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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讲师，您可以接触到一系列的教学资
源、讲义、以及这本讲师指南：

讲师指南
本指南为您提供了详细的主题信息，以及关于
如何更好的促进课堂效果和进行品鉴的一些小
贴士。这只是一个指南——您可以根据您的受
众和时间来分配调整您所教的内容。为了给您
更多的灵活性，本指南中标记了以下可选部分：

所 需  材 料

可选的教学部分，涵盖更复杂的内容。

进 阶 知 识

可选的小故事，为主题增添背景知识和
丰富色彩。

拓 展 阅 读

您可以在Wine Australia Assets Gallery
中找到每个课程的拓展小视频。

我们建议在活动前将这些视频下载到您
的计算机。查看视频图标以了解建议的
观看时长。 

循环视频
这些视频是为在后台播放而设计的，可
以在入场、课间休息或活动期间播放。没
有解说，只有背景音乐。音乐可以大声播
放，也可以转为静音。循环视频应在“循
环”或“重复”模式下播放，这意味着在按
下“停止”之前，视频将一直播放。在您选
择的媒体播放器中，这通常是一个容易
调整的设置。 

专题视频
这些视频提供了澳大利亚酿酒师、专家
等专业人士的见解。专题视频应在课堂
就座时播放，声音应打开并清晰可听。 

小 视 频

为了鼓励互动，我们提供了一些您可能
希望在课堂上能够提出的“建议讨论点”
。可以让他们分组回答问题，然后向全班
分享。如果您想在课堂上有更多的互动，
可以让他们把小组的回答写在便签上（
每个便签一个话题），然后贴在墙上或白
板上。

建 议 讨 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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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幻灯片
演示文稿遵循讲师指南里的内容，专门为您的
受众设计，并采用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图片来传
达要点。我们建议将其投影到大屏幕上，以便所
有与会者都能清楚地看到。

每个演示文稿都有一个单独的、可供学生做笔
记的版本。您可以在活动开始前打印此副本并
提供给每位参与者。

如有要求，可以提供演示文稿的可编辑
PowerPoint版本。 

补充讲义
您可以在Wine Australia Assets Gallery找到
并下载讲义。可以打印并发给您的学生。

品鉴酒单
可编辑的品鉴酒单模板可在Wine Australia 
Assets Gallery中找到。我们强烈建议您准备好
品鉴酒单并在课堂上提供给学生，这样他们就
能有一份记录去了解品鉴酒款以及购买渠道的
信息。

证书
参与证书可在Wine Australia Assets Gallery
下载。在颁发给学生之前，您可以添加您公司的
标识（logo）并填写相关的课程详细信息。
本指南及其他补充材料由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于2018年制作。
信息和统计在出版时是正确的，但您在使用时可能有更多的最
新信息。

*请注意，这些文件以及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图表或图像不得
被提取、复制或分发，除非已获得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明确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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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时长（分钟）

欢迎和介绍 10 分钟

澳大利亚歌海娜的历史 15 分钟

种植方式 10 分钟

酿造方式 5 分钟

歌海娜的产区 10 分钟

常见风格 20 分钟

休息 15 分钟

特点和风味特征（包括品鉴）  
45 分钟

如何挑选澳大利亚歌海娜  
10 分钟

如何侍酒和品鉴 10 分钟

通过数字了解歌海娜 10 分钟

课程总结和结束课程 10 分钟

主题 时长（分钟）

欢迎和介绍 5 分钟

澳大利亚歌海娜的历史 2 分钟

种植方式 2 分钟

酿造方式 3 分钟

歌海娜的产区 5 分钟

常见风格 10 分钟

特点和风味特征（包括品鉴） 25 分钟

通过数字了解歌海娜 3 分钟

课程总结和结束课程 5 分钟

这个课程设计一到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长。您花在每个主题上的时间——或者是否涉及这个主题，将取
决于您的受众以及时间分配。下面是两个不同的例子，展示给您如何分配时间。

建 议
时 长

三小时课程一小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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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备 您 的
课 程

3 星期前
	 确定课程时间和预定地点
	确认设备的可用性（酒杯、投影仪、酒杯垫等）
	邀请人员（建议在活动前1周设置一个预约期限）。 

1 星期前
	 再次确认场地的可用性-检查桌椅（如果由场地提供）
	确定参加人数
	审阅课程内容并对幻灯片文稿进行必要的编辑
	选择葡萄酒（每16名人员一瓶）。详情见下面建议
	 	按照展示顺序起草并打印品鉴酒单（有空白模板可供下载）。

1 天前
	 打印人员名单
	 	填写并打印相关课堂讲义，包括品鉴酒单和参与证书
	清洗准备酒杯等酒具
	如果需要，把葡萄酒放在冰箱里过夜冷藏。
	再次检查您是否备齐了课程所需的所有物料。

3 小时前
	 检查冰箱里的葡萄酒的温度是否合适，例如白葡萄酒和起泡葡萄酒
	布置课程房间 
	 布置并检测投影/电脑/iPad 
	 	确保场地负责人了解课程的开始时间和地点，并在必要时对于参加人员予以指引。

30 分钟前
	 收集整理品鉴用酒，用装有50:50冰水混合的冰桶放置白葡萄酒和起泡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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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品鉴酒单 
–   Cirillo Barossa Valley Grenache

–  Yalumba Barossa Valley Grenache

–   SC Pannell McLaren Vale Grenache

–  Yangarra McLaren Vale Grenache

–   Ochota Barrels Grenache

如果您想丰富品尝酒款， 
还推荐以下葡萄酒： 
–  Jauma ‘Ralph’s’ McLaren Vale Grenache

–  d’Arenberg ‘The Custodian’ Grenache

–  Charles Melton ‘Nine Popes’ GSM

–  Henschke ‘Johann’s Garden’  
Grenache Blend

每人
	 	每款品鉴酒1个酒杯

	 600mL 瓶装水 

	 1个吐酒桶	
	 (或合适的塑料杯) 

