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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２０４—２００８《饮料酒分类》。与ＧＢ／Ｔ１７２０４—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发酵酒的定义（见２．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

———修改了蒸馏酒的定义（见２．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

———修改了配制酒的定义（见２．１．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３）；

———增加了术语食用酿造酒精（见２．２）；

———增加了术语谷物食用酿造酒精（见２．２．１）；

———增加了术语薯类食用酿造酒精（２．２．２）；

———增加了术语糖蜜食用酿造酒精（２．２．３）；

———增加了术语其他食用酿造酒精（见２．２．４）；

———修改了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

———增加了术语清亮啤酒（见２．３．１）；

———修改了浑浊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５）；

———修改了生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１．２）；

———增加了术语上面发酵啤酒（见２．３．５）；

———增加了术语下面发酵啤酒（见２．３．６）；

———增加了术语混合发酵啤酒（见２．３．７）；

———修改了浓色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２．２）；

———修改了黑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１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２．３）；

———修改了冰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１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６）；

———增加了术语白啤酒（见２．３．１１．３）；

———增加了术语司陶特（世涛）啤酒（见２．３．１１．４）；

———增加了术语皮尔森（比尔森）啤酒（见２．３．１１．５）；

———增加了术语酸啤酒（见２．３．１１．６）；

———修改了低醇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１１．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２）；

———修改了无醇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１１．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３）；

———修改了小麦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１１．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４）；

———修改了果蔬汁型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１１．１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７）；

———修改了果蔬味型啤酒的定义（见２．３．１１．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７）；

———增加了术语工坊啤酒（见２．３．１１．１２）；

———删除了术语鲜啤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１．３）；

———删除了术语果蔬类啤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３．７）；

———修改了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

———增加了术语白葡萄酒（见２．４．１）；

———增加了术语桃红葡萄酒（见２．４．２）；

———增加了术语红葡萄酒（见２．４．３）；

———修改了半干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１．２）；

———修改了特种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

———增加了术语含气葡萄酒（见２．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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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起泡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２．２）；

———增加了术语自然起泡葡萄酒（见２．４．１１．１）；

———增加了术语超天然起泡葡萄酒（见２．４．１１．２）；

———增加了术语绝干起泡葡萄酒（见２．４．１１．４）；

———增加了术语干起泡葡萄酒（见２．４．１１．５）；

———增加了术语半干起泡葡萄酒（见２．４．１１．６）；

———增加了术语甜起泡葡萄酒（见２．４．１１．７）；

———修改了低泡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２．４）；

———修改了利口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１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１）；

———修改了冰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１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３）；

———增加了术语低度葡萄酒（见２．４．１６）；

———修改了贵腐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１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４）；

———修改了产膜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１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５）；

———修改了加香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１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６）；

———修改了脱醇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２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８）；

———修改了低醇葡萄酒的定义（见２．４．２０．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７）；

———增加了术语无醇葡萄酒（见２．４．２０．２）；

———增加了术语原生葡萄酒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４．２１）；

———删除了术语高泡葡萄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２．３）；

———删除了术语山葡萄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３．９）；

———修改果酒（发酵型）的定义（见２．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３）；

———增加果酒（配制型）定义（见２．６）；

———删除了果酒的命名规则（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３．１）；

———删除了果酒的种类（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３．２）；

———删除了术语果酒（浸泡型）（见２００８年版４．３．１．１）；

———修改了黄酒的定义（见２．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４）；

———修改了传统型黄酒的定义（见２．７．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４．３．１）；

———修改了清爽型黄酒的定义（见２．７．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４．３．２）；

———修改了特型黄酒的定义（见２．７．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４．３．３）；

———增加了术语红曲酒（见２．７．４）；

———增加了术语单一红曲酒（见２．７．４．１）；

———增加了术语特型红曲酒（见２．７．４．２）；

———增加了术语稻米黄酒（见２．７．９）；

———增加了术语非稻米黄酒（见２．７．１０）；

———修改了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

———修改了混合曲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１．４）；

———修改了固态法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２．１）；

———修改了液态法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６，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２．２）；

———修改了固液法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２．３）；

———修改了浓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１）；

———修改了清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２）；

———修改了米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３）；

———修改了凤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４）；

———修改了豉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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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芝麻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６）；

———修改了特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７）；

———增加了术语兼香型白酒（见２．１０．１５）；

———修改了浓酱兼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６，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８）；

———修改了老白干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９）；

———修改了酱香型白酒的定义（见２．１０．１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１．３．１０）；

———增加了术语董香型白酒（见２．１０．１９）；

———增加了术语馥郁香型白酒（见２．１０．２０）；

———增加了术语固态（半固态）法白酒原酒（见２．１０．２１）；

———增加了术语液态法白酒原酒（见２．１０．２２）；

———增加了术语固液法白酒原酒（见２．１０．２３）；

———增加了术语调香白酒（见２．１１）；

———修改了白兰地的定义（见２．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２）；

———修改了调配白兰地的定义（见２．１２．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３）；

———增加了术语风味白兰地（见２．１３）；

———增加了术语水果蒸馏酒（见２．１４）；

———修改了麦芽威士忌的定义（见２．１５．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３．１）；

———修改了谷物威士忌的定义（见２．１５．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３．２）；

———修改了调配威士忌的定义（见２．１５．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３．３）；

———增加了术语风味威士忌（见２．１６）；

———增加了术语风味伏特加（见２．１８）；

———修改了朗姆酒的定义（见２．１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５）；

———增加了术语风味朗姆酒（见２．２０）；

———修改了金酒的定义（见２．２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６）；

———增加了术语金酒（配制型）（见２．２２）；

———增加了术语龙舌兰酒（见２．２３）；

———增加了术语露酒（见２．２４）；

———删除术语植物类配制酒（植物类露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３．１）；

———删除了术语动物类配制酒（动物类露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３．２）；

———删除了术语动植物类配制酒（动植物类露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３．３）；

———删除了术语其他类配制酒（其他类露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３．４）；

———增加了饮料酒分类表（见第４章）；

———增加了饮料酒分类框架图（见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７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酒业协会、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中粮长城酒业有限公司、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酿酒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全厚、宋书玉、何勇、郭新光、邓波、孟镇、董建军、郑淼、张辉、何宏魁、吕志远、

