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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是我国的重要水果，营养价值很高，含

丰富的维生素，风味甜美，除供鲜食外，还用于

加工果汁、果酱等。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对果汁及果汁饮料的需求量不断增大[1]。

葡萄汁富含易被人体吸收的果糖和葡萄糖，并含

有多种必需氨基酸以及较多的铁、钙、磷、钾等

矿物质，营养价值较高，风味良好，越来越受到

人们喜爱。

国内葡萄汁加工是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发展

起来的。目前国内用于榨汁的品种主要有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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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常用制汁葡萄品种玫瑰香，在二次浸提压榨取汁后，分别采用不同的加酶量和不同的

酶反应时间，与未酶解葡萄汁样品比较，考察酶解工艺对葡萄汁品质相关因素的影响。结果发

现，酶解处理可以提高葡萄汁的澄清度和Brix值，降低可滴定酸含量和pH。由于果胶酶降解了

果汁中的果胶物质，降低了葡萄汁的悬浮稳定性，因此随着加酶量的增加和酶解时间的延长，

果汁贮藏期间的沉淀量有所增加，同时，葡萄汁的褐变程度也有所加剧，使得总色度中褐变反

应占据主导。经过酶解处理的样品与未处理样品之间的色泽显示出明显差异(△E>2)。研究发

现，加酶量0.015%、反应时间60 min是比较合适的酶解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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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was made of enzymatic clarifi cation on the quality of the juice extracted by twice pressing 

from Muscat grape. Several conditions were examined, within a pectinas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01% to 

0.03%, and time of treatment from 20 min to 100 mi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juice samples treated with 

pectinase got higher value on Brix, clarity, and got lower value on pH, titratable acidity. The precipitation 

capacity during storage and the browning of juice samples both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pectinase 

concentration and the treatment time increasedy, since the suspension stability would be destroyed by 

pectinase treatment. The colors of treated and untreated samples showed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E>2). The 

0.015% pectinase concentration and 60 min treatment time would be 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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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香、玫瑰露等[2]。巨峰主要作为鲜食葡萄，榨

汁后的风味不良，且出汁率低。玫瑰香葡萄具有

优良的制汁特性，是欧亚种葡萄比较适于制汁的

品种，其产品的色泽和风味为人们所认可[3]。因此

本次研究采用玫瑰香品种为研究对象。

葡萄制汁的关键问题在于原料品种选择、色

素的提取、澄清方法和解决沉淀等[4]。葡萄汁是要

求澄清的少数几个果汁品种之一，葡萄汁是否澄

清是检验其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主要的

澄清方法有果胶酶解、离心、超滤等[5]。

果胶酶是应用于果汁生产的重要酶制剂之

一，它可以水解果汁中引起混浊的果胶物质以及

多糖，使果汁变得清澈透亮，同时改善果汁的过

滤效率进而提高其生产效率和出汁率[6]。果胶酶解

澄清方法具有快速、简单、效果好等特点，对果

汁营养成分保持十分有利[7]，是目前常用的澄清方

法。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果胶酶对葡萄汁澄清

的作用，而对于果汁品质的影响则很少涉及[6]。本

次研究将采用果胶酶对玫瑰香葡萄汁进行澄清处

理，以分析这一加工工艺对葡萄汁品质的影响，

为工业生产中果胶酶的使用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原料和试剂

原料选用市售玫瑰香品种；果胶酶选用商品

酶制剂：天津利华酶制剂厂，20000 u/g。

1.2   样品处理

拣选→清洗→加热软化(60 ℃，10 min)→破碎

取汁→残渣加入果实质量20%的水→加热软化(60 

℃，5 min)→压榨取汁→果汁合并

1.3   酶解处理工艺

将二次提取后的葡萄汁样品加热至50 ℃，分

别加入0.010、0.015、0.020、0.025、0.030%(w/w)

的果胶酶，保温60 min，85 ℃/5 min灭酶后，3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考察加酶量对葡萄