	 	调节味蕾的小食，例如饼干

	 品酒酒杯垫、品鉴酒单、和其他	
	 相关讲义

	 笔。

请注意: 
–	 每16人分一个标准瓶的葡萄酒。	
–	 对于任何用软木塞瓶塞的葡萄酒，准备	
	 第二瓶，以防软木塞污染。
–	 	如果时间有限，您可以提前倒红葡萄
酒–葡萄酒应在15°C（60°F）。	避免提前
倒白葡萄酒或起泡葡萄酒，这样可以保
证较低的侍酒温度。

布置您的课堂
	 供全部人员就坐的桌椅

	 在前方展示品鉴用酒的桌子或橡	
	 木桶

	 冰以及盛放葡萄酒的冰桶

	 酒刀 

	 擦布或纸巾以防溅洒 

	 投影仪和屏幕/墙壁 

	 有些课程可能需要麦克风和音响。

小贴士：
合理安排桌椅以鼓励讨论。圆桌式的U形
布置是理想的。

您 将 需 要



澳大利亚  
葡萄酒  
探索课程
讲师指南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支持理性饮
酒侍酒

咨询，请发电子邮件 
discovered@wineaustralia.com

如下载课程演示、视频和品鉴工具	
以及其他程序，请访问

www.australianwinediscovered.com

全面、免费的教育培训课程，提供信息、
工具和资源来探索澳大利亚葡萄酒。



课程信息
和 演 示 幻 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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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 海海 娜娜
及及其其混混酿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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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造就了全球独一无二的葡萄酒产
业，也是充满活力的葡萄种植者、
酿酒师、栽培师和酒农群体的家
园。我们有65个各具特色的葡萄
酒产区，种植了100多个葡萄品
种。以原创的精神，自由的酿造
非凡的葡萄酒。我们不会被传统
所束缚，而是不断突破，不断创
新，不断追求以酿造出这个世界
上最具多样性、最令人振奋的葡
萄酒。这就是唯澳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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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澳大大利利亚亚歌歌海海娜娜 :

虽然曾被忽视，澳大利亚歌海娜却
是一个能真实反映风土条件，能捕
捉和融合土壤，气候与文化的独特
魅力的葡萄品种。

经经典典重重塑塑

现在，当你欢迎来参加课程的学员时，正是
背景播放歌海娜课程循环视频的好时机。

视 频  – 歌海娜是最早被种植在澳大利亚的葡萄品
种之一，特别适合温暖，干燥的南澳州的气
候。但在早期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仅仅被
用作大批量产加强型葡萄酒，和一些传统混
酿。

 – 如今，葡萄种植农认识到了歌海娜的美妙之
处，它具有成熟的、辛香的、樱桃和树莓的香
气特征。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歌海
娜葡萄藤，可以追溯到1850年。这是一种稀
缺资源，能酿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葡萄酒，
具有果味，较高酒精度，适中的酸度和单宁
的经典平衡，和类似于黑比诺的咸鲜口味。

 – 除了单一品种酿造的歌海娜，澳大利亚的酒
庄还在歌海娜、设拉子和马塔罗（慕和怀特）
的混酿上取得了成功，这种混酿更被人熟知
的名字是它的缩写GSM。

 – 虽然产量相对较低，这些新的、风格更清爽
的歌海娜很受消费者和酒评家们的喜爱。我
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这种香气浓郁、酒体较
轻的红葡萄酒，以各种形式出现。

歌海娜有其专属的节日，九月的第三个
星期五。#歌海娜节

开 场 品 鉴

澳大利亚歌海娜的故事可以被拍成一部电影。
好的开场，伴随着紧张、曲折的情节，后是一个
快乐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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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天天

- 澳大利亚歌海娜的历史
- 种植方式
- 酿造方式
- 混酿的艺术
- 产地
- 特点和风味特征
- 通过数字了解歌海娜

我我们们将将会会

跟跟大大家家讲讲述述…

品鉴时间
现在也许是一个好机会，让每个人都尝尝经典
的澳大利亚歌海娜。在课程的后段会有完整的
品鉴环节。

歌海娜（Grenache）是西班牙语拼写，	
源自歌海娜的法语拼写（Garnacha）。

你 知 道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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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年代代
第一片歌海娜葡萄园被种植在
南澳州，在温暖、干燥的气候
条件下蓬勃生长。

