入榨汁机中，榨出枸杞汁，收集备用；果渣收集备用；

（3）果渣处理：利用水分法除去上述步骤（2）收集的果渣中的枸杞籽，沥干后放入70-90

℃、-0.1—-0.05MPa烘箱中烘干3-6h，直至果渣含水量≤10%；

（4）混合熬制：将上述步骤（3）中烘干的果渣和一部分步骤（2）中收集到的枸杞汁混合，

混匀后，将料液打入浸提锅中进行熬制，制成浓缩果浆；

（5）酶解：将剩余的步骤（2）中收集到的枸杞汁与步骤（4）中的浓缩果浆混合，导入40-

60℃保温罐中，以50-70mg/L比例加入活化好的果胶复合酶，保温酶解4-6小时；

（6）酸处理：酶解完成后，调整pH值，继续保温2-4小时；

（7）粉碎：利用湿法两道粉碎对酸处理后的果汁进行粉碎处理，使果汁更加均一稳定；

（8）过滤：用筛网对上述步骤（7）粉碎后的果汁进行加压过滤；

（9）均质：向过滤后的果汁中按比例加入0.7-0.9g/L的黄原胶和0.1-0.3g/L的CMC，混

匀后进行均质；

（10）灌装杀菌：均质后的果汁装入100-500ml规格不等的玻璃瓶中，旋盖密封，由传送

带传送通过杀菌机，吹干瓶身，贴标，装箱。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水分法去

除枸杞籽的具体操作是：将步骤（2）中收集的果渣和纯净水按照1:6-1:8的比例混合后，不

断搅拌，使一部分枸杞籽浮于液面而除去；再以≤8000r/min转速低速离心使另一部分枸杞

籽沉淀于下部的果渣上表面而除去。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混合熬制

的具体步骤是：将步骤（3）中烘干的果渣和一部分步骤（2）中收集到的枸杞汁按照1:5-1:10

比例混合后，将料液打入70-80℃、-0.12—-0.08MPa浸提锅中熬制，浓缩为原料液体积的1/

4-1/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酸处理的

具体步骤是：向保温罐中加入食品级柠檬酸，pH调整为2-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两道湿法

粉碎具体步骤是：一道粉碎由高速纳米粉碎机完成，流量为300-400L/h，转子线速度为14-

23m/s，定-转子间距为0.2-0.4mm；二道粉碎由胶体磨完成，流量为200-300L/h。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8）中筛网的孔

径为30-50目，加压过滤的压力为0.06-0.0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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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产品的加工方法，尤其涉及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枸杞药食同源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枸杞及其制品也被更广泛的作

为食品原料。目前，市场上流通的枸杞汁多为调配的可直接饮用的枸杞饮料，作为一种可直

接添加用来生产其他食品的半成品枸杞浓缩原汁较为少见。本发明生产的枸杞浓缩原汁既

可以作为直接饮用的枸杞饮料，也可以作为糕点、糖果、酒类等其他食品的原料。

[0003] 现有的制作枸杞汁或枸杞饮料的工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一些枸杞汁利用干枸杞为原料，需经过复水浸提，增加了工序和能耗，且营养价值

“打了折扣”。

[0004] （二）一些枸杞汁利用鲜枸杞为原料，工艺上无法除去鲜枸杞自带的很重的“生青”

味，影响了饮料的感官。

[0005] （三）枸杞属于药食同源，与其他水果比较，价格略高，一些枸杞饮料生产不能做到

有效利用果渣，造成了原料浪费，增加了成本。

[0006] （四）多数饮料在生产过程中，均采用加入产生较高热能的白砂糖、蔗糖或甜蜜素

等添加剂增加饮料的甜度，加入一定量的香精增强口感，加入一定含量色素增加外观美感，

添加防腐剂以延长保质期，这些添加都不利于人体健康。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以鲜枸杞为原料、以柠檬酸

为酸味添加剂和辅助抑菌剂的枸杞浓缩原汁及其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简单易控，制备得

到的植物饮料不仅保留了原料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和原有风味，而且色泽天然，澄清透明，同

时未添加甜味剂、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清爽、纯天然，有利于人体健康。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枸杞浓缩原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料：以鲜枸杞为原料，挑除生青果和霉烂果，然后对果实进行清洗。

