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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羊乳啤的制备及其稳定性
娄新曼1，王存芳1,2,*

（1.齐鲁工业大学轻工学部食品学院，山东省微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山东 济南 250353； 

2.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为丰富羊乳产品，开阔羊乳市场，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消费选择，实验以山羊乳、麦芽、红枣、酒花为主

要原料，分别通过乳酸菌的乳酸发酵和酵母菌的酒精发酵后，将得到的红枣羊乳酸液和啤酒原浆按一定体积比配

比，制备出兼具酸乳、啤酒、碳酸饮料风味和保健功能的新型红枣羊乳啤饮料，并通过测定沉淀率和稳定系数对其

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的体积比为1∶1，红枣羊乳酸液中红枣汁添加量12%、羧

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0.2%、果胶添加量0.15%、蔗糖酯添加量0.1%、白砂糖添加量4%时生产的红枣羊乳啤口感最

佳，稳定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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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oat milk has attracted growing attention from consumers, which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enriching the types of goat milk products, expand the goat milk market and providing more options for consumers. A 

fermented alcoholic beverage with the blended flavors of yoghurt, beer and carbonated beverage was developed consisting 

of original beer produced by alcoholic fermentation of malt and hops with yeast and lactic acid bacteria fermented goat milk 

with added red date juice. The stability of the formulated beverage was evaluated based on precipitation rate and stability 

coefficient. The best taste and stability were achieved concurrently when the original beer was blended with the fermented 

goat milk added with 12% red date juice, 0.2% CMC-Na, 0.15% pectin, 0.1% sucrose ester and 4% white granulated su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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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牛乳质量问题的不断出现，人们逐渐

对羊乳产生了强烈的渴求。羊乳作为一种新型奶源，因

其丰富的营养价值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羊乳中的营

养素和生物活性物质非常丰富，含有64 种乳酸、25 种矿

物质、20多种氨基酸和20多种维生素，且羊乳是世界上

公认的最接近母乳的乳品[1]。红枣是中国的特产果品，具

有促进血液循环、延缓衰老、扩张血管、预防心血管疾

病等营养保健作用[2]。随着人们对羊乳这种新型贵族乳需

求的增加，羊乳粉、羊乳奶酪、羊乳酸乳等各种羊乳产

品争先推出市场，但由于羊乳本身具有膻味，大部分消

费者难以接受，所以羊乳市场并没有像牛乳市场那样真

正完全的打开，脱膻也成为羊乳制品的首要任务。

乳啤作为一种时尚健康绿色的新型饮料备受消费者

关注，而市场中以羊乳为主要原料的羊乳啤目前鲜有出

现。本实验以羊乳、干红枣、麦芽和酒花为主要原料，

分别进行乳酸发酵和酒精发酵，然后将红枣羊乳酸液和

啤酒原浆按比例混合进行后熟发酵。本研究旨在研究一

种红枣羊乳啤的制备工艺并对其进行稳定性分析，以期

在改善羊乳膻味的同时提高产品的贮藏稳定性，为羊乳

的开发利用提供新的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新鲜羊乳取自泰安市三喜奶山羊养殖场的崂山奶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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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红枣、大麦芽、酒花、白砂糖、羧甲基纤维素钠

（carboxymethylcellulose sodium，CMC-Na）、果胶、蔗

糖酯等均为市售产品。

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 北京川秀科技有

限公司；啤酒活性干酵母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TU-1901紫外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

责任公司；恒温培养箱 上海福玛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AL104电子天平 梅特勒-拖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YXQ-LS-75S11高压蒸汽消毒锅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

司医疗设备厂；101-3型电热鼓风干燥箱 天津市泰斯

特仪器有限公司；TG16-WS离心机 长沙湘智离心机

仪器有限公司；PHS-25 pH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SRH60-70型均质机 上海申鹿均质机有限公