1832
歌海娜是“澳大利亚葡萄
酒之父”詹姆斯·巴斯比
（James Busby）最早带
到澳洲的第一批葡萄品种
之一。

1920年年代代中中期期
生产加强型葡萄酒最受欢
迎的葡萄品种（占1960年
葡萄酒行业总产量的
80%）。

1838

–1960年年代代末末期期

消费者偏好开始转向餐酒。
歌海娜产量显著下跌。

澳澳大大利利亚亚
歌歌海海娜娜的的历历史史

今今天天

威拿酒庄（Wirra Wirra）将
歌海娜从著名的“教堂庄园”
（Church Block）混酿中移
除，取而代之使用赤霞珠和
梅洛。

1988
酿酒师查尔斯·梅尔顿
（Charles Melton）实验酿
造传统的GSM混酿，酿造出
了现在已成葡萄酒传奇的酒
款“Nine Popes”。

1990年年代代

新的、风格更清爽的歌海娜很受消费
者和酒评家们的喜爱。我们可以期待
看到更多这种香气浓郁、酒体较轻的
红葡萄酒以各种形式出现。

1980年年代代
和和 2000年年代代
酿酒师开始意识到低产老
藤歌海娜的优秀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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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歌海娜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和这个国家正式开始
葡萄种植发生在同一时间，它最早的种植时间
仍然是个谜团。尽管有证据表明，第一批歌海娜
葡萄是和其它几个品种一起由第一舰队带到澳
大利亚来的，但是最早的记录在案的种植被归
功于詹姆斯·巴斯比（James Busby），在1832年
将该品种引入澳大利亚。巴斯比出生于苏格兰，
于1824年全家移民到新南威尔士州时，他才20
出头。在澳大利亚教授葡萄种植之后，他于1831
年去法国和西班牙的主要葡萄酒产区进行了一
次深入的游历、沿途收集葡萄藤插条，并将它们
安置在苔藓，沙子和土壤的混合物中运回了澳
大利亚。363个品种幸存下来，被种植在了悉尼
植物园。歌海娜就是这些幸存的插条之一，并从
新南威尔士州流传到了南澳州。
1838
记录显示，第一个歌海娜葡萄园是在1838年种
植于麦克拉仑谷的。之后该品种逐渐流行起
来，1862年，当时的一位著名酒评家是这样评论
歌海娜的:“比其它任何品种都更加繁盛”。它已
经扎根在南澳，那里温暖、干燥的生长条件和它
地中海的故乡非常相似。
192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晚期
歌海娜被视为一个稳定的高产品种，当有充足
灌溉的时候，可以很高产，而且就算在温暖气候
下也可以保持较好的酸度。因为这个原因，从
192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晚期，当加强酒作为
主要产品时，该品种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很流行。
但是歌海娜的名字却很少在酒标上出现。
1970年代
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向餐酒转变的消费趋势
并没有帮助歌海娜。1979年，歌海娜的总产量是
72,000吨，到2012年，已经下降到了15,000吨。
随着澳大利亚葡萄藤种植面积的增加（种植面
积在1990年代翻了一倍），歌海娜占总葡萄种植
面积的百分比也在下降，因为没人愿意种植这
个品种。现在这个数字仅略高于1% - 大约1500
公顷。

1980年代中期
随着消费者的注意力转向澳大利亚的冷凉产
区，经典的南澳州温暖产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
野，情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甚至在南澳州，人
们关注的焦点也在更浓烈、果味更明显的设拉
子，甚至赤霞珠。这个现象的转变发生在1980年
代中期，当麦克拉仑谷的一家知名酒庄威拿酒庄
（Wirra Wirra）将歌海娜从它的‘教堂庄园’红
葡萄酒混酿中（第一个年份是1972年，使用70%
的歌海娜）移除，取而代之使用赤霞珠和梅洛。
1988
随着种植面积的直线下降，很少再能看到单
一品种的歌海娜葡萄酒。但包括查理·梅尔顿
（Charlie Melton）在内的、有远见的酿酒师们
意识到歌海娜能很好搭配其它品种时，特别是
经典的罗纳河谷混酿，包含了歌海娜、设拉子和
马塔罗（慕和怀特），也被称为“GSM”。他们也
意识到无灌溉种植的老藤歌海娜应该重新得到
尊重。幸运的是，这意味着一些最早的老藤今天
仍然能够繁荣生长。
*请参阅补充阅读
如今 - 热情和坚持不懈的传奇
尽管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葡萄品种，几十年来，歌
海娜在澳大利亚一直没有受到尊重。但随着对
低产的老藤歌海娜潜力的了解，其价值也水涨
船高。今天，歌海娜从一些来自于南澳州品质卓
越的单一品种葡萄酒中获得声誉。它的未来越
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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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古老
的仍可持续出产果实的老藤资源。
和世界上大部分葡萄酒产区不同，
南澳州从未受到过葡萄根瘤蚜
（一种可以摧毁葡萄藤的小型昆
虫）的侵袭。

澳澳大大利利亚亚
老老藤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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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有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可持续
出产的葡萄藤。这给澳大利亚歌海娜带
来了哪些特质？

建 议 讨 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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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趣味味小小知知识识

最最早早的的拥拥护护者者

查查尔尔斯斯
梅梅尔尔顿顿

当他为自己新的GSM混酿起名时，查尔斯
以法国葡萄酒产地标识“教皇新堡”的英
文翻译为当今的葡萄酒传奇酒款命名为
“九教皇”（ Nine Popes ），但他当时
不知道其实正确的翻译是“教皇的新城堡
”…

作为最早认识到老藤歌海娜混酿
的价值与传统的人之一，以查尔
斯·梅尔顿为代表的一群酿酒师们
担负起了延续巴罗萨谷葡萄种植
历史的重任。

澳澳大大利利亚亚歌歌海海娜娜

巴罗萨谷的养子
如果您问巴罗萨谷的当地人，谁是他们产区最自豪、最热情的拥护者，查尔斯·梅尔顿
（Charles Melton）的名字几乎肯定会被提到。那么，是悠久的家族历史，还是对葡萄酒的向
往，让查尔斯来到了这个著名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产区? 都不是。悉尼男孩查尔斯只是在巴罗萨
谷停了下来，想弄点钱来修理他那辆抛锚的破旧霍顿皮卡车，当时，他正在开着霍顿进行一场
史诗般的澳大利亚公路之旅。
两个澳洲人和一辆抛锚的破卡车
环澳旅行被视为澳大利亚年轻人的成人礼。本着这种精神，1973年，查尔斯和他的好友开着他
们的卡车开始探索这片伟大的土地。虽然他们当年的旅行细节已经随着多年来时间的流逝变
得模糊不清，但我们知道当他们的卡车在巴罗萨谷抛锚时，他们的旅行戛然而止。为了修车，
他们需要钱 - 而这正是他们当时没有的资源。 
他们需要工作赚钱，于是开始寻找工作机会。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两个：葡萄园帮工和酒窖帮
工，但是他们决定不了谁去干哪份工作，所以决定通过抛硬币决定。你可以说是命运，运气，或
是葡萄酒之神的干预，通过抛硬币的决定，年轻的查尔斯去索莱酒庄（Saltram）帮工。在那里，
他遇见了巴罗萨谷的传奇人物彼得·莱曼（Peter Lehmann）。两人相处的很好，查尔斯很快就
成为了彼得的学徒，并在1979年，彼得创建自己的酒庄时，追随加入了他的团队。

