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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推动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提高整体污染防治

技术水平，完善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环境保护部下达了《关于开展 2015 年

度国家环境技术管理项目计划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5〕295号），将《葡萄

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列入 2015 年度国家环境技术管理项

目计划。 

1.2 项目承担单位 

《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下简称《技术政策》）

的编制工作，由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主承担单位）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参加单位）承担。 

1.3 主要编制过程 

任务下达后，由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依据

项目要求成立了编制组，开展《技术政策》的编制工作。主要包括： 

1．开展国内外资料调研工作 

收集国内外相关的技术政策信息，尤其是国内外权威部门颁布的有关该行业

的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等，通过查新、检索国内外葡萄酒行业生产状况，包括

行业已有的研究成果、实测数据、企业环评和清洁生产公示材料、刊登的论文、

资料等。 

2．企业现状调研 

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向企业发放调查表、到行业协会调研、专家咨询等形式，

调研我国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生产过程的各技术环节和行业污染防治现

状及发展趋势。 

3．典型企业实地调研 

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对我国主要葡萄酒生产产区如山东烟台产区、新疆

吐鲁番产区、昌吉产区和和硕产区、河北昌黎产区、北京、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

等部分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生产企业的生产状况和污染防治情况进行了实地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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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技术政策》编制项目培训 

2015 年 11 月 27 日，编制组主要编制人员参加了环境保护部组织的国家环

境技术管理项目—2015 年度项目培训会，明确了技术政策文本和编制说明的编

制要求。 

5．编写《技术政策》开题报告和初稿，通过开题论证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根据培训会提出的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编写要

求，编写《技术政策》开题报告、初稿及条文说明。 

2016 年 3 月 14 日，进行了开题，经专家质询与讨论后，认为前期开展了大

量的调研工作，技术路线合理，研究计划可行，符合开题要求。与会专家一致同

意项目通过开题论证，建议尽快完成编制工作。 

6．编制行业发展报告 

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2016 年 7 月 15 日，编制完成《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

制造业发展报告》。 

7．编写征求意见稿与编制说明 

2016 年 3 月至 8 月，根据调研结果，在开题报告和初稿的基础上，编写《技

术政策》征求意见稿与编制说明。 

2016 年 6 月 21 日和 2016 年 8 月 23 日，就技术政策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召开了 2 次专家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 

2016 年 9 月 22 日，在征求意见稿发布前，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技术政策征

求意见稿文本逐条进行讨论，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 行业概况及发展趋势 

2.1  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2.1.1 葡萄酒制造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1．发展概况 

自 1892 年爱国华侨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以来，我国葡萄酒工业化发展

已有百年历史，但由于历史原因，葡萄酒工业像其他民族工业一样在之后的五十

年当中发展非常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拨专款首先恢复了张裕公司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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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生产，并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兴建了一批酒厂，我国的葡萄酒工业发展才又有了

新的活力，葡萄酒的产量由 1949 年不足 200 千升，逐渐发展到 1978 年的 6.4 万

千升。1980 年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以及 1983 年长城葡萄酿酒有限公

司的相继成立和飞速发展，与张裕葡萄酒公司形成了我国葡萄酒行业三足鼎立的

局面，他们不仅占领了全国 50%以上的市场，也使中国的葡萄酒工业在国际舞台

上有了一席之地。中国葡萄酒工业自 1980 年以后才真正开始步入了快速发展阶

段，作为一个基本全新的产业，从萌芽到现在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80~1984 年的小规模增长阶段。葡萄酒产量在 10 万~20 万千升之间。 

（2）1985~1993 年的平稳发展阶段。1985 年达到 23.3 万千升，1988 年达到 

30.85 万千升的最好记录。从 1988 年到 1993 年，我国葡萄酒年产量保持在 25

万千升左右的水平。 

（3）1994~2000 年的转型波动阶段。葡萄酒产量在 20 万~30 万千升之间徘

徊。1994~2000 年，含汁量 100%的优质葡萄酒数量有较大增长，产量维持在

17~25 万千升的水平。 

（4）2001~2012 年加速发展阶段。2001~2012 年我国葡萄酒产量逐年加速增

长，从 2001 年的 25.05 万千升到 2012 年的 138.2 万千升，详见图 1。一批严格

按国际标准专业生产干型葡萄酒的中小企业也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苹果

酸~乳酸发酵、气囊式压榨机和滚动式发酵罐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应用，进一步

缩短了我国葡萄酒工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为我国葡萄酒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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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2014年间中国葡萄酒产量变化情况 

（5）2013 年进入到产业调整期。从图 1 可知，2013 年起，我国葡萄酒产量

有下降趋势，进入调整期。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葡萄酒产量为116.1万千升。2015

年 6 月中国葡萄酒产量为 9.65 万千升，同比下降 0.63%。2015 年 1~6 月中国葡

萄酒累计产量 49.05 万千升，同比下降 8.53%。 

2014 年 1~12 月，葡萄酒制造业销售收入总额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

收入之和）420.574 亿元，同比增长 3.91%；2015 年 1~9 月，葡萄酒制造业销售

收入总额达到 318.233 亿元，同比增长 11.24%。 

2．企业数量及类型 

我国葡萄酒生产主要集中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东、河北、河南、天津、吉林、

宁夏、北京、甘肃、新疆、陕西、辽宁等省市区。目前，全国有葡萄酒企业 600

多家。按规模划分，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年产量在 5000 千升以下的为

小型企业，5000~10000 千升的企业为中型企业，10000 千升以上的企业为大型企

业。其中大型企业约占 3%，中型企业约占 4%，其他均为小型企业。 

按生产工序划分，我国葡萄酒生产企业可分为三类：原酒-加工灌装企业，

指从原料到成品酒灌装全过程的生产企业；原酒企业，指只进行原酒生产的企业；

加工灌装企业，指只进行加工灌装的企业。 

3．主要产品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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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资料，2014 年 23 个省市的葡萄酒产量中，山东省产量

居首，占比达 34%，其次为吉林和河南省，占比均为 14%，占比在 5%以上的还

有河北、甘肃、陕西、新疆，详见图 2。2014 年全国葡萄酒产量集中度分析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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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4年全国葡萄酒产量集中度分析图 

2.1.2 其他果类酒制造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果酒是指以新鲜水果或果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发酵配制而成的、含有

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果酒生产历史悠久，在中国已有 2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果酒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产量、质量稳步提升，

酿造技术与设备也在从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的方向过渡。据调研，2013

年中国果酒（含葡萄酒）产量为 131.21 万千升，占整个饮料酒产量的 1.83%。

除葡萄酒以外的其他果类酒产量为 13.38 万千升，占整个果酒（含葡萄酒）产

量的 10.2%。 

单从品种数量上来说，我国果酒品种比较多，包括苹果酒、荔枝酒、山楂

酒、枸杞酒、杨梅酒、柑橘酒、椰子酒等等。但是因为生产原料的多样性，专

门从事果酒生产的厂家规模较小。国内较知名的果酒品牌有：宁夏红、十二果

岭、东方紫、翰尔斯贝桑椹酒以及一些大型酿酒企业，如五粮液、张裕等，共

占据了国内果酒品牌市场 80%以上的份额。还有一些区域内的特色果酒，如浙

江猕猴桃酒、福建琵琶酒、天津山楂酒、安徽石榴酒、江西杨梅酒等。 

市面上常见的果酒简述如下： 

1．苹果酒 

苹果酒是以国光、红香蕉、黄香蕉、红玉等苹果品种为主要原料，经破碎、

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调配而成的果酒，可分为甜苹果酒、干苹果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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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酒为我国第二大果酒，但行业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规模效应

和品牌优势。在我国的苹果主产区，仅有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少数果

酒企业借鉴葡萄酒生产工艺生产少量的苹果酒，除张裕起泡苹果酒等少数产品

具有一定品牌优势外，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形成规模化，而且现在全国的苹果酒

企业数量也难以准确统计。据 2013 年版的《果酒生产技术》（刘春清编著），全

国苹果酒生产企业约 20 家，年产量约 8500 千升。以山东的生产厂家居多，较

有名的如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熊岳、天津挂月集团果酒有限公司、河南三门峡秋天果汁有限公司等。 

2．山楂酒 

山楂酒是以山楂为主要原料，酿制而成的一种低度果酒，上规模的酒厂有

山西彤康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千升，中金丰利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千

