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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橡木的橡木桶。 
 
我们的信念：为每种葡萄酒量身设计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既能使葡萄酒充分

显现其潜力，又能尊重葡萄的独特性和原产地。 
 
 
 
为什么使用橡木桶陈酿葡萄酒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毫无疑问优质葡萄是好酒的根本，而世界上的顶级酒都是经过橡

木桶陈酿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化学和感官方面来说，酒经过

橡木桶陈酿能增加是酒的稳定性、细腻和复杂性。 
 
橡木桶从原本的盛酒容器现在发展成为酿酒工具，准确实现葡萄

酒在酿造结束达到预期的感官目标。想增加香气或者增加氧气但

“橡木味不过重”葡萄酒，有各种组合可以达到您的目标：我们

团队随时帮助您做出合适的技术选择。 
 
 
 
 

最佳橡木 : 陈年潜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森林到桶板，到纹理的酿酒潜力，圣哥安橡木桶公司用四十年

完善了橡木的选择标准。我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为您提供满

足您的期望高陈酿品质和质量稳定的橡木桶，相同等级的橡木桶

同质，每年的橡木桶同质。 

 

从1998年开始研发ICÔNE圣像品牌，我们的研发和木材采购团队

密切合作，制造了法国橡木分类 :橡木的酿酒潜质。 

和所有的桶厂一样，我们也寻找百年，高大，笔直和粗的橡树，

15年来，圣哥安是唯一拥有详细记录了橡木的芳香和单宁构成数

据库，由此推测出橡木酿酒潜质。我们的橡木采购是根据此橡木

潜质为依据的。 
 
 
 
 
 
 
 
 
 
 
“森林的名字不重要，树的质量才重要” 
伯纳德•拉笛昂，圣哥安橡木桶公司1988至2002年木材采购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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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橡木种类 

       法国橡木 

推荐型号 

                       - 中细 
. 波尔多型橡木桶(225L, 21或27毫米) 
. 勃艮第型橡木桶(228L, 27毫米) 
. 型号: 300L (27毫米) 

                   - 细纹 
. 波尔多型橡木桶(225L, 21或27毫米) 
. 勃艮第型橡木桶(228L, 27毫米) 
. 型号: 300L (27毫米) 

                       - 超细 
. 波尔多型橡木桶(225L, 21或27毫米) 
. 勃艮第型橡木桶(228L, 27毫米) 
. 型号: 300L (27毫米) 

其他型号 : 
. 350L (27毫米) 
. 400L (27毫米) 
. 500L  (27毫米) 
. 600L (34 或 42毫米) 
. 600L 微型旋转发酵罐 (34 或 42毫米) 

烘烤 
依陈酿目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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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细   -    细纹   -    超细 



感官印象 :  
结构感和清新度 :  
复杂性和饱满度 :

适用干红葡萄酒类型 ? 陈酿目标 烘烤程度建议

• 陈酿型优质葡萄酒：香气柔顺，结构丝滑  
a黑皮诺，赤霞珠，美乐，西拉，普兰尼洛，

内比奥罗，马尔贝克等。

复杂而优雅的香气 
（烘烤香，香草香， 
淡香料香）

中度烘烤 
(M, ML, MLT) 

和/或中度开放烘烤 
(MO, MLO)

• 葡萄成熟度的葡萄酒 果香浓郁 
成熟和强劲

AQUAFLEX  
浸水烘烤 

和中度长时间长时间
烘烤 (ML)

超细纹理橡木桶 
木材类型：  
超细纹理为主（<2毫米）* 
芳香潜力：华丽而优雅

a陈酿期限建议 : 12至24个月

感官印象 :  
结构感和清新度 :  
复杂性和饱满度 :

超细纹理橡木桶 
木材类型 :  
中细纹理为主（<3-5毫米）* 
芳香潜力：香醇可口 

感官印象 :  
结构感和清新度 :  
复杂性和饱满度 :

超细纹理橡木桶 
木材类型 :  
细纹理为主（<2-3毫米）* 
芳香潜力：复杂而平衡 

适用干白葡萄酒类型 ? 陈酿目标 烘烤程度建议

• 陈酿型优质葡萄酒：芳香丰富，口感优雅  
a霞多丽，甜白等。

 
 

最大化地突出果香和口感平 
衡  
 

柔顺和复杂性 

 

AQUAFLEX 浸水烘烤  
 
 

中度长时间烘烤 
(ML, MLT) 

a陈酿期限建议 : 10至15个月

a陈酿期限建议 : 10至16个月

适合什么样的干白葡萄酒 ? 陈酿目标 烘烤程度建议

• 绝大多数的干白葡萄酒：芳香柔顺， 
口感饱满  
a霞多丽，长相思 ，威德佳等。

 
弱化烘烤和烟薰味 

 

