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橡木制品

100% Oenologique



酿酒用橡木板

作为葡萄酒与橡木间相互作用的带头人，圣哥安橡木桶公司尽力为您葡萄酒创意

性和个性化服务提供其专有技术。

ŒNOSTAVE® 橡木板系列

• 系列有六种类型，由不同类型的橡木板，经过反复的设计实验，达
到特定酒的香气的组合。

• 是一组具有新意的葡萄酒工艺革新方案，使用方便，并体现了圣哥
安橡木桶公司技术团队的最新技术。

最好的橡木

最优的葡萄酒是以复杂平衡的特点为基础的，我们组合了不同酿酒潜
力的橡木来构建这个ŒNOSTAVE®橡木板系列产品，每款类型也都组
合了一些欧洲（Quercus Petrae, Quercus Robur）或者美洲的橡木种类
（Quercus Alba）。

根据葡萄酒酿酒潜力，我们为每种橡木实施了特别的烘烤方法。这个
关键步骤，可以使圣哥安橡木桶公司所选橡木的质量价值得以充分实
现。

同时，我们实施复杂的生产工艺，旨在能够向您提供使用简单的酿酒
橡木板，确保更为精确的效果。

酿酒潜力：指橡木对某类特定葡萄酒产生一种香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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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长: 950毫米 宽: 50毫米

高: 7毫米或18毫米，
根据选用的类型

每根板的表面接触面积

7毫米: 0,109平方米 18毫米: 0,13平方米

单位平均重量

7毫米: 200克 18毫米: 500克

占用体积

一盒占用34L

橡木种类

每类型中都包括:

法国橡木

欧洲橡木

美国橡木

包装

7毫米
- 热封铝箔袋
- 使用塑胶链
- 每盒2捆20根板(40 根)
- Poids/carton : 8kg
- 托盘: 48盒

18毫米
- 热封铝箔袋
- 使用塑胶链
- 每盒2捆8根板(16 根)
- Poids/carton : 8kg
- 托盘: 48盒



酒的类型 新鲜白葡萄酒

目标
清新，香气复杂，
余味悠长。

木桶板厚度 7毫米

酒容量 5000 至6000 升

接触期 酒精发酵期间或之后

接触时间 2 至4 个月

1

嗅觉描述
柑橘类水果芳香和燧石
香气，酒体活泼。

包装 100 片木板装箱

酒的类型 成熟白葡萄酒

目标

轻柔的橡木香增加了香
气的复杂性。

酒质浓厚，余味悠长，
酒体平衡。

木桶板厚度 18毫米

酒容量 2500 至3000 升

接触期 酒精发酵期间或之后

接触时间 4 至6 个月

2

嗅觉描述

果味糖浆，轻柔橡木香，
口感饱满

悠长，酒体平衡。

包装 40 片木板装箱

酒的类型 芳醇白葡萄酒或甜酒

目标

白色或热带水果的复杂
香气。

口感饱满而美味。

木桶板厚度 7毫米

酒容量 2500 至3000 升

接触期 酒精发酵后

接触时间 4 至6 个月

2

嗅觉描述

热带水果、香料(桂皮)
味。圆润
而美味。

包装 100 片木板装箱

珍贵葡萄粒平衡型矿物



酒的类型 多样果香的干红

目标

直接果香表现(红水果)
、饱满、

无木香或少许橡木香
气。

木桶板厚度 7毫米

酒容量 4000 至 5000 升

接触期 果酸乳酸发酵之后

接触时间 4 至5 个月

1

嗅觉描述
红色水果香气，
口感丰满。

包装 100 片木板装箱

酒的类型 酒体厚干红

目标

香气清新(水果与花卉
香气)。

极少的木香，
酒体平衡，余味悠长。

木桶板厚度 18毫米

酒容量 2500 至3000 升

接触期 酒精发酵之后

接触时间 6 至10 个月

2

嗅觉描述

鲜果、花卉、桔皮和胡
椒香气。

酒体平衡，余味悠长。

包装 40 片木板装箱

酒的类型 酒体厚干红

目标

成熟果味(黑果)、
香料、

橡木香融入酒。
口感丰满。

木桶板厚度 18毫米

酒容量 1800 至2200 升

接触期
酒精发酵之后或果酸乳

酸刚发酵完。

接触时间 6 至10 个月

3

嗅觉描述
黑果和香料香气，
丰满持久。

包装 40 片木板装箱

优雅型高度型果味型



您知道吗？

橡木是一种多孔材料:65%的体积里都充满了空气。因此我们研究人员的实验证明，浸泡橡木片可以对酒氧
化有着潜在的影响，即木头里所含氧气的一部分会溶进酒中。

根据此数据，我们通过为每个系列配上对应的"O2 指数"ŒNOSTAVE® 橡木板系列产品。

对于氧气的掌握(如惰性气体保护，对微氧化与宏氧化控制）以及氧气与葡萄酒生物量的互相作用是橡木感
知的关键要素。因此，配给每个ŒNOSTAVE®橡木板系列的"O2 指数"是在这些操作推理需要考虑的一个要素。

操作

• 酿酒罐中安装

我们建议一种浸入安装法：使用食品专用塑料绳将
各片橡木板固定好，这些橡木板能够直接浸入葡萄
酒中，起初漂浮在表面，然后逐渐沉到桶底。

当我们需要停止酒与橡木接触，而此时葡萄酒温度
较冷时（低于14°C），最好用食品专用不锈钢绳
(316L)将橡木板从酒罐中取出，不必将冷酒泵出（
避免氧化风险）。

• 几个建议

- 二氧化硫: 我们建议使用活性二氧化硫(>0.6毫克/
升)，并在与葡萄酒接触两周后检查酒液覆盖水平。
陈酿期间需频繁追踪检测，以遏制染菌的风险。

- 均匀化: 在陈酿过程中, 我们建议将酿酒槽中的
酒泵出15%-20%，定期搅拌与ŒNOSTAVE®橡木板系
列接触的葡萄酒，或在酿酒罐配有搅拌系统的情况
下，用搅拌棒搅拌酒泥。

- 使用次数：在要求的容量和有的放矢的情况下使
用一次。事实上显示，六个月的陈酿至少80%的橡
木成分被萃取出。

1 低度氧化能力
有利于不同香气的表现，对发酵香进行保护。

2 中度氧化能力
可以打开葡萄酒的香气，表现出清晰的水果香和橡木香。

3 高氧化能力
对未来藏酒的香气起着稳定和演化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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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条件与时间

该产品对气味和大气污染的环境较为敏感，即需要保存在原包装袋里，放在常温和无气味的地方，避免太阳
照射。

使用期限建议: ŒNOSTAVE® 橡木板系列产品可长期存放，只要放在聚乙烯-铝加热密封原装里，就并不影响
其感官属性。

质量与安全

ŒNOSTAVE® 橡木板系列需要严格的制作条件，以确保食品安全和符合现行规定为目标，所选的高质量包装
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运输和储藏中潜藏的污染问题。

索取质保书与食品证书，请联系oeno@seguin-moreau.fr

条规

规定名称: 橡木木块。
. 2006 年10 月11 日欧共体第N° 1507 年/2006 号条例
. 国际葡萄酒组织OIV 通过的酿酒法典第03/2005 号和第430/2010 号方案
. 2009 年7 月24 日欧共体第606/2009 号条例，附录9。

橡木片用于葡萄酒酿造符合有关条规。圣哥安（SEGUIN MOREAU）制桶公司不为其产品的不当使用承担
任何责任。

接触

我们的酿酒师时刻伴随您左右，与您分享ŒNOSTAVE®橡木板系列的经验。

索取个性化建议，请联系oeno@seguin-moreau.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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