宋玉梅、邹慧君、赵玉玲、钟舒洁、李记明、黄庭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２０４—１９９８、ＧＢ／Ｔ１７２０４—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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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酒术语和分类

１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饮料酒的术语、定义、分类原则和分类表。

本标准适用于饮料酒的生产加工、销售、科研、教学及其他相关领域。

２　术语和定义

２．１

饮料酒　犪犾犮狅犺狅犾犻犮犫犲狏犲狉犪犵犲狊

酒精度在０．５％ｖｏｌ以上的酒精饮料。

　　注１：包括各种发酵酒、蒸馏酒和配制酒。

　　注２：包括无醇啤酒和无醇葡萄酒。

２．１．１

发酵酒　犳犲狉犿犲狀狋犲犱犪犾犮狅犺狅犾犻犮犱狉犻狀犽

以粮谷、薯类、水果、乳类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或部分发酵酿制而成的饮料酒。

２．１．２

蒸馏酒　犱犻狊狋犻犾犾犲犱犪犾犮狅犺狅犾犻犮犱狉犻狀犽

以粮谷、薯类、水果、乳类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勾调而成的饮料酒。

２．１．３

配制酒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犪犾犮狅犺狅犾犻犮犫犲狏犲狉犪犵犲

以发酵酒、蒸馏酒、食用酒精等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进行调配、混合或再加

工制成的饮料酒。

２．２

食用酿造酒精　犲犱犻犫犾犲犪犾犮狅犺狅犾

食用酒精

以谷物、薯类、糖蜜或其他可食用农作物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精制而成的，供食品工业使用的

含水酒精。

２．２．１

谷物食用酿造酒精　犲犱犻犫犾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犿犪犱犲犳狉狅犿犵狉犪犻狀

以谷物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精制而成的，供食品工业使用的含水酒精。

２．２．２

薯类食用酿造酒精　犲犱犻犫犾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犿犪犱犲犳狉狅犿狔犪犿

以薯类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精制而成的，供食品工业使用的含水酒精。

２．２．３

糖蜜食用酿造酒精　犲犱犻犫犾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犿犪犱犲犳狉狅犿犿狅犾犪狊狊犲狊

以糖蜜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精制而成的，供食品工业使用的含水酒精。

２．２．４

其他食用酿造酒精　犲犱犻犫犾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犿犪犱犲犳狉狅犿狅狋犺犲狉犮狉狅狆狊

以除谷物、薯类、糖蜜之外的其他可食用农作物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精制而成的，供食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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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含水酒精。

２．３

啤酒　犫犲犲狉

以麦芽、水为主要原料，加啤酒花（包括啤酒花制品），经酵母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二氧化碳并可形

成泡沫的发酵酒。

　　注：包括无醇啤酒。

２．３．１

清亮啤酒　犾犻犿狆犻犱犫犲犲狉

浊度小于或等于２．０ＥＢＣ的啤酒。

２．３．２

浑浊啤酒　狋狌狉犫犻犱犫犲犲狉

浊度大于２．０ＥＢＣ的啤酒。

２．３．３

熟啤酒　狆犪狊狋犲狌狉犻狕犲犱犫犲犲狉

经过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的啤酒。

２．３．４

生啤酒　狀狅狀狆犪狊狋犲狌狉犻狕犲犱犫犲犲狉

不经过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达到一定生物稳定性的啤酒。

　　注：包括鲜啤酒。

２．３．５

上面发酵啤酒　狋狅狆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犲狉

艾尔啤酒　犪犾犲犫犲犲狉

使用上面啤酒酵母发酵的啤酒。

２．３．６

下面发酵啤酒　犫狅狋狋狅犿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犲狉

拉格啤酒　犾犪犵犲狉犫犲犲狉

使用下面啤酒酵母发酵的啤酒。

２．３．７

混合发酵啤酒　犿犻狓犲犱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犲狉

在酿造过程中，使用一种以上微生物混合发酵生产的啤酒。

２．３．８

淡色啤酒　犾犻犵犺狋犫犲犲狉

色度在２ＥＢＣ～１４ＥＢＣ的啤酒。

２．３．９

浓色啤酒　狊狋狉狅狀犵犫犲犲狉

色度在１５ＥＢＣ～６０ＥＢＣ的啤酒。

２．３．１０

黑啤酒　犫犾犪犮犽犫犲犲狉

色度大于或等于６１ＥＢＣ的啤酒。

２．３．１１

特种啤酒　狊狆犲犮犻犪犾犫犲犲狉

由于原辅材料、工艺的改变（或多种微生物使用），使之具有特殊风格的啤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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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１．１