增强果香

 
 AQUAFLEX 浸水烘烤 
 

中度烘烤  
(M, ML, MLT)

a陈酿期限建议 : 5至12个月

适用干红葡萄酒类型 ? 陈酿目标 烘烤程度建议

• 平衡的葡萄酒：结构精致，细腻而优雅  
a赤霞珠，西拉，黑比诺，普兰尼洛， 

土里克，歌海娜，西拉，仙粉黛，等等。

 
香气范围广泛（清新橡木香，

香草香，烘烤香） 
 
 使香气类型向清新感方向 

转化。 
弱化烘烤香和烟薰香

 
中度烘烤 
(M, ML) 

 
 

中度开放烘烤 
(MO, MLO)

• 葡萄成熟度高的葡萄酒 果香更清新，花香
AQUAFLEX  烘烤 
和中度长时间烘烤 

 (ML)

a陈酿期限建议 : 8至16个月

适用干白葡萄酒类型 ? 陈酿目标 烘烤程度建议

• 绝大多数的干白葡萄酒：保持水果清香或带
来甜香，直至烘烤  
a霞多丽，长相思 ，阿尔瓦里尼奥等。

 

橡木香气隐蔽并突出水果香 
 

成熟水果香和糕点香 

烟熏香和矿物质香 

 AQUAFLEX 浸水烘烤 
和中度烘烤  (M, ML) 

 中度长时烘烤 (ML) 

加强烘烤 (M+, MLT) 

a陈酿期限建议 : 5至10个月

适用干红葡萄酒类型 ? 陈酿目标 烘烤程度建议

• 精致葡萄品种酿造的葡萄酒：对尊重清新水
果香和口感结构佳最理想  
a黑比诺，美乐，桑娇维赛，歌海娜，西拉等。

带来柔顺但不掩盖果香
加时烘烤 

和/或者开放烘烤 
(ML, MLO)

• 强劲葡萄品种酿造的葡萄酒，和橡木香气匹
配：香气能突出在烘烤味之上  
a西拉，塔纳特，马尔贝克等。

成熟水果香， 

香料香和烘烤香

加强烘烤 
(M+, MLT)

* 所谓的“纹理”是指相邻两条年轮之间的间距，在橡树树干砍伐后的横截面上可见。

超细纹理 

细纹理

中细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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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效应：“桶体积越大橡木香气越淡” 
 

选择比225升或228升标准容量更大的橡木桶的目的是，葡萄酒体现更多的果香和强劲感。 
 
大容量橡木桶的第一效果是降低“每升葡萄酒和木材接触面”比值：效果是橡木化合物减少。匹配上轻
柔但深入的烘烤（如AQUAFLEX浸水烘烤和ML中度长时间烘烤），能够增加葡萄酒的结构特性而不影响
其香气（陈酿结束没有突出的香草味，烘烤味或烟薰味）。 
 
此外也已经证明，使用较大容量的橡木桶可以减少氧气进入量：体积效应保持葡萄酒清新感和强劲感。 
 
 
 

烘烤效果 
 

橡木烘烤程度影响橡木味在葡萄酒中的表现程度：总体
上我们能这样说，烘烤越重，香气越广泛，橡木单宁降
低越多。 
 
根据经验，圣哥安根据不同橡木确定其最合适的烘烤程度： 

 
•                       中细纹理橡木桶适合烘烤程度为相当深入而
且时间较长的烘烤（M+中度加强烘烤，ML中度长时间烘
烤，MLT中度长时间桶端烘烤），能发展香气并柔和葡萄
的 单 宁 。 
 
•                     细纹橡木桶适合烘烤中度烘烤（M中度烘烤，
ML中度长时间烘烤），能够很好地表达圆润和复杂性 
 
•                       超细纹理橡木桶由于其天然的复杂性和柔顺，
需匹配轻柔，更多是开放式烘烤（ML中度长时间烘烤，
MLO中度长时间开盖烘烤），最好地保持其潜力。 

 
不同的烘烤改变了橡木的特性，使其产生了细微化，并体现在陈酿结果上。选择烘烤程度是一个重要过程，
我们的团队尽全力为您提供帮助。 

你知道吗 ? 
 

在露天平均风干24个月才能使橡木达到最佳成熟：物理化学反应需
要足够的时间。 
 
现已证明，橡木存在一个最优成熟量化风干值，使我们能够充分利
用橡木的有用元素。一旦达到这个最优成熟量化值，延长橡木风干
时间反而可能导致： 
 

- 过度萃取糅花单宁：损失酒体的结构 
 

- 清洗掉了某些芳香元素的前体 
（如 :甲基辛内酯异构体的异构体） 

 
- 不可逆的物流机械变化（裂纹），造成木材损失 

 
- 霉变风险（霉菌），可能导致出现令人不快的霉味和泥土味。 

 
因此，圣哥安橡木桶公司研发团队建议橡木风干成熟时间不超过
48个月。

几个数据 
 
 

. 800+：橡木科的种类植物种数（橡树） 

. 2 ：橡木桶制造中使用的法国橡木： 
        . 无柄橡木 “sessile” 
        . 有柄橡木  “pédonculé” 