司；LC-32糖度计 上海微川精密仪器有限公司；HS-

840u型水平层流担任净化工作台 苏州净化设备有限 

公司。

1.3 方法

1.3.1 工艺流程

红枣羊乳啤的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68 5 1保持1 h 78 

0.5%

95 15 min

4 6 h
30 MPa

60 25 min

42 24 h

3 

50%

图 1 红枣羊乳啤的工艺流程

Fig.1 Flowchart for the production of beer added with fermented goat milk

1.3.1.1 啤酒原浆的制备

选优质麦芽粉碎，将5 倍体积的水加热至68 ℃，投

料，保持1 h，然后升温至78 ℃得到麦芽汁。向麦芽汁

中分3 次加入0.08%的酒花，全部酒花加入后继续煮沸

20 min，并用糖度计测量糖度降至1.5～2 °P，将麦芽汁

静置30 min去除杂质，冷却进入发酵罐。加入0.5%的活

化液体酵母，当发酵罐中残糖度降至4 °Bé后封罐，后贮

时间至少2 周，得到啤酒原浆。

1.3.1.2 红枣羊乳酸液的制备

将优质干红枣洗净加入4 倍体积水打浆，将浆液中

再加入4 倍体积水、0.2%果胶酶在30 ℃条件下酶解3 h，

得到红枣汁，灭菌。将新鲜羊乳进行灭菌和均质处理，加

入灭菌的红枣汁、甜味剂和稳定剂水溶液，搅拌均匀加入

0.5%的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混合生产发酵剂，混

合均匀后放入42 ℃的恒温培养箱中，发酵24 h得到红枣羊

乳酸液，并与啤酒原浆按比例进行配比、均质，放入4 ℃

条件下进行后熟发酵6 h，灌装杀菌得到成品。

1.3.1.3 菌种的活化

啤酒酵母加入前要在麦芽汁中进行活化扩培，麦芽

汁的用量为干酵母的5～10 倍。复合乳酸菌在加入前先接

种于羊乳红枣汁培养基中进行培养驯化，当达到一定的

酸度后得到生产发酵剂。

1.3.2 红枣羊乳啤单因素试验

1.3.2.1 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比例 

在12%红枣汁添加量、4%白砂糖添加量、0.2%  

CMC-Na、0.15%果胶和0.1%的蔗糖酯条件下，考察红枣羊

乳酸液与啤酒原浆体积比1∶0.5、1∶1、1∶1.5、1∶2对感官

评价的影响。

1.3.2.2 红枣汁添加量 

在4%白砂糖添加量、0.2%CMC-Na、0.15%果胶和0.1%蔗

糖酯、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体积比为1∶1条件下，考察红

枣汁添加量8%、10%、12%、14%对感官评价的影响。

1.3.2.3 白砂糖添加量 

在12%红枣汁添加量、0.2%CMC-Na、0.15%果胶和0.1%

蔗糖酯、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体积比为1∶1条件下，考

察白砂糖添加量2%、4%、6%、8%对感官评价的影响。

1.3.3 工艺配方正交试验设计

依据单因素试验结果，选取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

浆的添加比例、红枣汁添加量和白砂糖添加量3 个因素，

进行影响产品口感的三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试验设计以确

定最佳工艺参数。

表 1 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表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for L9(3
3)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水平
因素

A红枣羊乳酸液∶啤酒原浆（V/V） B红枣汁添加量/% C白砂糖添加量/%

1 1∶0.5 10 2

2 1∶1 12 4

3 1∶1.5 14 6

1.3.4 感官鉴评

产品的感官鉴评主要根据羊乳啤的口感、组织状态

和风味进行综合评分，随机抽取10 人进行打分，然后取

平均分为产品的感官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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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稳定性的测定

