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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在陈酿过程中有什么作用？

酿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过程中，橡木桶中的陈酿是一
个不可可少的阶段。经过橡木桶陈酿过的葡萄酒在感
观上表现出既复杂全面又独创的个性。在橡木桶中的
物理化学反应导致了葡萄酒的演化：木头中挥发性物
质和不挥发性物质的可溶性同时伴随了氧气在酒中的
氧化作用。事实上，橡木多孔、通气，它造成了在陈
酿过程中酒和空气的交换。

氧气在空气中占了21% 。它参加了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演化过程中很

多化学或生化反应。从某些角度来讲，氧气是在很多现象中的主动

力，包括有氧条件下的氧化和无氧条件下的还原。在酒窖中的正常

条件和频率下，氧气参与了所有的酿酒过程。根据对氧气加入量的

控制，氧气和氧化现象对酒的演化有正面或负面影响，所以加入氧

气量的计算很重要。

怎样在陈酿过程中加入氧气？ 

通常地讲，实现氧气从空气中进入到葡萄酒中有两
个方法：
- 在陈酿过程中，密封的橡木桶 (硅胶塞， 木塞)
- 操作过程 (打开塞子,倒桶等 )

我们可以看到，橡木陈酿过程中氧气加入量的慢和
快，在倒桶过程中氧气加入的瞬间，量大。
在酿酒师倒桶或添桶过程中，氧气的加入量变化很
大：酿酒文献指出，倒桶过程能溶化0,1到5-6毫克/
升的氧气。

相反，根据所涉现象的复杂，陈酿过程中氧气加入
量的估计始终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第一个涉及
这个研究领域的是Ribéreau-Gayon，在1931年：根
据每次添酒基本操作加入二氧化硫溶液，他得出空
气中氧气渗入橡木桶的量是有限的，这个量在2到5
毫升的氧气/升/年。另一方面，对那些完全密封的
橡木桶，氧气的渗入量在15到20毫升/升/年。也就
是说，简单的通过桶板渗透造成的酒-空气被动接触
不能够充分地解释木桶中实际氧气量。

60年之后， Vivas (波尔多Bordeaux) 和 Feuillat (地戎Dijon),

Moutounet (蒙彼利艾Montpellier)继续了这些研究，他们把问题的

重点都放在别的方面上。木头的来源和它的解剖组织(纹理、密度

等)对氧气渗入桶板的速度都是一个重要因素。木头中酒的渗入(比

如旧的橡木桶) 减缓了氧气的渗入。桶塞的密封度也起了一个重要

作用。

在木桶陈酿过程中，氧气是怎样溶入到酒中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解两个物理现象：氧气进
入木桶和氧气溶入酒中。
空气中的氧气是怎样进入一个密封的木桶中的？

桶塞阻止空气的进入，它将会在桶中造成一种低气压
现象，这时桶中的气压可以达到120毫大气压。这个
低气压的产生是由于酒被木头吸收或酒在陈酿中的蒸
发，但是这些失去部分的体积没有直接被氧气的进入
补充。也就是这个原因，打开木塞就伴随着空气瞬间
进入桶中。酒的“消费”越密集，添酒的间隔时间越
长，这个低气压也就越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影响橡木
桶密封性。

几个不同的方法将减少这个低气压：
- 去掉酒里的气：发酵过程中的去掉二氧化碳
- 空气透过被酒浸泡的木头进入：透过桶板和桶盖部
位，也在桶板的接缝部位 (桶板之间空隙和桶板端槽
)
- 空气透过干燥的木头部分进入，也就是没有被酒浸
泡的部分 (桶中的空气部分)
- 底部的细微变形：变形或轻微地移动，制造了氧气
易进入的途径。

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经常建议规律性地往桶里添酒。酒窖湿度

(80% 相对湿度)和温度(<18°C)的控制能够明显限制酒的蒸发。作

为参考，对于一个在新木桶中陈酿10个月的酒，测量的年平均消耗

量为1-6%。

进入木桶里的氧气一部分被酒消耗了, 一部分成为桶
的上部的空气层以此来平衡“蒸发/低气压/机械应力
”系统。然而，研究证明桶中的空气层的氧气量下降
很快 (在0到5%之间)，这也显示了酒溶化氧气的速度
是很快的。每次打开桶塞的时候，氧气进入桶中的空
气层，这个空气层应该马上要用酒添满桶来消除。 

氧气是怎样溶入到酒里的？

通常地讲，氧气的溶入速度是由桶中液体和气体的含
氧量、桶中液体与空气的接触面、液体的自然特性(
例如酒精含量)和温度决定的。也就是在控制这些条
件， 还有酒与氧气的接触时间下，我们能够影响氧
气在酒中的溶化。

在换桶操作中，限制酒与氧气的接触和氧气在酒中的溶化现有几个

典型的例子：

- 检查桶板的接头和联接处的密封性

- 注意空气泡的存在

- 装桶前惰性气体的使用 (二氧化碳和氮，单个或混合) 

酒和氧气是如何反应的？

在葡萄酒中，氧气溶入，之后慢慢地被酒消耗，这表
明了氧气是一个不稳定的组成因素。
酚类化合物是主要氧化物质，是氧气被消耗的原因，
但是相关的反应途径却是很复杂而且至今很多仍然还
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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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中氧气消耗的速度也由葡萄酒的种类决定。比如，对于8毫克/

