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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黑莓果实的组织结构及理化性状特点，比较了原果汁不同提取方法对所古成分 

的影响，提出了保持黑莓原有色泽、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原果汁及其饮料生产工艺流程和技术条 

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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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南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uit tissue structure as well as physlcal and 

chemical properities of blackberry，the nutrients of orlIginal juices prepared by different ptoccess— 

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The proccessing technolog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natural color， 

flavor and nutrients in the products we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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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黑莓(Blackberry)原产北美。由于其果实柔嫩 

多汁，营养丰富，色泽宜人，鲜果及其加工产品，深 

受欧美消费者青睐 1986年，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首次从美国引人，在引种栽培的同时，进 

行了果实营养成分、加工利用及新产品试制等研 

究 研制成功的黑莓汁饮料，色泽红艳，风味独特， 

富含 、SOD及r一氨基丁酸等抗衰老成分，此外 

还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紊、微量元素 

及矿质元素 

本文就黑莓原果汁及其果汁饮料的生产工艺 

流程和要点以及不阿提取方法果汁营养成分的比 

较作一报导。 

2 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 

黑莓果实 采自南京地区黑莓生产基地．由美 

国引进的赫尔(Hul1)和切斯特(Chester)两品种的 

混合果实。 

黑莓原果汁 采用压榨法或浸提法所得产品 

的色泽、风味、质量均符合黑莓原果汁企业标准。 

白砂塘(一级)、柠檬酸(优质)均为市售．水为 

去离子软化水。 ‘ 

2．2 工艺瀛程 

2．2．1 黑莓原果汁生产工艺流程 

浸提法，选果一洗果一热浸一果汁分离一粗遵一精 

滤 难缩一灭萄一灌幕一母却 璧 母羲。 

压榨法 进果 洗果一加热软化一压榨一枉滤一精 

滤一均质一脱气一浓墙 灵菌一灌裴一母却一检验一母 

戴 

2．2．2 黑莓果汁饮料生产工艺谎程 

黑茸原果汁 过滤一调配 加热至讳 过滤一无茵 

灌幕 封口 灭菌一母却一成品入卓一检驻一出厂。 

2．3 操作要点 

2．3．1 选果洗果 要求果实新鲜．发育良好．成熟 

度达90 以上，无霉烂变质，剔除果梗及青果等不 

合格果子。采用自动喷淋式洗果捡果机 洗去果实 

表面圬物和微生物。 

2．3．2 浸提或压榨 浸提是通过加热，把果实细 

胞内的汁液转移到浸提介质(水)中的过程。授提液 

色泽明亮。易于澄清处理，方法是将果实加热至70 

～80"C，时间每次 80min．连续提取8次。温度太 

高，时间太长，会使果汁氧化，引起褐变和产生煮熟 

昧。 

热榨是深色果实普遍采用的方法．作用软化果 

实，可使汁液及色素、风味充分溶出，并能抑制酶的 

活性，降低粘度，提高出汁率。 

2．3．3 均质和脱气 果汁通过均质，使汁液中残 

存的碎屑、散粒破碎．使产品组织均匀，减步成品的 

沉淀物。均质压力15~80MPa。脱气是除去加工过 

程中混人果汁中的大量空气，防止氧化，保持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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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色泽以及Vc的稳定性。 

2．3．4 灭菌和灌装 原果汁在灌装前灭菌，采用 

高温瞬时灭菌法，以保证果汁新鲜，提高果汁的生 

物稳定性。灭菌温度105℃，时坷驰。 

果汁饮料一般在港装后灭菌 可采甩汽杀或水 

杀 瓶装以承杀为好，灭菌温度lOO'C，时坷15rain。 

2．4 曹养成分比较 

测定了总糖，还原塘、总酸、果胶及氨基酸含 

量，比较了浸提法和压榨法不同工艺生产的黑莓原 

果汁的营养成分(见表1、表 2)。 

表1 黑摹雁果升不同提取方法与营养成分的关未 

提取方 『 
浸提法l 70．8 ．2q 5．05 ．3牢．9 0．B4 l 6．39 

压榨法 I 65 0 h．州 4．2l n．2审． 2．54 I 5．24 

表 2 不同堤取方法与氯基t音量的关来 

(rag／1OOg) 

氨基酸种类 漫提法 易压棒法 ．挑压棒法 

一 氨基丁酸 9．253 14．08 9．649 

天冬氨酸 65．948 64．7O 65．450 

苏氯酸 7．708 6．02 1l_557 

壁氯酸 15．065 23．80 19．502 

菩氨酸 36．315 12．50 49．049 

捕氨酸 4．840 7．58 7．803 

甘氯酸 3．150 ND 8+484 

丙氯酸 44．205 97．22 6札o92 

胱氨酸 2．297 2．12 3．409 

氧氨酸 7．989 8．79 11．701 

甲碱氯酸 5．429 2．65 4．582 

异亮氯酸 5．195 4．40 7．2∞ 

亮氟酸 5．316 5．16 11．690 

醇氯酸 6．378 ND 9．475 

苯丙氨酸‘ 5．125 ND 7．234 

赣氨酸 3．103 2．08 10．488 

组氨酸 O．723 0．87 3．{89 

精氯酸 16 032 13．95 21．391 

鸟氨酸 12 327 10．364 

总 量 256．927 211．22 336．047 

苒中人体必矗 
40．618 30．87 71．379 

氨基酸总量 

指人体必需的氯基酸． 

浸提法的优点是出汁率高，色泽明亮，沉淀步} 

缺点是果胶含量低f压榨法恰恰相反，出汁率较低、 

·16· 

而果胶含量高。 

表2表明黑莓果汁含有 20种蒸基酸，其中』、 

体必需的有8种．而且其含量相当高，而机械压榨 

的果汁氪基酸含量普遍比浸提法高t说明后者在提 

取过程中营养成分有一定的损失 

3 产品质量指标 

3．1 感官指标(原果汁与果汁馈料同) 

