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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果浆酶解工艺研究 
赵慧芳。姚蓓，吴文龙，闾连飞，方亮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京 210014) 

摘 要 为了提高黑莓浆果出汁率、果汁透光率、多酚和花色苷含量等品质，通过选用不同酶制剂及酶制剂的用 

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的试验，结果发~Klerzyme 150和Rapidase Smart Color果胶酶为黑莓浆果酶解的最佳酶制剂 

其~'tLapidase Smart Color~Klerzyme 15O果胶酶酶解黑莓果浆的适宜用量为0．06％，酶解温&．i~-35℃，酶解时间为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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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nzymatic Maceration Processing of Blackberry Fruits 

Zhao Hui—fang。Yao Bei，W u W en—long，LO Lian—fei，Fang Liang 

Institute of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Nanjing 210014)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lackberryjuice yield，clarity,polyphenols and anthocyanins content，the optimal enzymatic 
maceration conditions including different enzymatic types，enzyme dosage，temperature and time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Klerzyme 1 50 and Rapidase Smart Color were the best enzymatic type for blackberry fruits．The optimum 

parameterswere"0．06％ enzymedosage．at 35℃ for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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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 (Rubus spp．)果实色泽艳丽、柔嫩多汁、 

酸甜爽口、风味独特，富含花色苷等多酚类物质，具 

有较强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癌、和抗衰老的作 

用” ，其鲜果和加工产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江苏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86年开始黑莓引种与利用研 

究，在江苏各地区广泛推广种植，表现出较强的适应 

性和丰产性。 

黑莓鲜果组织娇嫩，水分含量高，果汁含量占鲜 

果的70％以上，不耐贮藏 ，因此果实的加工显得尤为 

重要。近年来，黑莓清汁的用途增多，市场前景广 

阔，但由于果实的特殊构成使得黑莓果实的取汁和澄 

清难度较大，容易堵塞筛孑L和产生二次沉淀I ，并且 

在黑莓汁酶解过程中还需要保护花色苷等多酚类活性 

物质不被降解。本试验选取几种酶制剂处理黑莓果 

浆，测定出汁率和透光率，以及果汁的可溶性固形 

物、花色苷和总多酚的含量，旨在制备出澄清度好、 

营养成分含量高的黑莓果汁，以期对黑莓加工和生产 

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黑莓Kiowa品种单粒冻果 ，K1erzyme 150， 

Rapidase C80 Max和Rapidase Smart Color果胶酶 ， 

Hazyme DCL淀粉酶，Maxazyme NPP蛋白酶，酶制剂 

均购自DSM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WP 700TL23一k5Galanz微波炉，EX一200A型电子 

天平，TU一181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PL一5一B型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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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PAL一1数显手持糖度计。 

1．3 试验方法 

1．3．1 工艺流程 

黑莓冻果一微波解冻一打浆一酶解一渣汁分离 

一澄清汁，即黑莓冻果经微波解冻并加热至70℃～80℃ 

软化灭酶，然后打浆破碎，酶解，4 500 r／min离心 

10 min，渣汁分离后得澄清汁备用。 

1．3．2 酶制剂的选择 

称取黑莓果浆200 g，4种酶制剂 (Klerzyme 150， 

Rapidase C80 Max，Hazyme DCL，Rapidase Smart 

Color)的添加量均为0．10％，酶解温度50 cIC，酶解时 

间2 h。每个处理重复3次，考察不同酶制剂对黑莓酶 

解效果的影响。 

1．3．3 酶用量的选择 

选用1．3．2试验中优选出的酶制剂进行试验 (下 

同 )。称取黑莓果浆200 g，酶的添加量分别为 

0．02％，0．06％和0．10％，酶解温度50℃，酶解时间 

2 h。每个处理重复3次，考察添加量对黑莓酶解效果 

的影响。 

1．3．4 酶解时间的选择 

称取黑莓果浆200 g，选用优选的酶制剂，添加量 

为0．06％，酶解温度50℃，酶解时间分别为1 h，2 h， 

4 h。每个处理重复3次，考察酶解时间对黑莓酶解效 

果的影响。 

1．3．5 酶解温度的选择 

称取黑莓果浆200 g，选用优选的酶制剂，添加量 

为0．06％，酶解温度为分别为35℃，50℃，酶解时间 

2 h。每个处理重复3次，考察温度对黑莓酶解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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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1．3．6 酶解效果的测定 

