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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柔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简称“金沙酒业”）位于

贵州省酱酒三大黄金产区的金沙县产区，公司地处赤水河上

游，东临历史名城遵义，北依国酒之乡茅台，是贵州唯一拥

有一江一河的酱香白酒酿造企业。公司生产的产品以优质高

粱、小麦为原料，采用传统大曲固态法发酵工艺酿造生产。

近年来，金沙酒业在坚守传统酱酒生产工艺，保持高质量酱

酒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在制曲、制酒生产工艺以及酒体和口

感上进行创新研发。2019 年在行业领导、白酒专家、科研人

员及大量消费者的参与和支持下，金沙酒业率先在酱酒行业

内推出“醇柔酱香型白酒”。于 1 月 22 日召开“醇柔酱香”

金沙回沙酒专家品鉴会发布，得到了行业专家的高度肯定和

认可，同时获得了贵单位“醇柔酱香”授牌以及金沙回沙酒

（醇柔酱香）企业标准通过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审批备案。

近年来，金沙酒业不断地对“醇柔酱香型白酒”的创新

总结、风格总结与工艺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不断的

工艺优化与改进、工艺技术逐渐完善，产品品质提升明显、

风格也更加典型，“醇柔酱香型白酒”的概念已初步形成。

鉴于国家目前颁布的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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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配制酒》，以及 GB/T 26760-2011《 酱香型白酒》国家

标准，不能充分体现本产品的“醇柔酱香”工艺和风格。为

保护、保持、保证“醇柔酱香”这一传统工艺，在向传统大

曲酱香品质看齐的同时也坚持自身特色，做好技术总结与标

准规范支撑。结合国家对食品团体标准的鼓励和提倡工作，

以及团体标准与市场密切接轨的优越性，我公司特向贵单位

申请将“醇柔酱香型白酒”标准制定为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

团体标准。通过团体标准立项，可为全国具有不同风格大曲

酱香型白酒企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对提高和稳定金沙酒

的质量及产量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带动贵州大曲酱香型白酒

新技术的发展。

经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组织相关专家审定，同意对我公

司牵头提出的“醇柔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立项予以批准，

并于于 2021年5 月启动了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醇柔

酱香型白酒》的起草编制工作。

（二）起草单位及人员名单

起草单位：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院、贵州省食品检验检测院、贵州省酒类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院（仁怀）、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起草人员：龚荣、陈汀、李卫东、田志强、孟望霓、戴

奕杰、韦贺丽、龚文成、沈辉。

（三）起草组分工

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

协调，工艺路线及工艺参数的确定，产品的组织生产；贵州

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贵州省食品检验检测院、贵州省酒

类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仁怀）、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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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技术指标的分析测试和 相关项

目指标的验证工作，标准文本的起草。

在前期分工工作的基础上，起草小组通过召开讨论会、

电子邮件等方式，征集标准起草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整理、

归纳和形成标准讨论稿，在起草小组达成统一意见的同时也征求

了业内相关专家的意见，形成今天的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目前仅有的GB 275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

配制酒》的国家标准，定义在“以粮谷、薯类、水果、乳类等

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勾兑而成的饮料酒”的范畴，尚

不能涵盖本标准规定的以大曲生产的“酱香酒”品质；而

GB/T 26760-2011《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与本标准规定的

醇柔酱香型“酱香典雅，陈香、花果香、鲜香复合幽雅”，

在香型、风格及品质上都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为保护“醇柔酱香型”工艺生产的技术以及“醇

柔酱香型”在酱香型白酒家族中的个性和特质，稳定和提高

“醇柔酱香型白酒”的质量，适应越来越广泛对“醇柔酱香

型白酒”市场的需求要，制定《醇柔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

尤其必要。这对保护、稳定和丰富酱香型白酒家族的品种，

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促进省内酱香型白酒产业的快速发展有

着重要的意义。

本标准实施的范围规定了“醇柔酱香型白酒”的术语和定

义、要求、检验规则和标签、标识、包装、运输、贮存。本

标准适用于按本标准生产的“醇柔酱香型白酒”产品销售

和产品品质检验。

二、主要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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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从 2021 年 5 月份开始，由贵州金沙

窖酒酒业有限公司牵头，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贵州

省酒类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仁怀）、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共同承担。

2021 年 5 月 17 日，通过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领导小组组织专家的审议，予以立项。

先是根据项目实施要求，制订了详细的标准制定方案与

工作分工，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进行收集与分

析：

1.联合江南大学、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对产区生态环

境、微生物群落进行分析研究。

2.不断地优化和改进生产工艺，对制曲、制酒、储存、

勾调工艺进行技术总结，提炼生产工艺关键控制要点。

3.开展产品酒体对比分析，借助省级检测技术平台，与

主要产区各类产品对比分析，分析产品风格、等级及各项指

标差异。已采集 2019 年-2020 年的 14 组酒样进行检测比对。

三、制标依据和对主要条款的说明

1、制标原则

①确保食品安全；

②指标及其对应的分析方法参照采用国家标准；

③标准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④要结合省内情况和产品特点；

⑤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2、制标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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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③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以及相关的强制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四、主要章、条确定的原则