干啤酒　犱狉狔犫犲犲狉

口味干爽的啤酒。

　　注：干啤酒的真正（实际）发酵度不低于７２％。

２．３．１１．２

冰啤酒　犻犮犲犫犲犲狉

经冰晶化工艺处理的啤酒。

　　注：冰啤酒的浊度小于或等于０．８ＥＢＣ。

２．３．１１．３

白啤酒　狑犺犻狋犲犫犲犲狉

使用小麦芽和／或小麦作为原料之一，经上面啤酒酵母发酵的具有丁香、酯香等风味的浑浊啤酒。

２．３．１１．４

司陶特（世涛）啤酒　狊狋狅狌狋犫犲犲狉

使用烘烤麦芽或烘烤大麦作为原料之一，经上面啤酒酵母发酵的酒精度较高的深色啤酒。

　　注：其酒精度不低于４．０％ｖｏｌ，苦味值不低于２０ＢＵ，色度在４０ＥＢＣ～１５０ＥＢＣ之间。

２．３．１１．５

皮尔森（比尔森）啤酒　狆犻犾狊狀犲狉犫犲犲狉

使用下面啤酒酵母发酵，具有特殊风味的啤酒。

　　注：其酒精度不低于４．０％ｖｏｌ，苦味值不低于２０ＢＵ，色度在４ＥＢＣ～２０ＥＢＣ之间。

２．３．１１．６

酸啤酒　狊狅狌狉犫犲犲狉

通常经乳酸菌发酵或自然发酵等酸化工艺处理的酸感明显的啤酒。

　　注：ｐＨ值不高于３．８。

２．３．１１．７

低醇啤酒　犾狅狑犪犾犮狅犺狅犾犫犲犲狉

酒精度为０．５％ｖｏｌ～２．５％ｖｏｌ的啤酒。

２．３．１１．８

无醇啤酒　狀狅狀犪犾犮狅犺狅犾犫犲犲狉

酒精度小于或等于０．５％ｖｏｌ的啤酒。

２．３．１１．９

小麦啤酒　狑犺犲犪狋犫犲犲狉

添加一定量的小麦芽和／或小麦酿制的啤酒。

　　注：小麦芽和小麦占麦芽量不小于３０％。

２．３．１１．１０

果蔬汁型啤酒　犳狉狌犻狋犪狀犱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犫犲犲狉

添加一定量的果蔬汁，具有其特征性理化指标和风味，并保持啤酒基本口味的啤酒。

２．３．１１．１１

果蔬味型啤酒　犳狉狌犻狋犪狀犱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犳犾犪狏狅狉犫犲犲狉

在保持啤酒基本口味的基础上，添加少量食用香精，具有相应的果蔬风味的啤酒。

２．３．１１．１２

工坊啤酒　犮狉犪犳狋犫犲犲狉

由小型啤酒生产线生产，且在酿造过程中，不添加与调整啤酒风味无关的物质，风味特点突出的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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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葡萄酒　狑犻狀犲狊

以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

２．４．１

白葡萄酒　狑犺犻狋犲狑犻狀犲狊

外观色泽近似无色或呈现微黄带绿、浅黄、禾秆黄、金黄色等颜色的葡萄酒。

２．４．２

桃红葡萄酒　狉狅狊犲狑犻狀犲狊

外观色泽近似桃红或呈现淡玫瑰红、浅红色等颜色的葡萄酒。

２．４．３

红葡萄酒　狉犲犱狑犻狀犲狊

外观色泽近似紫红或呈现深红、宝石红、红微带棕色、棕红色等颜色的葡萄酒。

２．４．４

干葡萄酒　犱狉狔狑犻狀犲狊

总糖小于或等于４．０ｇ／Ｌ的葡萄酒。或者总酸与总糖的差值小于或等于２．０ｇ／Ｌ时，总糖最高为

９．０ｇ／Ｌ的葡萄酒。

２．４．５

半干葡萄酒　狊犲犿犻犱狉狔狑犻狀犲狊

总糖大于干葡萄酒，最高为１２．０ｇ／Ｌ的葡萄酒。或者当总糖与总酸的差值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ｇ／Ｌ

时，总糖最高为１８．０ｇ／Ｌ的葡萄酒。

２．４．６

半甜葡萄酒　狊犲犿犻狊狑犲犲狋狑犻狀犲狊

总糖大于半干葡萄酒，最高为４５．０ｇ／Ｌ的葡萄酒。

２．４．７

甜葡萄酒　狊狑犲犲狋狑犻狀犲狊

总糖大于４５．０ｇ／Ｌ的葡萄酒。

　　注：当甜葡萄酒中的糖完全来源于葡萄原料时，可称为天然甜葡萄酒。

２．４．８

平静葡萄酒　狊狋犻犾犾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压力小于０．０５ＭＰａ的葡萄酒。

２．４．９

特种葡萄酒　狊狆犲犮犻犪犾狑犻狀犲狊

在种植、采摘或酿造工艺中使用特定方法酿制而成的葡萄酒。

２．４．１０

含气葡萄酒　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犮狅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压力等于或大于０．０５ＭＰａ的葡萄酒。

２．４．１１

起泡葡萄酒　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大于或等于０．３５ＭＰａ（对于容量小于２５０ｍＬ的瓶子

二氧化碳压力等于或大于０．３ＭＰａ）的含气葡萄酒。

２．４．１１．１

自然起泡葡萄酒　犫狉狌狋狀犪狋狌狉犲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总糖小于或等于３．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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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１．２

超天然起泡葡萄酒　犲狓狋狉犪犫狉狌狋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总糖为３．１ｇ／Ｌ～６．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３

天然起泡葡萄酒　犫狉狌狋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总糖为６．１ｇ／Ｌ～１２．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４

