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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酒的分类

一位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说，中国的文明史，几乎是蘸着酒写成的。虽然有失偏
颇，却言有所指。的确，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既似一首抒情诗,又如一幅泼墨画，
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中，激奋欢歌，忘情挥洒。中国酒无论口感，还是工艺，皆与
世界其它地区相异，体现了独有的民族风格，不愧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奇葩[1]。
地球上最早的酒，应该是落地的野果自然发酵而成的。所以，酒的出现，不是人
类的发明，而是天工的造化。
人工酿酒的先决条件是陶器的制造，因此，大约在6000年前，中国就开始人工酿
酒了。在尧时，酒已流行于社会，“千钟”二字，则标志着这是初级的果酒。《史记》
记载：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这是以粮食酿酒的发端。自夏之后，经商周，历秦汉，
以至于唐宋，皆是以果粮蒸煮，加曲发酵，压榨而后酒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又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
近时，惟恐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
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这段话的核心是说酿酒的程序，由原来的蒸煮、曲酵、压榨，
改为蒸煮、曲酵、蒸馏。这一生产模式，已和现代的基本相同了。清代乾隆年间，直
隶宣化对酿酒户征收烧锅税，标志着酒业的兴旺发达。
自古及今，酒一直陪伴着历史兴亡的脚步前进。孔尚在《桃花扇》中写道：眼看
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兴也有酒，亡也有酒”。酒的确可谓经盛衰而无废，历百
代而作珍。
中国酒文化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底蕴博大精深，妙不可言，
世代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
成礼。不仅如此，酒的作用还包括：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因醉酒而获得
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李
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苏轼《和陶
渊明〈饮酒〉》中：“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
俯拾皆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圣吴
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
“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所以，酒既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一种产物，又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一种标志。酒行为往往
是人们精神文明的反映与表征。
酒为果粮酿造之精华，其性味功效大同小异。一般而论，酒性温而味辛，温者能
祛寒，辛者能发散，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蠲痹散结、温阳祛寒，能疏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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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宣情畅意。酒是一种优良的能源，每克酒能释放7.1千卡热能，远高于糖类（4.1
千卡/克）。适量饮酒还能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固醇的含量，同时又可减少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含量，从而减少了由于脂肪沉积而引起动脉硬化的机会，对预防心血疾
病的发生有一定作用。明代李时珍对酒的精辟论述：“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
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
中国酒品种繁多，按酿造工艺分，可分为酿造酒，蒸馏酒，配制酒。按商业习惯
划分又为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果露酒五大酒种。若再按酒精含量不同分，还
可分为高度酒（40 度以上）、中度酒（20-40 度）和低度酒（20 度以下）。每一酒种因
其材料、生产工艺、成分、产品风格不同，又可划分为多种类型。下面按商业习惯划
分。
1. 白酒
白酒是一种高浓度的酒精饮料，是用谷物或薯类为原料酿造的。它同果酒、黄
酒的生产工艺不同，是用蒸馏法制造的，其酒精含量多在 38～60%之间。
我国的白酒是世界著名的六大蒸馏酒之一，它的独特工艺是千百年来我国劳动
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其技艺精湛，品类繁多。有以茅台为代表的酱
香型白酒，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以泸州老窖为代表的浓香型白酒等等，形
成了独具特色、香型各异的白酒家族，深受人民喜爱，有着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3]。
白酒很讲究色、香、味，即清澈透明，醇香诱人，香型独具。酱香型酒的特点是醇香
馥郁，香气幽美，回味绵长；清香型酒的特点是清香纯正，醇香柔和，余味爽净；浓香型
酒的特点则是“香、甜、浓、净”四绝，芳香浓郁，回味余长。
2. 黄酒
黄酒,因其颜色而名之，又称老酒，是一种低度酒，酒精含量一般在 15~20 % 之
间。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黄酒
源于中国，迄今也有 3000 多年历史。黄酒的酿造技艺非常复杂，有浸米、蒸饭、摊
饭、落缸、发酵、开耙、灌坛、煎酒等过十道工序。黄酒也是用谷物酿造的。它与白
酒的酿造方法完全不同，是采用压滤工艺生产的，因而较好地保留了发酵过程中产生
的葡萄糖、糊精、甘油、矿物质、醋酸、醛，酯等。据分析，黄酒可提供给人们的热
量比啤酒和葡萄酒都高得多。黄酒中含有十多种氨基酸，大多数氨基酸是人体不能合
成的而且是人体必需的。据测定，每升黄酒中的赖氨酸的含量，在中外各种营养酒
类中最丰富，所以人们把黄酒誉为“液体蛋糕 ”。还由于黄酒酒精含量远远低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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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等蒸馏酒，不但营养丰富，且具补血气、助运化、舒筋活血、健脾补胃、祛风寒的
功能，所以医学上被广泛用于治病制药[3]。