升。还有沈阳山楂酒等。 

3．荔枝酒 

荔枝酒是以优质新鲜荔枝为原材料，经清洗、沥干、剥皮、去核、榨汁，

再放入发酵罐内低温发酵精酿而成。按含糖量分干白荔枝酒、半干荔枝酒、半

甜荔枝酒和甜荔枝酒。目前有 8 家规模较大的荔枝酒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超

过 4.5 万千升 ，著名的有十二岭。 

4．枸杞酒 

枸杞酒主要产于宁夏、甘肃、河北等地，主要品牌有宁夏红、杞浓、宁馨

儿。其中宁夏红是枸杞酒的领跑者，生产能力达 40000 千升/年。 

5．杨梅酒 

    杨梅酒的加工历史悠久，但工业化生产的产品极少。近几年随着科学水平

的提高以及国家对果酒研究的重视，杨梅酒逐步成为杨梅深加工的主要方向。

浙江仙居的杨梅酒驰名南方地区，其中以阿霞杨梅酒独占鳌头，其酿造方式真

正保证了杨梅酒的古色古香。 

6．柑橘酒 

柑橘酒具有酒精度低、酒质温和，含有类黄酮、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

营养成分的优点，较典型的企业有上海赢鑫酒庄，年产 2000 千升，已经在原酿

橘酒的基础上开发出包括“冰桔酒”、“东吉黄”、“东吉玉”等在内的 6 种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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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系列产品。 

7．椰子酒 

椰子酒是海南特有的酒类，用海南纯天然的可可椰子为原料，糯米、大米

为辅料，经发酵贮存，成品酒精浓度较低。著名品牌有“寿 l”、“老船长”、“醉

椰”等。 

2.2 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概况 

目前有近 70 个国家生产葡萄酒。分为 “旧世界”和“新世界”两类国家。“旧

世界”包括法、意、德、西、葡等有上千年酿酒历史的欧洲国家，而“新世界”则

包括美、加、澳、新、智等只有 200~300 年酿酒历史的新大陆国家。以法国为

首的“旧世界”国家约占全球葡萄酒市场的一半份额。法国葡萄酒业已有 2000 多

年的历史，产值占法国食品生产总值的 15%。近年来，随着葡萄酒消费的饱和，

“旧世界”的葡萄酒生产和消费一直处于低速增长态势。相比之下，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新世界”国家的葡萄酒出口快速增长，现已占到世界产量和出口量

的 1/4 以上。 

世界葡萄酒产量在 1979 年—1994 年间波浪式下行。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达到最高峰（3336 万千升），随后逐年下降至 2600 万千升左右。90 年代以来，

全球葡萄酒的产量在 2500 万～2900 万千升之间波动。但随后研究人员发现葡

萄酒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多酚物质，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此后，世

界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消费出现增长高峰，世界葡萄酒出口量以平均 2.4%的

速度逐年递增，特别是美洲、澳洲和南非的葡萄酒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率都在

20%左右，但是自 2006 年之后，欧洲葡萄酒出现过剩，世界葡萄酒的产量一直

维持在 2600 万～2700 万千升。 

3 技术政策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环境保护及行业发展的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从“三个转变”到“建设生态文明”，提

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这些战略思想与举措的提出使我国的

环境保护工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新时期的环保工作总目标转向探索源头控制、

全方位防范、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保新道路。《葡萄酒与

http://www.ocn.com.cn/reports/2006061putaojiu.htm


 

10 

 

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实现“三个转变”和“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具体举措，也是探

索环保新道路的具体实践，符合防范风险、污染防治、总量控制与污染减排等

当前环境保护中心工作的目标要求，不仅能落实源头控制的治本举措，促进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体现了全方位预防和全过程控制的重要思想，对于全面提

升行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污染预防和环境保护的科技含量，突破行业环境瓶颈，

转变发展方式和引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最终建立高效的行业污染治理体系

有重要的作用。 

3.2 解决行业现有问题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和消费

者饮酒习惯逐渐改变，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消费逐年增长，呈现出经济效益与

产品产量同步增长的良好局面，已成为我国工业经济中增长较快且较具活力的

产业之一。伴随着我国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行业的快速发展，出现的主要问题

有：行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行业整体综合技术水平和污染防治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高；清洁生产措施落实不够，能耗水耗较大等。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促进和规范该行业的发展，急需制订《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

术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污染重、能耗高、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引导

企业依靠科技创新，采用节能节水的清洁生产技术和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对生

产全过程进行控制，使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产业。 

3.3 推动新技术发展的需要 

实践证明我国已发布的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对推动行业技术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指导作用。针对葡萄酒行业，目前环境保护部已发布了《清洁生产标准 葡

萄酒制造业》（HJ 452-2008）、《酿造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575-2010），

正在制订《葡萄酒、黄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完成送审稿）。由于技术的

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对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有了更

高的要求，目前还没有一个可用于指导企业合理选择污染防治技术路线，引领

污染防治技术发展的技术政策。故需要制订《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

防治技术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指导行业准入，推动污染防治新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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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4 国内外相关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研究 

4.1 国内相关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研究 

4.1.1 产业政策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于 2011 年 12 月发布《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针对葡萄酒行业提出注重葡萄酒原料基地建设，逐步实现产品品种多样化，促

进高档、中档葡萄酒和佐餐酒同步发展。 

2012 年 5 月，工信部发布《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下称《准入条件》），

规定新建的葡萄酒项目或企业必须在符合现有国家法律标准的前提下，达到一

定产能规模、对原料有一定保障能力才能进入该行业。具体规定如下： 

1．以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生产葡萄酒产品（不包括葡萄酒原酒）的新建

企业（项目），其年生产能力应不低于 1000 千升。 

2．新建葡萄酒原酒生产企业（项目），其年生产能力应不低于 3000 千升。

以购入葡萄酒原酒（包括进口葡萄酒原酒）为原料生产葡萄酒产品的新建和改

扩建企业（项目），其年生产能力应不低于 2000 千升。 

3．新建酒庄酒生产企业（项目）年生产能力应不低于 75 千升。 

4．鼓励现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合理整合资源，采取措施改造升

级，实现规模经济。 

《准入条件》还对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提出具体要求： 

1．企业（项目）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清洁生产促进法》，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工作，对生产全过程实施有效

控制，按要求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 

2．新建和改扩建葡萄酒生产企业（项目）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依法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按照环

境保护“三同时”的要求，建设与项目相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并依法申请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3．企业（项目）能耗、水耗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要求的限额指标。企业（项

目）应严格执行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鼓励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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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项目）应积极采用先进节能、节水以及清洁生产技术、装备，改

造淘汰能耗高、污染严重的技术与设备，不断提高节能减排和防控污染的能力。 

5．企业（项目）应建立自行监测制度，确保具备对排放污染物开展自行监

测的能力。 

《准入条件》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葡萄酒生产加工行业管理，规范了行业

投资行为，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葡萄酒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2012 年 7 月，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和《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联合发布了

《葡萄酒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以达到产业规模稳步增长、产业结构趋于

合理、产品品种更加丰富、质量安全水平提升、竞争能力大幅提高、人才队伍

明显壮大六个目标，提出的主要任务是： 

1．加强原料保障能力建设 

支持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鼓励各酿酒葡萄产区根据本区域特点，引进、

选育适合本区域的酿酒葡萄品种，并建立适宜的栽培方式，制定酿酒葡萄种植

规范，推进优良酿酒葡萄品种区域化。按照“规模化经营，规范化管理”的原

则，大力推动葡萄酒生产企业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支持企业与农户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机制，保障葡萄酒生产企业原料供应。 

2．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产业链。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在品牌、资本等方面

的优势，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利用较好的自

然条件，开发非基本农田种植酿酒葡萄，积极推动中西部葡萄酒产区的种植基

地建设，逐步形成分布合理、特色鲜明的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企业区域

布局。 

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合理发展干红、干白葡萄酒产品，开发推广半干

型、半甜型、甜型、起泡葡萄酒等产品，积极开发冰葡萄酒、低醇葡萄酒等特

种葡萄酒，促进高档、中档葡萄酒和佐餐酒同步发展并形成合理的产品结构，

丰富市场供给。 

3．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13 

 

（1）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葡萄酒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建立产

