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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固

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配方及制作方法，包括以桑

葚、黑枸杞和黑糯米为原料，分别进行选料处理、

果汁分离、固态发酵、上甑蒸馏、勾兑混合、液态

发酵等步骤酿制而成，有效的将固体发酵和液体

发酵相结合，生产出的桑椹酒色质均一，清澈光

泽，醇馥幽郁，酒香醇厚，果香浓郁，美容养颜，营

养价值高，酒精度及糖度的含量低，适合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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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配方，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组分的原料制成：桑葚

8-12份、黑枸杞1-3份、黑糯米8-12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配方，其特征在于，所述桑葚、

黑枸杞、黑糯米按重量组分比例为5:1:5。

3.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液发酵结合桑葚酒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桑葚

酒的制作方法包括：选料处理、果汁分离、固态发酵、上甑蒸馏、勾兑混合、液态发酵；

(一)选料处理：

桑葚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桑葚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度为5-9％

的盐水中20-3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桑葚表面水分，备用；

黑枸杞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黑枸杞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度为

5-9％的盐水中20-3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黑枸杞表面水分，备用；

黑糯米筛选及处理：选取颗粒饱满，质地均匀，颜色紫黑，少有碎米，无虫蛀的黑糯米，

备用；

(二)果汁分离：

将选料处理后的桑葚和黑枸杞破碎为碎果肉与果汁的混合物，然后将混合物离心分

离；分离后的果汁原液过滤后去除杂质，将过滤后的原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0-14MPa，温度

25℃，以提高原液稳定性，0-4℃下冷藏果汁原液，备用；果汁分离过程中所得过滤后果渣集

中收集，备用；

(三)固态发酵：

将黑糯米放入水温为71-79℃热水浸泡6-8小时，搅拌均匀，浸泡过程中要翻动2-3次，

水面高出黑糯米30cm，然后清除水面上的杂质，放水，然后放置3小时后上甑初蒸，初蒸时间

为2-3小时，初蒸达到内无生心，外微开花，保证黑糯米完全熟透；蒸好的黑糯米出甑补水后

摊凉至25-30℃，将果汁分离步骤中收集的果渣混入蒸好的黑糯米并搅拌均匀，下曲，下曲

温度30-35℃，下曲量为重量份的0.5％-1％，收箱，收箱时撒一层谷壳在晾堂上，将带曲混

合后的黑糯米移到谷壳，进行收箱，收箱四边直、厚薄均匀，再撒一层谷壳在带曲黑糯米表

面上，培菌糖化发酵，糖化发酵时间为28-30小时，糖化发酵后出箱，出箱时，酒气、曲香、味

稍甜，入窖密封发酵作为酒醅；

(四)上甑蒸馏

将发酵后的酒醅拌入重量份为3-5％的谷壳，轻撒匀铺、探气上甑、上甑时间35—

40min，发酵后的酒醅移入甑内后开始蒸馏，将蒸馏得到的原酒收集备用；

(五)勾兑混合

将果汁分离步骤所收集的果汁原液与上甑蒸馏步骤所收集的原酒充分混合，混合后混

合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0-14MPa，温度25℃，均质后混合液备用；

(六)液态发酵

将勾兑混合步骤所得混合液倒入灭菌后发酵缸中，每千克混合液中加入0.5-1g发酵

酶，充分混合后入窖液态发酵，期满后经澄清、超滤、均质、灭菌后，制得所述桑葚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中收箱及上甑蒸馏所用谷壳

为清蒸过的熟谷壳。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箱温度38-40℃，收箱厚度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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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收箱过程小于2小时。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发酵入窖发酵温度为30-35

℃，时间为40-50天。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蒸馏采酒采用掐头去尾，流酒速

度2-3千克/分钟，流酒温度23-26℃。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态发酵控制发酵温度为15-22

℃，发酵时间40-50天。

9.一种桑葚酒，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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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配方及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配方及制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桑椹，桑树的果实，椭圆形长1—3厘米表面不平滑，未成熟时为绿色逐渐成长变为

白色、红色，成熟后为紫红色或紫黑色味酸甜，《本草新编》有“紫者为第一红者次之青则不

可用”的记载；现代研究证实，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果糖、胡萝卜素、维生

素、苹果酸、琥珀酸、酒石酸及矿物质钙、磷、铁、铜、锌等，桑葚营养价值是苹果的5倍，白黎

芦醇含量是葡萄的十余倍；桑葚具有养肝护肝、益肾健肾、补血养颜、健脾胃、助消化、预防

血管硬、防癌抗癌、清心明目等功效，具有较好的保健养生功能和优良的药用价值，被称为

“民间圣果”。

[0003] 黑枸杞，浆果为球形，皮薄，皮熟后紫黑色，果实里富含花青素，而花青素是目前国

际上公认的清除人体内自由基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剂，花青素是一种有着特殊分子结构的生

