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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树莓露酒加工工艺研究

赵慧芳，吴文龙，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4）

摘 要： 通过对黑莓、树莓露酒加工工艺的比较研究，确定了黑莓、树莓露酒的最佳浸提时间为15 d，最佳浸提比

例为酒∶果实=7∶3或8∶2（mL/g），在此工艺条件下生产的露酒色泽艳丽，风味浓郁，澄清度高，营养丰富。

关键词： 黑莓； 树莓； 露酒

中图分类号：TS262.8；TS2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286（2015）11-0094-04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Blackberry and Raspberry Liqueur
ZHAO Huifang, WU Wenlong and LI Weilin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14,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blackberry and raspberry liqueur, the best technical conditions were

summed up as follows: the extraction time was 15 d, the best ratio of wine and fruits were 7∶3 for blackberry liqueur and 8∶2 for raspberry li-

queur. Under above conditions, the produced liqueur had beautiful color, mellow taste, high clarity and rich nutrition.

Key words: blackberry; raspberry; liqueur

黑莓（Blackberry）和树莓（Raspberry）是蔷薇科（Ro-

saceae）悬钩子属（Rubus）果树，果实柔嫩多汁、酸甜爽

口、色泽艳丽、风味独特，富含花色苷等多酚类物质，具有

较好的抗氧化、抗衰老、清除自由基和抗癌活性[1-3]。黑

莓和树莓浆果除鲜食外，还是加工果汁、果酒、罐头、果

酱、冻干果等多种产品的上好原料，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露酒分为直接浸泡露酒和复蒸馏露酒两种类型[4]，

其中直接浸泡型露酒具有营养价值高、保健功能强、能充

分体现香源物质的香味、新鲜感强等特征[5]。直接浸泡

型露酒根据浸提方法的不同分为水浸提和酒精浸提，浸

提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采用适当加热[6]或者超声提取[7]

等方法提高浸提效率，将原料的营养物质较好地浸提出

来。此外还可以采用将果汁和酒精混合的方法制备露

酒[8]，或者将酒精浸提的提取液与原汁混合的方法制备

露酒[9]，以及选用发酵的葡萄酒或黄酒为酒基，同水提液

混合制备保健露酒[10-11]等多种方法。用酒精直接冷浸的

方法简单易行且杂质少，有效成分浸出效果好，呈味成分

损失少，不易受到氧化分解，是目前最普遍、最实用的提

取方法[12]。

本研究采用冷浸法加工黑莓、树莓露酒，重点考察浸

提比例、浸提时间对露酒营养成分（糖、酸、花色苷）及色

度、色调和透光率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确定了

黑莓和树莓露酒的最佳浸提时间以及浸提比例，为黑莓、

树莓露酒工厂化生产提供了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原料：黑莓品种“Boysen”和“Chester”、树莓品种

“Reveille”的单粒冻果，2008年6月于南京溧水县种植基

地采集的鲜果，于-18 ℃下冷冻保存；市售高粱酒（四川

成都大明酒业有限公司，酒精含量50 %vol）。

试剂：氢氧化钠、浓盐酸、氯化钾、醋酸钠、醋酸，均为

分析纯。

仪器：ZD-2自动电位滴定仪（上海今迈仪器仪表有

限公司），TU-181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

仪器有限公司），PAL-1数显手持糖度计（日本ATAGO公

司），SF2000电子数显卡尺（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

公司），HX-1002型电子天平（慈溪市天东衡器厂）。

1.2 实验方法

选择完整、均匀的黑莓、树莓单粒速冻果，称重，按照

酒和果实（mL/g）9∶1、8∶2、7∶3、6∶4的比例加入酒精，每

次处理总量为255～260 mL，重复3次。浸提好后将瓶子

9494



密封置于暗处静置保存，分别在 15 d、30 d、45 d、60 d取

样进行测定，取样前1 d将瓶子上下摇动混匀后静置。

1.3 考察指标

糖含量：手持糖度计法测定。露酒的糖含量近似等

于手持糖度计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减去酒精的固形物

含量。酒精的固形物含量通过绘制标准曲线的方法计

算，具体方法为：以纯净水和市售高粱酒配制不同浓度的

酒精溶液（酒精计测定），用糖度计测定不同浓度酒精溶

液的固形物含量，以固形物含量（y）为纵坐标，酒精度含

量（x）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酸含量：酸碱滴定法，总酸含量以柠檬酸计（GB /T