补 充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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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徒到大师
查尔斯跟着彼得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在尊重该产区的葡萄园和葡萄种植农方面。上世纪80年
代是该产区的艰难时期，红葡萄品种的供过于求给种植农和酿酒师带来了大麻烦。许多百年
藤龄的设拉子和歌海娜也因此被拔除了。作为这个产区的新人，查尔斯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
看着这里的遗产遭到破坏。所以在1984年，他收购了第一批葡萄，开始用自己的品牌酿酒。他并
不是孤身一人,像圣哈利特酒庄（St Hallett），洛克福酒庄（Rockford），贝丝妮酒庄（Bethany）	，
格兰伯酒庄（Grant Burge），赫里蒂奇酒庄（Heritage），杨柳园（The Willows Vineyard）和艾
德顿酒庄（Elderton）等现在著名的巴罗萨酒庄也都采取了行动。虽然查尔斯和这些巴罗萨的
名庄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查尔斯以巴罗萨歌海娜混酿而闻名，并建立了声
誉，而不是通过更受欢迎和更常见的设拉子。
澳大利亚歌海娜最早的拥护者
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老藤巴罗萨设拉子几乎没有朋友，那么老藤巴罗萨歌海娜就更是不受
欢迎了。它被用来酿造廉价的，高酒精度但复杂度很低的加强型葡萄酒。但和巴罗萨的很多人
不同，查尔斯意识到了无灌溉老藤歌海娜葡萄的潜力。当其他人都忽略这些葡萄时，查尔斯却
悉心照料着这些葡萄藤。他专注于降低葡萄园的产量，极大提高了葡萄的品质。查尔斯从教皇
新堡(Chateauneuf-du-Pape)汲取灵感，用这些老藤出产的葡萄和设拉子、马塔罗（慕和怀特）
混酿，创造出了他后来的旗舰酒款‘九教皇’。查尔斯非常喜欢这款酒，但他知道如果将其标为
歌海娜/设拉子/慕合怀特（GSM）的混酿，那么他卖出这款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他将目
光投向了酿造这种葡萄酒的产区，并将其译成了英语。因此教皇新堡变成了“九教皇”，一款澳
大利亚传奇的葡萄酒诞生了。只有一个小问题：教皇新堡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教皇的新城堡”
，而不是“九个教皇的城堡”！当查尔斯意识到他的翻译不准确时已经太晚了，就像查尔斯·梅
尔顿留在了巴罗萨一样，‘九教皇’也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

补 充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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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
生长在浅土上的葡萄园需要灌溉，而很多老藤葡
萄园，或者生长在较深土壤中的葡萄园则无需
灌溉。歌海娜通常被认为最适合无灌溉种植，而
且在恶劣条件下也能生长的很好，对风和干旱有
很高的耐受性。严苛的生长环境（无灌溉，严苛修
剪，炎热天气），产量很低，但能酿造出复杂充满
个性的葡萄酒。如果慷慨的浇灌，让它疯狂的生
长，最后酿造出的葡萄酒酒体很轻，有果酱风味，
很接近桃红葡萄酒。

葡萄藤
许多南澳州的老藤歌海娜葡萄园都没有使用藤
架系统。这种古老的葡萄藤培养方法会形成一
个高杯状的生长造型。它们通常是粗大的藤条，
直立生长，允许更多的气流和阳光穿透。在收获
和修剪时不能使用机械，需要大量的人力。
在比较新的葡萄园中，最常见的藤架系统是双
边修剪的使用引线的单线藤架系统。但是也会
使用垂直分布藤架结构和长枝修剪藤架系统。
藤架类型通常取决于葡萄藤的年龄和葡萄种植
者的偏好。

葡葡萄萄种种植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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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干旱旱种种植植法法

可以很好地应对炎
热的生长环境，无
灌溉和严苛的剪枝。

更更浓浓郁郁的的风风
味味和和特特征征

澳澳大大利利亚亚

产产量量低低

歌歌海海娜娜的的种种植植

灌灌木木修修剪剪(高高杯杯型型)老老藤藤

产产量量高高

果果味味为为主主，，复复杂杂
感感不不够够的的葡葡萄萄酒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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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葡萄栽培管理对最终产品的质量
至关重要。更高的产量，加上晚收（会形
成一些葡萄干）会使葡萄酒更浓厚，更具
果酱风味。而严格的产量控制和成熟的
收获（甚至提前一点采收）会提高歌海娜
和其混酿的新鲜度和活力感。因此，是葡
萄园和葡萄藤的质量，还是酿酒师的酿
造会对最后的成品有更大的影响呢？

建 议 讨 论 点产量
歌海娜可以非常高产。但是，如果过度种植，酿
出的葡萄酒的风格会过于简单初级。比如，在巴
罗萨谷，平均一公顷的产量是6-12吨，而无灌溉
种植的老藤产量会低很多，有些一公顷只能出
产1-2吨。产量控制是影响葡萄酒品质的重要因
素。一般来说，产量越低，葡萄的单宁和风味就
越集中浓郁，从而酿造出质量更高、结构更好的
葡萄酒。
采收
歌海娜需要很长的生长季，而且传统上是最晚
收的葡萄品种之一，但现在许多酿酒师都选择
早一点采收。在葡萄成熟的过程中，糖份会升
高，酸度会下降。诀窍是在平衡达到恰到好处时
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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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榨5. 苹果酸乳酸发酵