学研合作联盟，培育葡萄酒行业科技人才队伍。重点突破一批重大共性关键技

术，主要包括先进酿酒葡萄栽培和管理技术，适合本区域的葡萄酒酿酒酵母等

菌种的选育、葡萄酒质量等级标准等的研究，为我国葡萄酒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 

（2）关键装备自主化。开展葡萄酒行业所需的压榨、除菌过滤和无菌灌装

设备等关键设备以及酿酒葡萄机械化种植设备的自主化研发，提高我国葡萄酒

产业关键装备的自主化水平。  

（3）提高资源利用率。按照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建设葡萄酒产业集群，指

导现有葡萄酒生产改造升级，提高葡萄皮渣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主要产区建立

葡萄酒固体排放物的综合利用企业。  

（4）节能减排。研究开发葡萄酒生产用水循环利用和减排技术、冲洗用水

等流量控制技术。 

4．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完善葡萄酒标准体系，加强企业检（监）测能力建设，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发布实施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明确企业在产业布局、原料保障、生产规范、

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必备条件；制定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技术规范，进一

步完善葡萄酒产品质量标准；建立葡萄酒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支持主要产区

建立葡萄酒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示范中心；鼓励企业实施《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GB/T 22000）、《葡萄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GB/T 23543）和《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CMS）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

（QB/T 4111），提高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5．加强品牌文化建设 

（1）指导并加强品牌建设。针对各地区资源条件和企业特点，制定本地区

葡萄酒品牌建设规划，细化工作重点和实施步骤；明确地区葡萄酒品牌定位，

加快优势品牌的建立与推广，增强其市场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2）支持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等

方式实施行业整合，将以产品质量和特色为核心的品牌文化贯彻到产业链的各

环节，建立集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物流、销售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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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葡萄酒文化建设。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特别要结合各区域历史、民族、

饮食等文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 

（4）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大国外先进技术和高水平人才引进力度，鼓

励企业参加国际葡萄酒展会，展示我国葡萄酒产业形象。 

同时近几年来，为了支持西部地区建设具有自身特色及优势的酿酒葡萄种

植基地，提高自主品牌比例，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葡萄酒产业

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如国家发改委在 2014 年 8 月 20 日发布的《西部地区鼓励

类产业目录》（2014 年第 15 号令）中，“优质酿酒葡萄种植与酿造”被列为甘

肃、宁夏、新疆三个省区的“新增鼓励产业”。这份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布的文件

已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反映了葡萄酒产业在这三个省份及自治区的发

展潜力。  

4.1.2 标准法规 

2008 年，为了促进国内葡萄酒行业走清洁生产的道路，为企业开展清洁生

产提供技术导向，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2008），并于 2009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2010 年，为控制酿造工业废水污染，规范酿造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设施建设

和运行管理，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环境保护部出台了《酿造

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575-2010），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实施。并同

年公布了《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葡萄酒制造业》（征求意见稿）。 

葡萄酒行业水污染物的排放，目前仍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环境保护部正在制定《葡萄酒、黄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2012 年 12 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该条例自

2013 年 2 月 1 日施行，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有关葡萄酒产区保护的法规正式出台。 

4.2 国外相关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研究 

世界葡萄酒企业都在积极探讨污染防治的方法，目前应用最多的是建立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世界第一家通过 ISO14001 认证的葡萄酒企业在新西

兰。在欧洲其他国家，基于社会压力，影响葡萄酒制造业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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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立为法律，如法国，对葡萄酒厂排放的废水管理十分严格，特别是对大型企

业。澳大利亚葡萄酒和白兰地协会与葡萄酒酿造者联盟在 2002年公布了有关葡

萄酒行业主要环境问题及葡萄酒工业发展方向的研究报道，并首次在葡萄酒行

业中进行试点，取得了显著成绩。199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颁布了葡萄酒工业污

染预防的指导性文件，详细介绍了葡萄酒工业污染物来源以及潜在的污染预防

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减少葡萄压榨、葡萄汁过滤、制冷方面的能源消耗；收

集最后一道清洗水回收技术、洗瓶水回用技术、CIP 清洗技术等节水措施，在

线清洗技术（CIP）等已确定为葡萄酒工业污染防治的最佳技术。2006年 8月，

欧盟颁布了欧盟综合污染预防和控制食品、饮料和牛奶工业最佳可行技术参考

文件（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reference document on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for Food，Drink and Milk Industries），在这份文件中提出

了酒石回收技术、最后一道清洗水回收技术等。 

大多数国家没有针对葡萄酒工业制订专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但对整个酿

酒废水的排放制定了控制标准，如英国的《酿造废水许可操作标准》，印度的《造

酒工厂废水排放容许极限》，丹麦、波兰、泰国、阿根廷、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及

世界银行也有酿酒废水排放标准，见表 1。 

表 1  国外酿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汇总表 

国家或 

地区 

BOD5 

（mg/L） 

COD 

（mg/L） 

SS 

（mg/L） 

TN 

（mg/L） 

TP 

（mg/L） 
pH 值 

温度 

（℃） 

欧盟 25 125 35 10 1   

丹麦 2
 15  20 8 1.5 地方限定 ＜35 

德国 1
 25 110  25 2   

奥地利 1
 20 75  5（NH4-N） 2 6.5~8.5 30 

比利时 1
 15 120 60 

60

（NH4-N） 
10 6.5~9.0  

芬兰 2
 

6～50

（BOD7） 
   0.4～1.5   

法国 1
 30 125 35 30 10（磷） 5.5~8.5 30 

希腊 3
 40 150 40 

15

（NH4-N） 
10（磷） 6.0~9.0 35 

意大利 40 160 0.5 
15

（NH4-N） 
10 5.5~9.5 30 

荷兰 2
 10 300  15 3 6.5~8.5 30 

葡萄牙 40 150 60 15 10 6~9 温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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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BOD5 

（mg/L） 

COD 

（mg/L） 

SS 

（mg/L） 

TN 

（mg/L） 

TP 

（mg/L） 
pH 值 

温度 

（℃） 

西班牙 40 160 30 
15

（NH4-N） 
10 5.5~9.5 温升≤3 

波兰 30 150 50   6.5~9.0 ＜35 

马拉威 20  30   6.5~8.0  

印度 30  100   5.5~9.0  

泰国 20 120 30   5.5~9.0 ＜40 

阿根廷 50     5.5~10.0  

台湾 50 150 50     

世界银行 50 250 50 
10

（NH4-N） 
5 6.0~9.0 温升≤3 

注 1：指部门标准； 

注 2：指地区标准； 

注 3：指部分企业标准。 

5 行业产排污情况及污染防控技术分析 

5.1 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污分析 

5.1.1 主要生产工艺 

1．葡萄酒的主要生产工艺 

葡萄酒制造业主要产品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部分葡萄酒厂还生产白兰

地、果酒。白葡萄酒生产工艺是将葡萄进行分选、压榨去皮渣取葡萄汁进行发

酵，生产出呈淡黄色或金黄色的葡萄酒，其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4 所示。红葡萄

酒的生产工艺是以红葡萄为原料进行机械处理（破碎和除梗）后，按照发酵工

艺生产的葡萄酒，其红色来源于葡萄皮上的花色素。流程如图 5 所示。白兰地

的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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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白葡萄酒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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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红葡萄酒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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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白兰地生产工艺流程图 

 

2．其他果类酒的生产工艺 

每一种果酒的酿造过程都有自己的特点，但许多工艺流程都是相通的，果

酒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7。

发酵 

葡萄原酒 

破碎 

分离 

蒸馏 

贮存 

调配 

过滤 

灌装 

白兰地 

葡萄皮渣 

发酵 

蒸馏 

皮渣白兰地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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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果酒生产工艺流程图 

    市面上常见的果酒工艺流程分述如下。 

（1）苹果酒工艺流程 

苹果酒工艺流程见图 8。

水果 

筛选、破碎 

破碎 

澄清 

发酵 

倒酒 

贮酒 

冷冻 

过滤 

调配 

装瓶 

成品酒 

皮渣 

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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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苹果酒工艺流程 

（2）枸杞酒工艺流程 

枸杞酒生产工艺见图 9

苹果 

前处理 

苹果混汁 酶制剂、SO2 

  澄清 

 发酵 

  倒酒 

 冷冻 

 过滤 

苹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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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枸杞酒生产工艺图 

5.1.2 生产过程中的排污节点、排放方式 

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的生产工艺基本流程是相同的，主要包括原料采收、

前处理、发酵、陈酿和灌装，各个环节产排污如下： 

1．原辅材料的采购和储运 

原辅材料的采购是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生产的第一步，将生产所用主要原

料和辅助原料，通过运输进入生产现场。采购运输和贮存是减少生产过程中废

物的关键环节。采购酿酒果实的质量越差，含有残次或霉烂的果实就多，单位

产品产生酒糟就多。 

枸杞 

 分选 

 洗涤 

破碎、压榨 

 发酵 

 倒酒 

 陈酿 

 澄清 

冷处理 

 过滤 

 灌装 

 过滤 

枸杞酒 

SO2、果胶酶 

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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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前准备 