15038）。

色素含量：pH示差法[13]。

透光率：分光光度法，以蒸馏水作空白，测定各比例

露酒A660 nm下的吸光度值，以下公式计算透光率。透光率

(%)=10（2-A）[14]。

颜色特征：分光光度法，色度 I =A420 +A520 +A620；色调

N =A420 /A520
[15]。

2 结果与分析

2.1 溶液酒精含量与固形物含量标准曲线

由图1可知，随着酒精度的升高，溶液的固形物含量

也逐渐升高，两者呈线性相关，固形物含量（y）与酒精度

（x）的回归方程为y=0.3543x-0.0203，R2=0.9995。

根据高粱酒的酒精度和不同浸提比例计算露酒的酒

精度（露酒酒精度%vol=高粱酒酒精度%vol×高粱酒体积

mL/露酒终体积 mL)，结果见表 1。随着浸提比例的降

低，露酒的酒精度和溶剂固形物含量也逐渐降低，浸提比

例为 9∶1的露酒酒精度为 45.5 %vol，溶剂固形物含量为

16.1 %，而浸提比例为6∶4的露酒酒精度仅为32.0 %vol，

溶剂固形物含量也降低至 11.3 %，这主要是由于黑莓和

红树莓果实的水分含量较高，在浸提过程中果实内外水

分和酒精逐渐达到平衡引起的。

2.2 糖含量的变化

由图2～图4可以看出，以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增加

量表示露酒的糖含量，3种露酒的糖含量差异很小，黑莓

露酒略高于树莓露酒，含糖量随着浸提比例的升高而降

低。随着浸泡天数的延长，露酒中糖含量在15 d时达到

最高值，之后略有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露酒中的糖和花

色苷成分发生聚合反应引起的，或者是由于露酒中的糖

随着贮存时间延长产生沉淀的原因[16]。

2.3 可滴定酸含量的变化

由图 5～图 7 可以看出，3 种露酒的可滴定酸含量

Boysen＞Chester＞Reveille，也就是说黑莓 Boysen 露酒

的口感明显较Chester和树莓Reveille酸。同一种露酒的

可滴定酸含量随着浸提比例的升高而降低，这主要同果

图1 不同酒精溶液的固形物值

图2 Chester浸提露酒糖含量变化

图3 Boysen浸提露酒糖含量变化

图4 Revillie浸提露酒糖含量变化

表1 不同浸提比例露酒酒精度含量表

项目

酒精度(%vol)
溶剂固形物含量(%)

浸提比例

9∶1

45.5
16.1

8∶2

41.0
14.5

7∶3

36.6
13.0

6∶4

32.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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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本身的可滴定酸含量以及露酒中果实的比例相关。随

