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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制备及其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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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新鲜羊乳、蓝莓汁和桑葚果粒为原料，以纽甜和大豆低聚糖为甜味剂，进行发酵乳的研制，采用单因素

试验和正交试验，以感官评分和酸度、持水力作为综合考察指标，确定最佳工艺参数。结果表明：最佳工艺参数为

羊乳与蓝莓汁的体积比7∶3、发酵剂添加量4 g/L、纽甜与大豆低聚糖的添加配比0.35∶10、发酵时间5 h，100 mL酸

乳中添加1 颗桑葚果粒。在此条件下，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外观呈淡紫色，颜色均一，并点缀有紫色的桑葚果

粒，持水力为35%，酸度为110 °T，具有良好的凝胶质地和酸乳风味，综合评分为95 分。通过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得

的最佳工艺条件下产品中花青素的质量浓度为7.744 mg/L，是一种新型的优良保健羊乳制品。随后以抗坏血酸为阳

性对照，证明产品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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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rmented milk was produced from fresh goat milk, blueberry juice and mulberries with added neotame and 

soybean oligosaccharides as sweeteners. The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based on sensory evaluation, acidity 

and water-holding capacity was carried out using one-factor-at-a-time and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as follows: milk to blueberry juice ratio 7:3 (V/V), inoculum size 4 g/L, 

neotame to soybean oligosaccharide ratio 0.35:10, fermentation time 5 h, and one mulberry added to 100 mL of fermented 

milk. The yogurt produce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was light purple in appearance, having a uniform color embellished 

with purple mulberries, and it had good gelling properties and a good flavor with water holding capacity was 35%, acidity 

was 110 °T. Its sensory score was 95 points. The yogurt was found to contain 7.744 mg/L anthocyanidins by an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 suggesting it to be a novel healthy goat milk product. The yogurt was determined to have potent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ositive control ascorb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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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乳糖、矿物质、维

生素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主要营养成分与母乳接近，

具有抗过敏、提高免疫力等保健作用，被视为乳类中的

精品[1]。山羊乳蛋白质比牛乳蛋白质更易消化，不会发生

过敏反应[2]；短链和中链长度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明显高

于牛乳和人乳，可以降低组织和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3]；

山羊乳中的乳糖含量大约为0.2%～0.5%，低于牛乳，可

以减轻饮用牛乳造成的乳糖不耐症[4]，因此山羊乳非常适

合作为儿童、老人的保健食品。但由于羊乳自带的膻味

较重，极大限制了羊乳的应用。发酵工艺可以通过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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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生物降解作用很好地消除羊膻味[5]。现有市场上的酸

羊乳产品种类较为单一，功能性酸羊乳较少，亟待开发。

此外，酸乳发酵工艺中几乎都要添加蔗糖，较高的糖含量

限制了特殊人群，如儿童、老年人对酸羊乳的饮用。

本研究以纽甜和大豆低聚糖为甜味剂，提供一种桑

葚果粒蓝莓发酵酸羊乳的工艺。蓝莓汁的加入可以改善产

品的色泽，含有的花青素能够提高产品的抗氧化性[6-7]， 

带有的果香可以进一步掩盖膻味，并与发酵乳香相得

益彰。桑葚含有丰富的粗纤维，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

8  种氨基酸 [8 -9 ]，桑葚果粒的加入可以丰富酸乳的口

感。纽甜是一种功能性甜味剂，以蔗糖为标准，纽甜

甜度为蔗糖的8 000 倍左右，可以应用在无糖食品中。

目前市面上较多的是含木糖醇产品，但摄入过多木糖

醇会产生腹泻等不良反应 [10]。采用纽甜与大豆低聚糖

配比代替蔗糖，大豆低聚糖可以减少纽甜甜味的滞留

感，还可以促进双歧杆菌的生长[11-12]。产品外观呈浅紫

色，并点缀有紫色的桑葚果粒，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

用 [6-7]。测定产品中的花青素含量，以抗坏血酸为阳性

对照，评价其抗氧化活性[13-15]。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蓝莓、桑葚 市售；山羊乳（新鲜优质、各项指标