1. 采收 2. 除梗和破皮 3. 发酵

6. 熟化

9. 装瓶8. 下胶 & 过滤7. 混酿

现在是播放主题视频“红葡萄酒是如何
酿造的”合适时机。虽然该视频并不特别
针对歌海娜拍摄的，但其提供了典型生
产流程的背景信息。

视 频红葡萄酒   
是如何酿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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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师通过使用不同的技术，可以创造出他们
自己独特的葡萄酒，并建立特点和复杂度。
整果发酵
一部分整粒果实在发酵前不做破皮处理，分开
存放，在大部分葡萄破皮发酵时将这些整果加
回发酵罐里。这有助于延缓单宁物质的提取，并
增加更浓郁的果实风味。
加梗
在去梗果汁发酵开始后加入果梗，以增加成品
酒的香气和质感。
整串（或整穗）发酵
果梗被保留，与果实一起发酵，从而使单宁含量
更高。通常用于酿造较清淡的红葡萄酒，这种方
法增加了葡萄酒的芳香，使单宁结构更加丰富，
从而赋予其更好的窖藏潜力。

整整果果发发酵酵 果果梗梗浸浸渍渍 整整串串发发酵酵

葡葡萄萄酒酒酿酿造造

酿酿造造技技术术对对
歌歌海海娜娜风风格格的的影影响响

加加入入
果果梗梗

在在发发酵酵过过
程程中中保保留留
果果梗梗

 – 为什么在歌海娜的酿造过程中不经常
使用橡木？什么样的情况使用橡木能
提升歌海娜的品质？

 – 葡萄的质量和酿造方式在创造不同风
格的歌海娜中起什么作用？

建 议 讨 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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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氧氧化化碳碳浸浸渍渍 延延长长果果皮皮接接触触 不不锈锈钢钢发发酵酵罐罐

未未破破皮皮的的果果
穗穗仍仍在在果果梗梗

上上
延延长长浸浸渍渍
时时间间

熟熟化化

酿酿造造技技术术对对
歌歌海海娜娜风风格格的的影影响响

葡葡萄萄酒酒酿酿造造

二氧化碳浸渍法
二氧化碳浸渍法实质上是细胞内发酵。发酵开
始于整串带梗而且未破皮的葡萄。在厌氧环境
中，比如一个装满二氧化碳的大桶，葡萄会开
始在果实内发酵（使用自身所含的酶）。这个过
程会持续到酒精度达到2%为止。之后葡萄会裂
开，葡萄皮上携带的酵母开始进行常规的酒精
发酵。二氧化碳浸渍法会赋予葡萄酒一种独特
的特征，酿造出果味浓郁的风格。
发酵后浸渍/延长果皮接触
延长浸皮时间（10-40天）能带来丝滑的质感和
更多咸鲜的风格。
不锈钢发酵罐
只有产量最低，最紧实的歌海娜才能匹配橡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酒庄都选择不锈钢发酵罐
或者大型旧（中性）橡木桶，能给予更少的橡木
风味。

熟化
歌海娜很适合在大型橡木桶或者旧橡木桶中熟
化，能酿造出充满活力的优雅的葡萄酒，非常易
饮，而且很容易搭配各种不同类型的食物。
橡木桶能够让葡萄酒呼吸，酿造出更顺滑、没有
过重橡木味的葡萄酒。旧橡木桶能为歌海娜葡
萄酒的陈年提供更柔和的单宁结构。
装瓶和陈年：
大部分澳大利亚歌海娜都使用螺旋塞封瓶。陈
年潜力取决于不同的风格。有些是为了在年轻时
（2-5年）饮用酿造的，但质量更好，可以窖藏10
年以上的歌海娜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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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澳大大利利亚亚歌歌海海娜娜
及及其其混混酿酿

单一品种干
红葡萄酒

桃红葡萄酒

加强酒，尤其
是茶色加强酒用于混酿,尤其是和设拉子，

马塔罗（慕和怀特）作为
GSM混酿出现。

‘风土’的概念，加上典型澳大利亚人的谦逊，
意味着酿酒师们通常会说“酒是由葡萄园中的
葡萄决定的”和“少即是多”。虽然单一园、单一
品种和最小干预的酿酒方式确实在澳大利亚
起了重要作用，但一些最著名的葡萄酒是使用
不同种类的葡萄、年份甚至不同产区的葡萄混
酿的。歌海娜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同。混酿是酿
酒师在创造他们追求的风格时可以使用的工具
之一。

歌海娜是一个可接受多样化塑造，适合多种酿
造方法的品种：

 – 单一品种酿造的干红葡萄酒
 – 混酿，特别是和设拉子和马塔罗（慕和怀特）
一起的GSM混酿

 – 桃红葡萄酒
 – 加强型葡萄酒，特别是茶色加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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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混混酿酿

增增加加口口感感上上的的
饱饱满满度度
和和重重量量感感

芳芳香香

–增增加加额额外外的的辛辛香香风风味味
–增增加加红红色色水水果果的的风风味味特特征征

增增加加酒酒精精度度

设设拉拉子子

歌歌海海娜娜

降降低低单单宁宁
和和酸酸度度

马马塔塔罗罗 (慕慕和和怀怀特特) 

