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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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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学 植物研究所 南京 21。 l4) 3 

本文对黑草果汁健料的加工工艺和配方进行 了研究．从而研制出色、香、味儡往的黑草果汁健料，井着重肆果汁的澄清性作 了较 

莓(blackberry)是浆果类植物．属蔷薇科悬钩子属．原产北美， 

1986年由我所从美国引人．黑莓色泽鲜艳、酸甜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 

特t音有丰富的糖、酸和多种氨基酸、维生索，尤其富音抗细胞衰老的 

VE、SOD和 r一氨基丁酸等营养物质．其中VE音量是苹果的5～7倍。 

采用黑莓研制的天熊果汁饮料符台目前饮料市场的最新潮流和人们保 

健消费的普遍心理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1 工艺流程 

鲜果一 挑选、清洗一 破碎、压粹、过滤一 澄清一 精滤 
l 

饮用水处理 ] ’ 
糖 、酸、疆加剂一 溶解—·过滤— 配 

4 
贴标一 质检一 睁却一 灭菌一 封盖一 灌装 一 巴氏杀菌 

I f 
成品 空瓶一 清洗一 消毒一 沥干J 

2 工艺操作要点 

2．1 捷选和清洗 认真劓去腐烂果、杂质等，因鲜果柔嫩多汁．故应轻 

秉漂洗。 

2．2 破碎、榨汁、过滤 鲜果粗破碎后，用螺旋式压榨机摊汁，先粗滤． 

最后用 100目滤网细滤． 

2．3 醴清 由于原汁是经机械压榨所得，故沉捷较多+立盯何取得较澄 

清的原汁是黑莓饮料生产的关髓，为此，找们选用了六种澄清剂——明 

腔 硅腔、皋腔酶、澄清剂A 澄清剂B和澄清剂C(澄清剂 A、B、C均是 

我所配制)t井分别进行了不同浓度和相关条件的试验，现将使用效果 

叙述如下： 

①单独使用明腔：当试验浓度从0．1‰～l‰时，均无澄清效果。 

腔试验浓度从 0．1‰～1‰ 

缓慢．清{壹较混浊。 

先加硅腔．且硅腔量为明腔量的 10倍。明 

当使用量达 0．5‰时有絮状物形成，但沉降 

@果腔酵：当试验浓度为1．5‰．静置24小时后-精液得率为40 。 

④澄清剂A 试验浓度从0 5 ～2 ．当淮度达1 5 时，原汁经 

处理后所得清{壹清、亮，但得率低 ．仅誊。艋左右。 

@澄清剂B：试验浓度从 0 5 ～2 。当浓度为0．5 ～1 时．溶 

{壹出现沉淀分层现象；当浓度为 1．5 ～2 时．所得清渡清、亮，效果较 

好+得率 为72 。 

@澄清剂c：试验浓度为0．5 ～2 。当淮度达1 5 时．胃 汁经处 

理所得清液清、亮，色泽鲜艳，得率 8O 以上。 

我们分别从经薪角度和原汁的清蔽得宰分析．最终选择了澄清剂 

C作为黑莓原汁的澄清剂。 

2-4 配料 在不锈钢央层锅内先将水烧开．然后按配比加人化好的糖 

浆、酸、幂加剂，原汁．并混合均匀。 

2．5 巴氏杀菌 将事}{壹加热至85℃+保持15分钟． 

3 质量指标 

3．1 感观指标 黑莓果汁饮料外琨为红色 透明的液体．无悬浮、分层 

现象，允许有少量果冉沉淀，具有天然黑莓果实特有的香味，酸甜可口， 

无其它异睐。 

3．2 理化指标 可溶性固形物9～11 (折光度Br_x计)，总酸0．3～ 

0．5 (以柠檬酸计 )pH 3．0～3．5-砷(以As计)≤0．5mgAg 铅( 

Pb计)≤1．0Ⅲg／ks 铜(以cu计)≤1O 0mz／ks。 

3．3 卫生指标 细菌总教≤100十／ml 大脑菌敬≤6十／ml，致翥苗 

不得植出，黑莓果汁饮料为全天体饮品．不古台成色素 香精 防腐荆 

等，普通玻璃瓶装可保存1年 上。 (1997年 7月30日收镐) 

THE PROCESSING PROCEDURES DEVELOPED 

FOR PRODUCING BLACKBERRY JUICE 

Z~ang M eiqin W u W englong Lu L~anfei 

(Institute of Botany，Jian~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reports the processing procedures newly developed for producing blackberry juice and the juice compc~ 

sitions·h1 the whole p~occss·the key step is clearing the squeezed juice．Through experiments with dif~rent cleazfag agents the au- 

thors have found that clearing agent C was the best one when added at a rate of 1．5 ．The juice produced with the procedures has 

been proved to be full of nutrients-bright in color and satisfactory in taste． 

Key words Blackberry】uice~Proccssir~ procedures ． 

- 奉项工作是在孙醉君、蔡剑华研究员的指导下，由是文龙工程师主持进行。奉项研巍也得爿南农太食品科学系躲怕祥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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