物类黄酮，是能够清除人体内自由基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剂，花青素具有很强的体内活性，实

验证明，花青素的抗自由基氧化能力是维生素E的50倍，维生素C的20倍，并吸收迅速完全，

口服20分钟即可达到最高血液浓度，代谢半衰期达7小时之久。

[0004] 黑糯米是水稻的一个品种，属于糯米类，仅四川、贵州、云南有少量栽培，是较珍贵

的水稻品种。黑糯米颗粒均匀，颜色紫黑，食味香甜，甜而不腻，黑糯米是因花色苷在果皮和

种皮内沉积而呈黑色，花色苷属类黄酮化合物，具有较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又称“黑米色

素”。

[0005] 酿酒是利用微生物发酵生产含一定浓度酒精饮料的过程，目前市场上的酿酒方法

主要分为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两种。固态发酵即固态配糟发酵，传统大曲酒的生产过程中，

将曲和粮和上一轮次的酒糟混合，一起入窖发酵，此种酒醅含水较低，一般为55％-65％左

右，游离水分基本上被包含在酒醅中，整个物料呈固态，参与发酵过程的微生物和酶通过水

分渗入到酒醅颗粒中，进行各种生化作用，这便是固态配糟发酵的整个原理，固态法酿酒要

经过10道以上工序，2次以上的蒸煮，缺点是燃料成本高，劳动强度大，原料出酒率低，但优

点是其酒风味比较饱满；液态发酵在国内以麸曲白酒的生产工艺为代表，发酵过程只用带

液态一种界面，其优点是出酒率也高，其缺点是液态法出酒的香味成分简单，原酒口味不如

固态法。

[0006] 传统的桑葚酒制作方法是采用液态发酵法，采用液态发酵法的桑葚酒，桑葚酒的

口味单一、桑葚果香遭到彻底破坏，如何使得桑葚酒既出酒率高又风味饱满一直是一个难

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配方及制作方法，该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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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桑葚酒制作方法的原料和工艺进行了改进，从而得到了一种具有桑葚果特有的清香

又风味饱满且出酒率较高的酿制方法。

[0008]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配方，由以下重量组分的原料制成：桑葚8-12份、黑

枸杞1-3份、黑糯米8-12份。

[0010] 优选的，桑葚、黑枸杞、黑糯米按重量组分比例为5:1:5。

[0011]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制作方法，包括：选料处理、果汁分离、固态发酵、上

甑蒸馏、勾兑混合、液态发酵；

[0012] (一)选料处理：

[0013] 桑葚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桑葚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度为

5-9％的盐水中20-3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桑葚表面水分，备用；

[0014] 黑枸杞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黑枸杞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

度为5-9％的盐水中20-3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黑枸杞表面水分，备用；

[0015] 黑糯米筛选及处理：选取颗粒饱满，质地均匀，颜色紫黑，少有碎米，无虫蛀的黑糯

米，备用；

[0016] (二)果汁分离：

[0017] 将选料处理后的桑葚和黑枸杞破碎为碎果肉与果汁的混合物，然后将混合物离心

分离；分离后的果汁原液过滤后去除杂质，将过滤后的原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0-14MPa，温