和茴香的辛香

颗颗粒粒感感单单宁宁

歌海娜通常会：
 – 增加酒精度
 – 降低单宁和酸度
 – 添加红色水果风味
 – 添加额外的辛香料风味。
如果葡萄酒不是由酸度适中、风味浓郁的葡萄
酿制的，那歌海娜中的酒精往往会太明显，并且
由于缺少陈年潜力而过早的衰老。通过将其和
设拉子、马塔罗（慕和怀特）混酿，能提高葡萄酒
的自然酸度水平，延长其陈年潜力，并打造出更
平衡的葡萄酒。歌海娜能提供辛香气息和典雅
的特性，设拉子能增加浓郁度和饱满的口感，而
马塔罗（慕和怀特）能提供芳香、茴香的风味和
颗粒感的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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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酿还是单酿？
尽管一些纯粹主义者认为混酿的酒更劣质，但如今标志性的澳大利亚混酿有着无与伦比的高品
质。酿酒师们随心所欲的混酿，创造出全世界都令人称道的现代澳大利亚葡萄酒风格 。完美的
混酿确保了澳大利亚葡萄酒业令人兴奋的未来。
混酿的目的是创造出比单一葡萄品种酿造的更优秀的葡萄酒。酿酒师试图平衡香气、颜色、酸
度、单宁和酒精度；在每一个阶段，酿酒师能增加质感和复杂度。
混酿同样有助于酿酒师维持一致性。一旦酿酒师发现了自己的神奇配方，他们的工作就是年复
一年地复制他们的配方。这并不容易，当使用不同年份的葡萄，甚至时常是来自不同的生长条件
时。一个比往年更热的夏天，或者在酿酒季之前不合时宜的降水都会影响葡萄，最终影响到最后
混酿时每个品种的配比。
歌海娜和其它流行的混酿在澳大利亚的兴起，激发了酿酒师们开始尝试经典的和小众的替代品
种。麦克拉仑谷的丹魄和老藤多瑞佳混酿,阿德莱德山区的内比奥罗和巴贝拉混酿,国王谷的桑
娇维塞和赤霞珠混酿，内比奥罗和设拉子混酿。甚至在猎人谷设拉子和黑比诺混酿也再次兴起。
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进 阶 笔 记

 – 为什么混酿是酿酒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相比其它品种，歌海娜能给混酿红葡萄带来哪些特质？
 – 歌海娜如何影响澳大利亚混酿葡萄酒的兴起？

建 议 讨 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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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歌海娜的产区
歌海娜是一个喜欢温暖气候，而且随着藤龄增
长表现会更好的品种，这就是为什么巴罗萨谷
和麦克拉仑谷，这两个澳大利亚最古老的产区
能出产一些最优质的歌海娜的原因。这两个产
区都离南澳州的首府阿德莱德不远 - 而且两个
产区出产的葡萄酒质量也不相伯仲。

标识法
法规适用于所有品种，规定了如果标为单
一品种，该葡萄酒中的葡萄品种所占的最
低百分比。澳大利亚使用85%的规则，意
味着葡萄酒中至少要含有85%的酒标标
注的葡萄品种。
每个国家应用的百分比不同 - 例如，美国
是75%，而欧盟是85%。

你 知 道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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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 海海 娜娜 产产 区区

西西澳澳州州

千米

0 500

北北领领地地

南南澳澳州州

昆昆士士兰兰州州

塔塔斯斯马马尼尼亚亚州州

新新南南威威尔尔士士州州

维维多多利利亚亚州州

麦麦克克拉拉仑仑谷谷

澳澳 大大 利利 亚亚 的的

巴巴罗罗萨萨谷谷

南南澳澳州州

阿阿德德莱莱德德

巴巴罗罗萨萨谷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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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趣味味小小知知识识

巴巴罗罗萨萨谷谷

最早的名字实际拼作“Barrosa” ，来自西班
牙安达卢西亚的巴罗萨山岭。但在注册过
程中的拼写错误后来被保留下来，沿用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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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厚的美食和葡萄酒文化
- 丰富的葡萄种植历史
- 世界知名的葡萄酒
- 创新的酿酒技术

深厚的美食和葡萄酒文化
巴罗萨拥有大批的园艺爱好者和果园种植者，
当之无愧的拥有著名的巴罗萨农贸集市和一些
澳大利亚最知名的餐厅。再加上温和的地中海
气候，使其成为出产品质非凡的葡萄酒的绝佳
所在，是体验美食的好去处。
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
巴罗萨谷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和酿酒历史，可
以追溯到1842年，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葡
萄酒产区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地区在澳
大利亚葡萄酒的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将澳
大利亚优质葡萄酒带到了世界舞台。

世界知名的葡萄酒
从葡萄酒作家、侍酒师到葡萄酒发烧友和新手，
该地区各式各样的葡萄酒赢得了全世界葡萄酒
爱好者的喜爱。设拉子是巴罗萨的明星品种，但
歌海娜、慕和怀特（马塔罗）、雷司令和赛美蓉都
有生产优质葡萄酒悠久而杰出的历史。
创新的酿造技术
今天，新一代的酿酒师们正在巴罗萨谷创造着
新的传奇。一些是来自于19世纪就在这里扎根
的葡萄酒家族。另一些人则是被这里闻名于世
的肥沃而丰富的土壤和风土吸引而来。他们正
在探索和创新新的葡萄品种，实验不同的葡萄
种植技术和酿酒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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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萨谷
纬度
葡萄藤喜欢在所谓的“温带”气候生长，这一气
候带主要集中在距离赤道30°到50°的纬度范围
内。而巴罗萨谷就在这个范围内。
海拔
巴罗萨谷总体上是一个低海拔产区，在海平面
以上112-597米（367-1959英尺），53%的面积低
于280米。
气候

 – 冬季凉爽多雨，夏季温暖干燥，最高温度高，
日照多，湿度低和降雨量少。干燥、阳光充足
的白天，和凉爽的夜晚相结合，保证了果实
能持续的、及时的成熟。

 – 谷底的气候温暖，高海拔地区气候凉爽。
 – 歌海娜需要像巴罗萨谷这样温暖、干燥的生
长环境。

一一月月平平均均温温度度

温温暖暖
21.4°C/70.5°F

有有效效积积温温

高
1,710

气气候候

地地 中中 海海 气气 候候
生生长长季季

降降水水量量

160毫毫米米
少少

海海拔拔

(367–1,959英英尺尺)