符合原料乳标准） 山东省泰安市三喜奶山羊养殖场。

纽甜、大豆低聚糖（均为食品级） 河南百里溪食品

配料有限公司；柠檬酸、双歧杆菌（均为食品级） 北京

川秀科技有限公司；苋菜红标准溶液（质量浓度0.5 mg/mL）  

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氢氧化钠、柠檬酸、柠檬

酸钠（均为分析纯） 天津市广成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抗坏血酸（分析纯） 天津瑞金特化学品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九阳 J Y L - B 0 3 1料理机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DK-98-ⅡA恒温数显水浴锅 江苏省金坛市金南仪器厂； 

中国安平标准分样筛（180 目）。

1.3 方法

1.3.1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制备工艺

图 1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制备工艺流程图

Fig. 1 Process flow chart for production of fermented goat milk added 

with mulberries and blueberry juice

1.3.2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制备操作要点

蓝莓汁的制备：挑选新鲜、饱满的蓝莓果，清洗、

95 ℃漂烫5 min；当蓝莓温度降到50 ℃时，使用料理机

进行打浆，打浆后加入质量浓度为1 g/L的果胶酶，在

50 ℃条件下保温3 h后采用180 目筛网过滤；除去固形

物，加入质量浓度为1 g/L的柠檬酸，滤液在4 ℃条件下

静置24 h，得清澈透明的蓝莓汁，备用[16]。

调配、杀菌：将鲜羊乳与蓝莓汁按一定比例混

合，添加纽甜与大豆低聚糖进行调配；将混合液加热至

90 ℃，持续5 min。

发酵、后熟：冷却至室温，加入菌种，恒温培养箱

43 ℃发酵5 h后置于4 ℃冰箱，后熟24 h。

加入桑葚果粒：将桑葚果粒洗净、切块，95 ℃漂烫

杀菌，加入发酵后的复合乳混合液[17]。

1.3.3 单因素试验设计

蓝莓汁添加量的选择：羊乳与蓝莓汁的体积比分别为

8∶2、7∶3、6∶4，通过综合评分确定蓝莓汁的最佳添加量。

发酵剂添加量的选择：发酵剂添加量分别为3、4、

5 g/L，通过综合评分确定发酵剂的最佳添加量。

纽甜、大豆低聚糖配比的选择：纽甜与大豆低聚

糖的质量浓度（g/L）比值分别为0.30∶10、0.35∶10、

0.40∶10，通过综合评分确定纽甜与大豆低聚糖的最佳

配比。

1.3.4 正交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择蓝莓汁添加量、发

酵剂添加量、纽甜与大豆低聚糖配比为3 个因素，每个

因素选择3 个水平，以感官评价、酸度和持水力为综合

指标，进行L9（33）正交试验。正交试验因素水平如表

1所示。

表 1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工艺优化正交试验的因素与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used for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of 

fermented goat milk added with mulberries and blueberry juice  

process optimization

因素
水平

A羊乳与蓝莓汁
体积比

B发酵剂
添加量/（g/L）

C纽甜与大豆
低聚糖配比

1 8∶2 3 0.30∶10

2 7∶3 4 0.35∶10

3 6∶4 5 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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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指标测定

1.3.5.1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综合评价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综合评分标准如表2所示。