度25℃，以提高原液稳定性，0-4℃下冷藏果汁原液，备用；果汁分离过程中所得过滤后果渣

集中收集，备用；

[0018] (三)固态发酵：

[0019] 将黑糯米放入水温为71-79℃热水浸泡6-8小时，搅拌均匀，浸泡过程中要翻动2-3

次，水面高出黑糯米30cm，然后清除水面上的杂质，放水，然后放置3小时后上甑初蒸，初蒸

时间为2-3小时，初蒸达到内无生心，外微开花，保证黑糯米完全熟透；蒸好的黑糯米出甑补

水后摊凉至25-30℃，将果汁分离步骤中收集的果渣混入蒸好的黑糯米并搅拌均匀，下曲，

下曲温度30-35℃，下曲量为重量份的0.5％-1％，收箱，收箱时撒一层谷壳在晾堂上，将带

曲混合后的黑糯米移到谷壳，进行收箱，收箱四边直厚薄均匀，再撒一层谷壳在带曲黑糯米

表面上，培菌糖化发酵，糖化发酵时间为28-30小时，糖化发酵后出箱，出箱时，酒气、曲香、

味稍甜，入窖密封发酵作为酒醅；

[0020] (四)上甑蒸馏

[0021] 将发酵后的酒醅拌入重量份为3-5％的谷壳，轻撒匀铺、探气上甑、上甑时间35—

40min，发酵后的酒醅移入甑内后开始蒸馏，将蒸馏得到的原酒收集备用；

[0022] (五)勾兑混合

[0023] 将果汁分离步骤所收集的果汁原液与上甑蒸馏步骤所收集的原酒充分混合，混合

后混合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0-14MPa，温度25℃，均质后混合液备用；

[0024] (六)液态发酵

[0025] 将勾兑混合步骤所得混合液倒入灭菌后发酵缸中，每千克混合液中加入0.5-1g发

酵酶，充分混合后入窖液态发酵，期满后经澄清、超滤、均质、灭菌后，制得所述桑葚酒。

[0026] 优选的，步骤中收箱及上甑蒸馏所用谷壳为清蒸过的熟谷壳。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110004011 A

5



[0027] 优选的，收箱温度38-40℃，收箱厚度6-7厘米，收箱过程小于2小时。

[0028] 优选的，固体发酵入窖发酵温度为30-35℃，时间为40-50天。

[0029] 优选的，蒸馏采酒采用掐头去尾，流酒速度2-3千克/分钟，流酒温度23-26℃。

[0030] 优选的，液态发酵控制发酵温度为15-22℃，发酵时间40-50天。

[0031] 一种桑葚酒，由以上方法制作而成。

[0032] 有益效果：

[0033] 本发明通过将固体发酵和液体发酵相结合，提供了一种新的酿酒方法，该方法对

传统的桑葚酒制作方法的原料和工艺进行了改进，从而得到了一种具有桑葚果特有的清香

又风味饱满且出酒率较高的桑葚酒的生产方法，用本方法生产出的桑葚酒口感好，色质均

一，清澈光泽，醇馥幽郁，酒香醇厚，果香浓郁，美容养颜，营养价值高，酒精度、酸度及糖度

低，适合范围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中的相关技术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实施例一：

[0036]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配方，由以下重量组分的原料制成：桑葚12份、黑枸

杞1份、黑糯米8份。

[0037]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制作方法，包括：选料处理、果汁分离、固态发酵、上

甑蒸馏、勾兑混合、液态发酵；

[0038] (一)选料处理：

[0039] 桑葚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桑葚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度为

7％的盐水中2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桑葚表面水分，备用；

[0040] 黑枸杞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黑枸杞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

度为7％的盐水中2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黑枸杞表面水分，备用；

[0041] 黑糯米筛选及处理：选取颗粒饱满，质地均匀，颜色紫黑，少有碎米，无虫蛀的黑糯

米，备用；

[0042] (二)果汁分离：

[0043] 将选料处理后的桑葚和黑枸杞破碎为碎果肉与果汁的混合物，然后将混合物离心

分离；分离后的果汁原液过滤后去除杂质，将过滤后的原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2MPa，温度25

℃，以提高原液稳定性，4℃下冷藏果汁原液，备用；果汁分离过程中所得过滤后果渣集中收

集，备用；

[0044] (三)固态发酵：

[0045] 将黑糯米放入水温为75℃热水浸泡6小时，搅拌均匀，浸泡过程中要翻动3次，水面

高出黑糯米30cm，然后清除水面上的杂质，放水，然后放置3小时后上甑初蒸，初蒸时间为2

小时，初蒸达到内无生心，外微开花，保证黑糯米完全熟透；蒸好的黑糯米出甑补水后摊凉

至25℃，将果汁分离步骤中收集的果渣混入蒸好的黑糯米并搅拌均匀，下曲，下曲温度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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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曲量为重量份的0.5％，收箱，收箱温度38.5℃，收箱厚度6厘米，收箱时撒一层谷壳在

晾堂上，将带曲混合后的黑糯米移到谷壳，进行收箱，收箱四边直厚薄均匀，再撒一层谷壳

在带曲黑糯米表面上，培菌糖化发酵，糖化发酵时间为28小时，糖化发酵后出箱，出箱时，酒

气、曲香、味稍甜，入窖密封发酵作为酒醅；

[0046] (四)上甑蒸馏

[0047] 将发酵后的酒醅拌入重量份为3-5％的谷壳，轻撒匀铺、探气上甑、上甑时间

35min，发酵后的酒醅移入甑内后开始蒸馏，蒸馏采酒采用掐头去尾，流酒速度2千克/分钟，

流酒温度24℃，将蒸馏得到的原酒收集备用；

[0048] (五)勾兑混合

[0049] 将果汁分离步骤所收集的果汁原液与上甑蒸馏步骤所收集的原酒充分混合，混合

后混合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2MPa，温度25℃，均质后混合液备用；

[0050] (六)液态发酵

[0051] 将勾兑混合步骤所得混合液倒入灭菌后发酵缸中，每千克混合液中加入0.8g发酵

酶，充分混合后入窖液态发酵，发酵温度为18℃，发酵时间45天，期满后经澄清、超滤、均质、

灭菌后，制得所述桑葚酒。

[0052] 实施例二：

[0053]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配方，由以下重量组分的原料制成：桑葚8份、黑枸