低低
112–597米米34°

纬纬度度

6.3英英寸寸

29'S

巴巴罗罗萨萨谷谷一一览览

一月平均温度（MJT）
一月平均温度代表最热月份的平均气温。在巴
罗萨谷，是21.4摄氏度（70.5华氏度）。
有效积温（HDD）
有效积温是葡萄生长季的气候温暖程度的指
标。巴罗萨谷的有效积温很高，为1710。
生长季节降水量
在澳大利亚，生长季降水量指十月到四月之间
的降水量，这标志着有多少水供葡萄藤生长。
在巴罗萨谷，这个指标很低，为160毫米（6.3英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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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壤壤

巴罗萨的土壤类型差异很大，从
深厚的沙壤土到粘土，再到红赭
土。歌海娜通常种植在巴罗萨谷
深厚、丰富且肥沃的黑色土壤中。

巴罗萨谷是巴罗萨大区的两个子产区之
一，另一个相对较小但同样知名的产区是
伊顿谷，以其出产的干型雷司令白葡萄酒
而闻名，是经典的澳大利亚葡萄酒风格。

你 知 道 吗歌海娜喜欢排水良好的土壤和贫瘠的生长条件
以产出最佳的颜色和风味，但它也是一个适应
性较强的品种，在巴罗萨谷的很多不同土壤上
都生长良好。
值得关注的巴罗萨谷歌海娜生产商包括：

 – 席丽罗酒庄（Cirillo Estate)：“文森特”
和“1850始祖老藤”— 世界上最古老的歌海
娜

 – 查尔斯·梅尔顿酒庄（Charles Melton）：“九
教皇”— 标杆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混酿

 – 御兰堡(Yalumba)：“三世纪”和“灌木树型老
藤”

 – 约翰杜瓦尔酒庄（John Duval）：“安纳塞斯”
（An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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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萨老藤
 – 巴罗萨谷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可持续出产的歌海娜、设拉子、马塔罗（慕和怀特）和赤霞珠葡
萄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843年。

 – 低产的老藤能够更加稳定的成熟，产出的葡萄风味浓郁集中，能达到更佳的复杂度，结构度
和平衡感。

 – 老藤也面临很多挑战，通常需要大量的精心呵护，而且产量极低。
 – 他们深厚的根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雨季，它们不会受到短时暴雨的影响。在干旱时期，也
可以利用深土层中积蓄的水分。

 – 虽然葡萄的藤龄通常被认为是质量的标志，但这并不是一定的。然而，那些持续产出优质葡
萄酒的葡萄园往往受到精心照料，因此有机会成为老藤。

进 阶 笔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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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麦克克拉拉仑仑谷谷

南南澳澳州州

阿阿德德莱莱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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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麦克克拉拉仑仑谷谷
- 南澳州葡萄酒的发源地
- 多样的自然风光
- 明星品种歌海娜
- 具有创新精神的精品酒庄
- 环保意识

具有创新精神的精品酒庄
虽然麦克拉仑谷拥有数千公顷的葡萄园，全世
界对这里出产的葡萄酒的需求也创下了历史新
高。但它仍保留了与生俱来的创新精神。这种精
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事实，这片“谷地家
园”仍然拥有众多的精品酒庄，在追求完美的道
路上不断的尝试突破极限。这是一个与时俱进
的经典产区。
环保意识
当地很大比例的生产商采用有机种植，生物动
力法或者可持续农业的种植方法。

南澳葡萄酒的发源地
这里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藤。
人间仙境
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白色沙滩之间，这片
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中的小村落提供美酒、美
食、艺术和自然风光，任君品玩。
明星品种歌海娜
歌海娜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麦克拉仑谷皇冠上
的明珠。该产区还以设拉子、赤霞珠、以及黑达
沃拉、菲亚诺和维蒙蒂诺等后来的小众品种而
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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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月月平平均均温温度度

温温暖暖
21.7°C

有有效效积积温温

非非常常高高
1,900

气气候候

地地 中中 海海 气气 候候
生生长长季季

降降雨雨量量

150-300毫毫米米
少少

海海拔拔

(164–820英英尺尺) 

低低
50–250米米34°

纬纬度度

5.9-11.8英英寸寸

16'S

麦麦克克拉拉仑仑谷谷一一览览

气候
麦克拉仑谷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温暖，冬季温
和，降雨主要集中在冬季，相对湿度低，蒸发量
较高。
然而，附近的洛夫特山岭和圣文森特湾在缓和
气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造
就了很多不同区域的中气候和微气候。当地从
山坡上和海上吹来的风让葡萄保持凉爽和干
燥。这种产区的气候差异意味着有许多小片的
地块，每块地块出产风格不同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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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壤壤
麦克拉仑谷是世界上地质环境最多样化的产区之一。
红棕色的沙壤土，点缀着石灰的轻质粘土，独特的
沙土 --所有这些土壤，甚至更多不同的土壤类型
都可以在这个产区找到。

麦克拉仑谷是世界上地理环境最多样化的产区
之一，有超过40种独特的地质结构，年龄从1.5
万年到5.5亿年不等。
这里的土壤类型多样，反映了不同的地形地貌。
红棕色的砂壤土，点缀着石灰的轻质粘土，明显
的砂土，所有这些土壤类型都可以在此地区被
发现，甚至更多不同的土壤类型。结合这里的气
候条件，老藤资源和创新的酿酒技术，为杰出的
葡萄栽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麦克拉伦谷歌海娜生产商包
括：

 – 凯氏兄弟酒庄（Kay Brothers）：埃默里葡萄
园‘篮式压榨歌海娜’