检查发酵容器、破碎设备、输送管道、泵等，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使用

清水对酿造设备、加工场地等进行循环洗涤。污染物产生的部位：发酵容器、

输送管道、酿造设备及加工场地。产生废水为设备清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SS 等。 

3．压榨 

压榨过程是将前处理好的果浆输入果汁分离机进行果汁分离，通过压榨机

去除皮渣。污染物产生部位为压榨机。产生废水为设备清洗废水，产生固废为

果实皮渣。 

4．发酵  

发酵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生化过程，通过在果汁中添加一定数量的专用发酵

酵母，果汁中的糖分发酵转变成酒精和二氧化碳，另外还有一系列的发酵副产

物。 

二氧化碳产生部位：发酵罐中的果汁在酵母的作用下产生二氧化碳。 

废水产生部位：当发酵罐清洗，清洗废水有机物浓度高。 

5．稳定处理  

发酵液储存到一定时间，冷冻之前加入明胶、皂土等物质，再经过硅藻土

过滤机过滤，去除酒中的杂质。该过程有酒脚等固废产生，同时产生洗罐废水。 

6．陈酿  

经过滤机过滤之后的澄清原酒在陈酿过程中多次倒罐，该工序的主要污染

物为废水和固废，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COD、SS，固废主要成分为酒脚。 

7．过滤  

过滤是酿造过程中改进质量的工序。将酒通过硅藻土过滤机进行过滤，除

去悬浮的杂质。废水主要来自设备的清洗水，固废为过滤渣。 

8．灌装  

灌装废水主要来自车间设备的冲洗和洗瓶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SS。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主要噪声源为破碎机、压榨机、过滤机、灌装机、果

渣烘干机、锅炉风机等。 

白兰地生产过程的产污环节主要是增加了蒸馏环节，产生蒸馏锅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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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生产过程的产污环节见图 4 和图 5，下面以某葡萄酒庄为例，分析

葡萄酒生产过程各产污环节产生的污染物类型、污染因子和排污规律，详见表

2。 

表 2  某葡萄酒庄排污节点表 

污染物类型 排污工序 主要污染因子 排污规律 

废水 设备准备（清洗设备废水） COD，SS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除梗、破碎（清洗废水） COD，BOD5，SS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控温发酵（洗罐废水） COD，BOD5，SS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控温发酵（冷却排污水） COD，SS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分离、压榨（冲洗废水） COD，BOD5，SS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后发酵（洗罐废水） COD，BOD5，SS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倒酒（洗罐废水） COD，BOD5，SS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澄清处理（洗罐废水） COD，BOD5，SS 非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冷冻处理（洗罐废水） COD，BOD5，SS 非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除菌过滤（冲洗废水） COD，BOD5，SS 非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锅炉房（锅炉排水） COD，SS 间断排放 

酒店住宿（生活污水） COD，氨氮，SS 间断排放 

职工生活（生活污水） COD，氨氮，SS 间断排放 

废气 污水站废气 沼气和恶臭 连续排放 

锅炉烟气 烟尘、SO2、NOx 连续排放 

食堂（餐饮油烟） 油烟 间断排放 

噪声 除梗、破碎（设备噪声） Lp 榨汁季节连续排放 

澄清处理（设备噪声） Lp 非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无菌灌装（设备噪声） Lp 非榨汁季节连续排放 

污水处理站（设备噪声） Lp 连续排放 

锅炉房（鼓风机、引风机） Lp 连续排放 

固废 原料分选 霉烂果粒、枝叶、沙石等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除梗、破碎 葡萄梗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分离、压榨 皮渣、葡萄籽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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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类型 排污工序 主要污染因子 排污规律 

倒酒 酒脚 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澄清处理 酒脚、粗酒石 非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冷冻处理 酒脚、粗酒石、硅藻土 非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除菌过滤 酒脚、细酒石、 非榨汁季节间断排放 

无菌灌装 废包装物 间断排放 

污水处理站 污泥 间断排放 

锅炉房 炉渣 间断排放 

酒店住宿、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间断排放 

 

5.2 污染物排放现状 

为全面了解本行业污染物排放现状，通过发放调查表、现场调研、资料文

献调研、专家咨询等方式对北京、天津、山东、新疆、河北、宁夏、辽宁、吉

林、甘肃、云南、河南等省市的部分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企业进行了调研，包

括原酒生产企业、加工灌装企业、原酒生产-加工灌装企业，以及涵盖大型企业

（10000 千升以上）、中型企业（5000~10000 千升）、小型企业（5000 千升以下）、

酒庄。调研内容包括基本概况、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末端治理技

术和排污情况等。 

5.2.1 废水排放情况 

葡萄酒生产过程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废水，一般压榨 1 千升葡萄会产生 3~5

吨废水。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生产企业废水主要来自破碎、压榨、发酵和过滤

各工序的排水；车间冲洗水、发酵罐冷却水和生活污水等。其含有的溶解性有

机物依加工进程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特征污染物为 BOD5、COD、SS 和 pH

值。 

废水特点是:①原酒生产废水为季节性排放，浓度较高，水量变化大。在前

处理阶段，废水中的有机成分主要与葡萄果实的汁液成分相近，会含有大量的

糖和有机酸，COD 可达 4000~5000mg/L；而在加工阶段，发酵罐残液的排出会

增加废水中的乙醇和乙酸含量，COD 可达 2000~3000mg/L。②废水可生化性较

好，BOD5/COD 接近 0.5；③车间地面冲洗水，SS 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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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厂废水一般水质特性如表 3 所列。 

表 3  葡萄酒厂各工序废水水质特性 

工序 pH SS（mg/L） BOD5（mg/L） 水量比例（%） 

破碎机洗涤 3.85 3200 27300 2.5 

输送设备洗涤 4.20 3050 4650 5 

发酵罐洗涤 4.08 2440 8300 10 

压榨设备和场地冲洗 3.80 1046 1540 7.5 

贮存罐洗涤和洗瓶 6.60 290 1130 50 

贮存车间地板洗涤 7.13 108 2800 10 

摘自：水污染防治手册 

葡萄酒废水中含有大量易降解的有机成分，通常采用生化法进行处理。葡

萄酒企业大多位于城市郊区及偏远葡萄园中，远离城市排水系统，处理后的废

水通常排入水体或灌溉葡萄园，大部分执行 GB8978-1996 一级、二级标准限值

（直接排放）或农灌标准。一些城市随着企业布局的优化和调整，部分企业废

水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执行

GB8978-1996 三级标准限值（间接排放）或所在地的地方标准。一般企业经厂

内处理均能达到现行标准要求。 

部分企业排污现况分析统计结果见表 4。 

表 4  部分葡萄酒企业排污现况 

序号 污染物 排放浓度范围 所占比例（%） 

1 pH 6~9 100 

2 
COD 

（mg/L） 

<50 33.4 

50~100 33.3 

100~150 33.3 

3 
BOD5 

（mg/L） 

<20 16.7 

20~50 50.0 

50~100 16.7 

>100 16.6 

4 
SS 

（mg/L） 

<50 50 

50~100 30 

100~150 20 

5 
NH3~N 

（mg/L） 

<5 78 

5~15 11 

15~2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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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酿造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皮渣、酒泥，过滤介质，