3. 啤酒
啤酒是采用发芽的谷物作原料，经磨碎糖化、发酵等工序制得。按现行国家产品
标准规定，啤酒的定义是：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加酒花，经酵母发酵酿制而成
的，含有二氧化碳、起泡的低酒精度饮料。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于啤酒的酒精饮料，
古人称之为醴。大约在汉代后，醴被酒曲酿造的黄酒淘汰。
啤酒是外文的译音。清代末期，国外啤酒生产技术开始引入中国。中国建立最早
的啤酒厂是俄国人在哈尔滨八王子建立的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清末的啤酒厂基本
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直到 1915 年，才先后在北京建立了由中国人投资的双合盛啤
酒厂及广东五羊啤酒厂。直到 1949 年，中国也总共只有七八家啤酒厂，且绝大多数
由外国人所控制，酒花和麦芽基本上从国外进口，啤酒的销售对象也主要是在华的外
国商人及军队，还有一部分是中国所谓的“上层社会”的人士。1949 年，全国的啤酒
产量仅达到七千余吨，还不足目前一个小啤酒厂的年产量[3]。
啤酒是含酒精度数最低的一种酒，酒精含量只有 3~5%之间，又有丰富的营养成
分，除水和碳水化合物外，还含有酒花、蛋白质、二氧化碳、丰富的氨基酸、钙、磷和维
生素等。据测定，一公升 12 度啤酒(按啤酒瓶上所标的这种度数不是酒精度数，而是特
指啤酒液中原麦汁重量的百分数，也就是糖度)相当于 770 克牛奶或 210 克面包的营
养。因此，啤酒又素有“液体面包”之美誉。还因为啤酒花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使啤酒兼
备了特殊香气和爽口的苦味，因而有了健胃、利尿和镇静的医药功效，而啤酒中所含的
二氧化碳，使啤酒有了消暑散热之功能。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啤酒生产大国[4]。
4. 果酒
果酒传统的定义是：以水果类果实为原料，经发酵制成的酒精性饮料，酒精度在
14-18 度之间。广义的果酒包括果实发酵酒、果实配制酒、果实蒸馏酒。果实配制酒
是以果实作天然香料的一大类配制酒。传统天然香料有香草、香花、果实、芳香植物
的根、茎、叶及一些药料等。具自然的香味，多数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或其他营养物
质。果实蒸馏酒是水果原料经发酵、蒸馏而成的一类酒。如苹果白兰地、樱桃白兰地
等。酒度 40-50 度。有刺激性小，饮后有余香等独特风味。
果酒较好地保留了鲜果实中的各种营养成分，含有醇、酸、糖、酯类、矿物质、
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因此，适量饮用，非常有益于健康。不仅能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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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开胃和助消化，而且对心血管病、贫血、低血压、神经衰弱等症均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果酒酒精含量较低，一般在 7~18%之间[5]。
5. 露酒
露酒是指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
进行调配、混合或再加工制成的、已改变了其原酒基风格的饮料酒。按添加物来源分
为植物类露酒、动物类露酒、动植物类露酒等[6]。
露酒具有色泽多彩悦目,酒精含量居中,风味多样，营养更为丰富的特点，深受人
们的喜爱。

第二节 养生保健果酒概述
1. 果酒的概念
1.1 果酒的定义
果酒是以新鲜水果或果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一定酒
精度的发酵酒。即将含有一定糖分和水分的果实，经过破碎、压榨取汁、发酵或者
浸泡等工艺精心酿制而成的各种低度饮料酒[7]。
在我国，习惯以原料果实名称来命名果酒，如葡萄酒、猕猴桃酒、苹果酒等。
而在国外，多数人认为只有葡萄榨汁发酵以后的溶液，才能称做酒，其他果实发酵
的酒则名称各异，如苹果酒叫 Cider，梨酒叫 perry。
果酒的酒度以果酒中乙醇的体积分数计，例如某葡萄酒的酒度为 12%，含义为
在 100mL 温度为 20℃的葡萄酒中含有 12mL 纯乙醇。
1.2 果酒的分类及其特点
1.2.1 果酒的分类
按酿造方法可分为以下三种[8]：
（1）果实发酵酒：是用果汁或果浆直接发酵酿制而成的低度酒。
（2）果实蒸馏酒：是将果实经过酒精发酵后，通过蒸馏提取其酒精成分及挥发性的
芳香物质而制得的。果实蒸馏酒的生产方法有液体蒸馏和固体发酵物蒸馏两种。液体
蒸馏法是以发酵结束后的果酒作原料，置于蒸馏器中蒸馏；固体发酵物蒸馏是用含糖
分或淀粉的果实连同果皮、果心、果渣等直接发酵经蒸馏而成。
（3）果实配制酒：用果实发酵酒或蒸馏酒的一种，加入其它配料配制而成的果酒
均称配制酒，其种类很多，按配制方法又可分为再制酒和配制酒。再制酒是以某一种
4

果实发酵酒为原料加入植物香料或其它成分再制而成。配制酒是以某种蒸馏酒为原料
加入果汁或果实、果皮、药材、鲜花等浸出汁配制而成。
依果酒中含糖多少可分为以下四类[7]：
（1）干果酒：含糖 0.4g/100ml 以下。
（2）半干果酒：含糖 0.4-1.2g/100ml。
（3）半甜果酒：含糖 1.2-5g/100ml。
（4）甜果酒：含糖 5g/100ml 以上。
1.2.2 果酒的特点
所谓果酒，是将含有一定糖分和水分的果实，经过破碎、压榨取汁、发酵或者浸
泡等工艺精心酿制而成的各种低度饮料酒，酒度一般在 12 %Vol 左右，主要成分除乙
醇外，还有糖、有机酸、酯类及维生素等。果酒具有低酒度、高营养、益脑健身等特
点，可促进血液循环和机体的新陈代谢，控制体内胆固醇水平，改善心脑血管功能，
同时具有利尿，激发肝功能和抗衰老的功效。果酒含有大量的多酚，能起到抑制脂肪
在人体中堆积的作用。