汁品质的影响。

将二次提取后的葡萄汁样品加热至50 ℃，加

入0.015%(w/w)的果胶酶，分别保温20、40、60、

80、100 min，其他条件同上，考察酶解反应时间

对葡萄汁品质的影响。

1.4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Brix)、pH和透光度的

测定

分别采用阿贝折光仪、pH计和分光光度计测

定。透光度在660 nm下测定，以蒸馏水为对照。

每个样品测定3次，取平均值。

1.5   可滴定酸的测定

总酸含量采用电位滴定法 [8]测定，略有改

动：取样品5 mL，用水稀释至30 mL，用0.1 mol/L 

NaOH滴定到pH 8.20为终点，计算样品总酸含量

(以酒石酸含量计)，按计算：

式中：X为每升样品中酒石酸的质量，g/L；

             C为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mol/L；

                     V1为滴定试液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

                     定溶液的体积，mL；

                    V2为空白实验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

                     定溶液的体积，mL；

                    F为试液的稀释倍数；

                    V为试样体积，mL；

                    K为酸的换算系数，酒石酸为0.075。

                    每个样品测定3次，取平均值。

1.6   色度的测定[9]

总色度的测定用分光光度计在520 nm和420 

n m 波 长 下 分 别 测 其 吸 光 值 ， 两 者 之 和 为 总 色

度。520 nm为色素的 大吸收波长。A420表示果

汁中褐变的强度。A520/A420表示色素含量与褐变

程度的关系。

1.7   色值的测定[10]

