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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干邑

法国新型橡木应用公司，以下简称“NEW OAK公司”，成立于2001年，位于法国干邑，

是一家致力于芳香植物应用开发的科技公司，尤其擅长橡木呈香物质的分类提取和应用。

公司在将近20年的发展中，开发了上百种天然香味产品，在法国葡萄酒、白兰地以及美

国威士忌等行业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和良好的口碑。

蓬莱市沃林橡木桶有限公司，简称“沃林公司”。

是国内最早引进西方橡木桶工艺和生产团队的橡木桶厂，主要生产和经营橡木桶和与橡

木相关的各种酿造用橡木制品，是NEW OAK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产品和技术的来源背景

NEW OAK公司

沃 林 公 司



OAK TEA（橡木浸膏）是一种从优质橡木中提取的芳香物质。
在我国的食品添加剂目录中属于天然香料，类似于花椒、八
角之类，虽然在食品、饮料和酒类酿造中早有使用，但是产
品不够精细，主要以橡木片橡木粉的形式存在，最好的也只
是通过白兰地浸泡做成所谓橡木液使用，无法形成高效精准
的成熟工艺。

什么是OAK TEA产品？

NEW OAK公司依靠先进的提取工艺和多年的研发经验，
用物理的方法对橡木中的芳香物质进行分类提取，得到几十种不同风味的呈香物质,
没有化工污染，是一种安全的天然产品。由于高度浓缩和标准化生产，
其有效成份和浓度非常稳定，有利于提高生产工艺的精准和快捷。



为什么要选择OAK TEA？

在很多配置酒中，虽然可以使用添加剂，但绝不能滥用，因为很多化学合成的香精都存在已知和未知的
健康风险。比如早些年使用的一些含有塑化剂的人造香精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反面案例。

橡木桶在各种酒的酿造中使用了几百年，天然橡木用在食品中的安全性毋庸置疑，经过现代的科学研究
和论证，橡木不光可以给食品饮料提供愉悦的香味物质，其中的植物多酚还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有一定的
保健作用。因此，NEW OAK公司以天然橡木为原料，加工提取其各种风味物质作为香气来源，替代传统的橡
木桶陈酿工艺，这项创新是健康的、科学的、高效的。



适用OAK TEA 的常见酒种

1、葡萄酒 2、调配白兰地 3、葡萄白兰地 4、威士忌 5、朗姆酒 6、其他配制酒

OAK TEA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针对今天的展会业务，
我们重点论述其在葡萄酒和白兰地中的应用。



OAK TEA在葡萄酒中的应用
1、抗氧化
OAK TEA中含有丰富的橡木单宁(oak tannins)，具有很好的还原性，可以

在发酵和陈酿过程中保护葡萄酒组份不被氧化，有利于葡萄酒的成熟和
醇香的形成。
OAK TEA的抗氧化性还保护了葡萄果实中的缩合单宁（polyflavonoid），
使其能够更充分地与花色苷（Anthocyanins）结合，形成更多稳定的聚
合色素(polymeric pigments)，这种呈色物质不受SO2的漂白作用影响，也
不受PH值的变化影响，使葡萄酒颜色更浓艳。



OAK TEA在葡萄酒中的应用

2、与蛋白质的结合
OAK TEA很容易和蛋白质结合，在葡萄酒中，水溶性蛋白质和OAK TEA结
合可以形成稳定的沉淀物，有利于葡萄酒的澄清。
在葡萄酒中的使用比例一般为0.1%以下。

3、掩盖葡萄酒中的生青气味，加强成熟果味的呈现。



OAK TEA在调配白兰地中的应用

2、用OAK TEA速成调配白兰地的工艺操作。
OAK TEA可以给白兰地的成熟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使用OAK TEA并不是简单地混合，要确保它与水、酒精的完美融合
需要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下面我们介绍一个16天速成调配白兰地的实例操作。

1、快速增香

调配白兰地是以葡萄原汁白兰地为
基酒，加入一定量的食用酒精等调
配而成。由于原料中呈香物质太少，
快销型的产品设计又要求它快速呈
香、快速成熟，因此使用 OAK TEA 
便成了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调配型 OAK TEA 本身就含有丰富的

香味物质，浓缩后以优质白兰地作
为载体，上市前经过 2-3 年微氧条

件下的快速陈酿，已经转化出大量
典型的香味物质，调配后只需与基
酒充分融合即可表现优越的白兰地
特征。



假设我们要把1000升98%的食用酒精调配成40%的成品白兰地。

第 1 天 第 2 天

根据OAK TEA的浓度说明计算所需数量，
用440升纯净水稀释酒精，然后加入OAK TEA，
这样就可以得到大约68%vol的浓度。
充分混合后静置1天。

继续降度稀释到60%vol，充分混合。

第3、4、5天

钢罐中休息（rest for 3 days）。

第 6 天

继续降度到55%vol，同时加25KG糖。我们的经验操作是
先计算降到55%vol时的用水量，然后取相应数量的水，
溶解25KG糖，然后把糖水加入酒中，充分混合后储存。