2. 酿造果酒的果实原料
果酒是世界上最早的饮料酒之一。它以芳香甜美的味道，玫瑰般迷人的颜色以及
回味悠长的气味，在世界各类酒中占据着十分显赫的位置。其产量在世界饮料酒中仅
次于啤酒列第二位，是最健康，最卫生的饮料，也一直是饮料酒中优先发展的品种之
一。在果酒中，葡萄酒为世界第一大水果酒，其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均居酒类的第
一位。其次为苹果酒,在世界果酒中排名第二。
我国地域辽阔，地跨寒、温、热三带，南起曾母喑沙，北至漠河附近的黑龙江，
西至帕米尔高原，东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处。因此有不同的果树分布其间，是世
界果树原产中心之一。我国用作以酿造果酒的原料十分丰富,葡萄、苹果、柑橘、枣、
梨、青梅、杨梅、柿子、桃、杏、山楂、草莓、石榴、猕猴桃、沙棘、樱桃、哈密瓜、
西瓜、枇杷、橄榄、龙眼、菠萝、刺梨、荔枝等都可酿制果酒[2]。
2.1 可用作酿制果酒的果品原料[2]
核果类：桃、李、杏、梅、樱桃等，杨梅和橄榄、核桃不列入此类
仁果类：属蔷薇科。如梨、苹果、花红、山楂等果实。枇杷列入亚热带果树类。
柑果类：属芸香科。如柑、桔、橙、柚、柠檬、金柑等。
浆果类：葡萄、猕猴桃、无花果、人心果、杨桃、香蕉、栗等，该类果实浆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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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果类：如菠萝、树莓、草莓等，这类果实外形构造差别很大，难以严格区别分
类。

2.2 药食两用水果资源
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表明医药与饮食属同一个起源。实际上，饮食的出现，
比医药要早得多，因为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后代，就必须摄取食物，以维持身体代谢
的需要。但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人们逐渐了解了哪些食物有益，可以进食；哪些有
害，不宜进食。通过讲究饮食，使某些疾病得到医治，而逐渐形成了药膳食疗学。
相对于普通食品来说，药食两用食品更具有保健功能，更适合于深度开发为养生
保健食品。
在我国卫生部公布的药食两用名单中，我国药食两用果品资源有沙棘、龙眼、
枣、罗汉果、乌梅、青果、山楂、木瓜、佛手、桑椹、枸杞、余甘子等。
3. 果酒的养生保健功效
果酒是用植物的果实酿制而成的酒，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成分，其中氨基酸种类
齐全，常量元素有硫、磷、钠、钾、钙、镁、铁；微量元素有锌、铜、氟、碘、铬、
硒、钴、锰、铝等，并含有维生素A、C、D、E、B2、B5、B12、叶酸等，这些营养
成分在发酵过程中大部分被保留下来，能调节人体的机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
对人体有养生保健作用[9]。
果酒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这已在198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世界心血
管疾病控制系统“莫尼卡项目”的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法国人的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比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要低很多，这在西方被称为法兰西奇迹。
日本弘前大学的长田教授指出，果酒简单来说就是汲取了水果中的全部营养而做
成的酒，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有时候即使生吃水果也不能吸
收的营养，通过果酒却可以吸收，因为营养成分已经完全溶解在果酒里了。同时果酒
里含有大量的酚，可以起到抑制脂肪在人体中堆积的作用，使人不容易积累脂肪和赘
肉。此外，与其它酒类比，果酒对于护理心脏、调节女性情绪的作用更明显一些。
最新研究表明，用果品酿造的果酒，含有高水平的抗氧化物，日常饮用富含抗氧
化物的果酒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帮助肌体抵抗疾病[10]。