1.3.5.1 沉淀率的测定

将添加0.1%的蔗糖酯和不同含量稳定剂（CMC-Na

和果胶稳定剂添加量为0.10%＋0.15%、0.15%＋0.15%、 

0.20%＋0.15%和0.20%＋0.20%）的乳啤放入10 mL离心管

中，3 500 r/min离心10 min，倾去上清液，测其沉淀质量

为m1，将沉淀在105 ℃条件下烘干至恒质量，测其质量为

m2，以沉淀率表示系统的稳定性，沉淀率越大系统稳定性

越差，平行测3 次，得平均值，按式（1）计算沉淀率。

/% = 100
m1
m2  （1）

1.3.5.2 稳定系数的测定

将添加0.2%CMC-Na、0.15%果胶和不同含量蔗糖

酯（0.02%、0.04%、0.06%、0.08%、0.10%、0.12%、

0.14%）的乳啤稀释50 倍，用分光光度计在540 nm波长

处测其吸光度A1，然后再将添加不同含量蔗糖酯的乳

啤3 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中间清液稀释50 倍，在

540 nm波长处测其吸光度A2，以稳定系数表示系统的稳

定性和乳化性，稳定系数越大稳定性越好，也代表乳化

剂的乳化性能越好，平行测3 次，得平均值，按式（2）

计算稳定系数。

 =
A1
A2  （2）

1.4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 2007、SPSS 17.0及Design-Expert 8.0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

2.1.1 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体积比对产品口感的影响

表 2 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体积比对产品口感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ratio of original beer to fermented goat milk on the 

taste of formulated products

红枣羊乳酸液∶
啤酒原浆（V/V) 产品口感

1∶0.5 产品偏酸，奶味较大，麦芽味较淡，产品没有羊乳的膻味

1∶1 酸甜可口，杀口感适中，即有酸乳、麦芽的香味，又有枣汁
香，还有一股淡淡的冰激凌奶香，产品没有羊乳膻味

1∶1.5 酸甜可口，即有酸乳、麦芽的香味，又有枣汁香，
杀口感适中，产品没有羊乳膻味

1∶2 有淡淡的酸乳香味和枣香味，酒味较大，产品没有羊乳膻味

将红枣羊乳酸液和啤酒原浆按一定的体积比加入，

使乳啤即具有酸乳的香味又具有啤酒的杀口感，而在进

行啤酒原浆的发酵过程要严格控制麦芽度数，在酒花全

部加入且煮沸后对糖度进行测量，若糖度太高加水继续

煮沸，直到糖度降至1.5～2 °P。利用糖度计严格控制了

麦芽汁的度数，以便把酒精含量控制在羊乳的酒精稳定

性范围内，从而避免了由于酒精过量致使羊乳蛋白质变

性所导致的产品不稳定。将乳酸发酵和酒精发酵分别进

行能够避免酒精发酵过程中由于二氧化碳和酒精产生而

出现的蛋白质的沉淀和乳脂肪的上升现象，提高乳啤的

稳定性。由表2可知，通过感官鉴评，当红枣羊乳酸液与

啤酒原浆体积比为1∶1时，产品口感最好。

2.1.2 红枣汁添加量对产品口感的影响

在榨取红枣汁时，本研究不是运用传统的煮沸浸泡

榨汁，而是加入果胶酶充分酶解，使红枣中的VC充分溶

出，充分利用红枣的优势，增加产品价值，通过果胶酶

的酶解，更能提高出汁率，降低成本。

表 3 红枣汁添加量对产品口感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red date juice concentration on the taste of fermented 

goat milk

红枣汁添加量/% 产品口感

8 羊乳膻味较大，偏酸

10 羊乳膻味较弱，有轻微的枣香味，但产品整体还是酸乳味较重

12 没有膻味，既有红枣酸乳的香味，又有麦芽香味

14 完全没有膻味，但枣香味过浓，产品偏甜

在羊乳乳酸发酵过程中加入红枣汁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发酵后期因为酸度过高而造成的对有益菌的抑制作

用，增加菌体的数量，降低成本，亦可去除羊乳的膻味

而改善产品风味。由表2可知，参考普通的红枣酸乳（以

牛乳为原料），当红枣汁添加量≥5%时发酵而成的成品

仍具有羊乳的膻味，当红枣汁添加量≥10%时，将很大

程度地去除羊乳的膻味，但当红枣汁添加量＞15%时，

由于枣味过浓使产品产生不好的风味，通过实验得出当

红枣汁的添加量为12%时，产品口感最好。

2.1.3 白砂糖添加量对产品口感的影响

表 4 白砂糖添加量对产品口感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granulated sugar concentration on the taste of 

fermented goat milk

白砂糖添加量/% 产品口感

2 微甜，酸味较重

4 酸甜可口

6 稍微偏甜

8 产品过甜，酸乳味较弱

由表4可知，白砂糖的加入可以增加产品风味，但白

砂糖过量会使产品过甜，通过单因素试验，当白砂糖的

添加量为4%时，产品口感最好。

2.2 正交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选取影响产品口感因素中有

意义的水平做正交试验，对结果进行极差分析，以确定

最佳的工艺条件。按表1的正交因素水平设计L9（33）正

交试验，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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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红枣羊乳啤生产工艺L9（33）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le 5 L9(3
3)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and results