升的溶入酒中的氧气来讲，一般在红酒中需要96个小时，而在白

酒中需要15天来消耗。这些数量是相对地，因为氧气消耗量随温

度的增加而增加。

金属正价离子、酵母渣、二氧化硫和乙醇这些组成
部分也参与了氧化反应。在这些组成部分中，我们
能找到在氧化反应、抗氧化剂、氧化反应机制的成
分中的催化剂。所以，当酒中有氧气，加上氧化剂
的集中存在，直接反应它在酒的气味上。

对于那些大部分的白葡萄酒和有些红葡萄酒的陈酿过程中，酒渣

的存在对于氧气的消耗速度有一个重大作用。它以被证明，酒渣

消耗氧气的速度比酒更快，这也保护了酒的氧化。在有规律的间

隔下，用木棍搅拌酒渣能促进它们之间的反应；但是我们也应该

注意由于打开木桶时氧气的进入。

概括的讲，哪些是影响氧气进入酒中的主要因素？

酒在木桶的陈酿过程中，几个主要影响氧气溶入的
因素有以下：
- 桶的年龄和机械性能
- 木头的解剖结构
- 倒桶的频率
- 惰性气体的使用
- 添酒的频率
- 桶塞的选择
- 酒窖温度和湿度的控制

哪些是氧气溶入酒中的影响？

就如以上所讲，氧气溶入酒中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
响。在正面影响中，我们可以举到这些例子：消灭由
酵母新陈代谢所导致的还原气味、酒体颜色的演化、
参加与单宁的反应、涩味的消减。
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氧气对陈酿过程中的葡萄酒
能有不利影响。它是一些化学反应的源泉，首先它能
让年轻的葡萄酒失去果味，感觉比较重，使白葡萄酒
有蜂蜜和蜡的味道，使红葡萄酒有干李子和无花果的
味道。这个不可逆转的气味进化系统地伴随着酒的颜
色的变化：红葡萄酒变得橙色，白葡萄酒变得黄色/
蜂蜜的颜色。

只有对加入氧气时的严格控制和监视的唯一条件下，氧气才对酒有

益。品酒是保证好的演化过程和控制氧气的可能需要的一个必须手

段。

怎样测量酒中的氧气的存在？我们实际在测量什么？

考虑到氧气溶入和消耗现象的重要性，在用相关仪器
测量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指明测得只是氧气溶入
酒中的含量。事实上，已被酒消耗掉的氧气是不在这
个测量的含量之内的。

至今为止，还不存在直接测量氧气消耗量的方法。这
个数值可以通过在葡萄酒的整个生命所接受的氧气的
计算得到的，这是个大概数值。

另一个方法就是化学放射性示踪剂的跟踪，也就是测
量由氧化反应所产生或消灭的物质。所以测量这些物
质能让我们估计氧气溶入的存在和正在进行的氧化反
应。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氧化硫跟踪剂。 

哪些是测量的仪器？

现在存在两种分析氧气溶入的方法。它们的基础是电
化学或光学测量。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大部分氧电极(
光纤探头)都是为酒窖和酿酒而设计和适应的。

在桶装酒酒库和酿酒实验室中用到的一些电极的技术特点：

TriOxmatic 和 LDO HQ30 一般用于酒窖。其它两个一般用于实验

室。

LDO HQ30光线电极的优点是测量时根据环境的温度、压力和介质的盐

度而自动矫正。而且与传统的电化学方法相反，此电极无需校准，

测试时不消耗氧气，因此也就不用摇晃，探头的组件不容易受到污

染，因此不会有偏差。

正在研究的项目？

与波尔多的酿酒学院合作，我们的研究队伍对诊治红
酒的过早老化进行了工作。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
第一次鉴定了红酒氧化过程中一个嗅觉标记。这就是
一个二酮：3-甲基-2，4-壬二酮 (3-methyl-2,4-
nonanedione)，它有干李子核的气味。
为了研究它的形成对葡萄酒的陈酿的影响，很多工作
正在进行中。研究它的前驱物质也属于我们的当前工
作。最后，在不久的将来，对红葡萄酒氧化过程中放
射性示踪剂的了解，能推进我们对红酒陈酿能力有关
的物理化学物质的了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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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电子化学 光线

型号
TriOxmatic

700IQ
Orbisphère

311 LDO HQ30 Presens PSt3

测量的限度
0 à 20 
毫克/升

0,0001 à 20
毫克/升

0 à 20 
毫克/升

0 à 45 
毫克/升

轨迹测量 没有 有 没有 有

干涉 二氧化碳 弱 没有 没有

膜的震动 有 有 没有 没有

注释
注意电极的保

养
耐用和很敏感

适用在酒窖使
用

无侵入测量

参考价格

(欧元)
< 1000 > 10 000 > 1000 >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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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

« Ossigeno e Vini: dal ruolo dell’ossigeno alla tecnica di micro-ossi-
genazione » di A. B. Bartolini, Edizioni Parsec, 2008.

« L’élevage des vins », numero fuori serie del Journal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de la Vigne et du Vin, 2002.

« L’oxygène dissous dans les vins » di M. Moutounet e J.P. Mazauric,
2001, Revue Française d’Oenologie n° 186, pagine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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