4. 我国果酒的历史沿革
人类有意识的酿酒，是从模仿大自然的杰作开始的。我国古代书籍中就有不少关
于水果自然发酵成酒的记载。如宋代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曾记载山梨被贮藏在陶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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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竟变成了清香扑鼻的梨酒。元代的元好问在《蒲桃酒赋》的序言中也记载山民因
避难山中，堆积在缸中的蒲桃也变成了芳香醇美的葡萄酒。明代《蓬拢夜话》中也有
“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的记载。当然
这种猿酒并非猿猴有意识酿造的酒，而是猿猴采集的水果自然发酵所生成的果酒。这
可能就是人类发明的最早的果酒了[3]。
唐宋时期葡萄酿酒在我国已比较盛行，此外还出现了椰子酒、黄柑酒、枣酒、
桔酒、梅子酒、石榴酒、桃酒及梨酒等，但其发展都未能像黄酒、白酒、和配制酒那
样在世界酿酒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传统的风格。直到清末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建
立，才标志着我国果酒类规模化生产的开始。
葡萄酒是果酒中的主要品种，因其产量大，名类多，工艺典型，习惯上，把它单
独列为一大类。在人们通常的白酒、黄酒、啤酒、葡萄酒、果酒、露酒分类中，把葡
萄酒单独立一类，但我们仍将其纳入果酒中介绍。
我国有规模酿造的果酒是葡萄酒。葡萄酒酿造始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
葡萄，并引进了酿酒艺人，在皇宫中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东汉（公元 220 年）以
后，葡萄酒基本消失了。到了唐朝，葡萄酒在中国又开始兴盛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学
习西城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在皇宫中酿造葡萄酒，同是也从西域进口葡萄酒。葡萄酒
在元代也曾盛极一时，葡萄酒和马奶酒并列为宫廷的主要用酒。到了明朝，国人掌握
了粮食蒸馏技术，蒸馏出的酒酒精度高，更容易保存，所以人们热衷于酿造蒸馏酒，
而不易贮存的葡萄酒的生产走向衰落。
到了清朝晚期，中国开始从欧洲进口葡萄酒。华侨富商张弼士先生，于 1892
年投资 300 万两白银在山东烟台建立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聘请奥地利人担任酿酒师，
从欧洲引进了 120 多个酿酒葡萄品种，在东山葡萄园和西山葡萄园栽培，并引进国外
的酿酒工艺和设备，由此标志着我国的葡萄酒生产走上工业化大生产的道路。
1910 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故宫附近建立了尚义葡萄酒厂（现在的龙徽葡萄酒
厂）。1912 年，德国商人克劳克创建了青岛市第一家葡萄酒厂——青岛葡萄酒厂，采
用传统发酵工艺酿造青岛牌葡萄酒。1921 年，山西人张治平在山西清徐建立了新记
益华酿酒公司，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用机械设备大规模生产葡萄酒的酒厂之一。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葡萄酒产量只有 84.5KL，1966 年产量超过了 1 千万升。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的葡萄酒厂家达到了 100 多家，1978 年葡萄酒产量达到
了 6.4 千万升。1981 年突破 1 亿升，1988 年达到 3 亿升。1994 年，我国葡萄酒产品
结构进行了调整，促进葡萄酒产品质量向国际水平靠近，颁布了含汁量 100%的葡萄
酒产品国家标准和含汁量 50%以上的葡萄酒行业标准，同时要求取消含汁量 50%以
下的葡萄酒的生产。2002 年，国家经贸委颁布了《中国葡萄酿酒技术法规》并于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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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2004 年 6 月 30 日国家正式禁止含汁量 50%以下的葡萄酒销售。
2007 年国家颁布了新的葡萄酒标准 GB15037-2006，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标志着我国的葡萄酒酿造工业正式与世界同行业接轨。
除葡萄酒以外的其它果酒在我国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据《折津志》等书记载，
葡萄酒、枣酒、桑椹酒等都是元代果酒中常见之品。枣酒在明朝中叶的北京曾被称为
“廊下内酒”而名噪一时。用杨梅酿酒，在晋代已风行，非贵人重客不得饮用。柑桔酿
制的甜酒，在宋代已得“洞庭春色”之雅称。山梨酒采用自然发酵酿制，被古人称为：
“真酿”。《花木考》云：“山梨者，味极佳”。漫用大翁储百枚，以萄盖而泥其口，意
欲久藏，施取食之，久则忘之，及半岁后，因园中，忽闻酒气熏人，清冷可爱，湛然
甘美，真酿也，饮之辄醉。”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我国果酒产量年增幅达到 30%以上，当时产品以甜
型酒为主，具北方特色的水果苹果、山楂、杏等和具南方特色的水果广柑、荔枝、菠
萝等都以酿制甜型酒为主，口感丰满，浓郁醇厚，有些品牌曾连续获得全国评酒会优
质酒称号。如辽宁沈阳的山楂酒，四川渠县的广柑酒及红橘酒，黑龙江一面坡的紫梅
酒，辽宁熊岳的苹果酒，福建漳州的荔枝酒，四川都江堰的中华猕猴桃酒，以及四川
蓬溪的青苹果酒等，这些酒都曾风靡一时[11]。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饮食习惯不断发生变
化，含糖高的食品普遍受到冷淡，果酒企业也作过一些调整产品结构的努力，但终因
新产品研究力度不足，从此果酒陷入低谷。据行业不完全统计，果酒年产量 1 亿升左
右[2]。
5. 我国果酒的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我国果酒的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情况，在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
品质量监督司制定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中有具体规定，如表 1 所示。
表 1 果酒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7]
序
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或标准条款