[0009] （2）榨汁：将清洗后的鲜枸杞投入榨汁机中，榨出枸杞汁，收集备用；果渣收集备

用。

[0010] （3）果渣处理：利用水分法除去上述步骤（2）收集的果渣中的枸杞籽，沥干后放入

70-90℃、-0.1—-0.05MPa烘箱中烘干3-6h，直至果渣含水量≤10%。

[0011] （4）混合熬制：将上述步骤（3）中烘干的果渣和一部分步骤（2）中收集到的枸杞汁

混合，混匀后，将料液打入浸提锅中进行熬制，制成浓缩果浆。

[0012] （5）酶解：将剩余的步骤（2）中收集到的枸杞汁与步骤（4）中的浓缩果浆混合，导入

40-60℃保温罐中，以50-70mg/L比例加入活化好的果胶复合酶，保温酶解4-6小时。

[0013] （6）酸处理：酶解完成后，调整pH值，继续保温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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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7）粉碎：利用湿法两道粉碎对酸处理后的果汁进行粉碎处理，使果汁更加均一稳

定。

[0015] （8）过滤：用筛网对上述步骤（7）粉碎后的果汁进行加压过滤。

[0016] （9）均质：向过滤后的果汁中按比例加入0.7-0 .9g/L的黄原胶和0.1-0 .3g/L的

CMC，混匀后进行均质。

[0017] （10）灌装杀菌：均质后的果汁装入100-500ml规格不等的玻璃瓶中，旋盖密封，由

传送带传送通过杀菌机，吹干瓶身，贴标，装箱。

[0018] 步骤（3）中水分法去除枸杞籽的具体操作是：将步骤（2）中收集的果渣和纯净水按

照1:6-1:8的比例混合后，不断搅拌，使一部分枸杞籽浮于液面而除去；再以≤8000r/min转

速低速离心使另一部分枸杞籽沉淀于下部的果渣上表面而除去。

[0019] 步骤（4）中混合熬制的具体步骤是：将步骤（3）中烘干的果渣和一部分步骤（2）中

收集到的枸杞汁按照1:5-1:10比例混合后，将料液打入70-80℃、-0.12—-0.08MPa浸提锅

中熬制，浓缩为原料液体积的1/4-1/2。

[0020] 步骤（6）中酸处理的具体步骤是：向保温罐中加入食品级柠檬酸，pH调整为2-3。

[0021] 步骤（7）中两道湿法粉碎具体步骤是：一道粉碎由高速纳米粉碎机完成，流量为

300-400L/h，转子线速度为14-23m/s，定-转子间距为0.2-0.4mm；二道粉碎由胶体磨完成，

流量为200-300L/h。

[0022] 步骤（8）中筛网的孔径为30-50目，加压过滤的压力为0.06-0.08MPa。

[0023]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

（1）配方合理，是少有的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饮料，除鲜枸杞外，仅添加了柠檬酸

和少量黄原胶及CMC，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2）工艺简单，采用饮料生产传统的原料清洗、榨汁、浓缩、酶解、均质、灌装、杀菌等工

序，易于操作，降低了生产成本；

（3）工序设计合理，工艺的很多方面得到了优化。

[0024] 其一，果渣的再利用、烘干及其与枸杞汁的混合熬制步骤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原料

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营养和风味得到强化；二是烘干过程除去了“生青味”，突出了枸杞特

征香气；三是浓缩过程既可以提高含糖量，避免额外添加甜味剂，又是对果渣营养成分的提

取过程。

[0025] 其二，酸处理过程的优势：一是可以分解分解果渣中的纤维素，转化为更多有益的

可溶性膳食纤维；二是食品级柠檬酸可作为酸味剂，使饮料酸甜适口，避免了重复添加。三

是适当提高饮料酸度有益于抑制微生物腐败。

[0026] 其三，步骤顺序的优化降低了能耗，如混合熬制后随即进行酶解，利用熬制的余热

为酶解提供温度所需；参数的优化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料的主要营养成分，如果渣的烘干和

混合熬制利用真空低温进行，有效减少了高温对色素、蛋白、多糖等热敏性营养物质的破坏

等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具体的介绍。

[0028]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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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料：以鲜枸杞为原料，在进料口处将鲜枸杞均匀平铺到传送带上，传送带两侧安