1．3．6．1 出汁率 

酶解后所得黑莓清汁总重量与果实总重量的百分 

比即为出汁率，按式 (1)计算： 

出汁率 =(清汁重倮 浆总重)×100％ (1) 

1．3．6．2 果胶物质的定性测定 

将果汁与95％的乙醇按体积比1：l混合，轻微 

晃动，静置15～20 min后观测有无絮状物出现，根 

据絮状物的多少可以判断果胶含量的高低，用 “+” 

表示；如果没有絮状物出现，则果汁不含果胶，用 
“

一 ”表示 。 

1．3．6．3 果汁品质的测定 

透光率：黑莓果汁颜色较深，试验选择在黑莓果 

汁吸光度最低的波长下测定。鉴于黑莓果汁的主要显 

色物质为花色苷类色素，花色苷在700 nm条件下不显 

色，因此黑莓果汁透光率根据其在700 nm条件下的吸 

光度进行计算，如式 (2)： 

击×100％(2)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SSC)用糖度计测定；花色 

苷含量 (ACY)选用pH示差法测定[6 ；总多酚含量选 

用Folin—Cioeaheu’s法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酶制剂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通过较大酶制剂的使用量 ，在酶活力较高的温 

度和较长酶解时间下，对黑莓果浆进行酶解，在确 

保每种酶制剂的作用达到最大发挥的条件下，通过 

的出汁率、果汁品质等的测定，确定对黑莓果实酶 

解效果最佳的酶制剂。由表1可以看出，4种酶制剂 

中，Hazyme DCL是一种淀粉酶，由于黑莓果实中含 

有大量的果胶类物质，糖类物质主要为葡萄糖和果 

糖，几乎不含淀粉，用淀粉酶直接酶解效果较差， 

果浆榨汁分离较难，出汁率低 (只有54．76％)，所 

得的果汁中还含有大量的果胶，透光率较差，且果 

汁中可溶性 固形物 、花色苷和总多酚的含量与空 白 

对照相近，均较低。 

Klerzyme 150、Rapidase Smart Color和Rapidase 

C80 Max 3种酶效果都不错，酶解后，果浆榨汁分离 

较容易，所得的果汁中均不含果胶，出汁率在75％左 

右，显著高于空白对照。酶解后果汁的澄清度也较 

好，透光率达到65％左右，果汁的可溶性固形物、 

花色苷和总多酚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其 Klerzyme 

150和Rapidase Smart Color两种酶制取的果汁花色苷和 

总多酚含量均较略高于Rapidase C80 Max，说明这两 

种酶在提高出汁率获得澄清果汁的同时，还能够显著 

提高果浆中多酚类活性成分的溶出率，使得果汁的色 

泽更为艳丽，因此Rapidase Smart Color和Klerzyme 150 

两种酶较适宜用于黑莓浆果的酶解。 

表1 不同酶制剂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指标 砌 。 e0 CK 

2．2 酶用量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选用Rapidase Smart Color(RSC)和Klerzyme 1 50 

(K150)果胶酶 (下同)进行酶用量对黑莓浆果酶解 

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2，Rapidase Smart Color果 

胶酶用量为0．02％时，黑莓果浆的出汁率达到75％以 

上，果汁中不含果胶，透光率达N56．89％，显著高于 

对照，花色苷和总多酚含量也显著高于对照；当酶用 

量从0．02％提高N0．06％时，果浆的出汁率变化不大， 

所得果汁的透光率显著提高，可溶性固形物和总花色 

苷含量变化不大，但是总多酚含量显著降低；当酶用 

量达N0．10％时，出汁率、透光率、总花色苷含量均 

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效果不显著不变，总多酚含量略 

有降低，因此，Rapidase Smart Color果胶酶的用量选 

择在0．02％ 0．06％时酶解效果较佳。 

Klerzyme 150果胶酶用量为0．02％时，黑莓果浆的 

出汁率、透光率、总花色苷和总多酚含量均低于同等 

条件下的Rapidase Smart Color果胶酶处理的果汁，随 

着酶用量的增加，出汁率和果汁透光率均有升高，总 

多酚含量也逐渐升高，可溶性固形物和总花色苷含量 

变化不大，因此，在黑莓浆果酶解时，Klerzyme 150 

果胶酶的用量选择在0．06％一0．10％较适宜。 

表2 酶用量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2-3 酶解时间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使用两种酶制剂，当酶解时间 