采用L*a*b*表色系统，CHROMA METER 

CR-200色彩色差计(日本MINLTA公司)，以反射模

式对样品进行测定，其中L* 表示物体亮度，a*>0

表示物体偏红，a*<0表示物体偏绿，b*>0 表示

物体偏黄，b*<0表示物体偏蓝。酶处理样品与未

经酶处理的样品之间的色泽差异采用△E表示，

△E=(△L*2+△a*2+△b*2)1/2，△E越大则表示果汁

颜色变化越大。为排除不同批次果汁浓度的影

响，测定时将葡萄汁稀释至10 °Brix。每个样品

测定3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酶解处理对葡萄汁理化性质的影响

加热软化有利于色素和风味物质的溶出[11-12]，

并能抑制酶的活性和降低物料黏度以提高出汁

率。在工厂生产中，为了提取充分，常常对一次

压榨的残渣加水进行二次软化压榨。本次研究模

拟工业化生产，采用二次提取法。



食 品 科 技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1年 第36卷 第6期 食品开发

· 59 ·

Brix、pH、总酸等一直是评价果汁品质的重

要指标。由表1中可以看出，酶解处理提高了葡

萄汁的Brix值，并且降低了可滴定酸含量，这可

能因为果胶酶降解果胶物质，使得溶出物质增

加，从而使得单位质量中有机酸的比例减少，但

酶解样品的pH低于未酶解样品，即酶解使得葡

萄汁中H+浓度增大。这说明果胶酶作用使得葡萄

汁有机酸的种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立了新的

电离平衡。

果胶是高等植物细胞壁的重要组成成分，经

常与钙、钾和钠等元素结合在一起。果胶质的存

在使得果汁的黏度增大，影响果汁的澄清度。果

胶酶可降解果胶分子，果胶分子的连续降解使果

汁的黏度下降，原来存在于果汁中的悬浮物质失

去依托而沉降下来，从而可以增强果汁的澄清效

果[13]。从表1中可以看出，酶解处理使得葡萄汁的

透光率有所增加，说明此酶解条件有助于葡萄汁

的澄清。而当加酶量和酶解时间分别达到0.015%

和60 min后，透光率基本不变，说明此条件之

后，酶解处理后葡萄汁的澄清度不再增加。
表1   酶解工艺对于葡萄汁理化性质的影响

参数 Brix pH
可滴定酸含

量/%
透光率/%

未处理 12.2±0.13.68±0.030.774±0.00485.36±0.12

加酶量
/%，
酶解
时间60 
min

0.01012.4±0.13.64±0.020.758±0.00991.41±0.13

0.01512.5±0.13.63±0.020.752±0.00393.83±0.11

0.02012.5±0.13.62±0.030.753±0.00293.62±0.09

0.02512.5±0.13.61±0.020.744±0.00293.47±0.13

0.03012.4±0.13.62±0.020.744±0.00593.45±0.07

酶解
时间/
min，
加酶量
0.015%

20 12.3±0.13.67±0.030.768±0.00491.31±0.12

40 12.3±0.13.64±0.020.759±0.00392.97±0.15

60 12.4±0.13.63±0.030.756±0.00493.94±0.10

80 12.5±0.13.63±0.020.752±0.00493.85±0.13

100 12.5±0.13.64±0.030.751±0.00193.85±0.07

2.2   酶解处理对葡萄汁色泽的影响

葡萄中色素主要为花色苷，其 大吸收波

长为520 nm[4]，因此以此波长下吸光值作为评价

葡萄汁色泽的指标。由图1可以看出，葡萄汁在

520 nm处的吸光度在不同的酶解条件下基本无变

化，说明葡萄汁的色素含量基本保持稳定，酶解

工艺比较温和，加酶量的增加并未造成色素的损

失。而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酶解时间的延长，

色素含量开始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加热酶解时温

度的影响。

总色度为色素含量与褐变程度的综合指标，

其变化既取决于葡萄汁中的色素含量，又取决于

果汁中的褐变程度。褐变指数则反映了果汁中色

素含量与褐变程度在果汁总色度中的作用，指数

上升表明果汁总色度中色素含量提高的程度高于

果汁褐变的程度。随着加酶量的增加，褐变指数

在加酶量0.015%之前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一段

时间内葡萄汁总色度的变化是以色素含量的增加

为主，而随着加酶量继续增加，褐变指数开始下

图1  加酶量对葡萄汁色度、褐变的影响

图2   酶解时间对葡萄汁色度、褐变的影响

表2   酶解处理对葡萄汁色泽的影响

参数 L* a* b* △L △a △b △E

未处理 61.53 3.43 8.64 - - - -

加酶量

/%

0.010 65.31 3.12 7.37 3.78 -0.31 -1.27 4.00

0.015 65.81 2.98 6.65 4.28 -0.45 -1.99 4.74

0.020 66.36 2.78 7.37 4.83 -0.65 -1.28 5.03

0.025 67.36 2.81 6.76 5.83 -0.62 -1.88 6.15

0.030 63.52 2.32 6.69 1.99 -1.12 -1.95 3.00

酶解时

间/min

20 62.36 2.24 6.52 0.83 -1.19 -2.12 2.57

40 63.98 2.41 6.21 2.45 -1.02 -2.43 3.60

60 67.11 2.69 6.55 5.58 -0.74 -2.09 6.00

80 67.59 2.54 6.46 6.06 -0.89 -2.18 6.50

100 68.90 2.59 6.84 7.37 -0.84 -1.80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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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说明果汁的总色度中褐变起主导作用[4]。对

酶解时间的考察发现，果汁的褐变指数变化幅度

不大，在60 min之前较为平缓，而在之后略有下

降，说明其在酶解60 min之前，果汁中色素含量

的增加和褐变程度保持平衡，而在60 min之后，

果汁中褐变起主导作用，可以看出，一定时间之

后，加热酶解加剧了果汁的褐变程度。

果胶酶作用于细胞壁的网状结构，有助于细

胞内容物的逸出，从而有助于色素的提取[14]。表2

列出了经酶解处理后葡萄汁样品的色泽参数，酶

解处理样品与未处理样品间的色泽差异以△E表

示。由表2可以看出，经过酶解处理的样品与未处

理样品之间的色泽显示出明显差异(△E>2)。色泽

参数的明显变化说明了果胶酶作用于果胶质，改

变了不同色素在浆渣与果汁中的分布比例，从而

使得葡萄汁的色泽发生了变化，且随着加酶量的

增加和酶解时间的延长，色泽差异逐渐扩大。但

在加酶量达到0.03%后，色泽变化减小，这可能是

由于酶解处理破坏了果汁的悬浊稳定性[15]。

2.3   酶解处理对葡萄汁稳定性的影响
表3   不同的酶解处理后果汁保藏期沉淀情况

保藏温度 4 ℃ 室温(25 ℃)

