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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黑莓果酱的研制与感官评价 
方亮，赵慧芳，屈乐文，吴文龙，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京 210014) 

摘 要 以黑莓果实为主要原料，通过对组织形态和涂抹性进行考察，确定了黑莓低糖果酱的最佳 

果胶用量为0．35％。并通过喜好度测试和描述型测试，分别对三种不同配方的黑莓高糖、低糖和保 

健果酱的整体风味和色泽、组织形态、口感等风味参数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通过不同配方制成 

的三种黑莓果酱是可行的，其中黑莓低糖果酱的风味评分和接受度均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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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zation status and spreadability were tested to determine the addition amount of pectin in 

lOW sugar blackberry am．The optimal addition was 0．35％．The preference test and sensory grading test 

were used for overall flavor,color and organization status of three blackberry iams such as high sugar,lOW 

sugar and healthy one．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lOW sugar was the preferent one and got the highest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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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原产北美，为蔷薇科悬钩子属浆果 

类植物，是世界上新兴的4种小果类果树之一。江苏 

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于1986年开始进行黑莓的引种利 

用研究 J̈，黑莓果实柔软多汁、营养丰富、色泽宜人，是 

加工饮料、果酱、果酒和罐头等产品的上佳原料。 

黑莓果实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特别是 

VE~f1人体中必需的8种氨基酸及多种矿物质元素，其 

中硒的含量达1．7～4．9ug／g【2J。黑莓果实具有独特的香 

味，其中可检测出51种挥发油成分 】。研究发现，将 

其制成黑莓果酱后，果实中所含的多种维生素特别是 

其中的维生素E，可以基本得到保存 j。 

目前，我国以传统工艺生产的果酱大多是高糖制 

品。为达到一定口感和保藏的目的，其含糖量一般都 

在60％~65％，高糖果酱不仅口感过于甜腻，而且也 

不利于人体健康，因此人们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呈下 

降趋势_6 】。而低糖果酱不仅可以突出黑莓特有的风 

味，制成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40％以下的低糖果酱， 

突出了其天然风味和清淡口感，同时又迎合了健康食 

品低糖、低热量的发展趋势，是营养健康、老少皆宜 

的佐餐佳品。 

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试制了高糖、低糖和添加 

了种仁粉的保健黑莓果酱等三种不同类型产品，对各 

产品的感官性能进行评定，以考察不同品种果酱的接 

受度，为黑莓果酱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黑莓果实采自江苏南京地区黑莓生产原料基地， 

为美国引进的宝森(Boysen)品种的果实[9】。选择新鲜 

良好、成熟度高、色泽乌黑有光泽、无霉烂和病虫害 

的果实，剔除果梗及青果等不合格果子。 

与响应面分析法的有效性。 

3_2 玉米淀粉的脱除 

表6脱除淀粉对玉米蛋白粉中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项目 蛋白质含量／％ 

脱除前 

脱除后 

62_35 

82．46 

从表6看出，脱除效果显著。大大减少了淀粉颗 

粒对蛋白质的包裹，将会提高玉米醇溶蛋白的提取率。 

3 结论 

超声波辅助法脱色的最佳的条件是：超声时间20 min， 

超声温度25℃，料液比1：2O，pH4。经酶解、抽滤 

等工艺处理脱色后的玉米蛋白粉，脱除淀粉效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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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玉米蛋白粉中蛋白质含量提高了19．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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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砂糖：符合GB3 17．84优质品要求 

辅料：低甲氧基果胶(LMP)、柠檬酸钠、乳酸 

钙，均为食品级。 

1．2 主要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果实破碎机、组织捣碎机、自制真空 

浓缩锅、糖度计PAL．1 

1-3 工艺流程 

糖、酸、果胶等 

I 

鲜果一清洗去杂一加热软化一破碎一去籽一配料 
一 熬煮浓缩一灌装一灭菌一冷却一成品 

1．4 工艺操作要点 

酸钠4g，乳酸钙5 g，果胶4 g； 

低糖果酱：白砂糖450 g，除果胶外其他同高糖果酱； 

保健果酱：同高糖果酱，另添}J~40 g种仁粉。 

1．7 感官评定” 