为1 hH,7，黑莓果浆的出汁率均经达到75％左右，果 

汁的透光率也较空白对照有极显著的提高，随着酶 

解时间延长至2 h，使用Rapidase Smart Color果胶酶 

的处理果浆出汁率和果汁透光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 

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变化很小，花色苷和总多酚 

含量略有下降；使用Klerzyme 150果胶酶的处理果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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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汁率和果汁透光率总花色苷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可溶性固形物和总多酚含量略有上升；酶解 

时间延长至4 h时，两种酶处理的果浆出汁率和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均维持不变，花色苷有所降低，RSC处 

理的果汁透光率略有下降，总多酚含量较酶解2 h的 

处理略有上升，但仍低于酶解1 h的处理，K150处理 

的果汁透光率有所升高，总多酚含量随着酶解时间 

的延长持续升高。由此可见，酶解时间延长不一定 

能提高果汁的透光率，反而可能由于在50℃条件下 

长时间的处理，降低果汁体系的稳定性，破坏果汁 

中的营养成分 (如多酚、花色苷等 )，因此，综合 

效率因素和保证酶解的完全，生产中使用两种果胶 

酶时酶解时间选择2 h即可。 

表3 酶解时间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2．4 温度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每一种酶制剂都有较适宜的温度，实际生产中， 

为了提高效率，一般选择在酶的活性温度范围内适当 

提高酶解的温度，如酶的活力范围在20 cI二～60℃，则 
一 般选择酶解温度为50℃。本试验选择35℃和50℃ 

两个温度条件，比较不同温度对黑莓果汁酶解效果的 

影响。由表4可以看出，酶解温度为35℃时，两种酶 

制剂处理的黑莓果浆的出汁率均已达到70％以上，果 

汁的澄清度较好，透光率达到60％以上，果汁的营养 

成分含量较高，颜色较好。酶解温度为50℃时，出汁 

率、可溶性固形物和花色苷含量变化均较小，果汁的 

总多酚含量显著升高，说明温度的提高有助于多酚成 

分的溶出，但果汁的透光率均有所降低，这可能是由 

于较高的温度促使果汁中某些成分发生了相互作用， 

从而降低了果汁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生产中考虑到 

酶解的效率和果汁的稳定性，酶解的温度选择在35 cc 

即可。 

表4 温度对黑莓酶解效果的影响 

2．5 黑莓果汁的二次澄清 

2．1中所选用的酶制剂中，酶解效果最差的是淀 

粉酶Hazyme DCL，黑莓在用果胶酶酶解后所得的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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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已完全检测不到果胶，但是果汁还有一定程度的浑 

浊，笔者尝试在黑莓清汁中添加一定量的Hazyme DCL 

淀粉酶，测定其对果汁澄清度的影响。此外，王卫东 

等研究表明黑莓果汁的沉淀是由于蛋白质和酚类成分 

发生反应所引起的，因此笔者又选择了一种蛋白酶 

Maxazyme NPP进行试验 ，由于所用的蛋 白酶是一种 

中性酶，黑莓果汁酸度较高，需要先脱酸之后再进行 

酶解。酶解的条件和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黑莓清 

汁二次酶解后透光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实际生产 

中可以选择合适的酶制剂对黑莓清汁进行二次酶解处 

理，以提高果汁的澄清度。 

表5 黑莓清汁二次澄清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Rapidase Smart Color和Klerzyme 