绝干起泡葡萄酒　犲狓狋狉犪犱狉狔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总糖为１２．１ｇ／Ｌ～１７．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５

干起泡葡萄酒　犱狉狔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总糖为１７．１ｇ／Ｌ～３２．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６

半干起泡葡萄酒　狊犲犿犻犱狉狔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总糖为３２．１ｇ／Ｌ～５０．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７

甜起泡葡萄酒　狊狑犲犲狋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总糖大于５０．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２

低泡葡萄酒　狊犲犿犻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在０．０５ＭＰａ～０．３４ＭＰａ（对于容量小于２５０ｍＬ的瓶

子二氧化碳在０．０５ＭＰａ～０．２９ＭＰａ）的含气葡萄酒。

２．４．１３

葡萄汽酒　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犱狑犻狀犲狊

酒中所含二氧化碳是部分或全部由人工添加的，具有同起泡葡萄酒类似物理特性的含气葡萄酒。

２．４．１４

利口葡萄酒　犾犻狇狌犲狌狉狑犻狀犲狊

在葡萄酒中，加入葡萄蒸馏酒、白兰地或食用酒精以及葡萄汁、浓缩葡萄汁、焦糖化葡萄汁、白砂糖

而制成的，所含酒精度为１５．０％ｖｏｌ～２２．０％ｖｏｌ的葡萄酒。

２．４．１５

冰葡萄酒　犻犮犲狑犻狀犲狊

当气温低于－７℃时，使葡萄在树枝上保持一定时间后采收，在结冰状态下压榨，发酵酿制而成的

葡萄酒（在生产过程中不允许外加糖源）。

２．４．１６

低度葡萄酒　犾狅狑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经中止发酵，获得酒精度小于７．０％ｖｏｌ的葡萄酒。

２．４．１７

贵腐葡萄酒　狀狅犫犾犲狑犻狀犲狊

在葡萄的成熟后期，葡萄果实感染了灰绿葡萄孢霉菌（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使果实的成分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用这种葡萄酿制而成的葡萄酒（在生产过程中不允许外加糖源）。

２．４．１８

产膜葡萄酒　犳犾狅狉狅狉犳犻犾犿狑犻狀犲狊

葡萄汁经过全部酒精发酵，在酒的自由表面产生一层典型的酵母膜后，加入葡萄白兰地、葡萄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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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或食用酒精，所含酒精度为１５．０％ｖｏｌ～２２．０％ｖｏｌ的葡萄酒。

２．４．１９

加香葡萄酒　犪狉狅犿犪狋犻狕犲犱狑犻狀犲狊

以葡萄酒为酒基，经浸泡芳香植物或加入芳香植物的提取物而制成的，具有浸泡植物或植物提取物

特征的葡萄酒。

　　注：芳香植物指根据相关规定可在食品加工中使用的具有芳香特征的植物。

２．４．２０

脱醇葡萄酒　犱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采用葡萄或葡萄汁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生成酒精度不低于７．０％ｖｏｌ的原酒，然后采用特种工

艺降低酒精度的葡萄酒。

２．４．２０．１

低醇葡萄酒　狆犪狉狋犾狔犱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酒精度为０．５％ｖｏｌ～７．０％ｖｏｌ的脱醇葡萄酒。

２．４．２０．２

无醇葡萄酒　狀狅狀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酒精度小于０．５％ｖｏｌ的脱醇葡萄酒。

２．４．２１

原生葡萄酒　狑犻狀犲狊狅犳犮犺犻狀犲狊犲狀犪狋犻狏犲狏犻狀犲

采用中国原生葡萄种，包括野生或人工种植的山葡萄、毛葡萄、刺葡萄、秋葡萄等中国起源的种及其

杂交品种的葡萄或葡萄汁经过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葡萄酒。

　　注：具体名称为山葡萄酒（犞犻狋犻狊犪犿狌狉犲狀狊犻狊ｗｉｎｅｓ）、毛葡萄酒（犞犻狋犻狊犺犲狔狀犲犪狀犪 ｗｉｎｅｓ）、刺葡萄酒（犞犻狋犻狊犱犪狏犻犱犻犻

ｗｉｎｅｓ）、秋葡萄酒（犞犻狋犻狊狉狅犿犪狀犲狋犻ｗｉｎｅｓ）等。

２．５

果酒　犳狉狌犻狋狑犻狀犲

果酒（发酵型）　犳犲狉犿犲狀狋犲犱犳狉狌犻狋狑犻狀犲狊

以水果或果汁（浆）为主要原料，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

２．６

果酒（配制型）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犳狉狌犻狋狑犻狀犲

以发酵酒、蒸馏酒、食用酒精等为酒基，加入水果进行浸泡和／或直接加入果汁，可添加食品添加剂，

经调配、加工而成的配制酒。

２．７

黄酒　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老酒

以稻米、黍米、小米、玉米、小麦、水等为主要原料，经加曲和／或部分酶制剂、酵母等糖化发酵剂酿制

而成的发酵酒。

２．７．１

传统型黄酒　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狋狔狆犲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以稻米、黍米、玉米、小米、小麦、水等为主要原料，经蒸煮、加酒曲、糖化、发酵、压榨、过滤、煎酒（除

菌）、贮存、勾调而成的黄酒。

２．７．２

清爽型黄酒　犾犻犵犺狋狋狔狆犲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以稻米、黍米、玉米、小米、小麦、水等为主要原料，经蒸煮、加入酒曲和／或部分酶制剂、酵母为糖化

发酵剂，经糖化、发酵、压榨、过滤、煎酒（除菌）、贮存、勾调而成的、口味清爽的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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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