由10名专业人员组成评价小组，采用评分检验 

法  ̈，根据表1所述评分标准进行评分，从色泽、香 

味、质构、涂抹性、口感、酸甜度等方面，取其平均 

值作为评分结果，各单项5分。综合评分按照各单项 

所占权重折合而成，满分为100分。 

另由l0名普通消费者组成评价小组，根据喜好度 
进行打分 ”J。 

(1)鲜果：要求果实新鲜，发育 良好，成熟度 般； 

高，无霉烂变质果。 

(2)清洗去杂 ：用清水进行漂洗，去除杂质和青 

果，最后再用清水淋洗，去除果实表面的灰层等污物。 

(3)加热软化 ：在不锈钢夹层锅中加入果量10％ 

左右的水分，将清洗干净的果实倒入锅中加热~lJ7o℃ 
- 80℃，使果实基本软化，同时钝化酶，减少色素等 

物质氧化。黑莓浆果加热软化的过程，也是色素溶解 

和提取的过程。 

(4)破碎、过滤：用破碎机将软化后的果实打成 

果泥，然后20~30目过筛，去掉种子和杂质。 

(5)糖浆等添加剂的准备：糖浆应现配现用，浓 

度要尽量高，糖浓度可配成90％以上。柠檬酸用量较 

少，根据需要可直接与糖浆混配。果胶配制相对较困 

难，配不好很难分散开，会结成球状颗粒，严重影响 

产品的质量。一般在使用时，可先将果胶与少量糖 

(或柠檬酸)混合，然后再使用，这样效果较好。 

(6)熬制与浓缩：按配方准备好各种原辅材料， 

首先将过滤好的果泥加热至沸，然后加入配好并煮沸 

的糖浆，进行熬制。在熬制过程中需不停搅拌，以防 

焦糊。当浓缩到预计的浓度后，再加入果胶，并煮 

沸。浓缩过程如能在真空浓缩锅中进行，则更有利于 

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风味。 

(7)灌装与灭菌：灌装容器应清洗干净并消毒， 

果酱熬制好后应乘热灌装，灌装温度在90℃以上。 

如果灌装条件好，灌装后可不再灭菌。如果没有好的灌 

装条件，灌装后还需进行高温灭菌。由于黑莓本身酸度 

高(pH3．0左右)，在100℃的沸水或蒸汽中蒸煮8～10 rain 

即可达到灭菌效果。灭菌后应快速冷却至常温。 

(8)成品：冷却后入库保温检查，合格者贴上标 

签，装箱供应市场。 

1．5 低糖果酱配方的确定 

低糖果酱由于糖度降低，白砂糖添加量减少，不 

易形成凝胶。分别添加2％，2．5％，3％，3．5％，4％的 

果胶，观察最终果酱形态。 

1．6 三种黑莓果酱配方 

高糖果酱：黑莓果泥1000 g，白砂糖900 g，柠檬 

基金项 目：江苏省基础研究计划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 目 (BK2010069)；江苏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项 目 
(BM2009041，BM2010458) 

5分—— 非常喜爱 ；4分——喜欢 ；3分—— 一 

2分——不喜欢；1分——无法接受。 

表1黑莓果酱感官评分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低糖果酱胶凝工艺 

低糖果酱由于其中加糖量较少，造成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较低，不易形成稳定的凝胶，容易产生酱体流 

散、果酱脱水等问题，为使酱体能产生良好的胶凝作 

用 ，需要添加一定的增稠剂 以不同程度的解决上述 

问题 。杨芳 研究认为，使用果胶形成的凝胶在结 

构、外观、色、香、味等方面均优于其他食品胶制作 

的凝胶。 

由于一般增稠剂在低糖条件下很难形成稳定的凝 

胶，故需借助多价金属离子与低甲氧基果胶(LMP)分 

子链中的羧基形成桥联而生成凝胶 】。本次试验中采 

用加入的钙盐离子与果胶反应。同时，研究发现u ， 

在加入凝固剂时，如果c 与LMP形成凝胶越迅速， 

则酱体越易脱水，这是因为局部桥联的数量多，凝胶 

网络中的水分被压迫排出。因此，向果酱中添加增稠 

剂时，应注意在接近浓缩终点时添加，以防止增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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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酸性条件下加热分解，降低增稠效果。并且，添加 

应缓慢，以逐步、缓慢的形成桥联，从而达到均匀凝 

胶的目的。 

本次试验添加不同量的低甲氧基果胶，从形成果 

酱的形态和涂抹性两个方面，通过比较不同添加量对 

果酱胶凝效果的影响，从而得到适宜的果胶添加量。 

表2低糖果酱中果胶用量对胶凝效果和涂抹 
性的影响 

由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果胶添加量的增加，果 

酱凝固性增加，流动性逐渐降低，并且，黏度过高， 

涂抹性变差，综合考虑可以得出，0．35％的果胶添加 

量最佳，此时果酱的形态和涂抹性均比较适宜。 

2．2 三种黑莓果酱的喜好度测试 

表3消费者喜好度测试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消费者对高糖果酱和低糖果 

酱的接受度较高，基本无明显差异，低糖果酱略高。 

而消费者对于保健果酱的接受度则比较低，这可能是 

因为保健果酱中加入的种仁粉对于其风味造成了一定 

影响。 

2．3 三种黑莓果酱的描述型测试 

从感官评分结果可以看出，其中保健果酱的得分 

略低，这可能是因为其中加入的种仁粉中油脂的含量 

较高，从而影响了最终成品果酱的口感。同时，保健 

果酱的色泽评分也相对较低。 

而相比较而言，低糖果酱的总分评分是最高的， 

而在各单项中，除了酸甜度之外，其各指标均高于高 

糖果酱或与之相等。例如，从香味来看，较低的加糖 

量可 以更好的突出黑莓果实的香味。说明在消费者心 

目中，糖度较低的产品更能得到青睐。 

从总体看来，三种黑莓果酱的综合评分均在70分 

以上，与表3中消费者喜好度的结果相结合，说明对 

黑莓鲜果进行适当的处理、调配，采用不同的配方， 

将其制成深紫红色、香味浓郁、稠度适中、甜酸可 

口、组织均匀细腻的不同果酱制品是完全可行的。 

3 结论 

黑莓是一种色香味俱佳的浆果，将其制成果酱， 

可以得到具有独特的风味和良好的营养价值的优质食 

品。本次研究首先通过比较试验，确定了低糖果酱中 

加入的果胶最佳用量为0．35％。然后，对于高糖、低 

糖和添加了种仁粉的保健果酱进行了感官评定，结果 

显示，对黑莓鲜果进行适当的处理、调配，采用不同 

《食品工业》201 1年第8期 
● ^ —— 一 —— — —  

的配方，将其制成深紫红色、香味浓郁、稠度适中、 

甜酸可口、组织均匀细腻的不同果酱制品是完全可行 

的。三种果酱制品中，黑莓低糖果酱的接受度最高，符合 

目前国际上食品向低糖、低热值方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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