强制性/
推荐性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A类

B类

1

酒精度

按明示标准及
标签明示执行

推荐性

2

干浸出物

按明示标准执行

推荐性

3

挥发酸

按明示标准执行

推荐性

●

4

感官

按明示标准执行

推荐性

●

8

●

GB/T150.38

●

5

总二氧化硫
GB2758

6

铅

7

苯甲酸

强制性

GB/T5009.34

强制性

GB/T5009.34

●
●

强制性

●

GB/T5009.29

8

山梨酸

强制性

9

糖精钠

强制性

GB/T5009.28

●

10

甜蜜素

强制性

GB/T5009.97

●

11

合
成
着
色
剂

苋菜红

●

强制性

●

胭脂红

强制性

●

日落黄

强制性

柠檬黄

强制性

●

亮蓝

强制性

●

GB2760

●

GB/T5009.35

12

菌落总数

强制性

GB/T4789.2

●

13

大肠菌群

强制性

GB/T4789.3

●

14

致
病
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2758

沙门氏菌

强制性

志贺氏菌
15

标签

GB10344

强制性

GB/T4789.10

●

GB/T4789.4

●

GB/T4789.5

●

GB10344

●

注：1.酒精度允许差为+1.0%vol
注 2. 标签检验项目为 GB10344 中强制标示内容。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第三节 养生保健花露酒概述
花卉是大自然的精华，不仅有色彩鲜艳的外表，而且营养丰富、具有较强的保健
功能。古人不仅用果实酿酒，还用植物的花、茎、叶、根等配入酒中，制成别具风味
的美酒。
1. 我国食用花卉概述
1.1 花卉的营养价值及养生保健功能
食用花卉是指叶或花朵可直接食用的花卉植物。我国幅员辽阔，花卉资源非常丰
富，在现存的高级植物中，约有2/3具有观赏价值，其中有100多种花卉可以食用[12]。
目前，经卫生部批准的食用花卉有梅花、菊花、茶花、桅子花、金银花、樱花、
忍冬花、桃花、荷花、木芙蓉、牡丹、木棉花、兰花、桂花、茉莉、玉兰花、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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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罗兰花、仙人掌花、紫藤花、杜鹃花、凤仙花、鸡冠花、啤酒花、槐花、玫瑰、丁
香花、油菜花、金针花、秋海棠花、昙花和百合花等100多种。花卉因生长期短，遭
受污染较轻，属“绿色食品”。利用鲜花加工纯天然、无公害食品，具有很大优势[13]。
花卉的营养价值很高，鲜花中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以及人体所需
的维生素A、B、C、E 和多种微量元素(如铁、锌、钾等)，是真正的绿色食品。鲜花
中含有各种生物甙、激素、花青素、香精油、酯类、有机酸等，能改善肌肤内环境，
增强皮肤细胞的活力，具有良好的养颜美肤、抗衰老等功效。食用鲜花不仅让身体散
发香气、美颜，而且使人气血畅通、保健养生。
万紫干红的奇花异卉,不仅美化着人们的生活,陶冶着人们的情操,而且还具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表2搜集了51种常见花卉的性味和保健功能。

表2 常见花卉的性味和主要保健功能[14]
序号

花名

性味

保健功能

1

白兰花

味苦辛，性微湿

芳香化湿，利尿化浊，止咳平喘

2

百合花

味甘，微苦，性微寒

驻颜美容，润肺平喘和清火安神

3

扁豆花

味甘，性平，无毒

健脾和胃，解暑化湿

4

代代花

味甘，苦，性平

疏肝理气，和胃降逆止呃

5

丁香花

味辛，性温

具有温中降逆，温肾助阳之功

6

杜鹃花

味辛,酸,性温,无毒

镇咳化痰，清热解毒和活血止血

7

凤仙花

味甘，性温

祛风，活血，消肿止痛

8

佛手花

味辛，苦，酸，性温

理气止痛，消食化痰，降肺气

9

扶桑花

味甘，性平，无毒

活血止血，化痰，凉血和解毒

10

芙蓉花

味微辛，性平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凉血止血，通经活络

11

桂花

味甘,性温,无毒

暖胃平肝、祛瘀散寒，健脾益肾和活络化痰

12

海棠花

味酸，性寒，无毒

散瘀清热，瘀血止血和调经止痛

13

合欢花

味甘，性平，无毒

养血，舒郁，理气，安神和活络

14

荷花

味甘,性平,无毒

活血止血，去湿消风，清心凉血，养心益肾，
补脾涩肠，生津止渴，和血安胎和消瘀止痛

15

红花

味辛，气温，无毒

活血祛瘀，通经止痛

16

槐花

味苦，性寒，无毒

清热泻火，凉血止血

17

鸡冠花

味甘，性凉，无毒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利湿

18

金银花

味甘，性寒

清热解毒

19

金莲花

味苦，性凉

清热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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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雀花

味 酸、涩，性温

滋阴，和血，健脾

21

菊花

味甘,苦,性平,无毒

疏风清热、解毒明目

22

款冬花

味辛，性温，无毒

润肺下气，止咳化痰

23

腊梅花

味甘，微苦，无毒

解暑生津，开胃解郁，行气止咳和解毒生肌

24

兰花

性平,味辛,无毒

理气宽中，养阴消热，化痰止咳，凉血利尿，
明目美容和利关节

25

凌霄花

味酸，性寒，无毒

行气去瘀，凉血祛风

26

玫瑰花

味甘，微苦，性温

27

梅花

性平,味酸涩,无毒

28

茉莉花

味甘辛，无毒

清热解毒，疏风解表，理气和中，平肝止痛

29

牡丹花

味苦,性平

有活血调经之功，主治月经不调，经行腹痛

30

木槿花

味甘，平，滑，无毒

治疗肠风泻血，赤白痢

31

木棉花

味甘，性凉

清热利湿，解毒止血

32

南瓜花

味甘，性凉，无毒

清湿热，消肿毒，治夜盲，止咳嗽

33

蔷薇花

味甘，性凉

清热止渴，解暑化湿，顺气和胃，凉血止血

34

瑞香花

味辛，性温，无毒

除风祛湿，活血止痛

35

山茶花

味甘,苦,性凉

凉血止血，散瘀消肿

36

芍药花

赤芍，味苦，性寒

清热凉血，祛瘀止痛

37

石榴花

气味甘、酸、涩、性温，
治疗咽喉燥渴，理乳石毒
无毒

38

水仙花

味淡，性凉，有小毒

39

桃花

味苦，性平，无毒

利尿，通便，活血，消积，镇咳

40

桅子花

味苦，性寒，无毒

清热泻火，解毒消炎，凉血，清肺

41

向日葵花

味甘，性温，无毒

祛风，明目

42

杏花

味苦，性温，无毒

治疗女子伤中，寒痹，劂逆

43

夜来香

味淡，性凉，无毒

清热消肿，平肝明目，驻颜美容，生肌润肤

44

樱桃花

味甘，性温，无毒

祛痰平喘，清热，利湿，解表

45

迎春花

味苦，性平，无毒

清热解毒，利尿水肿

46

玉兰花

味辛，气温，无毒

散风祛寒，宣肺通鼻

47

玉簪花

味甘辛，微寒，有小毒

清热解毒，利尿消肿

48

郁金香

味苦，性温，无毒

镇静

疏肝解郁，理气调中，醒脾辟秽，活血散瘀止
痛
有舒肝解郁、和胃健脾、行气化痰，明目除烦
的作用

提神醒脑，清心悦目，祛风除热，活血调经和
解毒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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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紫荆花