特型黄酒　狊狆犲犮犻犪犾狋狔狆犲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由于原辅料和（或）工艺有所改变，具有特殊风味且不改变黄酒风格的酒。

２．７．４

红曲酒　犺狅狀犵狇狌犼犻狌

以稻米和／或其他淀粉质原料、水为主要原料，以红曲为主要糖化发酵剂酿制而成的发酵酒。

２．７．４．１

单一红曲酒　狆狌狉犲犺狅狀犵狇狌犼犻狌

本色红曲酒

以稻米、水为主要原料，仅以红曲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固液分离（压榨、过滤）、杀菌

（煮酒）、贮存、勾兑，不添加非自身发酵物质的红曲酒。

２．７．４．２

特型红曲酒　狊狆犲犮犻犪犾狋狔狆犲犺狅狀犵狇狌犼犻狌

由于原辅料和／或工艺有所改变，具有特殊风味且不改变红曲酒风格的，或以含有功能性红曲米

（粉）的红曲为主要糖化剂的红曲酒。

２．７．５

干黄酒　犱狉狔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总糖含量小于或等于１５．０ｇ／Ｌ的黄酒。

２．７．６

半干黄酒　狊犲犿犻犱狉狔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总糖含量在１５．１ｇ／Ｌ～４０．０ｇ／Ｌ的黄酒。

２．７．７

半甜黄酒　狊犲犿犻狊狑犲犲狋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总糖含量在４０．１ｇ／Ｌ～１００．０ｇ／Ｌ的黄酒。

２．７．８

甜黄酒　狊狑犲犲狋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总糖含量大于１００．０ｇ／Ｌ的黄酒。

２．７．９

稻米黄酒　狉犻犮犲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以稻米为主要原料酿制而成的黄酒。

２．７．１０

非稻米黄酒　狀狅狀狉犻犮犲犺狌犪狀犵犼犻狌

以除稻米外其他粮谷类为主要原料酿制而成的黄酒。

２．８

奶酒（发酵型）　犿犻犾犽狑犻狀犲

以牛奶、乳清或乳清粉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过滤、杀菌等工艺酿制而成的发酵酒。

　　注：奶酒指牛奶酒，如以马奶或羊奶为主要原料发酵酿制而成的，可称为马奶酒或羊奶酒。

２．９

奶酒（蒸馏型）　犿犻犾犽狊狆犻狉犻狋

以牛奶、乳清或乳清粉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等工艺酿制而成的蒸馏酒。

２．１０

白酒　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麸曲、酶制剂及酵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

陈酿、勾调而成的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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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１

大曲酒　犱犪狇狌犫犪犻犼犻狌

以大曲为糖化发酵剂酿制而成的白酒。

２．１０．２

小曲酒　狓犻犪狅狇狌犫犪犻犼犻狌

以小曲为糖化发酵剂酿制而成的白酒。

２．１０．３

麸曲酒　犳狌狇狌犫犪犻犼犻狌

以麸曲为糖化剂，加酒母发酵酿制而成的白酒。

２．１０．４

混合曲酒　犿犻狓犲犱狇狌犫犪犻犼犻狌

以大曲、小曲、麸曲等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糖化发酵剂酿制而成的白酒，或以糖化酶为糖化剂，加酿

酒酵母等发酵酿制而成的白酒。

２．１０．５

固态法白酒　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以大曲、小曲、麸曲等为糖化发酵剂，采用固态或半固态糖化、发酵、蒸馏，经陈酿、勾

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本品固有风格特征

的白酒。

２．１０．６

液态法白酒　犾犻狇狌犻犱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液态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可添加以粮谷为原料酿造的食用酒精，不直

接或间接添加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精制加工而成的白酒。

２．１０．７

固液法白酒　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犪狀犱犾犻狇狌犻犱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犪犻犼犻狌

以液态法白酒或以粮谷为原料酿造的食用酒精为基酒，利用固态发酵酒醅或特制香醅串蒸或浸蒸，

或直接与固态法白酒按一定比例调配而成，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

有本品固有风格的白酒。

２．１０．８

浓香型白酒　狀狅狀犵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浓香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泥窖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

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的白酒。

２．１０．９

清香型白酒　狇犻狀犵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大曲、小曲、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缸、池等容器固态发酵，固态蒸馏、

陈酿、勾调而成，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的白酒。

２．１０．１０

米香型白酒　犿犻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大米等为原料，采用小曲为糖化发酵剂，经半固态法发酵、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

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的白酒。

２．１０．１１

凤香型白酒　犳犲狀犵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酒海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

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的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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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１２

豉香型白酒　犮犺犻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大米或预碎的大米为原料，经蒸煮，用大酒饼作为主要糖化发酵剂，采用边糖化边发酵的工艺，经

蒸馏、陈肉酝浸、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

豉香特点的白酒。

２．１０．１３

芝麻香型白酒　狕犺犻犿犪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主要原料，或配以麸皮，以大曲、麸曲等为糖化发酵剂，经堆积、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

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芝麻香型风格的

白酒。

２．１０．１４

特香型白酒　狋犲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大米为主要原料，以面粉、麦麸和酒糟培制的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红褚条石窖池固态发酵，固态

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的白酒。

２．１０．１５

兼香型白酒　犼犻犪狀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一种或多种曲为糖化发酵剂，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而成（或分型固

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

物质，具有兼香风格的白酒。

２．１０．１６

浓酱兼香型白酒　狀狅狀犵犼犻犪狀犵犼犻犪狀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一种或多种曲为糖化发酵剂，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而成（或分型固