色泽 呈紫红色．泼紫红色f 

滋味及气味 具有天然黑莓汁香味，酸味纯正 

(原果汁)或酸甜适口(果汁饮料)，无异味l 

外观形态 汁液均匀，清晰，允许略带混浊和 

少量沉淀。 

3．2 理论指标 

项 目 原果计理论指标 果汁饮料理论指标 

可溶性同形物 
／>6．0 ≥1o．o 

(以折光计 ) 

总 糖( ) 5．0～5．4 ≥7．o 

总 酸( ) 1．2～1．4 o．25～o．35 

pH 2．B～ 3．5 3．O～3．5 

重金属含量(原果汁与果汁戗料同) 

铅 ≤1．0mg／i 

铜 ≤10．Ome／i 

砷 ≤0．5mg／l 

3．3 徽生物指标(原果汁与果汁饮料同) 

细菌总数 ≤100个／ml 

大肠菌群 ≤6个／lOOml 

致病菌不得检出。 

4 结果与讨论 

4．1 提取果汁的方法应根据果实的结构，汁液存 

在的部位和组织的理论性状以及成品的品质要求 

来选用。为了保持果汁的天然风味和营养成分，绝 

大多数国家和企业都采用机械压榨i击取汁工艺。在 

黑莓加工过程中，压榨法和浸提法都可应用，它们 

都能提取出色泽鲜艳、喜含营养、风味纯正的果汁， 

但各有利弊．前者沉淀多，适合大批量生产，后者营 

养成分损失大。 

4．2 在黑莓果汁加工过程中．掌握温度的高低是 

决定成品质量的关键。浸提法热浸温度高于80C， 

不仅营养成分大量损失且会出现煮熟味，而压榨法 

预热软化温度高于60"C，则产生果汁中沉淀物多， 

澄清难，并会影响成品的外观质量。其次 pH值对 

色泽的影响很大。 

4．3 黑莓及其加工产品是欧美及亚澳国家当今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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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消费的热点之一一+价格亦在其他果品之上。在中 

国首次弓f进井试制成功全天然黑莓汁饮料。得到中 

外专家和各方面人士的赞许和肯定及广大消费者 

的青睬。随着包装业的不断更新，根据黑莓饮料的 

艳丽色泽及丰富营养等特点，使用新型美现的回旋 

盖玻璃瓶是黑莓饮料摄安全、卫生的包装容器，值 

得向广大消费者推广。目前试销市场反映强烈，探 

信国内首创的新颖独特的黑莓汁饮料和黑莓系列 

产品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一定十分广蚵。 

参考文献 

1 孙醉君，郑海燕+顾 姻．黑莓——适宜我国中 

部地区发展的新果树．全国植物园学术讨论会资 

料 ．1994 

2 黄应森，孙醉君，贺善安等、野山花果汁饮料的 

研制．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论文集 江苏辩学技 

术出敝社，1991：76~80． 

3 饮料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 饮料标准汇编．1992 

4 胡小林，车积宏，崔雨林等．现代果蔬汁加工工 

艺、中国轻工业出敝社+1995 68~77． 

欢迎订阅1998年 

《轻工标准与质量》杂志 

主管单位：中国轻工总会 

《轻工标准与质量'是由中国轻工总会主管，中国轻工总会质量标准部、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和中国轻 

工总会标准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科技期刊。本刊以为轻工行业、轻工企业和广大消费者服务为目标， 标 

准与质量为主题。旨在促进企业管理水平、轻工产品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重点报道 

· 国家和轻工行业关于质量、标准和认证方面的方针、政策、规定I 

· 轻工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发布、出版、更改、废止公告} 

· 全国轻工业质量监督、打假治劣工作，轻工产品质量统检结果} 

· 企业标准化，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的成果、方法和经验I 
· 国内外质量体系认证、环境认证、安全认证的制度、方法及经验} 

· 企业实麓“名牌战略”，走质量效益型道龉的成果、方法、经验I 

· 全面质量管理、Qc小组活动I 

本刊为双月刊，大 l6开48页，自办发行，全年订价4s元(含邮费)。欲订阅者可直接与t轻工标准与质 

量埔目辑部联系． 

缩辑出版tt轻工标准与质量'编辑部 

地址 北京阜外大街乙22号 

传真：6839607 

电话：68396607 68396608 

邮政缩码：100083 

户名：《轻工标准与质量》杂志杜 

开户手亍：工商银行志礼士路支行阜外大街分理处 

帐号 249100--23 

·1 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