 – 黛伦堡（d’Arenberg）：‘荒原’（The Derelict 
Vineyard）歌海娜

 – 威拿酒庄（Wirra Wirra）：‘潜逃者’（The 
Absconder）歌海娜

 – 巴耐尔（S.C. Pannell）歌海娜

趣 味 小 知 识
詹姆斯·哈理德（James Halliday）歌海娜
挑战赛
2017年，首届詹姆斯·哈理德歌海娜挑战赛
(James Halliday Grenache Challenge)汇聚了
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歌海娜葡萄酒，进行竞赛
性品鉴，来庆祝和提高该品种的知名度。这也再
次证明歌海娜正在走出阴影，进入聚光灯下。

 – 虽然南澳的歌海娜备受赞誉，但其实歌
海娜在克莱尔谷，兰好乐溪，西斯科特和
冷凉产区的弗兰克林河也有种植。这些
产区又出产哪些不同的风格？气候在其
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建 议 讨 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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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体体

橡橡木木影影响响

酒酒精精度度

颜颜色色

单单宁宁

歌海娜

轻度 中度 饱满

干型 中等甜度 甜型

低 中 高

13.5–15.5% 17%8%
酸酸度度

甜甜度度

风风味味

- 草莓
- 泥土
- 樱桃
- 黑树莓
- 白胡椒
- 辛香料

和和风风味味特特性性

品品种种特特征征

澳澳大大利利亚亚歌歌海海娜娜的的
特特征征

歌海娜有时候也被称为‘温暖气候的黑比诺’。
能用来的酿造色浅、芳香、优雅的红葡萄酒，不
缺少风味，但有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果味和平衡
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歌海娜正符合当下的
流行趋势，因为澳大利亚现在的葡萄酒趋势从
浓郁、厚重、甜美果味的红葡萄酒转向口感更
轻、口感更易饮、个性更迷人的红葡萄酒。柔顺、
优雅的红葡萄酒开始走红，它们非常适合搭配
食物，而且更具易饮性。现在酿酒师们认识到了
歌海娜酿造优雅红葡萄酒的特质，很少有人再
试图将其打造成不符合其特性的风格。

品 鉴 时 间
现在可以品鉴并讨论你所挑选的酒款。



歌海娜及其混酿  /  讲师指南 

肉制熟食 野野味味 颜颜色色较较深深，，多多肉肉的的鱼鱼类类
如如金金枪枪鱼鱼

质质地地较较软软的的洗洗浸浸奶奶酪酪

食食物物
搭搭 配配

轻轻到到中中度度的的辛辛辣辣菜菜肴肴和和咖咖喱喱烧烧烤烤肉肉类类

歌海娜是搭配食物的理想选择。中到高度的酒精
度，果味特征，中度单宁和低酸度意味着能搭配
很多菜式，从肉类到淡咖喱和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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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产产区区
压压榨榨量量

美美国国
12%

英英国国
22%

新新西西兰兰
4%

中中国国
54%

歌歌海海娜娜的的出出口口量量

1%
歌海娜

压压榨榨量量

百百万万升升

约

加加拿拿大大
7%

歌歌海海娜娜 数数据据一一览览

5个个主主要要
出出口口市市场场

=1%
4.33

澳澳大大利利亚亚葡葡萄萄酒酒出出口口总总量量

占占澳澳大大利利亚亚红红葡葡萄萄总总
压压榨榨量量百百分分比比

河地

麦克拉仑谷

兰好乐溪

穆雷达令-
天鹅山

巴罗萨谷

其他9%
3%
6%
15%

43%
24%

价格区间
一般来说，一瓶不错的澳大利亚歌海娜应该不
会超过30澳元（24美元）,适合立即饮用，但有些
也可以窖藏数年。老藤的高品质歌海娜大约在
50-80澳元（40-60美元）,这比相同质量的澳大
利亚设拉子和赤霞珠要便宜很多，因此对于对
价格更敏感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
的选择。可以这么说，一般价格更贵的酒款质量
相对也更好。您会发现更贵的歌海娜味道更醇
厚、结构更好、更有趣、更复杂，在很多情况下，
也有更好的窖藏潜力。

河地产区是最大的歌海娜产区，但很少被
认为是优质歌海娜的产区。讨论更实惠，
适合日常饮用的歌海娜和产自巴罗萨谷
和麦克拉仑谷的更复杂风格的歌海娜的
区别。

建 议 讨 论 点

Source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 Wine Australi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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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要点
 –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歌海娜
葡萄园，其葡萄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
纪。

 – 歌海娜作为高产红葡萄品种有着悠久的历
史，曾被广泛用于生产加强型葡萄酒。

 – 单一品种的歌海娜现在很流行，但也是经典
红葡萄酒混酿的主要品种之一，非常适合和
设拉子、马塔罗（慕和怀特）一起酿造GSM混
酿。歌海娜也能酿造加强型和桃红葡萄酒。

 – 歌海娜非常适合南澳州巴罗萨和麦克拉仑
谷炎热干燥的气候 - 以其老藤歌海娜而闻
名于世。

 – 如果葡萄产量过高，葡萄酒的风格会过于简
单初级。控制产量能酿造出质量更高，结构
更好的葡萄酒。

 – 澳大利亚歌海娜的特点是丹宁适中，酸度适
中，酒精度高。香气包括草莓、泥土味、樱桃、
黑树莓、白胡椒和辛香料。歌海娜是一个轻
度酒体，果味明显的品种，适合单一酿造，也
可以用作混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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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海海娜娜 :
古古老老经经典典的的
光光明明未未来来

眼下，澳大利亚歌海娜葡萄酒的市场令人兴奋，
新一代现代的酿酒师们正在酿造更优秀的歌海
娜葡萄酒，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带回到这个不断
进化的澳大利亚品种。在多年来为葡萄酒行业
服务却未被重视后，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改变,
这将为新一代的葡萄酒爱好者认识这个澳大利
亚标志性的品种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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