着浸提时间的延长，露酒中可滴定酸含量在15 d时达到

最高值，30 d时下降 30 %～40 %，之后维持不变。这可

能是由于露酒中有机酸和花色苷成分发生聚合反应引起

的。比较不同浸提比例黑莓和树莓露酒的可滴定酸含量

发现，浸提比例在7∶3或8∶2时，黑莓和树莓露酒的可滴

定酸含量0.5 %左右，口感上较容易被大众接受[17]。

2.4 总花色苷含量和色度及色调的变化

黑莓和树莓富含花色苷类物质，黑莓浸提露酒的颜

色为紫红色，树莓浸提露酒的颜色为桃红色，因此本实验

露酒浸提过程中除了对其总花色苷含量进行测定外，也

参照红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色度和色调的测定方法，对

黑莓和红树莓露酒的色度和色调进行了监测。

由表2可以看出，两个品种黑莓Chester和Boysen露

酒总花色苷含量和色度较为接近，树莓露酒的总花色苷

含量和色度略低于黑莓，同一种浸提酒随着酒和果实浸

提比例的减小，总花色苷含量和色度逐渐增加。黑莓露

酒的总花色苷含量在浸提 15～30 d时达到最高值，之后

维持不变或略有下降。树莓露酒的总花色苷含量在15 d

时均达到最高值，随后较高的两个浸提比例的树莓露酒

（9∶1和8∶2）的总花色苷含量在60 d内维持不变，而较低

的2个浸提比例的树莓露酒（7∶3和6∶4）的总花色苷含量

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同样的情况在 2个品种黑莓浸提比

例 6∶4的露酒中也有发现，方堃[18]等研究蓝莓露酒主要

成分变化时也发现花色苷成分在20 d时达到最高值，30 d

后降低，且料液比较高时降低迅速，这可能同花色苷浓度

升高时其降解指数也相应提高有关。由此可见，浸提比

例较低时（尤其是 6∶4）黑莓和树莓露酒的稳定性降低。

露酒的色度均在30 d时达到最大值，之后维持不变或略

有上升。色度是反映露酒颜色深浅的一个指标，黑莓和

树莓露酒的色度和可滴定酸含量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

黑莓和树莓露酒的可滴定酸含量升高、pH值降低的同时

色度值呈增大趋势，这同葡萄酒pH值增大的同时色度值

也增大是不同的[19]。综合露酒的稳定性和色度，黑莓和

树莓露酒的浸提比例选择7∶3或8∶2较为适宜。

色调是用来判断露酒颜色和成熟度的一个指标，色

调值越低越显红色，色调值越高越显橙色[20]，由图 8～图

10可以看出，黑莓和树莓露酒的色调随着浸提时间的延

长逐渐升高，但同浸提比例无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随

着时间的延长露酒越显橙色。3 种露酒的色调值相比

Chester＞Boysen＞Reveille，而同一种露酒的色调受果实

浸提比例高低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色调主要是由果

实的种类决定的，以上 3种浆果中Boysen是黑莓和红树

莓杂交的后代[21]，因此其色调介于两者之间。

2.5 透光率的变化

本实验根据露酒溶液在 660 nm下的吸光度计算其

透光率。由图 11～图 13可以看出，3种露酒的透光率均

随浸提比例的升高而升高，也就是随着露酒中果实比例

的增加而降低，但均在 70 %以上，且随着浸提时间的延

图5 Boysen浸提露酒可滴定酸含量变化

图6 Chester浸提露酒可滴定酸含量变化

图7 Reveille浸提露酒可滴定酸含量变化

表2 浸提露酒总花色苷含量和色度的变化

露酒

种类

C9∶1
C8∶2
C7∶3
C6∶4
B9∶1
B8∶2
B7∶3
B6∶4
R9∶1
R8∶2
R7∶3
R6∶4

总花色苷含量(mg/100 mL)

15 d

4.59
16.48
19.87
26.57
5.14
11.78
15.94
28.85
5.23
6.63
11.77
15.14

30 d

7.12
15.18
19.81
28.63
6.45
14.21
19.83
29.16
5.27
6.69
9.14
13.08

45 d

7.08
13.99
18.56
25.56
6.32
13.71
18.60
27.43
4.61
6.07
8.10
11.14

60 d

6.78
12.13
17.22
23.40
6.22
13.36
19.07
25.76
4.72
5.76
7.59
10.54

色度

15 d

1.226
3.221
4.213
5.164
1.331
2.769
3.559
5.152
0.822
1.244
2.074
3.144

30 d

1.572
3.721
4.935
5.504
1.566
3.505
4.809
5.807
0.922
1.436
2.251
3.500

45 d

1.662
3.853
5.193
5.890
1.610
3.739
5.055
6.074
0.903
1.430
2.183
3.413

60 d

1.649
3.730
5.169
6.235
1.545
3.586
4.999
6.006
0.924
1.465
2.411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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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露酒的透光率也略有下降，果实比例较高的处理下降