以及包装材料、玻璃瓶、纸板等。 

一般 9~13 吨葡萄产生 6.5~10 千升葡萄酒，产生 1 吨葡萄皮渣。葡萄皮渣

不仅可进行蒸馏生产加工葡萄酒和白兰地，而且可作为肥料。目前大多数企业

将葡萄皮渣外售做饲料。 

过滤介质-废硅藻土是葡萄酒酿造中另一个主要固体废弃物，每生产千升葡

萄酒，一般要用 0.5 ~1.2 千克的硅藻土(平均消耗 0.8 千克) 。按我国目前年产

100 万千升葡萄酒计，每年就约产生 800 吨的硅藻土固体废物。硅藻土泥中含

有许多酵母菌和蛋白质等有机杂质，因此不能直接排放入下水道，可用做混合

饲料；绝缘、保温材料；玻璃添加剂；粘合剂；将其自然干燥，散放到农田上，

做为土壤改良剂；做建筑材料用在水泥工业，制砖、铺路等。但目前大多数企

业没有进行回收利用。 

其他固体废物还包括包装材料、玻璃瓶、纸板等，这些废物都可回收。目

前大多数企业是外售。 

5.2.3 废气排放情况 

葡萄酒制造业废气主要是锅炉废气。一般企业均对废气进行处理达标排放，

并且目前一些地区已实施煤改气。 

5.2.4 噪声排放情况 

主要噪声源为破碎机、压榨机、过滤机、装罐机、果渣烘干机、锅炉风机

等，企业通过合理布局，采用隔振、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达标排放。 

5.2.5 能源消耗情况 

葡萄酒酿造过程中能源消耗非常高，其中制冷所消耗的能源占葡萄酒企业

总能源消耗的 60~70%，这些能源主要用于以下工艺工程： 

·发酵前果汁的冷却； 

·发酵期间的降温处理； 

·陈酿期间的降温处理； 

·葡萄酒冷稳定处理； 



 

28 

 

·冷热葡萄酒热交换时的能源回收； 

·葡萄汁的热稳定处理； 

·葡萄酒厂和地窖的降温处理。 

葡萄酒输送期间泵的耗能，在大型葡萄酒企业中，泵耗能大约占总能耗的

20%，其他需要能源的过程还包括水的加热、地窖的冷却、设备操作、压缩空

气系统以及照明、空调及办公设备的消耗。葡萄酒厂能源消耗与产品类型、工

艺和设备性能等因素有关，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 

5.3 污染防治技术现状 

5.3.1 源头及生产过程污染防控技术现状 

根据调研情况，目前我国葡萄酒生产和葡萄酒新世界国家的生产工艺基本

相同，葡萄酒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逐步与国际接轨，如葡萄破碎机、气囊

压榨机、硅藻土过滤机、板框过滤机、全自动葡萄酒灌装生产线等，大部分都

从国外引进，有的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一些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在我国也

在推广应用：如滴灌技术、小管出流灌溉技术的应用；氨直接冷却技术、快速

除酒石技术、错流过滤技术等已在大型企业及部分新建企业中应用。但由于我

国葡萄酒企业中、小型企业偏多，这些企业大多数仍使用国产设备，不少厂扩

大生产能力是靠增加设备套数，并非扩大单套生产能力，造成了该行业生产效

率低，能耗指标高。 

目前我国葡萄酒及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源头及生产过程污染防治技术现状汇

总见表 5。 

表 5  源头及生产过程污染防治技术现状 

过程 工艺名称 现有生产技术及设备 应用情况 

葡萄种

植、采收 

葡萄园建设 漫灌、滴灌种植、小管出流、水

肥一体化 

大规模种植园采用滴

灌，水肥一体化，如银

川；小管出流技术，如

昌黎 

葡萄采收 人工采收、机械采收 目前多为人工采收 

葡萄验收 加强检验，控制收购质量、对采

购入厂的葡萄等原辅材料严格检

验 

大中型酒厂以及酒庄

控制较严 

生产过

程 

破碎、压榨工艺 板框压榨机、气囊压榨机 干白采用气囊压榨机，

干红采用板框压榨机 

发酵工艺 清汁发酵、带皮发酵； 大多数企业人工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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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工艺名称 现有生产技术及设备 应用情况 

微机控温发酵、人工控温发酵、

喷淋降温、冷媒降温 

发酵；微机控温发酵在

个别大厂采用，如西夏

王；多数企业采用冷媒

降温；  

冷冻 快速除酒石设备、冷冻罐 大多数使用冷冻罐 

澄清过滤 硅藻土过滤技术、板框过滤、离

心技术、膜过滤技术、错流过滤

技术 

粗滤多采用硅藻土过

滤技术；精滤多采用膜

过滤技术，大型及部分

新建企业采用错流过

滤技术  

清洗设备系统 CIP 在线清洗系统，高压喷嘴水管

清洗设备，臭氧循环洗瓶机  

CIP 在线清洗系统在大

型企业采用，多数企业

采用高压喷嘴水管清

洗设备，臭氧循环洗瓶

机只在个别企业采用 

装瓶包装线 打塞~验酒~缩帽~贴标：四联一体

机 

大多数企业已采用 

5.3.2 水污染治理技术现状 

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废水常用的处理技术包括高浓度工艺废水的预

处理、综合废水的集中处理以及废水的回用处理。具体：基于资源回收与循环

利用的工艺废水回收处理技术；基于污染负荷削减的工艺废水预处理技术；基

于达标排放的综合废水集中处理技术；基于回用的综合废水深度处理技术。 

原酒酿造废水为高浓度易降解有机废水，一般采用厌氧处理，其中 UASB

的投资费用较低，处理效果较好，运行稳定，在酿造工业废水处理工程中应用

效果明显。 

综合废水为中低浓度有机废水，集中处理的基本技术是厌氧+好氧处理系统

或好氧生物处理技术，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放。 

废水回用时需在生物处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处理，常用的方法有：混凝沉

淀、过滤技术，膜分离技术等。 

1．厌氧处理技术 

厌氧处理适用于高、中、低浓度有机废水。 

高浓度废水厌氧处理一般采用厌氧发酵反应器（如 CSTR），废水中 COD

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80%；采用先进厌氧发酵反应器（如 EGSB），废水中 COD

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90%；进水的 COD 浓度≤30000mg/L，出水的 COD 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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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6000mg/L。 

中负荷厌氧处理工艺。一般采用厌氧发酵反应器 UASB、AF 等。COD 的

去除率可以达到 70%~90%，进水的 COD 浓度≤10000mg/L，出水的 COD 浓度

为 1000~3000mg/L。 

低负荷厌氧处理工艺可采用 UASB 或水解酸化厌氧反应器。采用 UASB 废

水中 COD 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80%，进水的 COD 浓度≤3000mg/L，出水的 COD

浓度为 600mg/L；采用水解酸化厌氧反应器，进水的 COD 浓度≤1000mg/L，出

水的 COD 浓度为 700 mg/L。 

2．好氧处理工艺 

采用活性污泥法（如 SBR）或生物膜法（如接触氧化反应器），废水中 COD

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80~90%，出水的 COD 浓度可达到 50mg/L（符合现行城镇

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标准）；废水可生化性稍差时，出水的 COD 浓度可达到

100mg/L。 

3．混凝/气浮（沉淀）工艺 

采用混凝/气浮（沉淀）工艺，废水中 COD 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20~50%，同

时用于化学除磷。 

4．深度处理 

在部分地区排放标准要求高时，需进行深度处理。深度处理技术有微絮凝

—过滤工艺、BAF+过滤和膜处理工艺等，多用于脱氮除磷和污水回用处理。 

部分葡萄酒企业废水处理实例： 

实例一： 

某厂年产葡萄酒 3 万千升。处理水量 167m
3
/d，采用水解+接触氧化生物处

理工艺，处理效果见表 6。 

表 6  原水及处理效果 

单位：mg/L(pH值除外) 

项目 pH COD BOD5 SS NH3~N TN TP 

原水 5.4 6900 4000 1738 198 225 5 

出水 8.25 75 19 53 13 14 0.3 

实例二： 

某厂年产葡萄酒 5000 千升。废水处理工程建设规模为 20 m
3
/d，采用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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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氧化塘，总容积 2 万 m
3，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厂区生态园塘坝，净化后用于

绿化和灌溉。其进出水水质如表 7 所列。本工艺适用于有土地条件的小型企业。 

表 7  废水处理进出水水质 

单位：mg/L(pH值除外) 

项目 pH SS COD BOD5 氨氮 

进水 6.12 137 3912 990 1.36 

出水 7.18 47 47.5 26.4 0.13 

实例三： 

某厂年产葡萄酒 3.8 万千升。处理水量 600 m
3
/d，采用厌氧+好氧生物处理

工艺，处理效果见表 8。 

表 8  原水及处理效果 

单位：mg/L(pH值除外) 

项目 pH COD BOD5 SS 

原水 8.4 850 180 190 

出水 8.0 65 20 33 

实例四： 

某厂年产葡萄酒 4 万千升，处理水量 180m
3
/d。2009 年，采用低温厌氧反

应系统和多级兼氧好氧处理处理，出水 COD 在 40mg/L 以下，SS、TN、TP 等

指标均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标准，即 SS<10mg/L，TN<15mg/L，

