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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 Steven Spu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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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
气候凉爽的葡萄酒产区

安大略酒乡位于北纬 41° 到 44° 之间，正是世界精品葡萄

酒产区的中心地带。这与勃艮第和欧洲许多其他气候凉

爽的葡萄酒产区纬度相同。生长期期间的每日气温波动

为达到酸度、酒精度和果味呈现之间的完美平衡创造了

非常关键的条件。与那些来自更热地区的葡萄酒相比，

气候更凉爽地区的葡萄酒更芳香、浓度更低、酸度更

高，具有提神的作用，并且易于与食物搭配，而且适合

久藏 。 r

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

50ºN

30ºN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

加拿大魁北克省

加拿大安大略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加利福尼亚州纳帕谷

法国勃艮第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安大略的葡萄酒有一种特殊的美。”

                         – Matt Kramer



安大略的葡萄园横跨该省南部，坐落于五大湖的安大略湖、伊利湖和休

伦湖附近。这三大湖缓和了冬天寒冷的气温，也使葡萄园在安大略炎热

的夏季变得凉爽。五大湖盆地有沙子到粘土再到石头等各种土壤，含有

来自古老海床的高浓度的石灰石，该海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冰川活

动。石灰石也是勃艮第和法国北部其他地区所拥有的基本土壤类型。一

些葡萄园平躺在曾经的海床区上；其他葡萄园则栖息在形成古老海岸线

的丘陵和阶地上。该地形是理想的排水地形（过多的水分会稀释味道），

并为葡萄提供营养和矿物质。 r

生长度日
测量单位：摄氏度

定义为在生长期（4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

超过 10°C (50°F) 的月平均气温总和

德国盖森海姆     1050

法国艾培涅（香槟省）    1050

新西兰霍克湾  120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奥肯那根  1200

安大略省爱德华王子郡    1250

俄勒冈州罗斯堡     1250

法国博纳（勃艮第）    1315

华盛顿州亚基马    1426

加利福尼亚州纳帕    145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奥肯那根          1450

安大略省尼亚加拉半岛    1500

安大略省伊利湖北岸        1528
 生长周期   开花（6 月 10-18 日）到收获（10 月到 11 月）为 100 到 112 天，

                    与世界其他葡萄酒产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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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美五大湖系统概况

中北美地区五大湖中的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三

大湖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安大略葡萄酒产区，同时三大湖

在缓和该地区极端大陆性气候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冬季，三大湖不会结冻，温暖的湖水温润着沿岸的葡萄

园，让一株株葡萄树在深寒中保有生机。夏季，30̊C的

温度很常见，但清凉的湖水又可缓解酷热。 r

苏圣玛丽运河

密执安湖

距离单位为英里/千米

苏必利尔湖

406 米
1,333 英尺

224 米
802 英尺

281 米
923 英尺

229 米
750 英尺

64 米
210 英尺

176.0 米
577.5  英尺

183.2 米
601.1  英尺

174.4 米
572.3  英尺

173.5 米
569.2  英尺

74.2 米
243.3 英尺

休伦湖

圣克莱尔湖

伊利湖

安大略湖
圣劳仑斯河

大西洋

尼亚加拉河

圣克莱尔河 底特律河 尼亚加拉大瀑布

尼亚加拉陡崖

圣劳伦斯湖

圣弗兰西斯湖

圣路易斯湖

蒙特利尔港

圣劳伦斯湾

海平面

379 英里 
607 千米

223 英里
359 千米

236 英里
380 千米

60 英里
96.5 千米

89 英里
143 千米

35 英里
56 千米

28 英里
45千米

150 英里
241 千米

77 英里
124 千米

52 英里
84 千米

33 英里
53 千米

350 英里
563 千米

500 英里
804 千米

西（W） 东（E）

西班牙

底特律地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我们很幸运地长期占据了安大略特殊的风土条件。我们的

纬度、湖泊与石灰石的结合在葡萄酒世界里是独一无二。”

– David Lawr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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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芝加哥湖
海拔：640英尺