保藏时间/d 1 5 30 1 5 30

未处理 + + ++ + ++ +++

加酶量/%

0.010 - - + - + +

0.015 - - - - - -

0.020 - - - - - -

0.025 - - - - - +

0.030 - - + - + +

酶解时间/

min

20 - + + - + ++

40 - - + - + +

60 - - - - - +

80 - - + - - +

100 - - + - + +

注：“-”表示无沉淀，“+”表示有沉淀，“+”越多表示沉淀量
越大。

葡萄汁在贮存、销售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浑浊

和沉淀，产生所谓的二次沉淀。二次沉淀的产生

严重影响了葡萄汁的感官品质，是制约葡萄汁加

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不同条件酶解处理后的

葡萄汁样品分别在4 ℃和室温下贮藏，由表3中可

见，以加酶量为考察指标时，当加酶量在0.015%

和0.02%时，果汁在经过60 min的酶解处理后，在

30 d的贮藏期内未发现明显沉淀，而随着加酶量

的逐渐增加，在贮藏期间有沉淀产生。牛丽影等

人[15]研究认为，经酶解处理后样品上清液的澄清

度增加，同时也表示其稳定性变差。果汁沉淀量

增加，说明此酶解条件有助于葡萄汁的澄清，但

不利于增强葡萄汁的悬浊稳定性。而较长酶解时

间处理后的样品，其在贮藏期间内的沉淀产生则

可能是因为酶解处理也是一个热处理过程，会加

速果汁中小分子的不规则运动，从而破坏果汁的

悬浊稳定性。

3   结论

本研究发现，果胶酶处理在作用于葡萄汁

中果胶物质、提高果汁澄清度的同时，对于其理

化性质也有一定的影响。经过酶解处理后，葡萄

汁的Brix值有所提高，可滴定酸含量和pH均有所

降低。这表明所使用的果胶酶主要含有果胶酯酶

和聚半乳糖醛酸酶的活性，可将果胶降解为小分

子，使果汁黏度降低，并释放出游离羧基。同

时，随着加酶量和酶解时间的延长，加剧了葡萄

汁的褐变程度，使得总色度中褐变反应占据主

导。经过酶解处理的样品与未处理样品之间的色

泽显示出明显差异(△E>2)。

酶解处理之后，葡萄汁的澄清度有所提高，

但由于果胶酶降解了果汁中的果胶物质，降低

了葡萄汁的悬浮稳定性。研究发现，当加酶量

0.015%、酶解时间60 min之后，加酶量继续增加

和酶解时间的延长，果汁的澄清度基本不变，而

其贮藏期间的沉淀量则有所增加，并且会造成果

汁褐变程度的增加。因此，在使用果胶酶处理提

高果汁澄清度时，应选择合适的加酶量和反应时

间。本研究发现，加酶量0.015%、反应时间60 

min是比较合适的葡萄汁澄清的酶解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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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控制在30～35 ℃、60 min、pH为5～6的

环境条件下对抑制剂的作用效果 为理想。综合

数据表明，用聚乙烯吡咯烷酮(PVPP)抑制橄榄酶

促褐变效果 好，其中 优条件为：PVPP浓度40 

mg/L，温度30 ℃，处理时间80 min，pH为6。也可

试探将几种抑制剂配合使用，用抑制剂控制橄榄

多酚氧化酶活性将是今后橄榄生产中防止橄榄酶

促褐变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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