假设我们要把1000升98%的食用酒精调配成40%的成品白兰地。

第 7 、 8 天

第 1 2 天

罐中休息。（rest）

继续降度至45%vol，混合均匀。

第 1 3 天

罐中休息。

第 1 4 天

继续降度至42%vol,混合均匀。

第 9 天

继续降度至50%vol，充分混合。

第 1 0 、 1 1 天

罐中休息。

第 1 5 天

罐中休息。

第 1 6 天

加入适当的焦糖色和糖，调整至合适的颜色和口感，
同时降度至40%vol。



OAK TEA在葡萄白兰地中的应用

重要指标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葡萄白兰地的重要指标----“非酒精挥发物总量”
(total volatile substances fornon-alcohol)（也叫非酒精系数）。
------它是指在白兰地中除酒精之外的挥发性物质，
包括：挥发酸、酯类、醛类、高级醇等几类物质。不管是国内还是
国外标准，这个指标都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白兰地的等级。

关键指标的形成过程

这个指标在发酵和蒸馏过程中变化不大，只有陈酿对它有明显的影响。
在陈酿的变化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为醛类、酯类和高级醇等3大类
芳香物质，在6-7年的陈酿中，高级醇、醛类和酯类都可以增加数倍，
因此，原有的苦涩、辛辣，变成甜润、绵柔。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白兰
地本身和橡木桶中萃取出的物质缓慢氧化的过程，所以橡木、微氧环
境和时间是传统陈酿工艺中不可缺少的三要素。前两个要素主要是通
过橡木桶来实现，橡木桶浸出物是白兰地香味口感的物质基础，但这
些橡木桶物质的浸出速度和微氧环境下的转化速度是不成比例的，浸
出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转化速度，导致了呈香物质的形成时间非常漫长，
制约了白兰地的速成。



OAK TEA在葡萄白兰地中的应用

OAK TEA的加速作用
OAK TEA用于葡萄白兰地可以说是橡木桶陈酿工艺的加速版。
高浓度的橡木提取物，可以给白兰地提供足够的呈香物质，只要再创造
一个微氧环境，就可以快速完成香味物质的转化反应。因此，我们在使
用OAK TEA的时候，还要有橡木桶的配合，但是对于橡木桶的要求已经
没有传统工艺中要求得那么高了，这里使用的橡木桶可以是新的、翻新
的、或者干净的旧桶都可以。其作用并不是贡献其中的芳香物质，而是
利用橡木桶营造的微氧环境，为OAK TEA芳香物质的转化创造条件。
所以，这个工艺中的橡木桶是可以重复多次使用的。

OAK TEA对葡萄白兰地的促进效果

根据我们的实验统计，使用OAK TEA结合旧橡木桶陈酿葡萄白兰地，
与传统工艺对比，达到同样指标的完成速度可以提高5-6倍。
今天现场品尝的这款酒就是用我公司的产品速成出来的，
陈酿时间只有6个月，非酒精挥发物总量的指标已经超过2.0g/L。



１ 2 3

OAK TEA产品的优势保障

优质稳定的森林资源
先进工艺只是一种生产手段，
优质稳定的森林资源是橡木制品
的最根本保障， OAK TEA 的生产
原料与橡木桶的原料完全一样，
特定的树种和持续稳定的林区资
源保证了橡木风味的稳定性。

严谨的熟化工艺
严谨的熟化工艺也是维持质量稳定的
必要条件。在法国特有的气候和风土
条件下，橡木表面可以繁衍出多种稳
定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能有效地降
解木质素中的苦涩味道，增加各种复
杂的香味物质。经过 2-3 年的自然晾
晒，紫外线也可以促进香草醛的形成，
最终达到最佳的酿酒要求。

丰富的烘烤经验
在法国，生产橡木桶的历史悠久，
烘烤工艺非常精湛，通过对橡木的
精准烘烤，可以得到丰富多样的香
味物质，为OAK TEA的生产提供了
又一份保障。



生产工艺的安全性

OAK TEA是利用优质的橡木原料，通过大型的CO2超临界萃取
工艺生产出来的，经过多年的试验，NEW OAK公司掌握了各
种不同呈香物质所对应的超临界状态数据，对于提取过程中
必需的溶媒助剂，仅限于惰性无毒气体的介入，确保能够
100%分离；对于呈香物质的保存，只用乙醇和水做载体，
确保无污染。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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