TP<0.5mg/L，处理后的废水主要用于酿酒葡萄基地灌溉和生态景观用水，厌氧

产生的沼气用于自加热。 

实例五： 

某厂年产葡萄酒 7000 千升，处理水量 180 m
3
/d，采用 SBR 生物处理工艺，

处理效果见表 9。 

表 9  原水及处理效果 

单位：mg/L(pH值除外) 

项目 pH COD NH3~N 

原水 7.42 425 26.6 

出水 7.21 42 0.2 

实例六： 

某厂年产量 5.4 万千升红葡萄酒，处理水量 1000 m
3
/d，采用二段接触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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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艺，出水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水质为：pH6.7，SS127mg/L，

COD130mg/L，NH3~N 21mg/L。 

5.3.3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现状 

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有锅炉废气等。目前企业

对锅炉废气一般通过脱硫除尘设备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并有部分葡萄酒企

业已实施煤改气。发酵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目前未进行回收或处理。 

5.3.4 固废治理技术现状 

1、对于皮渣，大多数企业是外售，由专业公司再进行综合利用，个别企业

生产皮渣白兰地、直接做肥料或洗涤后作肥料。 

综合利用方式有： 

（1）制备皮渣白兰地。 

（2）生产饲料。 

（3）回收葡萄籽榨取葡萄籽油等。 

2、目前大多数企业未对酒泥回收利用，只有个别企业进行了综合利用。 

葡萄酒泥可用来回收酒精和酒石酸。 

3、废硅藻土目前小企业大多数没有收集，随废水一同排出，大中型企业一

般都进行收集，交专业公司进行处置或综合利用。 

5.3.5 其他污染治理技术现状 

其他污染源主要是噪声。本行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气囊压榨机、

除梗破碎机、速冷机、制冷机、各种泵类、鼓风机、柴油发电机等设备，均置

于室内，降噪效果约为 20dB（A）左右。企业大多数通过合理的生产布局来减

少对厂界外噪声敏感目标的影响。并对噪声较大的各类风机、空压机、放散阀

等安装消音器，必要时采取隔声措施。对噪声较大的各种原辅燃料的破碎、筛

分、混合及加工处理，采取隔声措施，振动较大的破碎、筛分等生产设备的基

础采取防振减振措施。 

5.3.6 二次污染防治技术现状 

1. 对污水站产生的恶臭气体进行控制 

污水站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来自污泥、栅下物、集水池、沉淀池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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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去除方法是：及时清运污泥、栅下物，对集水池、沉淀池等进行加盖封

闭，对废气进行收集和处理。废气处理方法有：化学吸收、生物过滤、吸附、

电化学等方法。 

2．对厌氧生化过程产生的沼气进行处理或回收利用 

废水厌氧生化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沼气。对于沼气产生量较多时，多数企业

将其用作燃料或发电；沼气产生量较少时一般经火炬焚烧处理后排放。也有部

分厂不加处理直接排放。 

5.4 污染防治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在全世界的产业结构中处于生产的上游，分配的下游，能源的开发也

进入了瓶颈期，低碳经济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近

年来，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顺应这一趋势，积极研发和推广节能减排技

术和低碳生产技术，使我国葡萄酒与果类酒制造业在清洁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

技术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清洁生产工艺方面，酿酒原料酶处理技术、控温发酵技术、错流膜过滤

技术和 CIP 清洗技术等得到了积极的推广和使用，在酿造装备方面，目前国内

大多数葡萄酒企业均使用国际先进酿酒设备，一些关键设备如除梗破碎机、除

菌过滤器、酒石处理器、灌装设备等都从国外引进，这大大提高了葡萄酒产业

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量。 

在末端治理和综合利用方面，我国部分葡萄酒企业根据葡萄酒自身的特点，

开发了先进的污水回用与固废综合利用技术。例如对洗瓶废水单独收集经深度

处理后循环利用；综合废水经深度处理后用于葡萄园、果树的灌溉、厂区绿化

和厕所冲洗等，实现废水不外排；利用葡萄皮渣生产原花青素（OPC）、葡萄籽

油等，建立了集种植、加工、销售和衍生产品开发全产业链生产体系。 

5.5 污染防治技术分析与筛选 

根据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技术

政策》推荐的污染防治技术与设备如下： 

1．源头及生产过程污染防控技术  

1）滴灌节水灌溉技术 

滴灌不破坏土壤结构，土壤内部水、肥、气、热经常保持适宜于作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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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状况，蒸发损失小，不产生地面径流，几乎没有深层渗漏，是一种先进

的灌水方式，比传统的灌溉节省用水 70%。滴灌系统仅通过阀门人工或自动控

制，又结合了施肥，故又可明显节省劳力投入，降低了生产成本。 

2）酿酒原料的酶处理技术 

酿酒原料的酶处理技术是在果汁破碎或压榨后添加一定量的果胶酶，实现

提高果汁出汁率的目的。该技术不仅可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而且最重要

的是可以降低废水中 COD、BOD5 的排放量。 

3）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技术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技术是指利用电脑控制酿酒的发酵过程，通过监控

温度，实现准确控制制冷机运行的目的。该技术可显著降低制冷过程的能耗。 

4）离心回收残酒技术 

酒泥和酒脚都含有残酒，通过离心处理可将其中的固体物质与残酒分离开，

不仅可提高葡萄酒和其他果类酒的出酒率，而且可降低废水中的COD和BOD5浓

度。 

该技术不仅可提高葡萄酒和其他果类酒质量，而且可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5）错流膜过滤技术 

错流过滤是动态的，滤液以切线方向流经滤膜，未滤液和已滤液的流向是

垂直的。由于未滤液高流速形成湍流的摩擦力，可以将附在滤膜上少量沉积物

带走，不致堵塞滤孔，未滤液中的固形物则不断增长。此未滤液经过不断回流，

固形物浓度不断增长，最后达到固、液分离。该技术与传统的过滤技术硅藻土

过滤相比，使用错流过滤每千升酒耗水量可减少 25%，耗电减少 35%左右，降

低酒损 0.012 千升，没有硅藻土废弃物产生，减少污水处理（排放）量 0.03m
3。 

6）CIP 在线清洗技术 

保持所有生产设备和管线的清洁对于葡萄酒生产至关重要。CIP在线清洗是

指在被清洗设备、容器及管路不动的情况下，通过机械力让洗涤液循环，进行彻

底地清洗。苛性钠或酸是常用的清洗剂，酿造设备的清洗和消毒会消耗大量的能

量、水和清洗剂。葡萄酒企业应优化在线清洗设备和工艺，以避免对水资源和清

洗剂的不必要浪费。 

该技术操作方便、自动化程度高，可显著减少清洗用水量，降低能耗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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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清洗剂使用量，但成本较高。 

7）灌装线臭氧杀菌技术 

企业灌装线杀菌方式有蒸汽杀菌、热水循环杀菌和化学杀菌剂杀菌，水耗

能耗较大。，目前臭氧杀菌技术已在国内部分葡萄酒企业进行应用，臭氧作为一

种高效杀菌剂，可显著降低能耗和水耗。 

2．末端污染治理技术 

1）厌氧+好氧处理处理技术处理综合废水 

葡萄酒生产废水，原酒酿造期间，废水浓度较高，COD 达 4000~5000mg/L，

在非原酒酿造期，废水 COD 浓度 2000 mg/L 左右，根据葡萄酒生产废水有机物

浓度较高，可生化性较好，水质水量变化大的特点和调研结果，对含原酒酿造

的企业废水处理推荐采用厌氧+好氧处理组合工艺达标排放，只进行加工灌装的

企业根据废水水质，废水浓度较低时，可采用好氧处理工艺达标排放；废水浓

度较高时，采用厌氧+好氧处理组合工艺达标排放。 

2）排放标准要求高的地区或有废水回用要求的企业，推荐采用生物处理与

混凝沉淀、过滤技术、膜分离技术等相结合的处理技术。 

3．二次污染防治技术 

1）对污水站产生的恶臭气体进行控制 

目前有效的去除方法是：及时清运污泥、栅下物，对集水池、沉淀池等进

行加盖封闭，对废气进行收集和处理。 

2）对厌氧废水产生的沼气回收利用 

废水厌氧生化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沼气，沼气产生量较低时宜进行回收利用，

否则会增加大气的温室效应。沼气的回收既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又可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 

6 技术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技术路线 

6.1 基本原则 

本《技术政策》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宏观性：提出的污染防治技术原则、路线和要求，应体现葡萄酒与其

