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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大的软木生产国及出口国。
葡萄牙软木协会是一个行业组织。



多样的软木塞种类

天然软木塞
具有最天然的栓化细胞结构、最好的弹性和可压缩性。因这些特性，软木塞
在挤压后能恢复其原始形状。

填充天然软木塞
使用软木粉及食用级粘合剂填充在皮孔中。具有相当均匀的外观和良好的力

学特性，可以被塑造成各种形状及尺寸。

香槟塞
塞体由软木颗粒粘合一起形成。其中一端由一片、两片或三片的天然软木
圆片组合而成。



多样的软木塞种类

技术塞（1+1）
塞体由密度非常高的凝聚软木制成，顶部或两端粘合一片天然软木圆片。这
款塞子性能稳定，拥有极大的耐受性。适合2-3年内饮用的酒。

微颗粒软木塞
由生产天然软木塞产生的余料即软木颗粒制造而成。软木颗粒由食用级粘合
剂进行粘合。这种塞子经济高效，可完美密封不超过24个月内饮用的葡萄酒。

加顶软木塞
顶端是由木材、PVC材料、金属、玻璃等材料粘合而成的软木塞。



选择各款软木塞的考量因素

葡萄酒瓶
的特征

葡萄酒类型

葡萄酒
陈年需求

经济方面

灌装条件 储存及运输



葡萄酒瓶与软木塞
酒瓶瓶形 – 波尔多、勃艮第、莱茵河...



了解你的酒瓶

• 根据标准酒瓶的规格，瓶颈大概为酒
瓶口顶部以下的5毫米。

• 酒瓶颈部和颈部下方的内部直径是不

同的尺寸。

• 不规则的内直径或是较大的锥度会影

响葡萄酒陈年。

• 当软木塞挤压进瓶颈后，如其底端所

处位置的瓶颈内直径较宽，会降低软
木塞底部的密封性。

来源: Cork Quality Council



Source: www.imagefast.org
美国玻璃包装协会（GPI）国际瓶装及相关包装技术中心

酒瓶颈部内直径



不同深度的瓶颈内直径

图表中对9款市场上可买到的葡萄酒瓶的

内直径做了比较：

“C”瓶瓶颈内直径顶部为18.4毫米并

往下逐渐变宽，在深度到50毫米时，内

直径仍不超过21毫米。

X “D”瓶存在问题，在深度仅为30毫米

时，瓶颈内直径已超过21毫米。

来源: Cork Quality Council



内部轮廓 VS 软木塞直径

建议软木塞直径应大于瓶颈内部最小直径：

天然软木塞

● 6毫米，静止葡萄酒压强 < 1巴(bar)

● 7毫米，葡萄酒压强在1–2巴(bars)之间

技术软木塞

● 5毫米 ，静止葡萄酒压强 < 1巴(bar)

● 5-6毫米，葡萄酒压强 ≤ 2巴(bars)

● 7-8毫米，葡萄酒压强 > 2巴(bars)

● 12-13毫米，起泡葡萄酒压强应在5-6巴(bars)之间



天然软木塞尺寸

20ºC时推荐的

灌装高度（毫米）

软木塞长度

（毫米）

瓶颈内直径

（毫米）
软木塞直径

尺寸

（毫米）

55

38 16.0–16.5 22 或 23 38x22
38x23

45 17.0–17.5 23 或 24 45x23
45x24

45 18.0–18.5 24 或 25 45x24
45x25

63
45 17.0–17.5 23 或 24 45x23

45x24

49 18.0–18.5 24 或 25 49x24
49x25

70 54 18.0–18.5 24 或 25 54x24
54x25

软木塞长度会根据灌装高度、瓶颈轮廓、膨胀系数和葡萄酒存放期限而变化。



恢复能力

一个天然软木塞在通过压塞器挤压后，其弹力能逐
渐恢复至原状，恢复率如下：

a) 打塞后瞬间：原始尺寸的85%

b) 3小时后：原始尺寸的95%

c) 24小时后：原始尺寸的99%



软木塞类型的选择



软木塞如何实现良好的装瓶效果？

密封 零影响

瓶陈时间
（葡萄酒的
存放期限）



• 密封：没有葡萄酒和气体泄漏，以及防止氧气渗入（葡萄酒氧化）

• 零影响：软木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葡萄酒的视觉和感官特征。
经过软木生产过程（洗涤、涂层、粘合、印刷、表面处理…）的所有
产品，必须符合与食品接触的相关法律规定（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FDA)）。

• 瓶陈时间：可预见的葡萄酒储存期是选择软木塞的关键。在最长的储
存期到期之前，葡萄酒酒体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害。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https://www.fda.gov/downloads/Cosmetics/GuidanceRegulation/LawsRegulations/UCM505360.pdf
https://www.fda.gov/downloads/Cosmetics/GuidanceRegulation/LawsRegulations/UCM505360.pdf