表 2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感官评分标准

Table 2 Criteria for sensory evaluation of fermented goat milk added 

with mulberries and blueberry juice 

项目 评分标准 得分

感官
评价

色泽
（15 分）

呈浅紫色，颜色均一，有光泽 15～10

颜色偏浅，较均一，有光泽 10～5

颜色过浅，不均一，没有光泽 5～0

滋味和气味
（30 分）

酸甜适宜，口感细腻，无膻味，兼有乳酸发酵香味和蓝莓果香 30～20

酸甜较为适宜，口感较为柔和，无膻味，果香味略重或略淡 20～10

略酸或略甜，口感不柔和，膻味未被覆盖，
果香与发酵乳香均不足，香气不协调

10～0

组织状态
（25 分）

组织细腻、凝块细小均匀，无乳清析出 25～20

组织细腻、凝块大小不均，有少量乳清析出 20～15

组织粗糙、不均匀，有少量乳清析出 15～10

组织粗糙、不均匀，有一些乳清析出 10～0

酸度
（20 分）

酸度90～110 °T，符合酸乳的酸度，风味最好[18] 20～10

酸度70～90 °T，符合酸乳的酸度，风味良好[19] 10～0

持水力
（10 分）

持水力＞25%，形成凝胶结构良好 10～5

持水力＜25%，形成凝胶结构略差 5～0

1.3.5.2 酸度测定

参照李向莹等[20]的方法。准确称取10 g桑葚果粒蓝莓

发酵羊乳，置于锥形瓶中，加入20 mL蒸馏水并混匀；在

锥形瓶中加入0.5 mL质量浓度为0.5 g/L的酚酞指示剂，

用0.1 mol/L NaOH滴定至微红色，且30 s不褪色，记录消

耗的NaOH体积。按照公式（1）计算样品的酸度。

/°T
c V 100

m 0.1
 （1）

式中：c为NaOH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V为消

耗NaOH标准溶液的体积/mL；m为试样质量/g；0.1为酸

度理论定义NaOH的浓度/（mol/L）。

1.3.5.3 持水力测定

参照李向莹等[20]的方法。10 mL离心管的质量记为m1， 

加入约5 mL样品后，其质量记为m2，3 500 r/min离心

10 min，去除上清液，余下物质的质量记为m3。按照公

式（2）计算持水力。

/%
m3 m1

m2 m1
100 （2）

1.3.5.4 花青素含量测定

蓝莓中花青素的主要存在形式是以糖苷键与糖结合

成为花色苷，蓝莓中含有的主要花色苷为飞燕草素、矢

车菊素、芍药素、矮牵牛素、锦葵花素及天竺葵素。分

别测定不同种类的花色苷成本昂贵。研究表明，苋菜红与

蓝莓中的花色苷在525 nm波长处有最强吸收峰，据此建立

标准曲线，从而测定蓝莓汁中总花色苷的含量[19]。花色苷

是花青素与糖苷结合形成的化合物。花青素的结构母核为 

2-苯基苯并吡喃阳离子，属于黄酮类化合物，其结构中存在

2 个苯环，形成共轭体系，故在紫外光区（275～285 nm）与

可见光区（520～545 nm）均有较强吸收[15]。

准确吸取4 mL苋菜红标准品溶液，用pH 3的柠檬

酸-柠檬酸钠缓冲液定容至10 mL，制得苋菜红标准储

备液。从标准储备液中分别移取0.2、0.4、0.6、0.8、

1.0 mL，用相同缓冲液定容至10 mL，制得质量浓度分

别为4、8、12、16、20 mg/L的苋菜红溶液。再准确吸

取1 mL澄清的蓝莓汁溶液，用0.4 g/L柠檬酸溶液定容至

10 mL。将系列质量浓度的苋菜红标准溶液与蓝莓汁溶

液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400～600 nm波长下进行光谱扫

描，观察它们在525 nm波长处是否均具有最强吸收峰，

在均具有最强吸收峰的情况下建立标准曲线，用于花青

素的测定[21]。

先测定产品中花青素的含量，以相同质量浓度的抗

坏血酸作为阳性对照，以未添加蓝莓汁的纯发酵羊乳作

为阴性对照。

1.3.6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抗氧化活性评价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抗氧化活性评价实验组别