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

物质，具有浓香兼酱香风格的白酒。

２．１０．１７

老白干香型白酒　犾犪狅犫犪犻犵犪狀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中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以地缸等为发酵容器，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

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的白酒。

２．１０．１８

酱香型白酒　犼犻犪狀犵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

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酱香特征风格的白酒。

２．１０．１９

董香型白酒　犱狅狀犵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高粱、小麦、大米等为主要原料，按添加中药材的传统工艺制作大曲、小曲，用固态法大窖、小窖发

酵，经串香蒸馏、长期储存、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

物质，具有董香型风格的白酒。

２．１０．２０

馥郁香型白酒　犳狌狔狌狓犻犪狀犵狓犻狀犵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小曲和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泥窖固态发酵、清蒸混入、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

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前浓中清后酱独特风格的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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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２１

固态（半固态）法白酒原酒　犮狉狌犱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以大曲、小曲或麸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固态 （或半固态）糖化、发酵、蒸馏而成，不

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本品固有风格特征的白酒基酒

或白酒调味酒。

２．１０．２２

液态法白酒原酒　犮狉狌犱犲犾犻狇狌犻犱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犪犻犼犻狌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液态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可添加以粮谷为原料酿造的食用酒精，不直

接或间接添加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的白酒基酒。

２．１０．２３

固液法白酒原酒　犮狉狌犱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犪狀犱犾犻狇狌犻犱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犪犻犼犻狌

在固态发酵酒醅或特制香醅中加入液态法白酒或以粮谷为原料酿造的食用酒精，经串蒸或浸蒸得

到的，不添加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本品固有风格的白酒基酒。

２．１１

调香白酒　犳犾犪狏狅狉犲犱犫犪犻犼犻狌

以固态法白酒、液态法白酒、固液法白酒或食用酒精为酒基，添加食品添加剂调配而成，具有白酒风

格的饮料酒。

２．１２

白兰地　犫狉犪狀犱狔

以水果或果汁（浆）为原料，经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而成的蒸馏酒。

　　注：以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的产品可简称为白兰地，以其他水果为为原料，产品名称冠以水果名称。

２．１２．１

葡萄原汁白兰地　犫狉犪狀犱狔犿犪犱犲犳狉狅犿犵狉犪狆犲犼狌犻犮犲

以葡萄汁、浆为原料，经发酵、蒸馏、在橡木桶中陈酿、调配而成的白兰地。

２．１２．２

葡萄皮渣白兰地　犫狉犪狀犱狔犿犪犱犲犳狉狅犿犵狉犪狆犲犿犪狉犮

以发酵后的葡萄皮渣为原料，经蒸馏、在橡木桶中陈酿、调配而成的白兰地。

２．１２．３

调配白兰地　犫犾犲狀犱犲犱犫狉犪狀犱狔

以水果蒸馏酒和食用酒精为酒基，经陈酿、调配而成的白兰地。

２．１３

风味白兰地　犳犾犪狏狅狉犲犱犫狉犪狀犱狔

以白兰地为酒基，添加天然风味物质，可加糖或不加糖调配而成的饮料酒。

２．１４

水果蒸馏酒　犳狉狌犻狋狊狆犻狉犻狋

以水果或果汁（浆）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而成的蒸馏酒。

　　注：产品名称冠以水果名称。

２．１５

威士忌　狑犺犻狊犽狔

以谷物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而成的蒸馏酒。

２．１５．１

麦芽威士忌　犿犪犾狋狑犺犻狊犽狔

以大麦麦芽为主要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并在橡木桶中陈酿的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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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２

谷物威士忌　犵狉犪犻狀狑犺犻狊犽狔

以除大麦以外的其他谷物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经或不经橡木桶陈酿的威士忌。

　　注：其他谷物如黑麦、小麦、玉米、青稞、燕麦、高粱等。

２．１５．３

调配威士忌　犫犾犲狀犱犲犱狑犺犻狊犽狔

以麦芽威士忌和谷物威士忌按一定比例混合、调配而成的威士忌。

２．１６

风味威士忌　犳犾犪狏狅狉犲犱狑犺犻狊犽狔

以威士忌为酒基，添加天然风味物质，可加糖或不加糖调配而成的饮料酒。

２．１７

伏特加　狏狅犱犽犪

俄得克

以谷物、薯类、糖蜜及其他可食用农作物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制成食用酒精，再经过特殊工艺精

制加工而成的蒸馏酒。

２．１８

风味伏特加　犳犾犪狏狅狉犲犱狏狅犱犽犪

以伏特加为酒基，添加天然风味物质，可加糖或不加糖调配而成的饮料酒。

２．１９

朗姆酒　狉狌犿

以甘蔗汁、甘蔗糖蜜、甘蔗糖浆或其他甘蔗加工产物为原料，经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而成的蒸馏酒。

　　注：生产过程中未添加食用酒精。

２．２０

风味朗姆酒　犳犾犪狏狅狉犲犱狉狌犿

以朗姆酒为酒基，添加天然风味物质，可加糖或不加糖调配而成的饮料酒。

２．２１

金酒　犱犻狊狋犻犾犾犲犱犵犻狀

杜松子酒　犼狌狀犻狆犲狉犳犾犪狏狅狉犲犱狊狆犻狉犻狋犱狉犻狀犽狊

以粮谷等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用包括杜松子在内的植物香源浸提或串香复蒸馏

制成的蒸馏酒。

２．２２

金酒（配制型）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犵犻狀

杜松子酒（配制型）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犼狌狀犻狆犲狉犳犾犪狏狅狉犲犱狊狆犻狉犻狋犱狉犻狀犽狊