杞3份、黑糯米8份。

[0054]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制作方法，包括：选料处理、果汁分离、固态发酵、上

甑蒸馏、勾兑混合、液态发酵；

[0055] (一)选料处理：

[0056] 桑葚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桑葚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度为

7％的盐水中2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桑葚表面水分，备用；

[0057] 黑枸杞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黑枸杞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

度为7％的盐水中2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黑枸杞表面水分，备用；

[0058] 黑糯米筛选及处理：选取颗粒饱满，质地均匀，颜色紫黑，少有碎米，无虫蛀的黑糯

米，备用；

[0059] (二)果汁分离：

[0060] 将选料处理后的桑葚和黑枸杞破碎为碎果肉与果汁的混合物，然后将混合物离心

分离；分离后的果汁原液过滤后去除杂质，将过滤后的原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2MPa，温度25

℃，以提高原液稳定性，4℃下冷藏果汁原液，备用；果汁分离过程中所得过滤后果渣集中收

集，备用；

[0061] (三)固态发酵：

[0062] 将黑糯米放入水温为75℃热水浸泡6小时，搅拌均匀，浸泡过程中要翻动3次，水面

高出黑糯米30cm，然后清除水面上的杂质，放水，然后放置3小时后上甑初蒸，初蒸时间为2

小时，初蒸达到内无生心，外微开花，保证黑糯米完全熟透；蒸好的黑糯米出甑补水后摊凉

至25℃，将果汁分离步骤中收集的果渣混入蒸好的黑糯米并搅拌均匀，下曲，下曲温度33

℃，下曲量为重量份的0.5％，收箱，收箱温度38.5℃，收箱厚度6厘米，收箱时撒一层谷壳在

晾堂上，将带曲混合后的黑糯米移到谷壳，进行收箱，收箱四边直厚薄均匀，再撒一层谷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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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曲黑糯米表面上，培菌糖化发酵，糖化发酵时间为28小时，糖化发酵后出箱，出箱时，酒

气、曲香、味稍甜，入窖密封发酵作为酒醅；

[0063] (四)上甑蒸馏

[0064] 将发酵后的酒醅拌入重量份为3-5％的谷壳，轻撒匀铺、探气上甑、上甑时间

35min，发酵后的酒醅移入甑内后开始蒸馏，蒸馏采酒采用掐头去尾，流酒速度2千克/分钟，

流酒温度24℃，将蒸馏得到的原酒收集备用；

[0065] (五)勾兑混合

[0066] 将果汁分离步骤所收集的果汁原液与上甑蒸馏步骤所收集的原酒充分混合，混合

后混合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2MPa，温度25℃，均质后混合液备用；

[0067] (六)液态发酵

[0068] 将勾兑混合步骤所得混合液倒入灭菌后发酵缸中，每千克混合液中加入0.8g发酵

酶，充分混合后入窖液态发酵，发酵温度为18℃，发酵时间45天，期满后经澄清、超滤、均质、

灭菌后，制得所述桑葚酒。

[0069] 实施例三：

[0070]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配方，由以下重量组分的原料制成：桑葚8份、黑枸

杞1份、黑糯米12份。

[0071] 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的制作方法，包括：选料处理、果汁分离、固态发酵、上

甑蒸馏、勾兑混合、液态发酵；

[0072] (一)选料处理：

[0073] 桑葚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桑葚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度为

7％的盐水中2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桑葚表面水分，备用；

[0074] 黑枸杞筛选及处理：选取成熟、新鲜、无腐烂变质黑枸杞清洗干净，浸泡于质量浓

度为7％的盐水中20min，捞出后用无菌水漂洗，漂洗后晾干黑枸杞表面水分，备用；

[0075] 黑糯米筛选及处理：选取颗粒饱满，质地均匀，颜色紫黑，少有碎米，无虫蛀的黑糯

米，备用；

[0076] (二)果汁分离：

[0077] 将选料处理后的桑葚和黑枸杞破碎为碎果肉与果汁的混合物，然后将混合物离心

分离；分离后的果汁原液过滤后去除杂质，将过滤后的原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2MPa，温度25