莫米湖 
海拔：780英尺

14,000年前

阿尔冈昆湖
海拔：605英尺

早期的伊利湖
海拔：540英尺

早期的安大略湖

冰

9,000年前

早期的安大略湖

早期的伊利湖
海拔：540英尺

齐佩瓦湖
海拔：230英尺

斯坦利湖
海拔：200英尺

早期的安大略湖

冰

7,000年前

早期的安大略湖

尼皮辛阶地
海拔：605英尺

伊利诺伊河

渥太华河

圣劳仑斯河

4,000年前

石灰岩
冰川活动和土壤
在历史的长河里，安大略经历了冰川

活动、地表的变迁和环境的侵蚀，形

成了沉积岩和古珊瑚礁结构的地层，

著名的尼亚加拉陡崖就诞生在那个时

期，构成了贯穿休伦湖和安大略湖间

南安大略的山脊。尼亚加拉陡崖沿安

大略湖南岸绵延分布，形成了尼亚加

拉半岛，那里有着非常复杂的土壤结

构。这是一块地层分明的盆地，石灰

岩床上是沙子、砾石和黏土土质的土

壤，构成了湖岸线和陡崖顶峰间的狭

长地带。其东西总长约50千米，地表

宽度不断变化，而孕育了尼亚加拉葡

萄园区和果园这块宝地。同样经历冰

川活动磨砺的爱德华王子郡地区，几

近形成了安大略湖中大片石灰岩床地

貌的孤岛，一些地方的地表土深度不

足一米；而在伊利湖沿岸，深层的石

灰岩上堆积着沙土混合的土壤。 

底
特

律
地

区
美

国
陆

军
工

程
兵

团

苏必利尔湖

密执安湖

休伦湖

安大略湖

伊利湖

今天的 
五大湖

底特律地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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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葡萄酒
品味此处

随着人们对精品葡萄酒生产的产地和发展的理解，当地

的葡萄酒在安大略的文化景观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并且具有原产地名称的葡萄酒对于葡萄酒饮用者来说也

变得日益重要。葡萄酒名称定义并反映了葡萄种植区或

风土条件，即结合了气候、地形、地质学甚至当地遗产

的地点。风土条件决定了葡萄品种的选择和如何栽培葡

萄，以及如何酿造葡萄酒。因为酿酒厂解释和详细阐述

风土条件，因而他们能够塑造顾客的口味和与土地的交

互作用。所以安大略最优质的葡萄酒，是安大略酒乡的

原产地葡萄酒，每种葡萄酒都有着鲜明的特色。 r

“安大略甘美香醇的葡萄酒远近闻名，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可遇而不可求，安大略地区可谓‘天作

地设’，堪作种植葡萄的伊甸园。”

– Allen Mea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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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QA 安大略 | 100% 安大略种植

酒商质量联盟 (VQA) 是规定名称或原产地葡萄酒系统，

以存在于欧洲优质葡萄酒产区超过 60 年的模型为蓝本。 

	r	安大略 VQA 葡萄酒保证 100% 使用安大略的葡萄酿造。

	r	酒商质量联盟（VQA）在安大略省认证了三个特定的葡萄种植区，  

        即尼亚加拉半岛、伊利湖北岸和爱德华王子郡。 

        2005年，又在尼亚加拉半岛建立了10个子产区。

	r	原产地名称提供了一种很强的地域感，会使我们想到葡萄酒与土地、 

  自然、生态和居住在那些地区并努力赋予葡萄酒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 

  感觉的葡萄酒酿造者和种植者的固有联系。



尼亚加拉葡萄酒年份表

2002    非常干燥、收获期气候温暖。

2003    中度降雨、中等温度、寒冬造成减产。

2004    高降雨、收获期气温凉爽、丰产。

2005    干燥到中度降雨、收获期气候温暖、严冬造成减产。

2006    高降雨、中等温度。

2007    极其干燥、收获期气候温暖。 

2008    中度到高降雨、中等温度到寒冷温度。

2009    中度到高降雨、收获期气温凉爽。

2010     理想的降雨量、生产期较长、收获期气候温暖。 

2011      中度到高降雨、中等温度到寒冷温度。

2012     干燥、收获期气候温暖。

2013     高降雨、收获期气温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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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爽的气候使
各品种生长最好