150所制得的黑莓果汁出汁率高，澄清度好，颜色艳 

丽，可溶性固形物和多酚类成分含量高，酶解的工艺 

为酶用量0．06％左右，酶解温度35℃，酶解时间2 h。 

Klerzyme 150果胶酶较有助于黑莓果实多酚物质的溶 

出，Rapidase Smart Color果胶酶在保护花色苷成分上 

有较为突出的优势。 

试验选用果实大、产量高的Kiowa品种黑莓，但 

由于采收的时间、成熟度以及果实保存方法的不同， 

导致每一批果实的出汁率、果汁透光率等均有所差 

异，整体看来，成熟度较高 (九成熟 )的果实用于加 

工时，出汁率和透光率均要略优于成熟度不高 (八成 

熟)的果实，因此，在黑莓清汁JJn-v时应尽量选择成 

熟度较高的果实，这样较容易得到澄清度好、品质优 

的果汁产品。此外，本试验选用比色法测定黑莓果汁 

的透光率，由于果汁中花色苷类显色成分的影响，导 

致试验数据的误差较大，花色苷含量高时，则果汁透 

光率普遍降低。 

此外，鉴于黑莓果汁的酶解已有前人做过不少这 

方面的研究 ，本课题组成员也在早期做过这方面 

的试验 】，因此本次试验只进行了单因素的比较试 

验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黑莓浆果酶解的工艺。黑 

莓清汁的二次澄清笔者只选用了两种酶进行预试验， 

结果表明果汁的透光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处理后 

的果汁经过脱色处理排除花色苷成分对透光率的影响 

后，依然含有一部分不透光的成分，因此，要解决生 

产中黑莓清汁透光率不高 、容易形成二次沉淀的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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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薷挥发油微胶囊的制备工艺研究 
李超 ，陈尚龙 ，崔珏 ，刘全德’’ 

1．徐州工程学院食品工程学院 (徐州221000)； 

2．江苏省食品资源开发与质量安全重点建设实验室 (徐 l'l 221000) 

摘 要 以 一环糊精为壁材，采用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对超声法制备香薷挥发油微胶囊的工艺进行了优化。试 

验结果表明，最佳工艺条件为壁材芯材／：El2 g／g、超声功率100 W、包埋温度60℃和包埋时间80 min，在此条件下实 

际包埋率为80．74％。该方法简单可行，是一种制备香薷挥发油微胶囊的较好方法。 

关键词 香薷；挥发油；微胶囊； 一环糊精 

Study On Preparation Process Of Micro Encapsulation Of VOIatile Oil Of 

Moslae Hen)a 
Li Chao’一

，

Chen Shang—long’一
，

Cui Jue’-一
，
Liu Quan—de’， 

1．College of Food Engineering．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Xuzhou 22 1 000)； 

2．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ood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Safety(Xuzhou 22 l ooo) 

Abstract The micro encapsulation ofvolatile oil ofmoslae herba was studied by ultrasonic wave using cyclodextrin(fl-CD) 
as the wall materials．according to the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s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nl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best ratioofcorematerialtothewallmaterial，theultrasonicpower,thetemperatureandthetimewere 12 g／g，100W 60 oC and 

80 min．respectively．Under the above．mentioned conditions。the actual embedding rate was 80．74％．This method Was simple。 

efficient and suitable for preparing the micro encapsulation ofvolatile oil ofmoslae herba． 

Keywords moslae herba：volatile oil；micro encapsulation； CD 

香薷为唇形科植物石香薷 (Mosla chinensis Maxima) 

或江香薷 (Mosla chinensis Jiangxiangru)的干燥地 

上部分，具有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的功 

效[1】。临床常用于夏季受凉或外感风寒、暑湿而致发 

热、恶寒、头疼、无汗及腹痛、吐泻、水肿和小便不 

利等症【2]。微胶囊技术是利用可以形成胶囊壁或膜的 

物质对固体、液体或气体等核心物质进行包埋和固化 

的技术[3】。油脂微胶囊化是将油脂包裹在5—200 p,m 

的封闭的小球状微小胶囊中，不仅能防止油脂的氧 

化，而且使油脂成为粉末状，更加便于贮存、运输及 

使用。目前国内外已经成功地对猕猴桃籽油、杏仁油 

和鱼肝油等油脂以及石菖蒲挥发油等挥发油实现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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