试验号
因素

感官评分A B C
1 1 1 1 73
2 1 2 3 78
3 1 3 2 76
4 2 2 2 91
5 2 1 3 85
6 2 3 1 83
7 3 3 3 74
8 3 1 2 83
9 3 2 1 86
K1 227 241 242
K2 259 255 250
K3 243 233 237
k1 75.6 80.3 80.7
k2 86.3 85.0 83.3
k3 81 77.7 79.0
R 10.7 7.3 4.3

由表5可知，各因素的主次顺序为A＞B＞C，红枣

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的体积比对乳啤的口感有极显著影

响，红枣汁添加量有显著影响，而白砂糖添加量无显著

影响；最佳工艺配方为A2B2C2，即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

浆体积比1∶1、红枣汁添加量12%、白砂糖添加量4%。

2.2.3 利用响应面优化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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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体积比、红枣汁、白砂糖的添加量对 

红枣羊乳啤的感官评分的影响

Fig.2 Response surface plots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ratio of original 

beer to fermented goat milk, red date concentration and white granulated 

sugar concentration on the sensory score of formulated beverage

根据正交试验中的数据通过响应面进行优化（图2），

所得结果同正交试验一致，当红枣羊乳酸液和啤酒原浆

体积比为1∶1、红枣汁添加量12%、白砂糖添加量4%时乳

啤口感最好，而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的比例对乳啤

的口感影响最大。

2.3 红枣羊乳啤的稳定性

2.3.1 红枣羊乳啤的沉淀率

0.0

0.5

1.0

2.0

1.5

CMC-Na＋果胶添加量/%

/%

0.10＋0.15 0.15＋0.15 0.20＋0.15 0.20＋0.2

图 3 不同添加量的复合稳定剂对产品稳定性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stabilizer concentration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product

由图3可知，当CMC-Na添加量0.20%、果胶添加量

0.15%时，沉淀率最小，红枣羊乳啤稳定性最强。

2.3.2 红枣羊乳啤的稳定系数

在乳制品生产中脂肪上浮是一大问题，产品中加入一

定量的蔗糖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脂肪的上浮，还能防

止酸性条件下羊乳中乳脂的析出，增加产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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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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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蔗糖酯添加量下稳定系数的变化

Fig.4 Effect of sucrose ester concentration on the st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product

由图4可知，当蔗糖酯的添加量为0.10%时，红枣羊乳

啤的稳定系数最大，即其稳定性最大，乳化效果最好。综

上可知，当CMC-Na添加量0.20%、果胶添加量0.15%、蔗

糖酯添加量为0.10%时，红枣羊乳啤的稳定性最好。

3 结 论

实验制备的红枣羊乳啤产品外观为微乳黄色，色纯

味正，质地细腻，口感清爽，具有酸乳、啤酒的风味，

枣香味和碳酸饮料的杀口感。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法

优选及响应面优化得到红枣羊乳啤制备的最佳工艺条

件：当红枣羊乳酸液与啤酒原浆体积比1∶1，红枣羊乳酸

液中红枣汁添加量12%、白砂糖添加量4%时口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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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稳定性测定得出：当CMC-Na添加量0.2%、果胶添

加量0.15%、蔗糖酯添加量0.10%时稳定性最佳。

羊乳是一种比牛乳更有营养价值的奶源，本研究通

过二次发酵制备的红枣羊乳啤兼具蛋白质、氨基酸和维

生素丰富及低醇、低热值之优势，且稳定性较好，红枣

与羊乳的营养搭配会更迎合消费者的健康理念，再加上

麦芽的酒香味，使产品更具时尚感，更能被消费者所接

受，是一种健康、营养、绿色、保健的新型饮品，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为羊乳的开发利用

提供新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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