装纯净水喷头，喷头喷出60℃热水对鲜枸杞进行清洗，传送带进料口到榨汁机进料口长度

为8m，传送速度为0.4m/s，挑选工在传送带两侧挑出生青果和霉烂果等杂质。

[0029] （2）榨汁：将清洗后的鲜枸杞投入榨汁机中，榨出枸杞汁，收集备用；果渣收集备

用。

[0030] （3）果渣处理：将压榨后收集的果渣和纯净水按照1:7的比例混合，不断搅拌，使一

部分枸杞籽浮于液面而除去，再以5000r/min转速低速离心使另一部分枸杞籽沉淀于下部

的果渣上表面而除去，枸杞籽可用作饲料；去籽后的果渣沥干，放入80℃、-0.05MPa烘箱中

烘干5h，直至果渣含水量8%，从烘箱转出。

[0031] （4）混合熬制：将烘干的果渣和一部分压榨收集到的枸杞汁按照1:7比例混合后，

将料液打入80℃、-0.08MPa浸提锅中熬制，浓缩为原料液体积的1/3，制成浓缩果浆。

[0032] （5）酶解：将剩余的压榨枸杞汁与浓缩果浆趁热混合，导入50℃保温罐中，以60mg/

L比例加入活化好的果胶复合酶，保温酶解5小时，使果胶分解，澄清果汁，提高出汁率。

[0033] （6）酸处理：酶解完成后，向保温罐中加入食品级柠檬酸，pH调整为2.8，继续保温4

小时，此步骤目的在于使纤维素转化为可溶性膳食纤维，提高营养价值。

[0034] （7）粉碎：利用湿法两道粉碎对酸处理后的果汁进行粉碎处理，一道粉碎由高速纳

米粉碎机完成，流量为300L/h，转子线速度为23m/s，定-转子间距为0.3mm；二道粉碎由胶体

磨完成，流量为200L/h，粉碎过程使果汁更加均一稳定。

[0035] （8）过滤：用50目筛网对粉碎后的果汁加压至0.06MPa，进行加压过滤。

[0036] （9）均质：向过滤后的果汁中按比例加入0.9g/L的黄原胶和0.1g/L的CMC，混匀后

导入均质机进行均质。

[0037] （10）灌装杀菌：均质后的果汁装入500ml规格不等的玻璃瓶中，旋盖密封，由传送

带传送通过杀菌机，通过杀菌机进行三段杀菌：一段杀菌温度60℃，时间7min；二段杀菌温

度72℃，时间25min；三段杀菌温度55℃，时间4min。过完杀菌机后，由鼓风机吹干瓶身，贴

标，装箱，制成可直接饮用的浓缩枸杞饮料。

[0038] 实施例2：

（1）选料：以鲜枸杞为原料，在进料口处将鲜枸杞均匀平铺到传送带上，传送带两侧安

装纯净水喷头，喷头喷出70℃热水对鲜枸杞进行清洗，传送带进料口到榨汁机进料口长度

为10m，传送速度为0.2m/s，挑选工在传送带两侧挑出生青果和霉烂果等杂质。

[0039] （2）榨汁：将清洗后的鲜枸杞投入榨汁机中，榨出枸杞汁，收集备用；果渣收集备

用。

[0040] （3）果渣处理：将压榨后收集的果渣和纯净水按照1:6的比例混合，不断搅拌，使一

部分枸杞籽浮于液面而除去，再以7000r/min转速低速离心使另一部分枸杞籽沉淀于下部

的果渣上表面而除去，枸杞籽可用于提取枸杞籽油；去籽后的果渣沥干，放入70℃、-0.1MPa

烘箱中烘干4h，直至果渣含水量7.5%，从烘箱转出。

[0041] （4）混合熬制：将烘干的果渣和一部分压榨收集到的枸杞汁按照1:8比例混合后，

将料液打入70℃、-0.12MPa浸提锅中熬制，浓缩为原料液体积的1/4，制成浓缩果浆。

[0042] （5）酶解：将剩余的压榨枸杞汁与浓缩果浆趁热混合，导入55℃保温罐中，以50mg/

L比例加入活化好的果胶复合酶，保温酶解5小时，使果胶分解，澄清果汁，提高出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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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6）酸处理：酶解完成后，向保温罐中加入食品级柠檬酸，pH调整为2.5，继续保温3

小时，此步骤目的在于使纤维素转化为可溶性膳食纤维，提高营养价值。

[0044] （7）粉碎：利用湿法两道粉碎对酸处理后的果汁进行粉碎处理，一道粉碎由高速纳

米粉碎机完成，流量为400L/h，转子线速度为14m/s，定-转子间距为0.4mm；二道粉碎由胶体

磨完成，流量为300L/h，粉碎过程使果汁更加均一稳定。

[0045] （8）过滤：用40目筛网对粉碎后的果汁加压至0.06MPa，进行加压过滤。

[0046] （9）均质：向过滤后的果汁中按比例加入0.7g/L的黄原胶和0.3g/L的CMC，混匀后

导入均质机进行均质。

[0047] （10）灌装杀菌：均质后的果汁装入2L的玻璃瓶中，旋盖密封，由传送带传送通过杀

菌机，通过杀菌机进行三段杀菌：一段杀菌温度65℃，时间8min；二段杀菌温度75℃，时间

25min；三段杀菌温度55℃，时间6min。过完杀菌机后，由鼓风机吹干瓶身，贴标，装箱，制成

可用于制作其他食品的半成品浓缩枸杞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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