他果类酒制造业的污染防治技术发展方向。 

（2）前瞻性：推荐的技术和鼓励发展的方向，应代表当前葡萄酒与其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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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酒制造业污染防治的先进水平，契合国际发展趋势。应鼓励企业提高生产技

术水平，达到先进的资源综合利用率指标和污染物产生量指标；淘汰落后的生

产技术、工艺和设备，通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引导企业技术进步。 

（3）系统性：统筹考虑水体、大气和土壤等多种环境要素，以及污染物从

源头产生到末端治理的全过程，采取协同控制的综合技术措施。 

（4）可行性：体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协调关系，经济上

可承受、技术上可行，综合效益最佳。  

（5）协调性：要与国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协调一致。 

（6）阶段性：应体现国家环境保护阶段性需求，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技

术进步适时修订、完善。 

6.2 技术方法和技术路线 

主要是采取文献资料调研、现场调研、行业协会调研、专家研讨相结合的

方法，全面掌握国内外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全生产过程各

技术环节，包括：清洁生产技术、源头控制技术、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末端

治理技术、二次污染防治技术、研发新技术等；通过对各类技术进行系统分析

与评估，提出本行业技术政策。 

（1）项目研究采用的方法为国内外资料调研和专家研讨、生产企业现场调

研相结合的方式，对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生产工艺与设备水平、资源能

源利用水平、污染物产生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生产工

艺、污染防治技术类型、运行参数、处理效果、经济性和环境管理水平等进行

调查； 

（2）对资料调研、现场调研、专家咨询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技术经济评估，

提出引领行业发展的清洁生产技术、源头控制技术和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末

端治理技术、二次污染防治技术和国家鼓励发展的新技术等。 

（3）编制技术政策初稿并进行论证后提出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修

改完成送审报批。技术路线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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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技术政策制定的技术路线 

7 《技术政策》征求意见稿与条文说明 

7.1 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规范污染防

治和管理行为，引领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进

步，促进行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制定本技术政策。 

条文释义：本条首先明确本技术政策编制的依据和目的。 

资料调研，确定总则和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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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政策编制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

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其主要的行业政策《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葡萄酒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本条突出了本技术政策编制的重要依据和目的，即为了引导葡萄酒与其他

果类酒制造业的企业选择最佳的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路线和措施，促进葡

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工业企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二）本技术政策所称的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是指以新鲜的葡萄（水

果）、葡萄汁（果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发酵酿制而成，酒精度等于或大

于 7%（V/V）的发酵酒产品的生产，也包括白兰地的生产。葡萄酒与其他果类

酒生产包括从原料到成品酒灌装全过程的生产、只进行原酒生产和只进行加工

灌装成品酒的生产。 

条文释义：本条对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进行了定义，明确本技术政策

的适用范围：包括葡萄酒、其他果类酒和白兰地的生产过程。包括三类企业：

从原料到成品酒灌装全过程的生产企业、只进行原酒生产的企业和只进行加工

灌装的企业。 

（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提出了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

防治可采取的技术路线、原则和方法，包括源头及生产过程污染防控、污染治

理及综合利用、二次污染防治、鼓励研发的污染防治技术等内容，为葡萄酒与

其他果类酒制造业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和企业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条文释义：本条说明本技术政策的性质为指导性文件，并概述了本技术政

策包含的主要内容和技术政策的作用。 

（四）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整合产业链，

鼓励建立集种植、生产、物流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模式。 

条文释义：2012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联合发布了《葡萄酒行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第二条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即鼓

励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产业链；第五条为：加强品牌文化建设。支持优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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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重组。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实施行业整合，将

以产品质量和特色为核心的品牌文化贯彻到产业链的各环节，建立集酿酒葡萄

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物流、销售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模式。 

（五）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污染防治应遵循全过程污染防治的原

则，实行清洁生产、末端治理、风险防范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 

条文释义：本条说明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行业污染防治应采用的原则和技

术路线。 

（六）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制造业应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技术，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行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降低资源消

耗和污染物排放。 

（七）到 2020 年，达到清洁生产一级水平的葡萄酒企业占 30%以上；到

2025 年，达到清洁生产一级水平的葡萄酒企业占 50%以上。 

条文释义：本条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污染防治技术发展趋势，提出葡

萄酒与其他果类酒行业污染控制总体目标。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国内葡萄酒企业均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科学

的节能降耗战略规划和目标，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葡

萄酒生产的能源消耗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结合调研情况，提

出了总体目标：到 2020 年，达到清洁生产一级水平的葡萄酒企业占 30%以上；

2025 年，达到清洁生产一级水平的葡萄酒企业占 50%以上。 

7.2 源头及生产过程污染防控 

（一） 源头控制 

1. 企业的布局与规模应符合《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 

条文释义：2012 年 5 月，工信部发布《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规定新建

的葡萄酒项目或企业必须在符合现有国家法律标准的前提下，达到一定产能规

模、对原料有一定保障能力才能进入该行业。故要求企业的布局与规模应符合

《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 

2. 注重原料生产基地建设，建立适宜的栽培方式，减少和控制农药和化肥

使用量。鼓励采用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条文释义：2012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联合发布了《葡萄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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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第一条为：加强原料保障能力建设。

即支持酿酒葡萄酒种植基地建设，鼓励各酿酒葡萄产区根据本区域特点，引进、

选育适合本区域的酿酒葡萄品种，并建立适宜的栽培方式，制定酿酒葡萄种植

规范，推进优良酿酒葡萄品种区域化。按照“规模化经营，规范化管理”的原

则，大力推动葡萄酒生产企业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支持企业与农户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机制，保障葡萄酒生产企业原料供应。 

为保障食品安全和保护环境，应控制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由于葡萄园、

果园的灌溉耗水较大，因此提出鼓励采用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二） 生产过程污染防控 

1.鼓励企业利用酶技术处理原料，提高酿酒原料的出汁率。 

条文释义：酿酒原料的酶处理技术是在果汁破碎或压榨后添加一定量的果

胶酶，实现提高果汁出汁率的目的。该技术不仅可降低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

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废水中 COD、BOD5 的排放量。故鼓励企业利用酶技

术处理酿酒原料。 

2.原酒发酵罐应配备制冷系统，逐步取消喷淋降温技术。 

条文释义：为了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提高制冷效果，企业应配备制冷系统，

取消喷淋降温技术。 

3.鼓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和生产监控系统。 

条文释义：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技术是指利用电脑控制葡萄酒与其他果

类酒的发酵过程，通过监控温度，实现准确控制制冷机运行的目的。该技术可

显著降低制冷过程的能耗。 

4.企业应配备皮渣、废硅藻土收集系统，降低废水的污染负荷。 

条文释义：皮渣、废硅藻土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资源，如果不加以回收

随废水排放，不仅增加了废水的污染负荷，同时也是资源的浪费。因此要求企

业应配备相关皮渣、废硅藻土收集系统。 

5. 鼓励企业采用错流膜过滤等无土过滤技术，减少废硅藻土排放。 

条文释义：硅藻土过滤技术是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酿造中常用的传统的过

滤技术，因此，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硅藻土废弃物。以葡萄酒生产为例，每生

产千升葡萄酒，一般要用 0.5~1.2 千克的硅藻土(平均消耗 0.8 千克) 。按我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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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产 100 万千升葡萄酒计，每年就约产生 800 吨的硅藻土固体废物。采用错