味苦，性平，无毒

活血化瘀，通经，消肿，解毒

50

紫薇花

味微苦，性平

活血止血，解毒，消肿和利尿

51

紫藤花

利小便

1.2 我国花卉食用情况
我国自古就有食用花卉的传统。早在《诗经·幽风》中就有记载“采紫祁祁”，“紫”
即白色小野菊。古人于入秋之际采集菊花或入馔或入药。先秦《屈原离骚》中也有记
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唐朝以前,食花的文字记载还只散见于本
草学、食学和文学作品中。到了宋代专类列谱的一些书籍已开始出现,如林洪的《山
家清供》收录了梅粥、雪露羹等10多种花馔；明代高廉的《遵生八笺》记载有黄香萱、
芙蓉花等10多种可食用花卉；戴羲的《养余月令》载有食花18种；清代曹慈生的《养
生随笔》记有梅花粥、菊花粥等；《养小录》中收录了牡丹、兰花、玉兰等多种鲜花
食品的制作方法。
明清时期，采集鲜花用蒸馏法制作香露,以供入汤、入酒或制成各种调味料,是食
花文化的又一大进步。清代《御香飘渺录》中记载了慈禧以鲜花为食的情节。同样,
清代的《餐芳谱》中详细记载了20多种鲜花食品的制作方法，如桂花丸子、茉莉汤、
桂花干贝、茉莉鸡脯和菊花糕、冰糖百合汤等[15]。
食花习俗在我国许多地方一直沿袭至今。云南的少数民族食花相当普遍，云南大
理是“杜鹃花王国”,那里的大白花杜鹃是最受欢迎的食用花卉，能烹调出10多个花色
品种的菜肴，远近闻名。广东一带喜欢用食用菊花做成的五蛇羹，桅子花、莲花与肉
片爆炒成莲花肉；苏州每年的农历2月12日的“花朝节”，喜食花粥。另外，我国传统
的鲜花名菜还有北京的芙蓉鸡片,上海的荷花栗子，齐鲁的桂花丸子，广东的菊花凤
骨等等，数不胜数[16]。
花卉还可加工做成糖制品或糕点。如梅花可制成蜜饯和果酱；桂花可制桂花糖、
桂花糕、桂花酱；槐花可制作多维低糖槐花果酱等。还有中秋节常吃的玫瑰月饼，就
是用糖腌玫瑰花为月饼馅做成的。目前国内比较有名而畅销的鲜花馅饼是云南的嘉华
鲜花饼[17]。
说起糕点，自然就要说茶。鲜花制茶，也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我国用来制茶的花
卉主要有金银花、桂花、茉莉花、荷花、菊花、玫瑰、月季、丁香等。鲜花制茶是建
立在中药学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如金银花有“美颜色、益脏腑”的功效。比起鲜花菜肴，
喝花茶更是我国人民普遍的传统习惯，玫瑰花茶、茉莉花茶、桂花茶、荷花茶等都是
平常人家常用的茶饮料[15]。
鲜花入酒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花卉酒是人们食花的巨大进步。《西京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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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菊花酒的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酒是我国
古代的吉祥酒，又是流传几千年的长寿酒，是中华国粹。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
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18]。除此之外，我国传统的花卉酒还有北京的“桂花陈酒”、
天津的玫瑰露酒，麻城的“仙姑菊花酒”等。近代也陆续推出一些质量优良的花卉酒，
如牡丹酒、荷花酒、桃花酒、杏花酒、槐花酒、金银花酒、玫瑰茄酒等，极大的丰富
了我国的花卉酒品类。
1.3 我国花卉酒文化
1.3.1 中国食花文化
花卉是自然界存在最广、色彩最为多样、形态最为丰富的生物,也是自然界中最
能令人注意的自然物。在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花木中许多种类都是人类维系其生命
的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人们为了获得充足的维系生命的食物，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
和一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花卉充满了渴望与崇拜,出现了植物花卉图腾。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步从单纯的物质层面需求向精神需求转移，花卉成了人类思想
的载体之一，这样,植物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一种与花卉相关的文化
现象和以花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的丰富，最终形成了丰富的花文
化。
中国是一个迷人的花卉王国，不仅拥有众多的奇异花卉，亦为世界花卉栽培的
发源地。中国人驯化、培育、利用花卉的历史极其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于花卉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花卉不断地被注入人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被
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与花卉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以花卉为中心的文
化体系，这就是中国花文化。
中国花文化的内涵离不开文人的建构。文人文化中的花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
象。他们以花为寄托，赋诗作文，抒情言志。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
菊花成为花中的隐逸之宗。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将梅花的幽香
和虬曲多姿的骨感美刻画到了极至。周敦颐《爱莲说》成就了莲在人们心目中出污泥
而不染的印象。李正封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将牡丹推上了万花之首。花是一
种民族精神、民欲趣尚的象征。对花的人格化、道德化、生活化和社会化的结果，造
成了全民族认同的人文现象，把花作为民族气节、操守、美好追求与道德风貌的艺术
体现。我国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对兰、梅、菊、桂、荷等的赞美，鼓舞和锤炼了我们民
族的风骨与风貌，凝结为民族传统。
食花文化或许是一种民俗文化。从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现代再度风行食花，菊、桂、梅、荷、玫瑰、月季、桅子、茉莉、玉兰、紫藤等花
13