如表3所示。

表 3 抗氧化活性评价的测定组别

Table 3 Groups of samples used in antioxidant assay

组别 样品

1 纯酸羊乳

2 羊乳与蓝莓汁的体积比8∶2

3 羊乳与蓝莓汁的体积比7∶3

4 抗坏血酸溶液（样品2的阳性对照）

5 抗坏血酸溶液（样品3的阳性对照）

1.3.6.1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1,1-diphenyl-2-

picrylhydrazyl，DPPH）自由基清除率测定

参照王婷婷等[22]的方法。准确称量8.0 mg DPPH，

以无水乙醇溶解并用棕色容量瓶定容至200 mL，得到

0.04 g/L的DPPH溶液，避光保存。取1 mL样品，置于玻

璃试管中，加入3 mL上述DPPH溶液，在室温下避光反

应30 min，无水乙醇调零，以抗坏血酸为阳性对照，在

517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按照公式（3）计算DPPH自

由基清除率。

DPPH /% 100
A A A

A  （3）

式中：A未为1 mL无水乙醇＋3 mL DPPH溶液的吸光

度；A损为1 mL样品＋3 mL DPPH溶液的吸光度；A对照为

1 mL样品＋3 mL无水乙醇的吸光度。

1.3.6.2 还原能力测定

参照荣建华等 [ 2 3 ]的方法。在比色管中依次加入

2.5 mL样品（对照组用2.5 mL去离子水代替）、2.5 mL

质量浓度l g/100 mL的铁氰化钾和2.5 mL 0.2 mol/L、

pH 6.6的磷酸盐缓冲液，混匀后50 ℃保温20 min；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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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10 min后加入2.5 mL 10 g/100 mL的三氯乙酸，混匀

后4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2.5 mL，加入2.5 mL

蒸馏水和0.5 mL 0.1 g/100 mL的FeCl3溶液，混匀，静置

10 min，于70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1.3.6.3 羟自由基（•OH）清除率测定

参照白姗姗等[24]的方法。分别在不同的玻璃试管中

加入1 mL 7.5 mmol/L邻二氮菲溶液、2 mL pH 7.4的PBS

溶液和1 mL 7.5 mmol/L的FeSO4溶液。另外，样品管中再

加入1 mL试样和1 mL 0.1% H2O2，阴性对照管中再加入

1 mL 0.1% H2O2，在51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按照公

式（4）计算对•OH的清除率。

OH /% 100
A A
A A  （4）

式中：A样品为缓冲液＋FeSO4＋邻二氮菲＋样品＋

H2O2的吸光度；A未损为缓冲液＋FeSO4＋邻二氮菲的吸 

光度；A损为缓冲液＋FeSO4＋邻二氮菲＋H2O2的吸光度。

1.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

析，采用Origin 8.5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工艺优化

2.1.1 蓝莓汁添加量的确定

蓝莓汁与羊乳的配比是影响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

若蓝莓汁添加过少，则酸乳的果香味不足，也没有改善

乳的颜色；若蓝莓汁添加过多，过低的pH值会导致蛋白

质变性而凝聚。以综合评分确定蓝莓汁的添加量。

表 4 蓝莓汁添加量对产品酸度、持水力及综合评分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blueberry juice addition on acidity, water-holding 

capacity and sensory score of products

羊乳与
蓝莓汁体积比

感官评价 酸度/°T 持水力/% 综合评分

8∶2 颜色太浅，质地均匀，基本没有蓝莓果香，
口感相对柔和

75 25 85

7∶3 浅紫色，质地均匀，发酵乳香与
蓝莓果香协调，酸甜适宜，口感柔和

90 27 90

6∶4 过酸而导致蛋白质变性凝聚 70

由表4可知，当羊乳与蓝莓汁的体积比为7∶3时，产

品呈现出适当的浅紫色，质地均匀细腻，发酵的乳酸香

气与蓝莓的果香协调，相得益彰，酸度处在较好风味的

范围，持水力较好，综合评分最高。因此羊乳与蓝莓汁

的最佳体积比为7∶3。

2.1.2 发酵剂添加量的确定

发酵剂的添加量是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若发

酵剂添加过少，则得到的产品质地过稀，不能凝成理想

状态，无法形成富有弹性的凝胶；若发酵剂添加过多，

不仅会造成浪费，而且会导致产品的质地过于紧实，口

感不好。

表 5 发酵剂添加量对产品酸度、持水力及综合评分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inoculum size on acidity, water-holding capacity and 

sensory score of products

发酵剂添加量/
（g/L） 感官评价 酸度/°T 持水力/% 综合

评分

3 凝乳质地稀薄，缺少酸乳特有酸味 70 29 75
4 凝乳质地适中，酸乳清香与蓝莓果香协调 95 34 90
5 凝乳质地过于紧实，酸味明显，遮盖了蓝莓果香 100 35 80