流膜过滤技术等无土过滤技术，没有硅藻土废物产生，另外，与硅藻土过滤相

比，使用错流过滤千升酒耗水量可减少 25%，耗电减少 35%左右，降低酒损 0.012

千升。 

6. 葡萄酒企业应对酒泥和酒脚进行处理，鼓励采用离心过滤等技术提高出

酒率，红葡萄酒的出酒率应不低于 65%，白葡萄酒的出酒率应不低于 60%。不

包括以野生葡萄为原料酿造的酒。 

条文释义：酒泥是指葡萄及其他水果发酵后经分离处理后，残留在发酵罐中

的沉淀物，主要包括酒液、酵母细胞、果肉碎屑、蛋白质凝固物等。一般酒泥

COD浓度在180000~220000 mg/L，酒泥产生量与原料性质和发酵前果汁澄清度有

关。酒脚是指葡萄酒在贮存过程中或葡萄汁在澄清过程中经倒罐分离后残留在罐

底的沉淀物，主要包括酒液、蛋白或多酚类沉淀物、澄清剂等。如果酒泥和酒脚

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对周边的自然环境产生污染和破坏。离心等处理可将酒泥

或酒脚中的固体物质与残酒分离开，不仅可提高葡萄酒或果酒的出酒率，而且可

降低废水中的COD和BOD5浓度。 

根据HJ452-2008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红

葡萄酒的出酒率为65%，白葡萄酒的出酒率为60%。 

7.鼓励葡萄酒企业采用快速冷冻技术代替常规的冷冻处理，降低能耗。 

条文释义：葡萄酒在装瓶前需要进行冷处理，通常是将葡萄酒温度降低至

0.5℃，冷冻一定时间，然后趁冷过滤，其目的是促进酒石酸盐类沉淀及胶体物

质凝聚，葡萄酒的冷冻时间一般为 7～15 天。快速制冷技术是利用连续除酒石

设备，将葡萄酒骤然冷冻到冰点附近，使溶液中的酒石立即形成微小的晶体，

随即被过滤除去。该技术处理时间一般为 90～120min，显著降低了葡萄酒的冷

冻时间，节能效果显著。 

8.鼓励企业采用高效在线清洗（CIP）技术，并通过采取调整清洗液配方、

优化清洗工艺等措施，降低耗水量。 

条文释义：酿造设备的清洗和消毒会消耗大量的能量、水和清洗剂。CIP在

线清洗技术操作方便、自动化程度高，通过采取调整清洗液配方、优化清洗工艺

等措施可显著减少清洗用水量，降低能耗和化学清洗剂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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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鼓励企业采用臭氧消毒技术对灌装线进行杀菌，降低水耗和能耗。 

条文释义：灌装线杀菌方式有蒸汽杀菌、热水循环杀菌和化学杀菌剂杀菌，

这些方式均比较耗水和耗能。臭氧作为一种高效杀菌剂，已在国内部分葡萄酒

企业应用，该技术可降低灌装生产线的水耗和能耗。 

10.鼓励生产白兰地的企业对蒸馏残液进行回收利用，降低废水的污染负

荷。 

条文释义：白兰地蒸馏后产生的残液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如蛋白质、

酚类物质、有机酸等，如果直接排放，会显著提高废水中 COD、BOD5 和氨氮

含量，因此通过分类回收再利用，可实现降低污水负荷的目的。 

7.3 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 

（一） 大气污染治理 

锅炉废气应进行脱硫脱硝除尘处理，达标排放。 

条文释义：锅炉废气污染物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可通过

脱硫脱硝除尘设备去除，达标排放。 

（二） 水污染治理 

1.废水宜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循环利用、达标排放。 

条文释义：本条提出了废水处理总的原则。 

2.原酒－加工灌装全过程生产企业和原酒生产企业废水宜采用厌氧＋好氧

生物处理技术进行处理，出水用于灌溉或达标排放；加工灌装企业废水宜采用

好氧生物处理或厌氧＋好氧生物处理技术处理，达标排放。鼓励企业对洗瓶废

水单独收集处理循环利用。 

条文释义：根据调研结果，原酒-加工灌装全过程生产企业和原酒生产企业

废水相对加工灌装企业而言，浓度较高，要稳定达标排放宜采用厌氧＋好氧生

物处理技术，加工灌装企业视废水水质情况，一般可采用好氧生物处理技术，

达标排放；浓度较高时，宜采用厌氧＋好氧生物处理。洗瓶废水水质较好，鼓

励单独收集处理循环利用。 

3. 对于排放标准要求高的区域或有废水回用需求的企业，应进行深度处

理，宜在生物处理后再增加混凝沉淀、过滤或膜分离等处理技术。 

条文释义：对于排放标准要求高的区域或有废水回用需求的企业，废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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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生物处理难以达到排放或回用的要求，需在生物处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度

处理。深度处理技术有微絮凝—过滤工艺、BAF+过滤、膜处理工艺等。 

（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1. 根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

合理利用、规范处置。 

条文释义：本条提出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与处置的总原则。 

2.企业应对皮渣等固体废物进行收集，收集率应达 100%。收集的皮渣等应

由符合环保要求的单位进行综合利用。 

条文释义：根据《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2008）要求皮

渣回收利用率达到 100%，皮渣可作为动物饲料或生产白兰地、葡萄籽油、原花

青素等副产品，是可利用的资源。基于目前葡萄酒企业难以自行进行综合利用，

故要求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企业应对皮渣等固体废物进行收集，收集率应达

100%。收集的皮渣等应由符合环保要求的单位进行综合利用。 

3. 企业应对废硅藻土全部收集并妥善处理（填埋等），禁止排入下水道和

环境中。 

条文释义：根据《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2008 要求企业对

废硅藻土 100%进行处理或利用，禁止排入下水道或环境中。 

4. 鼓励葡萄酒企业对酒石进行回收综合利用。 

条文释义：酒石是指葡萄酒酿造过程中析出的一种固体沉淀，主要成分是

酒石酸氢钾和少量酒石酸钙。根据《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2008），要求酒石沉淀回收处置率应不低于 95%。但根据调查，由于酒石产

生量较少，目前绝大部分企业没有回收，故本技术政策鼓励葡萄酒企业对酒石

进行回收综合利用。 

5. 企业应对废酒瓶、废包装材料等进行收集和综合利用。 

条文释义：对企业产生的废玻璃瓶、废包装材料等进行综合利用，能提高

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 

6. 鼓励葡萄酒生产聚集区建立配套的固体废物集中利用企业，开发环境友

好型、高附加值产品。 

条文释义：由于每个企业自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系统是不经济的，因此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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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在葡萄酒生产聚集区建立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企业，开发环境友好型、高附

加值产品，提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 

（四）噪声污染治理 

鼓励采用低噪声设备。企业应对设备采用隔振、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

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条文释义：葡萄酒与其他果类酒企业主要噪声源为气囊压榨机、除梗破碎

机、速冷机、制冷机、各种泵类、鼓风机、柴油发电机等设备，企业应对以上

设备采取隔振、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7.4 二次污染防治 

（一）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应收集和处理，达标排放，宜采

用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处理技术。 

条文释义：污水站产生的污泥、栅下物等，以及集水池、沉淀池等会有恶

臭气体排放，对周边的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应加强对污水站恶臭气体排放的

控制。有效的措施是：及时清运污泥、栅下物；对产生恶臭气体的构筑物如集

水池、沉淀池等加盖封闭，对废气进行收集和处理。常用的处理方法有：化学

吸收、生物过滤、吸附、电化学等。 

（二）废水厌氧生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宜回收利用。 

条文释义：废水厌氧生化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沼气。当沼气产生量较多时，

可将其用作燃料或发电，该类企业应对沼气进行回收利用。 

7.5 鼓励研发的污染防治技术 

（一） 鼓励研发葡萄酒微氧大罐贮存技术，减少橡木桶的使用量，缩短

葡萄酒的陈酿时间。 

条文释义：微氧技术是指在葡萄酒大罐陈酿期间，在不同时间连续通入

定量氧气，以满足葡萄酒在陈酿期间各种化学和物理反应对氧的需求，达到促

进葡萄酒的成熟和改善葡萄酒品质的目的。该技术在不改变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可显著提高葡萄酒企业的生产能力，实现节能降耗。 

（二）鼓励研发葡萄酒和白兰地的快速老熟技术，缩短贮存时间，降低资

源消耗水平。 

条文释义：快速老熟技术是指在保证葡萄酒质量的前提下，通过采取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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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措施缩短贮存时间，从而达到降低资源消耗水平，加速贮存设备周转的

目的。如高压静电场催陈技术、冷热处理催陈技术等。 

（三）鼓励开发新型无土过滤材料，减少硅藻土的使用量。 

条文释义：鼓励开发新型无土过滤材料，如 Crosspure（以下简称 CP）

CP 是对葡萄酒进行过滤和稳定处理的“二合一方案”助滤剂。它是由聚苯乙烯和

聚乙烯吡咯烷酮（PVPP）通过专利的复合工艺生产而成，作为一种可循环使用

的，代替硅藻土和 PVPP 的过滤助剂。其具有重复再生使用的特点，创造了绿

色酿造的新型过滤方式，杜绝了废硅藻土对环境的污染。 

（四）针对葡萄酒和其他果类酒原酒生产企业季节性强的特点，鼓励研发

高效适用的移动式污水处理设备，提高废水处理率和达标率。 

条文释义：葡萄酒和其他果类酒原酒生产季节性强、废水间歇排放是造成

该类企业废水处理设施运转率低的主要原因，因此鼓励研发高效适用的移动式

污水处理设备，提高废水处理率和达标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