1、范围

依据产品特定的工艺、品质、口感、用途等特性要求，

给以范围准确的界定。

2、术语和定义

醇柔酱香型白酒：在贵州省金沙县行政区域内，以高粱、

小麦、水为原料，以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传统固态法

发酵、蒸馏，分轮次贮存、精心勾调而成，未添加食用酒精

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色呈味物质，具有醇柔酱香风格

的酱香型白酒。

酸酯总量：酯与酸是白酒中的呈香呈味物质。总酸、总

酯指标是原来白酒标准中设置的项目，也是白酒检测中主要

的理化指标之一。不同种类和不同等级的白酒有不同的总

酸、总酯要求。但总酸、总酯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会发生改

变，基本情况是总酯减少、总酸增加，是个动态过程。虽然

储存过程中总酸、总酯的含量不断变化，但并没有影响白酒

的质量水平降低和增加食品安全的风险，反而提高了白酒感

官质量水平，白酒的陈香味更为突出。原有总酸、总酯指标

的单独设置，不能真实反映出白酒的实际质量水平。酸酯总

量指标的设置，是经过白酒行业不断研究和讨论，形成统一

意见后，也在相关修订的国家白酒标准中使用。

3、酿造环境

该酿造区域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在赤水河上游，地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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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与娄山山脉的交汇处，夹在乌江与赤水河之间。海拔高

度 457-1884 米，年平均温度 15.1℃，最低为 4.3℃，最高

气温约 34℃，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81%左右，区域气候的主要

特点为：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雨量充

沛，干湿季明显，日照较少，为酿造醇柔酱香型白酒提供了

独特的生态环境。

4、要求

按照《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的要求，《醇柔酱香

型白酒》团体标准要求:包括原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涉

及食品安全的卫生指标。本标准对属国家强制要求的食品安全

要求甲醇、氰化物和铅一并列出，执行等效或严于相关的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a、原料要求

针对“醇柔酱香型白酒”的原料特别作了规定，要产自

于金沙县境内，少数产自于金沙县相邻地区的糯高粱，应符

合DB 52/T 867的规定。

b、酿造环境和工艺

为确保“醇柔酱香型白酒”的品质，在原料满足的基础

上，严格规定了“醇柔酱香型白酒”的酿造环境和工艺：环

境在海拔高度 457-1884 米，年平均温度 15.1℃，最低为

4.3℃，最高气温约 34℃，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81%左右；工

艺严格遵循季节性生产（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三高一长

（高温制曲、高温堆积发酵、高温馏酒；基酒贮存期长达三

年以上）。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制

酒生产周期为一年；基酒入陶坛长期贮存不少于三年；精心

勾调，包装出厂，从投料到产品出厂不少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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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感官要求

根据产品特性，色泽外观、香气、口味、风格等进行了

描述“见《醇柔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检

验按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的规定进行。

d、理化指标

①、酒精度：45.0～58.0( ％ vol)

酒精度是本标准产品的重要特征之一,依据《白酒生产

许可证审查细则》和 GB 275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

其配制酒》的要求，以及市场需求制定，与国内外通行的蒸馏

酒酒精度保持一致。酒精度的检测按 GB 5009.225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的规定执行。

②、酸酯总量：≥48.0/（mol/L）

依据本产品的特性和特征制定，将单位体积白酒中的酸

类物质和酯类物质的总和，以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毫摩

尔数量表示，单位为 mol/L，酸酯总量统一按酒精度 47%vol

折算。指标根据醇柔酱香白酒样品的普查数据制定，检验按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

规定分别测出总酯和总酸后，相加而得。

③、己酸乙酯：≤0.3g/L

依据《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和 GB/T 26760-2011

《酱香型白酒》规定制定。按本标准生产的的“醇柔酱香型

白酒”，己酸乙酯的检测值为：0.06g/L～0.09g/L，参考 GB/T

26760-2011《酱香型白酒》中优级的限量为≤0.3g/L，本标

准规定为≤0.3g/L，等效执行该标准的规定。

④、固形物：≤0.6 g/L。

依据《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的要求，参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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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6760《酱香型白酒》的标准制定，该指标严于

GB/T 26760《酱香型白酒》固形物/（g/L）≤0.70 的规

定，检验按 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的规定执行。

e、安全指标

甲醇 /(g/L)≤0.6

根据 GB 275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的规定制定，等效执行该标准规定。检验按 GB 5009.26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甲醇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

氰化物（以 HCN 计）（mg/L）≤7.0

根据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的规定制定，严于该标准氰化物（以 HCN 计）（mg/L）≤8.0

的规定。检验按 GB5009.3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

物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

铅（以 Pb 计）/(mg/kg) ≤0.4

依据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中铅限量（酒类）的规定制定，严于该标准铅（以Pb计）/(mg/kg)

≤0.5 的规定。检验按 GB 5009.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铅的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

f、净含量：

执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5 号令《定量

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检验按JF 1070 规定的

方法进行。

g、食品添加剂

除由原料自然发酵香味物质外，不得添加食用酒精及其

他非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物质。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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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涉及的食品安全内容等均与现行法律法规、强

制性标准要求相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暂无。

醇柔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制定小组

2021 年 8 月


	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醇柔酱香型白酒》起草小组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二）起草单位及人员名单
	（三）起草组分工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