℃，以提高原液稳定性，4℃下冷藏果汁原液，备用；果汁分离过程中所得过滤后果渣集中收

集，备用；

[0078] (三)固态发酵：

[0079] 将黑糯米放入水温为75℃热水浸泡6小时，搅拌均匀，浸泡过程中要翻动3次，水面

高出黑糯米30cm，然后清除水面上的杂质，放水，然后放置3小时后上甑初蒸，初蒸时间为2

小时，初蒸达到内无生心，外微开花，保证黑糯米完全熟透；蒸好的黑糯米出甑补水后摊凉

至25℃，将果汁分离步骤中收集的果渣混入蒸好的黑糯米并搅拌均匀，下曲，下曲温度33

℃，下曲量为重量份的0.5％，收箱，收箱温度38.5℃，收箱厚度6厘米，收箱时撒一层谷壳在

晾堂上，将带曲混合后的黑糯米移到谷壳，进行收箱，收箱四边直厚薄均匀，再撒一层谷壳

在带曲黑糯米表面上，培菌糖化发酵，糖化发酵时间为28小时，糖化发酵后出箱，出箱时，酒

气、曲香、味稍甜，入窖密封发酵作为酒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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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四)上甑蒸馏

[0081] 将发酵后的酒醅拌入重量份为3-5％的谷壳，轻撒匀铺、探气上甑、上甑时间

35min，发酵后的酒醅移入甑内后开始蒸馏，蒸馏采酒采用掐头去尾，流酒速度2千克/分钟，

流酒温度24℃，将蒸馏得到的原酒收集备用；

[0082] (五)勾兑混合

[0083] 将果汁分离步骤所收集的果汁原液与上甑蒸馏步骤所收集的原酒充分混合，混合

后混合液均质，均质机压力12MPa，温度25℃，均质后混合液备用；

[0084] (六)液态发酵

[0085] 将勾兑混合步骤所得混合液倒入灭菌后发酵缸中，每千克混合液中加入0.8g发酵

酶，充分混合后入窖液态发酵，发酵温度为18℃，发酵时间40天，期满后经澄清、超滤、均质、

灭菌后，制得所述桑葚酒。

[0086] 申请人随机挑选三种市场上的桑葚酒作为对比例与本发明的三种实施例进行了

对比实验，并进行相关性能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87] 对比例1-3为随机挑选三种不同价位档次不同品牌厂家的市售的桑葚酒；

[0088]

[0089] 表1

[0090] 从表1可知，对比例1-3购得的市售桑葚酒的性状、色泽、气滋味、杂质等感官评定

远远差于实施例1-3，且酒精度、糖度、酸度高于实施例1-3。

[0091] 由于目前市场上采用纯液态发酵法制得的桑葚酒发酵不彻底，生产出的桑葚酒口

感不佳、异杂味重、桑葚果香遭到彻底破坏，生产速度快，造成其他成分很少，生产过程中人

为投放香精等多种添加剂以补充其他成分的损失，因而造成酒精度高酸高糖高；本实施例

所采用的方法是将本方法在固态发酵阶段制得的桑葚酒原液与桑葚果汁混合后直接进入

液态发酵过程后期进行二次发酵，因而既保证了桑葚酒的口感，又避免了液体发酵初期产

生的由于发酵不彻底而导致的异味杂重，桑葚果香遭到彻底破坏等问题，而且制作过程中

无需添加剂进行补偿；因而本发明方法制得的桑葚酒比目前市场上的桑葚酒而言，有效提

高桑葚酒的营养价值，降低酒精度、酸度及糖度，减少酒精、酸及糖含量过高等不健康的因

素，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

[0092] 申请人还分别对100份特定人群志愿者进行赠饮并跟踪调研，调查者每人每日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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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产品100mL，连续饮用60日，调研结果如表2所示：

[0093]

[0094] 表2

[0095] 由表2可以看出，本发明的桑葚酒口感醇厚，长期饮用明显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

效，且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实施例具有明显的美容养颜、保养肌肤、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

用。

[0096] 综上所述，本发明一种固液发酵结合的桑葚酒配方及制作方法的原料配方相得益

彰、搭配得当，固液发酵结合的酿制方法科学合理、高效有益，由该方法制得的桑葚酒色质

均一，清澈光泽，无沉淀而酒香及果香浓郁，香醇甘甜，有效提高桑葚酒的营养价值，降低酒

精度及糖度的含量，减少酒精及糖量过高而不利于人体健康，具有美容养颜、提高人体免疫

等保健功能。

[009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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