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ŒNOSTAVE® 橡木板

圣哥安橡木桶公司

橡木替代方法  
100% Oenologique



ŒNOSTAVE® 橡木板，它是 
 

• 葡萄酒风格可重复性的酿酒用橡木板； 

• 为最严格的酿酒师而设计的有效工具。 
 
 
 

 
导向精确的香气 
 

• 7毫米 ŒNOSTAVE®橡木板陈酿时间短，酿造个性化葡萄酒。 
 
• 18毫米 ŒNOSTAVE®橡木板适合于酒体更集中的葡萄酒陈酿。 
 
特殊的烘烤工艺  
 
不烘烤NC g新鲜的橡木可着重体现清新的花香和果香。 

g建议用量为不超过总容量的5-10% 以使葡萄酒增强酒体及 
甘甜口感。 

  
中度烘烤M    g优化复杂的香气，尊重果味，入口圆润。 
 
中加烘烤M+ g 带来咖啡、香草和香料的香气。 

g 用于特殊目标，或与烘烤M合用以使葡萄酒更柔顺。 
 
 
 

 
橡木中的精华  
 

好的葡萄酒和烈酒讲究复杂的平衡，我们研究橡木的不同酿酒潜力设
计了 ŒNOSTAVE®橡木板。 
 
不同的橡木的特殊的烘烤能完美体现橡木本身的酿酒潜力。这个关键
的步骤将圣哥安精心挑选橡木的价值充分体现。

ŒNOSTAVE® 橡木板

圣哥安橡木桶公司

技术参数 : 

 
 
 

长度 :          950毫米 
宽度 :          50毫米 
厚度 :          7毫米 或 18毫米 
孔间距 : 856毫米 
孔洞直径: 14毫米 
 
接触表面积 
7mm : 0,109m² 18mm : 0,13m² 
 
单位接触面积 
7毫米 : 200g 18毫米 : 500g  
 
体积 
盒橡木板占用13Ｌ酒的体积  
 

橡木种类 
 
       法国橡木  
       7毫米 : 烘烤 NC / M / M+  
      18毫米: 烘烤 NC / M / M+  

      美洲白橡木 
       7毫米: 烘烤 M / M+ 
      18毫米 : 烘烤 M+ 
 
供选择的包装形式 
 
7毫米 
- 热封铝箔袋 
- 使用塑胶链 
- 每盒2捆20根板(40 根) 
- 托盘: 48盒  
- 托盘整盒大包装: 2400根 
 
18毫米 
- 热封铝箔袋 
- 使用塑胶链 
- 每盒2捆8根板(16 根) 
- 托盘: 48盒 
- 托盘整盒大包装: 880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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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葡萄酒陈酿的高档橡木板



新橡木香

涩口度 咖啡香/烤香

香草香

新鲜水果香

成熟水果香

饱满

单宁强度

安装 

适用何种葡萄酒？目的？用量？

 
 
• 圣哥安研发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用橡木板陈酿葡萄酒与g/L用量有关，而与橡木
板和葡萄酒的接触面积无关。正因为如此，我们设计一个工具，使您能根据您的目
标来计算在酒罐中放置橡木板的数量。 
 
需要计算用量请登录圣哥安网站:  

ŒNOSTAVE® 对美乐和苔娜葡萄酒的品酒影响 
(酒精度13.5%, 4个月的接触) 

 淡橡木味 浓橡木味

     轻柔干红           2至4 根/ 百升           6至8 根/ 百升

     成熟和浓郁干红           4至6 根/ 百升           7至10 根/ 百升

     缺水症干红 

   郁压榨汁 
          3至6 根/ 百升           8至10 根/ 百升

      干白          2至5 根/ 百升           4至8 根/ 百升

       您知道吗？ i

7毫米ŒNOSTAVE® 
(5根/ 百升)

18毫米ŒNOSTAVE® 
(2根/ 百升)

• 在酒罐里放置 
 
ŒNOSTAVE®橡木板在交货时会带有食用级别塑料PE链以便

于往酒罐里放置和在酒罐中挪动。 

这样方便： 
1) 悬挂于酒罐中的支撑物或绳索； 
2) 很快地从酒罐中取出。 
 
当葡萄酒的温度下降过低(小于14°C)时，如果希望中止
橡木板与葡萄酒的接触，我们推荐使用食用不锈钢绳
(316L)将橡木板从酒罐中取出，而不用用泵将冷葡萄酒
抽出(有氧化的风险)。    
• 陈酿期间 
 

红葡萄酒：当酒精发酵结束时，或葡萄酒澄清后(橡木味效 

果更直接)。为防止过重“咖啡”香气，建议加橡木板的时间 

在苹乳发酵结果后，添加了二氧化硫，葡萄酒经过澄清。  
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在澄清后的葡萄汁或在酒精发酵 

结束时，以获取最佳香草味。 
 
 
 
 
 
 
 
 

• 可用次数  
经过7个月的陈酿，橡木中的绝大部分物质会被萃取。 
- 7毫米 ŒNOSTAVE® : 仅能使用1次。 
- 18 毫米 ŒNOSTAVE® : 可使用两次。  
在每次重新使用前，我们建议先将橡木板蘸泡在含二氧化硫的溶液中，以最大限
度去除上次酒液中带来的特质(酒石、酒泥及微生物等)。 
注意：如果上次的酒液已被微生物感染，强烈不建议二次使用。 

 
• 几个建议  
- SO2 : 在葡萄酒陈酿的前两个月，建议每两周检测一次

SO2的量。 
 
- 均匀性：建议每周抽取酒罐10%容量的酒液用于搅拌
葡萄酒，以最佳萃取橡木的精华物质，并使橡木板本
身的孔隙带入的氧气均匀分布在酒里。 

 
- 酒泥和氧气：为更好地使用ŒNOSTAVE®橡木板需管
理好酒泥和氧气比。 
 
- 定期品鉴：对于7mm的橡木板而言，感官平衡通常在
接触四个月后达到满意效果，而对于18mm的橡木板而
言，则须等到六个月。而对于某些葡萄酒，有时会更
早地获得满意的效果：定期对葡萄酒进行品鉴可调整
陈酿时间。

为了解更多关于ŒNOSTAVE®橡木板微氧的情况， 

请扫描二维码。



质量与安全 
 

ŒNOSTAVE®橡木板系列产品的生产条件完全满足国家监管要求并确保食品安全。高品质的包装最大限度地避免
了在运输或储藏过程中潜在的污染。 

法规 
 

法规名称: 关于用于葡萄酒生产的木块的  
.CE N°1507/2006和CE 606/2009法规。 
.法规CE934 /2019补充欧洲法规1308/2013的授权酿酒技术  
.关于用于与食品接触 的材料的EC1935/2004和2023/2006法规。  
.OIV(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通过的酒类法典N°03/2005 和 N°430/2010法规。 
.CE 10/2011法规及其修正案,涉及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  
 

圣哥安对不合规使 用其产品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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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藏条件和保质期 
 

产品对气味和空气污染特别敏感 : 保持原包装存放, 不接触地面, 储藏在无异味 和温和的环境。 
 
建议使用期限 : 如果在其原聚乙烯- 铝包装袋内可保存3年。 

           希望试用ŒNOSTAVE®发酵橡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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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哥安公司为您的每款酒度身定做适合的产品。 

需要更多的信息请登录圣哥安公司网站 www.seguin-moreau.fr 或者写邮件至: info@seguin-moreau.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