. 120-180 年：用于制桶的橡木树龄 

. 50-80厘米：用于制桶的橡木平均直径 

. 1立方米木材（树干）    
  g 0.20立方米的桶板 
  g 2 个橡木桶 + 2 个桶底板  

. 4米长直径为80厘米的树干（2立方米） 
  g 4个橡木桶 + 4个桶底板 

. 40-70% : “新鲜”橡树的湿度（刚砍伐） 

. 14-16% : 风干后桶板的湿度 

. 15-18 个月：风干橡木内部所需的时间 

. 24 个月：平均橡木最佳风干成熟时间



风干的目的 
 

圣哥安的研发团队和波尔多葡萄酒学院研制研的独特橡木风干流程
使得橡木通过物理和化学变化发展其香气。通过独特和精细的露天
堆放方式，促进空气在木板之间自由流动，并多次浇水和风干。 
 
在橡木风干成熟阶段，橡木的成分发生了深刻的理化变化： 
 

- 清洗掉并酶转化了大量存在于绿色树木里的某些不受欢迎的 
 大分子（甜香豆素，水解单宁等） 

 
- 桶板内部风干：板材的初始湿度是40％-70％，风干后只有 
 14-16％。 

 
- 激发板材的内部芳香潜能（木质素的氧化分解，无味香素 
 的水解等） 

 
成功的橡木风干成熟要达到清洗、干燥和发展芳香潜力这三重目标。橡木风干成熟所需的平均时间为
24个月。

化学小知识：橡木的主要成分 
 

四十多年的基础研究使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橡木结构、化学成分以及它们的分子与酒的相互作用等知
识。 
 
 
 
 
 
 
 
 
 
 
 
 
 
 
 
 
 
 
 
 
 
 
 
 
 
 
 
 
 
圣哥安的研发团队不断地对葡萄酒与橡木相互作用有新的认识，给酿酒行业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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鞣花单宁 
 
鞣花单宁对葡萄酒的感官特性有“缓冲” 

保护作用。  
 
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如下：  
- 通过抑制在发酵过程中和陈酿过程中形成 

硫化合物（尤其是干白葡萄酒）打开香气  
- 通过固定氧气 防止陈酿过程中酒氧化。 
 
需要注意的是，酒里糅花单宁的含量远低于 

葡萄的单宁含量，其决定了葡萄酒的感官风格。 

 
挥发性酚类 
 
橡木里这些天然的芳香分子在橡木桶制造过程中保留了下来，

表现在酒的香气里。 

例如：丁香酚，表现出丁香的香料特征。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这些化合物，也被称为“木质生物聚合物”， 

是橡木桶烘烤过程中产生的香元素。实际是， 

橡木桶烘烤时通过热转化，产生了一批芳香族分子： 

呋喃化合物（烟熏香），醛和酚（香草香， 

焦糖香和香料香）。 

甲基辛内酯 
 
这种分子的异构体是葡萄酒里橡木香气的重要化合物。天然存 

在于树木中，含量的多少受树木的种类和期遗传性的影响。 
橡木也含有这种分子的前体，在其风干，烘烤和陈酿的整个 

过程中增加并转化为内脂。

三萜类化合物 
 
葡萄与葡萄酒研究所（波尔多）最近发现， 

这些化合物对橡木桶里陈酿葡萄酒的感官特性 

起重要作用：它们是干型葡萄酒里产生“甜味” 

感觉的原因。



大力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 
 

发起于1999年，欧洲森林认证（PEFC）是全球领先的可持续森林管理认证。它的目的是确保人类有充足的
可利用森林资源，同时发挥森林的三重作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二氧化碳吸收器以及调节气候。 
 
圣哥安橡木桶公司是2005年世界第一个获得欧洲森林认证（PEFCTM/10-31-640）的桶厂，圣哥安橡木桶公司已
正式承诺：从木材采购到橡木桶发运，整个产业链满足法国森林可持续管理的要求。 

联系我们 
 

我们的商务酿酒工程师竭诚为您服务，并与您分享他们橡木桶方面的经验。 
 
如需获得有针对性的建议，请与他们联系 : oeno@seguin-moreau.fr 

质量与安全 
 

所有的橡木桶的生产条件完全满足国家监管要求并确保食品安全。 

www.seguin-moreau.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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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UIN MOREAU  
Avenue de Gimeux  
CS 10225 Merpins 

16111 COGNAC Cedex   
Tel.: +33 (0)5 45 82 62 22 
Fax: +33 (0)5 45 82 14 28  

SEGUIN MOREAU Bordeaux  
16, quai Louis XVIII 
33000 BORDEAUX   

Tel.: +33 (0)5 56 38 28 37 
Fax: +33 (0)5 32 00 19 85  

 

SEGUIN MOREAU Bourgogne  
ZAC du Pré Fleury 
Les Creusottes Nord  

71150 CHAGNY 
Tel.: +33 (0)3 85 87 22 23 
Fax: +33 (0)3 85 87 22 34  

SEGUIN MOREAU Australia 
Unit 1 / 257A Hanson Rd 

WINGFIELD 
SOUTH AUSTRALIA 5013 

Tel.: +61 (0)8 8406 2000 
Fax: +61 (0)8 8406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