由表5可知，当发酵剂添加量为4 g/L时，酸乳凝乳质

地适中，发酵乳香与果香具有较好的配合度，酸度处在

较好风味的范围，持水力较好，综合评分最高。因此发

酵剂的最佳添加量为4 g/L。

2.1.3 纽甜和大豆低聚糖添加配比的确定

表 6 纽甜和大豆低聚糖添加比例对产品酸度、持水力及综合评分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neotame to soybean oligosaccharide ratio on acidity, 

water-holding capacity and sensory score of products

纽甜与大豆低聚糖配比 感官评价 酸度/°T 持水力/% 综合评分

0.30∶10 略有甜味，酸味较浓 104 29 85
0.35∶10 酸甜味适中 108 33 95
0.40∶10 有明显甜味，且甜味滞留时间过长 103 34 80

由表 6可知，当纽甜与大豆低聚糖添加配比为

0.35∶10时，产品的纽甜甜味滞留感适中，酸度处在较好

风味的范围，持水力较好，综合评分最高。因此纽甜与

大豆低聚糖的最佳添加配比为0.35∶10。

2.1.4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工艺的正交试验优化

以羊乳和蓝莓汁的体积比（A）、发酵剂添加量

（B）以及纽甜与大豆低聚糖的配比（C）作为影响桑葚

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综合品质的主要因素，采用正交试验

优化产品工艺。

表 7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工艺优化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le 7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fermented 

goat milk added with mulberries and blueberry juice process optimization

试验号 A B C 感官评分 酸度/°T 持水力/% 综合评分

1 1 1 1 59 110 17 79
2 1 2 2 66 103 34 87
3 1 3 3 61 108 24 82
4 2 2 3 66 99 29 89
5 2 3 1 64 101 31 90
6 2 1 2 63 102 33 86
7 3 3 2 62 106 35 88
8 3 1 3 61 95 27 82
9 3 2 1 60 104 32 85
K1 248 247 254
K2 265 261 261
K3 255 260 253
k1 82.7 82.3 84.7
k2 88.3 87.0 87.0
k3 85.0 86.7 84.3
R 5.6 4.7 2.7

因素主次 A＞B＞C
最优水平 A2 B2 C2

最优组合 A2B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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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可知，对产品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影响大小为

羊乳和蓝莓汁体积比＞发酵剂添加量＞纽甜与大豆低聚

糖的添加配比。最佳组合为A2B2C2，此时工艺参数为羊乳

与蓝莓汁的体积比7∶3、发酵剂添加量4 g/L、纽甜与大豆

低聚糖的添加配比0.35∶10。

2.1.5 验证实验结果

根据正交试验可得，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最

佳工艺条件为羊乳与蓝莓汁体积比7∶3、发酵剂添加量 

4 g/L、纽甜与大豆低聚糖的添加配比0.35∶10。根据上述

最佳工艺条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所得酸乳的感官评

分为68 分，持水力为35%，表明产品具有良好的凝胶结

构，酸度为110 ºT，产品具有显著的发酵乳风味，综合评

分为95 分。

2.2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花青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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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苋菜红与蓝莓汁溶液的光谱扫描结果