以粮谷等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或直接以食用酒精为酒基，提取和／或添加从包括

杜松子在内的植物香源获取的风味物质，可用食品添加剂调配而成的配制酒。

２．２３

龙舌兰酒　犪犵犪狏犲狊狆犻狉犻狋

以龙舌兰为原料，经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而成的蒸馏酒。

２．２４

露酒　犾狌犼犻狌

以黄酒、白酒为酒基，加入可食用或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或符合相关规定）的物质，经浸

提和／或复蒸馏等工艺或直接加入从辅料中提取的有用成分，制成的具有特定风格的饮料酒。

　　注１：酒基不包括调香白酒。

　　注２：酒基中可加入少量以粮谷为原料制成的其他发酵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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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类原则

根据不同原料、生产工艺和产品特性进行分类，饮料酒分类框架图参见附录Ａ。

４　产品分类表

饮料酒产品分类表见表１。

表１　饮料酒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五级分类

发酵酒 啤酒

按浊度分类

按杀菌工艺分类

按酵母类型分类

按啤色度分类

按产品特性分类

清亮啤酒

浑浊啤酒

熟啤酒

生啤酒

上面发酵啤酒

艾尔啤酒

下面发酵啤酒

拉格啤酒

混合发酵啤酒

淡色啤酒

浓色啤酒

黑啤酒

特种啤酒

— —

— —

— —

— —

— —

— —

— —

— —

— —

— —

干啤酒 —

冰啤酒 —

白啤酒 —

司陶特（世涛）

啤酒
—

皮尔森（比尔森）

啤酒
—

酸啤酒 —

黑啤酒

低醇啤酒 —

无醇啤酒 —

小麦啤酒 —

果蔬汁型啤酒 —

果蔬味型啤酒 —

工坊啤酒 —

其他特种啤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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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五级分类

发酵酒 葡萄酒

按色泽分类

按二氧化碳含量（以压力表示）

分类

按酒中含糖量分类

按酒精度分类

按产品特性分类

白葡萄酒

桃红葡萄酒

红葡萄酒

平静葡萄酒

含气葡萄酒

干葡萄酒

半干葡萄酒

半甜葡萄酒

甜葡萄酒

自然起泡葡萄酒

超天 然 起 泡 葡

萄酒

天然起泡葡萄酒

绝干起泡葡萄酒

干起泡葡萄酒

半干起泡葡萄酒

甜起泡葡萄酒

葡萄酒

低度葡萄酒

特种葡萄酒

— —

— —

— —

— —

起泡葡萄酒 —

低泡葡萄酒 —

葡萄汽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含气葡萄酒 —

冰葡萄酒 —

低度葡萄酒 —

贵腐葡萄酒 —

产膜葡萄酒 —

利口葡萄酒 —

加香葡萄酒 —

脱醇葡萄酒

低醇葡

萄酒

无醇葡

萄酒

原生葡萄酒 —

其他特种葡萄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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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五级分类

发酵酒

黄酒

果酒

奶酒（发酵型）

其他发酵酒

按产品风格分类

传统型黄酒

清爽型黄酒

特型黄酒

红曲酒

按照含糖量分类

干黄酒

半干黄酒

半甜黄酒

甜黄酒

按原料分类
稻米黄酒

非稻米黄酒

—

—

—

— —

— —

— —

单一红曲酒

本色红曲酒
—

特型红曲酒 —

— —

— —

— —

— —

— —

— —

— —

— —

— —

蒸馏酒 白酒

按糖化发酵剂分类

按生产工艺分类

按香型分类

大曲酒

小曲酒

麸曲酒

混合曲酒

固态法白酒

液态法白酒

固液法白酒

调香白酒

浓香型白酒

清香型白酒

米香型白酒

凤香型白酒

豉香型白酒

芝麻香型白酒

特香型白酒

兼香型白酒

老白干香型白酒

酱香型白酒

董香型白酒

馥郁香型白酒

其他香型白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浓酱兼香型白酒 —

其他兼香型白酒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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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五级分类

蒸馏酒

白兰地

威士忌

伏特加／俄得克

朗姆酒

金酒

杜松子酒

龙舌兰酒

奶酒（蒸馏型）

水果蒸馏酒

其他蒸馏酒

按原料分类
葡萄白兰地

水果白兰地

按生产工艺分类

白兰地

调配白兰地

风味白兰地

按原料分类
麦芽威士忌

谷物威士忌

按生产工艺分类

威士忌

调配威士忌

风味威士忌

按生产工艺分类
伏特加

风味伏特加

按生产工艺分类
朗姆酒

风味朗姆酒

—

—

—

—

—

葡萄原汁白兰地 —

葡萄皮渣白兰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配制酒

按

产

品

特

性

分

类

露酒 — — —

果蔬汁型啤酒 — — —

果蔬味型啤酒 — — —

利口葡萄酒 — — —

加香葡萄酒 — — —

果酒（配制型） — — —

调香白酒 — — —

风味威士忌 — — —

风味白兰地 — — —

风味伏特加 — — —

风味朗姆酒 — — —

金酒（配制型）

杜松子酒（配制型）
— — —

调配白兰地 — — —

其他配制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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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饮料酒分类框架图

　　饮料酒、啤酒、葡萄酒、黄酒、白酒、白兰地、威士忌、配制酒分类框架图分别见图Ａ．１～图Ａ．８。

图犃．１　饮料酒分类框架图

图犃．２　啤酒分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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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３　葡萄酒分类框架图