葡萄酒陈年

长期瓶陈葡萄酒（超过2年）
使用天然软木塞封瓶，有以下益处：

• 液体密封完好
• 弹性好
• 适当的表面处理

尽快饮用的葡萄酒（2年内）
酒体清新的葡萄酒、果酒和气化的葡萄酒，应使用技术软木塞。



软木塞种类 vs 葡萄酒质量

软木塞种类 质量 瓶中酒的储存期限

天然软木塞 特级（Flower 与 Extra) 超过5年

天然软木塞 超级和1级 2-5年

天然软木塞 2级以下 2年内

填充软木塞 --- 2年内

香槟塞 / 起泡酒软木塞 --- 2年内

技术软木塞 AA 和 A 3年内

技术软木塞 B 和 C 2年内

微颗粒软木塞 18个月内

聚合软木塞 ---- 6个月内



正确的装瓶操作



1 和 2 – 卸瓶并整齐排放
3 – 整体装置：冲洗器 – 灌装机 – 打塞机
4 – 酒瓶输送及管控机
5 – 封盖及贴标机
6 – 包装

装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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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瓶

正确装瓶基本的操作：

• 清洗/冲洗酒瓶

• 去除瓶中空气

• 灌装

• 注入惰性气体

• 控制灌装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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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 冲洗

基本操作：

• 去除杂质：沙子、玻璃颗粒、灰尘、
纸屑、昆虫等

• 用无菌水进行清洗/冲洗

• 去除98 – 99.5%的微颗粒

• 残余水 – 平均2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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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瓶中空气 – 空气饱和器

• 灌装前去除瓶中空气（约90%）

• 用惰性气体（二氧化碳CO2或氮气N2）
让瓶中气体饱和

• 带有惰性气体的空瓶回到灌装缸

• 降低葡萄酒氧化反应：从每升0.7毫
克氧气降至每升0.08毫克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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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装是通过带有轻微低压的重力而完成

• 低压有利于去除空气，防止气泡的形成

• 避免微生物污染

• 更高的灌装精度 ± 1毫米

• 带有锥形底部的钢制酒缸，以便通过重力
进行灌注

灌装



灌装操作

1. 压力补偿

2. 灌装

3. 控制灌装高度

推荐：

温度：15-20ºC

气室：15-20毫米（20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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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室高度为例，相当于葡萄酒体积
中1%的自由体积。

（左图为2个750毫升不同类型的波尔
多葡萄酒酒瓶）



瓶装葡萄酒的热膨胀

葡萄酒的热膨胀每摄氏度平均增长0.2毫升

灌装点
(毫米)

软木长度

(毫米)
渗漏风险
截至 * (ºC) 

38 49

44 43

49 40

53 36

38 41

44 34

49 29

53 21

63

55

* 灌装温度为20ºC
（数据来源：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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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容器内部温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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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塞步骤



以不正确的方式将软木塞打入
瓶中，而引起的软木塞变形



压塞器的
压缩腔



软木塞
在压缩腔中



压塞滑块移动
挤压软木塞



用冲压头
将软木塞

打入瓶中



软木从压塞器
的定位环中推
出来



软木从压塞器
的定位环中推
出来



打塞结束



打塞机压塞器

• 过度挤压软木塞会损坏它的结构，使其恢复力减弱，从而
导致密封性较差。

• 软木塞挤压不当（>16mm）,表明塞子是被强制打入瓶颈，
也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并且/或者会在边缘、顶端等发生
变形，软木颗粒也可能剥落或其表面处理受损。

• 打塞机压塞器的挤压直径需通过测径器测量，控制在最大
不超过15.5mm的范围内。

• 维护压塞器需要检查其磨损的情况。边缘处应是均匀的、
平滑的，避免有缺口或者其他像割痕、弯曲等情况的出现。

• 软木塞挤压时要有条不紊的，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打入瓶中。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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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塞机压塞器与测径器

打塞机压塞器
调节

测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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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塞机压塞器的尺寸

压塞滑块本身无法调节尺寸，只有在把调节板移除后有0.2mm的调整空间。

弹簧

4个压缩滑块

调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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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塞机压塞器的结构 - 1



打塞机压塞器的结构 - 2



打塞机压塞器的
结构 - 3



打塞机压塞器

Perfect jaw

损坏的压塞滑块



损坏的压塞滑块



压塞滑块
造成的裂痕



压塞滑块
造成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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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头
• 它的直径应为14毫米

• 需要检查它的垂直度

• 冲压头应该与软木塞、压塞器和瓶颈等保持垂直关系并放
置于正中央位置。

• 在瓶中要能清晰看见完整的塞体，并且塞子的顶端要与瓶
口保持同一高度或者软木塞顶端轻微低于瓶颈。

Moderador
Notas de la presentación
 



冲压头打入塞子



冲压头状态

完好的冲压头

有磨损的冲压头



冲压痕迹



打塞机器–注入二氧化碳

优点
• 减少氧化反应 (从1.1减至0.22毫克/升氧气)