卉都一直是中国人的盘中美餐。人们借此食材制作出粥、点心、酒、菜等一系列美味
佳肴。中秋节品尝桂花食品就是一项别具情趣的赏花习俗。每逢中秋月明，桂花相继
开放，送来淡淡幽香，在花好月圆之际，遥望皎洁的明月，品赏幽香的桂花，佐以桂
花酒、桂花茶、桂花月饼等传统美食，追寻“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优美传说，实
则是中国独有的良辰美景。重阳赏菊也是我国古代的传统。重阳节又叫“菊节”或“菊
花节”。过去人们相信重阳不祥，菊可以辟邪，而后逐渐演变成为祈求长寿、登高怀
乡的活动。到北宋，人们赏菊成风，至清代，则有重阳朝廷宴赐百官的举动，吃菊花
糕、喝菊花酒含义逐渐由辟邪、求高寿演化为“百事俱高”。这种风俗自汉朝开始到清
代，一直盛行不衰[18]。但是，近代以来,食花文化没有得到推动和发展，反而渐渐远
离了人们的生活。
1.3.2 中国花酒文化
花文化与酒文化是一种天然联系，他们同是我国农业文化的产物。酒是粮食的精
华，而花入酒则酒香更加醇美。我国四时有花，可酿不同的酒，随季节而饮用。据《西
京杂记》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
故谓之菊花酒”。明清时代，人们也普遍用花卉作串香材料，浸泡于酒中，制成具有
芬芳气息的加香配制酒。如菊花酒、荷花酒、木犀酒、茉莉花酒、玫瑰酒等都都属于
这一类。高濂《饮馔服食笺》卷中记述说：“菊花酒，十月采甘菊花，去蒂，只取花
二斤，择净入醅内，搅匀，次早榨则味香清冽。凡一切有香之花，如桂花、兰花、蔷
薇皆可仿此为之。”黄竹堂《日下新讴》有诗吟咏：“果市南边列酒泉，于家美酝傲神
仙。论斤发卖玫瑰露，百二十文官板钱。”这里歌咏的便是玫瑰露酒。据说苏州人尤
喜以花入酒。
《调鼎集》郑八记载了很多花香酒的配制方法。其中介绍玫瑰酒：“玫瑰
花百朵，火酒十五斤，洋糖四斤，窨之。”又说到了花酿酒的混成方法：“采各种香花，
加冰糖、薄荷少许，人坛封固，一月可饮。书中还总结说：凡酒醅将熟，每缸用金菊
二斤，去蒂萼，入醅搅匀，次早榨出，香气袭人，桂花、玫瑰同”。
我国花文化形态丰富，即是精神文化，又有物质文化。某种意义上说，花文化实
际是我国古代几千年来文人的精神创造。诗充当了花文化与酒文化的媒体，不论是赏
花有感,还是酒兴所致，都会执笔写诗抒发情志。谢九江《对菊》诗中写道“因花催酒
酒催诗，诗酒平生两不亏，秋到若无诗与酒，菊花元似不曾知” 此诗说透了花、酒与
诗的关系。而饮菊酒当时在文人中蔚然成风。人们在菊花生长季节采其茎叶,与黍米
和在一起酿酒，再保留到第二年重阳饮用。这种风俗自汉朝开始到清代末年,一直盛
行不衰。每到重阳来临，文人无不呼朋唤友，登高抒杯，饮酒赋诗，留下许多著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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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如“强欲登高处，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一诗，描述尽管身处紧
张的行军途中，诗人却仍念念不忘重阳节登高，不忘菊花酒和赏菊，甚至幻想菊花能
开遍战场旁。可见，重阳赏菊饮菊酒的民俗在古代文人的意念中是何等根深蒂固。诗
仙李白在酒酣情盛之际，挥洒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
来琥珀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都是饮酒赏花酒酣情盛时的佳作。
中国食花文化从远古走来，带着璀璨的光，但是这些丰厚的文化近代却逐渐被人
遗忘，相应的传统民间技艺也在不断失传。我国花卉酒近代也跌入低谷，只有天津的
玫瑰露酒、北京的桂花陈、麻城的菊花酒以及开元的玫瑰酒等为数不多的厂家仍在努
力传承着远古的花酒传统与文化。所幸,我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专门成立了中
国花卉协会花文化专业会员会,从国家层面上对花文化研究加以重视，唤起民众的热
情，吸引更多的投资，促进花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近几年，花酒市场又相继开发出
金银花酒、玫瑰茄酒、荷花酒，为我国花酒行业增添了几道亮色[19]。