图犃．４　黄酒分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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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５　白酒分类框架图

图犃．６　白兰地分类框架图 图犃．７　威士忌分类框架图

图犃．８　配制酒分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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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汉语拼音索引

犃

艾尔啤酒 ２．３．５……………………………………

犅

白酒 ２．１０…………………………………………

白兰地 ２．１２………………………………………

白啤酒 ２．３．１１．３……………………………………

白葡萄酒 ２．４．１……………………………………

半干黄酒 ２．７．６……………………………………

半干葡萄酒 ２．４．５…………………………………

半干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６…………………………

半甜黄酒 ２．７．７……………………………………

半甜葡萄酒 ２．４．６…………………………………

本色红曲酒 ２．７．４．１………………………………

冰啤酒 ２．３．１１．２……………………………………

冰葡萄酒 ２．４．１５…………………………………

犆

产膜葡萄酒 ２．４．１８………………………………

超天然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２………………………

豉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２………………………………

传统型黄酒 ２．７．１…………………………………

犇

大曲酒 ２．１０．１……………………………………

单一红曲酒 ２．７．４．１………………………………

淡色啤酒 ２．３．８……………………………………

稻米黄酒 ２．７．９……………………………………

低醇啤酒 ２．３．１１．７…………………………………

低醇葡萄酒 ２．４．２０．１………………………………

低度葡萄酒 ２．４．１６………………………………

低泡葡萄酒 ２．４．１２………………………………

董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９………………………………

杜松子酒 ２．２１……………………………………

杜松子酒（配制型） ２．２２…………………………

犈

俄得克 ２．１７………………………………………

犉

发酵酒 ２．１．１………………………………………

非稻米黄酒 ２．７．１０………………………………

风味白兰地 ２．１３…………………………………

风味伏特加 ２．１８…………………………………

风味朗姆酒 ２．２０…………………………………

风味威士忌 ２．１６…………………………………

凤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１………………………………

麸曲酒 ２．１０．３……………………………………

伏特加 ２．１７………………………………………

馥郁香型白酒 ２．１０．２０……………………………

犌

干黄酒 ２．７．５………………………………………

干啤酒 ２．３．１１．１……………………………………

干葡萄酒 ２．４．４……………………………………

干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５……………………………

工坊啤酒 ２．３．１１．１２………………………………

谷物食用酿造酒精 ２．２．１…………………………

谷物威士忌 ２．１５．２………………………………

固态（半固态）法白酒原酒 ２．１０．２１………………

固态法白酒 ２．１０．５………………………………

固液法白酒 ２．１０．７………………………………

固液法白酒原酒 ２．１０．２３…………………………

贵腐葡萄酒 ２．４．１７………………………………

果酒 ２．５……………………………………………

果酒（发酵型） ２．５…………………………………

果酒（配制型） ２．６…………………………………

果蔬味型啤酒 ２．３．１１．１１…………………………

果蔬汁型啤酒 ２．３．１１．１０…………………………

犎

含气葡萄酒 ２．４．１０………………………………

黑啤酒 ２．３．１０……………………………………

９１

犌犅／犜１７２０４—２０１×



红葡萄酒 ２．４．３……………………………………

红曲酒 ２．７．４………………………………………

黄酒 ２．７……………………………………………

浑浊啤酒 ２．３．２……………………………………

混合发酵啤酒 ２．３．７………………………………

混合曲酒 ２．１０．４…………………………………

犑

加香葡萄酒 ２．４．１９………………………………

兼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５………………………………

酱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８………………………………

金酒 ２．２１…………………………………………

金酒（配制型） ２．２２………………………………

绝干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４…………………………

犔

拉格啤酒 ２．３．６……………………………………

朗姆酒 ２．１９………………………………………

老白干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７…………………………

老酒 ２．７……………………………………………

利口葡萄酒 ２．４．１４………………………………

龙舌兰酒 ２．２３……………………………………

露酒 ２．２４…………………………………………

犕

麦芽威士忌 ２．１５．１………………………………

米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０………………………………

犖

奶酒（发酵型） ２．８…………………………………

奶酒（蒸馏型） ２．９…………………………………

浓酱兼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６…………………………

浓色啤酒 ２．３．９……………………………………

浓香型白酒 ２．１０．８………………………………

犘

配制酒 ２．１．３………………………………………

皮尔森（比尔森）啤酒 ２．３．１１．５……………………

啤酒 ２．３……………………………………………

平静葡萄酒 ２．４．８…………………………………

葡萄酒 ２．４…………………………………………

葡萄皮渣白兰地 ２．１２．２…………………………

葡萄汽酒 ２．４．１３…………………………………

葡萄原汁白兰地 ２．１２．１…………………………

犙

其他食用酿造酒精 ２．２．４…………………………

起泡葡萄酒 ２．４．１１………………………………

清亮啤酒 ２．３．１……………………………………

清爽型黄酒 ２．７．２…………………………………

清香型白酒 ２．１０．９………………………………

犛

上面发酵啤酒 ２．３．５………………………………

生啤酒 ２．３．４………………………………………

食用酒精 ２．２………………………………………

食用酿造酒精 ２．２…………………………………

熟啤酒 ２．３．３………………………………………

薯类食用酿造酒精 ２．２．２…………………………

水果蒸馏酒 ２．１４…………………………………

司陶特（世涛）啤酒 ２．３．１１．４………………………

酸啤酒 ２．３．１１．６……………………………………

犜

糖蜜食用酿造酒精 ２．２．３…………………………

桃红葡萄酒 ２．４．２…………………………………

特香型白酒 ２．１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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