• 在打塞过程中减少压力（二氧化碳溶解于酒）

• 微压可以避免打塞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缺陷，如产生
毛细管作用、酒液泄露以及影响冲塞节奏。

• 注入点的一致性（最大高度偏差 ± 1毫米）

打塞前注入二氧化碳 (0.3 克/瓶)。

Moderador
Notas de la presentación
 



打塞机器–保持真空状态
在打入塞子时，用真空泵抽取出空气，从而去除瓶内压力。

若你能将以下几点考虑在内，这将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 定位板要适合酒瓶的类型

• 酒瓶高度的变化

• 日常维护（清洁抽气系统）

• 瓶口与定位板的紧密度恰到好处

优点

• 软木塞含微量气体，压力为1.5巴，相较于此，抽出空气后的瓶内压力则小于0.5巴
• 可以避免打塞过程中出现的缺陷

• 在打塞前注入惰性气体，其与抽真空的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

控制

用气体比重计测量内部压力（数值控制在 ± 0.3巴）

注意：注入氮气的效果则与注入二氧化碳和抽真空的效果相反，因为它是不可溶解的，
会导致压力比注入前更强。

Moderador
Notas de la presentación
�



酒瓶定位环

检查定位环与酒瓶是否匹配

有一些酒瓶类型需要特殊的定位环，例如
（容量为1.5升的）大酒瓶等

这个橡胶圈要处于良好的状况来保持
一个真空状态



定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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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锥孔

17.mm

1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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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锥孔

定位环
状态良好

定位环
状态不良



未使用的定位环



有磨损的定位环



打塞



定位环造成的损坏

打塞时由于定位环磨损，
导致塞子一端变形。



定位环有软木颗粒残留

这会影响
真空状态



内压在合理
范围内



酒瓶内的压力



内压对软木塞造成

的影响



打塞机附件清单

 检查打塞器与将要封装的酒瓶类型是否匹配

 检查定位环与瓶颈是否匹配

 检查软木塞和定位环的同轴度

 定期更换升降底座

 3至5毫米的范围调节底座

 修正弹簧100 ± 20 daN



打塞机–建议

生产结束后:

- 对打塞机进行拆卸、清洁和消毒杀菌

- 清洁机器表面灰尘

- 肉眼检查压塞器

- 肉眼检查压塞滑块弹簧

- 使用经过食品安全认证的润滑油润滑机器



成功的打塞过程的重要指标
• 软木塞湿度保持在4%到9%

• 封瓶过程中避免急促的移动、摇晃和抖动

• 慢速压缩（15.5 ± 毫米）、快速插入

考虑因素: 

• 打塞前注入二氧化碳

• 保持真空状态
• 打塞速度

打塞速度对整个封瓶过程有直接影响:

每人/每小时的打塞速度

最大值 建议值 最小值

单头 3000 瓶/小时 2500 瓶/小时 800 瓶/小时

多头 1500 瓶/小时 1250 瓶/小时 800 瓶/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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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料器与给料机

储料器

• 尺寸必须精确，并有保护盖保护

• 供料过程简便，以及在装瓶后方便处理余料

• 软木塞在储料器中停留的时间应尽可能短

• 请勿储料过度，以避免摩擦

• 应当每天进行清洁

给料机

• 有助于供料及消除灰尘颗粒

• 给料机的型号，软木塞输送带的维护和保养对防止灰
尘颗粒的产生至关重要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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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 请勿为了方便软木塞在输送带上移动和运输，使用液体、“喷雾”、或是
固体的润滑剂

• 尽可能使用四头打塞机

• 保持给料系统和打塞机头部清洁，防止灰尘或颗粒

• 仅在使用时，打开软木塞的包装和/或袋子。请勿把软木塞留在储料器中，
以防止灰尘堆积

• 在使用软木塞前，请勿蒸煮软木塞，也不要把它们放在酒液或水中

• 如果软木表面仍然是湿的，请勿急于将铝帽套上，因为容易产生真菌和酵

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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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瓶后，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葡萄酒直立摆放（不短于5分钟），从而
使软木塞恢复其形状，更好地适应瓶颈内部轮廓，提升密封性能

• 在运输和储存期间，避免将葡萄酒放置于有强烈气味、强光、温度
高和长时间振动的地方

• 在葡萄酒窖藏期间，保持酒窖没有害虫

• 在采购软木塞后，将建议的软木塞储存和使用条件告知灌装厂

建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了解使用软木塞的先决条件，
并尽可能分析或检测以下几方面：

• 葡萄酒

• 酒瓶

• 灌装步骤

• 打塞

• 储存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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