速率较快，这可能是由于露酒中营养成分的增加、相互发

生反应而导致溶液的浑浊，这也是直接浸泡型露酒同复

蒸馏露酒相比的一个缺点[5]。由此可见，直接浸泡型黑

莓和树莓露酒应在果实营养成分溶出的条件下尽量缩短

浸提时间。

3 结论

黑莓露酒的颜色为紫红色，树莓露酒的颜色为桃红

色，露酒的风味同果实的风味一致，树莓Reveille和黑莓

Boysen露酒具有树莓果实特有的香味，黑莓Boysen露酒

的口感较Chester和树莓Reveille酸。通过对浸提时间的

研究发现，露酒的糖和酸含量在15 d时均达到高峰，总花

色苷含量在 15～30 d时也达到高峰，露酒的色度在 30 d

时达到高峰，色调值随浸提时间的延长而升高，使露酒更

显橙色，透光率随浸提时间的延长而下降。由此可见，为

了保持黑莓、树莓露酒的新鲜度，浸提时间在15 d即可，

最长不超过30 d。

通过对浸提比例的研究发现，露酒色调同浸提比例

无显著相关性，糖、酸和花色苷成分含量以及色度均随浸

提比例的升高而降低，透光率随浸提比例的升高而升

高。综合考虑露酒的酸甜度、色度、透光率及稳定性，浸

提比例选择在7∶3或8∶2较为适宜，在此工艺条件下生产

的露酒营养丰富、色泽艳丽，风味浓郁，澄清度高。

参考文献：

[1] Tate P,God J,Bibb R,et al.Inhibition of metalloproteinase

activity by fruit extracts [J].Cancer Letters,2004,212：153-158.

[2] Seeram N P,Momin R A,Nair M G,et al.Cyclooxygenase

inhibitory and antioxidant cyaniding glycosides in cherries and

图8 Chester浸提露酒色调的变化

图9 Boysen浸提露酒色调的变化

图10 Reveille浸提露酒色调的变化

图11 Chester浸提露酒透光率变化

图12 Boysen浸提露酒透光率变化

图13 Reveille浸提露酒透光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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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后酒精度及黄酮总含量都达到了最高，酒精度为

12.5 %vol，总黄酮含量为 29.85 mg/L。验证性实验结果

与正交优化结果一致。因此得出最佳工艺参数为：黄芪、

红景天、银杏比 1∶1∶1.5，发酵温度 22 ℃，酵母接种量为

4 %，蔗糖浓度19 %。

3 结论

黄芪红景天银杏发酵保健酒主要影响因素有酵母接

种量、蔗糖浓度、发酵温度、原料比，其中,酵母接种量对

于发酵酒中总黄酮的含量有显著性影响。经单因素实

验、正交实验及验证性实验最终得出最佳生产工艺参数：

安琪高活性干酵母4 %，黄芪∶红景天∶银杏=1∶1∶1.5，蔗

糖浓度19 %，发酵温度22 ℃，以最优组合发酵后酒精度

能达到 12.5 %vl，黄酮总量能达到 29.85 mg/L，产品酒样

色泽清亮，酒香浓郁，口感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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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8月中国啤酒行业收入1345亿元
本刊讯：据《中国国际啤酒网》报道，2015年1—8月中国白酒、葡萄酒和啤酒制造行业收入情况如下：

中国白酒制造行业收入3392.14亿元，同比增长6.90 %，利润总额458.19亿元，同比增长7.31 %；中国葡萄酒制造业收入279.1亿元，

同比增长9.13 %;利润总额29.45亿元，同比增长17.22 %；中国啤酒制造企业收入1344.67亿元，同比增长0.83 %，利润总额115.03亿元，

同比增长6.20 %。（江源 荐，骆佳龙 编辑）

来源：中国国际啤酒网 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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