2. 我国花露酒概述
2.1 花露酒的定义[20]
露酒：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
进行调配、混合或再加工制成的，已改变了其原有的酒基风格的酒。
花露酒则是利用植物的花为香源及营养源，经再加工制成的，具有明显花香及有
效成分的配制酒。
2.2 花露酒的分类及其特点
2.2.1 花露酒的分类[20]
花露酒按生产工艺可分为：
直接浸泡法：其溶剂为蒸馏酒、发酵酒、食用酒精和水，通过浸泡而获得呈香、
呈色和呈味的物质，然后再行勾兑成成品。
复蒸馏法：在蒸馏酒中加入呈香、呈味物质，进行再次蒸馏而获得与原蒸馏酒不
同风味的新的蒸馏酒。
2.2.2 花露酒的特点
经测定，花卉中营养元素含量极其丰富，其含量由高至低大致为: K、Ca、Mg、
Na、Fe、Mn、Zn、Cu、Co、Cr。与普通叶菜类蔬菜相比，花卉中Fe、Co、Ca、Mg
等许多营养元素含量更高。如桃花、玫瑰花、金银花、菊花中Fe含量为大白菜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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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倍,花卉中Co含量也为叶菜类的1～10倍。
花露酒看重风味，使花香和酒香协调和谐。例如，桂花酒、玫瑰露酒、莲花白、
春花白、川花白等。有些露酒巧妙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特有的药食同源理论及实践经
验，产品具有传统民族特色。近年来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使产品更具有营养
保健功能，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和营养要求。
2.3 花露酒的感官要求及理化指标
2.3.1 花露酒的感官要求[20]
花露酒的感官是指其外观的色泽、澄清情况，酒的香气、滋味和风格。具体要求
如表 3 所示。
表 3 花露酒的感官要求
分
外 观

类
色

泽

澄清度

直接浸泡类

复蒸馏类

具有本品应有的色泽

无色或微黄

澄清透明，无沉淀物和悬浮物

香 气

具有相应的植物香和酒香，诸
香和谐纯正

滋 味

醇和，舒顺谐调，酒体完整

风 格

具本品的独特风格

具有本类型酒应有的香气，诸
香和谐纯正

2.3.2 花露酒的理化指标[20]
花露酒的理化指标主要包括酒精度、酸度和糖度，具体要求如表 4 所示。
表 4 花露酒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允许差

酒精度 20℃，%（V/V）

≤45.0

±1.0

滴定酸（以乙酸计），g/L

≤6.0

总糖（以葡萄糖计），g/L

≤200.0

±20

2.4 酿造花露酒的花卉原料
据统计，自然界约有170多种可食花卉，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这种新颖独特的
天然食品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食品和营养学家预言, 花卉将成为人类又
一个新食物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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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可用作酿制花卉酒的花卉原料
我国地域辽阔，花卉品种多、门类齐、产量高，野生花卉资源也极为丰富，为
花卉食品的开发提供了诱人的前景。在百余种可食用的花卉中，很多都可用作配制花
卉酒的原料，但目前广为使用的是：茶树花、玫瑰花、菊花、金银花、芍药、梅花、
茉莉、桂花、荷花、槐花、丁香花等。
2.4.2 药食两用花卉原料
药食两用花卉因本身含有不同的维生素、无机盐、植物化合物而具有不同的药效
或功效，对人体的健康起着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更适合开发保健功能的花卉酒。在
卫生部公布的药食两用资源中，丁香、白扁豆花、金银花、菊花、槐花、玫瑰花等列
入其名单中。
2.5 花露酒的保健功效及饮用价值
人类最健康的饮料是茶，而女人最经典的饮品是花。古人有“上品饮茶，
极品饮花“的说法，现在更有男人品茶，女人饮花的流行时尚。
花草美容保健的历史很悠久，中国第一本药草志《神农草本经》记载了三百
多种药物，其中收录了大量具有美容和保健作用的花卉品种。
古人认为花卉酒具有养颜悦容的作用，因而诗家在吟咏芳香之际，总要转达一种
特殊的美感。如施闰章的《学余堂诗集》、郑九的《拾桃花酿酒》有云：墟桃荫蘅门，
春荣繁且妍。日暮微风交，花落何翩翩。客言收作酿，令君好容颜。颜好不足恃，芳
酌娱当年。
花卉可令人皮肤滋润营养、细腻光滑、保持弹性。《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大量花
卉美容保健的方法。如白菊花，令头不白，染髭发令黑，益颜色；“茉莉花”蒸油取液，
作面脂头泽，长发润燥、香肌。传说杨贵妃就经常食用玫瑰花、牡丹花、洛神花、菊
花等。辽金时代的萧太后，经常冲泡金莲花饮用，因而皮肤白皙，中年以后依然青春
靓丽。菊花酒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宫廷贡酒之一[21]。
2.6 花露酒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颁发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中规定了花露酒的检验项目及各检验项目的重要程度。见表 5。
表 5 花露酒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7]
序
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或标准条款

强制性/
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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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A类

B类

1

酒精度

按明示标准及
标签执行

2

感官

3

铅

按明示标准执行
GB2757

4

锰

5

苯甲酸

●

推荐性
GB/T150.38

●

推荐性
强制性

GB/T5009.12

●

推荐性

GB/T5009.48

●
●

强制性
GB/T5009.29

●

6

山梨酸

强制性

7

糖精钠

强制性

GB/T5009.28

●

8

甜蜜素

强制性

GB/T5009.97

●

9

合
成
着
色
剂

10

强制性

●

胭脂红

强制性

●

日落黄

强制性

柠檬黄

强制性

●

亮蓝

强制性

●

苋菜红

GB2760

菌落总数

11

大肠菌群

12

标签

GB2758
GB10344

GB/T5009.35

●

强制性

GB/T4789.2

●

强制性

GB/T4789.3

●

强制性

GB10344

●

注：1.酒精度＞20%vol 的产品，不需检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苯甲酸、山梨酸。
注：2.酒精度允许差为+1.0%vol。
注：3. 标签检验项目为 GB10344 中强制标示内容。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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