Fig. 2 Absorption spectra of a series of concentrations of amaranth 

and blueberry juice

在400～600 nm处对稀释的蓝莓汁溶液和系列质量浓

度的苋菜红溶液进行光谱扫描。由图2可知，蓝莓汁溶液

和苋菜红溶液在525 nm波长处有强吸收峰，证明该方法

可靠，可以建立标准曲线。以苋菜红质量浓度（mg/L）

为横坐标，以吸光度为纵坐标，建立的标准曲线方程为

y=0.044 6x＋0.014 1（R2=0.999 4）。

2.3 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抗氧化活性

由标准曲线计算得出样品2的花青素含量为7.000 mg/L， 

样品3的花青素含量为7.744 mg/L，均高于同类文献中的

花青素含量（6.430 mg/L）[21]。

2.3.1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DPPH自由基是一种稳定的以氮为中心的质子自

由基，其乙醇溶液呈紫色，在517  nm波长处有强吸 

收峰[25]。自由基清除剂存在时，会提供一个电子与DPPH

的孤对电子配对而使其褪色，褪色程度与其接受的电子

呈定量关系[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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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图4～5同。

图 3 不同组样品的DPPH自由基清除率

Fig. 3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different sample groups

由图3可知：纯酸羊乳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

力，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达89.23%；羊乳与蓝莓汁

的体积比为8∶2时，清除率达94.21%；当羊乳与蓝莓汁的

体积比为7∶3时，清除率达95.02%。就清除DPPH自由基

能力而言，样品组较阴性对照组（样品1）有极显著差异

（P＜0.01），说明蓝莓汁的添加对于提高产品的抗氧化

性具有重要作用。样品2、3不具有显著差异，但是添加蓝

莓汁略多的样品3比样品2具有稍强的抗氧化性；而对应的

阳性对照组（样品4、5）的清除率仅为16.15%和23.69%，

差异极显著。表明该产品对于DPPH自由基具有很强的清

除能力。该结果与王健等[15]的测定结果相一致：在花青素

含量较低时依然具有比抗坏血酸更强的抗氧化性。

2.3.2 还原能力

抗氧化剂的还原能力与抗氧化活性呈正相关[27]。根

据还原能力的测定方法，在700 nm波长处测得的吸光度

越大，则抗氧化剂的还原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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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组样品的还原力

Fig. 4 Reducing power of different sample groups

由图4可知：就产品的还原力而言，样品2、3与阴性

对照组相比均具有极显著差异（P＜0.01），说明蓝莓汁

的加入能够有效提高产品的还原力；样品2、3与阳性对

照组相比也均具有极显著差异（P＜0.01），说明加入的

蓝莓汁赋予了产品极强的还原力，而加入蓝莓汁量多的

样品还原力更高。

2.3.3 •OH清除能力

H2O2/Fe2＋体系通过Fenton反应产生•OH，将Fe2＋氧化

成Fe3＋，从而使邻二氮菲-Fe2＋在510 nm波长处的最大吸

收峰消失或降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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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组样品的•OH清除率

Fig. 5 ·OH scavenging capacity of different sample groups

由图5可知，添加了蓝莓汁的2 组样品与阴性对照组

相比，对•OH的清除率均具有极显著差异（P＜0.01），

说明花青素的加入明显提高了产品清除•OH的能力，并

且加入的蓝莓汁越多，相应的清除率也越高。样品2、3

对•OH的清除率分别达71%和85%。

3 结 论

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桑葚果粒蓝莓发酵

羊乳的最佳工艺参数为羊乳与蓝莓汁的体积比7∶3、发酵

剂添加量4 g/L、纽甜与大豆低聚糖的添加配比0.35∶10、

发酵时间5 h。在此条件下，桑葚果粒蓝莓发酵羊乳的

外观呈淡紫色，颜色均一，并点缀有紫色的桑葚果粒，

持水力为35%，酸度为110 °T，具有良好的凝胶质地和

酸乳风味，综合评分最高，为95 分。通过紫外分光光

度法测得的最佳工艺条件下酸乳中的花青素质量浓度为

7.744 mg/L。对产品进行抗氧化性评价，以抗坏血酸作为

阳性对照，结果表明：相对于阴性对照组，产品的DPPH

自由基清除率达95.02%，对•OH的清除率达85%，总还原

力显著高于同等浓度的抗坏血酸，表明桑葚果粒蓝莓发

酵羊乳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性，是一种优良的、具有抗氧

化功能的保健型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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