安大略独特的风土条件在气候凉爽地区表现优越的主要

品种方面得到最好的体现，因为用这些葡萄品种酿造的

葡萄酒具有非同一般的果味和平衡的酸度。使用的大多

数葡萄品种包括很多欧亚种葡萄（通常在欧洲和国际酿

酒业中使用）。还有另外八种将欧亚种葡萄与更耐寒的

北美葡萄品种杂交而培育的“杂交”品种。尽管安大

略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世界领先的冰酒制造地，但还

有一些人们未知之处，那就是由夏敦埃、雷斯林、品丽

珠和黑比诺等熟悉的葡萄品种制造的高品质佐餐酒和汽

酒。 r

“仅安大略就能生产出各种不同风格的夏敦埃，其中一些甚至能成

为世界最优质的葡萄酒。我得说，这种多样性非常适合加拿大。”

– Jancis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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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白葡萄酒品种
夏敦埃 | 安大略生产最广泛的品种，能以不同种风格生产。安大略的夏敦埃

自然地呈现出真实厚重和浓郁的气候凉爽的苹果、梨和桃等“乔性水果”的

芳香。在橡木桶中发酵和储藏时，会有多层的木材香味、烟味和一点香草或

奶油糖果的感觉。安大略的自然酸度与许多新世界产区相比，能生产出结构

更好、更坚实、更值得储藏的夏敦埃。某些葡萄酒能完好储藏十年以上。

雷斯林 | 在安大略种植的最早酿酒葡萄品种之一，雷斯林具有显著的德国

特点。它展现出清新的柑橘、桃或花卉的香味，还混有淡淡的“汽油”味

和活泼的酸度。雷斯林包括各种干型、非干型和甜型葡萄酒，包括冰酒。

安大略的雷斯林适于储藏。

其他重要品种 | 勃朗克、威代尔、灰比诺、琼瑶浆

主要的红葡萄酒品种
赤霞珠混合 | 仅品丽珠本身就展现出红醋栗、树莓、草本植物和烟草的特

点，用橡木桶储藏会增加烤面包片和巧克力的复杂味道。品丽珠可以制成

未用木桶酿造的早晨饮用型葡萄酒、结构性更好的酒窖珍藏型葡萄酒，也

可以制成安大略发现的优质冰酒。

黑比诺 | 在安大略就像在它的家乡一样的勃艮第优质红葡萄。在典型凉爽

气候风格中酿造，黑比诺使葡萄酒具有樱桃果味、泥土或森林覆被物和橡

木香料的香味。它们颜色暗淡；从清淡到适中的浓度，稍加储藏就会变得

如丝般柔滑。

其他重要品种 | 墨尔乐、赤霞珠、黑巴克、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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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的热情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葡萄种植和酿酒业的开拓者到今天

冉冉升起的新星，安大略葡萄酒业一起努力酿造只源自

安大略的土壤的世界级葡萄酒。大多数葡萄园为家庭所

有且许多是世代经营。安大略种植者在投资领先的葡萄

栽培技术和专门技能的同时，将强大的传统农业价值结

合，并追求卓越。

安大略的葡萄酒酿造者同时专注于生产代表葡萄特点和

地区鲜明印记的葡萄酒。他们日益沉浸在所有的生产的

各方面，从栽培到收获、到压榨、发酵和在酒窖中储藏

葡萄酒，以及帮助在市场讲述他们的葡萄酒的故事。很

明显，最好的葡萄酒是由地域感和原产地品质所激发和

挑战的葡萄酒酿造者热情的独一无二的反映。r

“这是注视某事物成长的爱。” 

– Ontario Gr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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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领导者

在业内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帮助我们的葡萄酒酿造者结合许多技术和实践

以保证葡萄酒的品质以及安大略葡萄园和酿酒业的可持续发展。安大略

葡萄酒的葡萄种植者和葡萄酒生产者是我们土地的管家，为确保安大略

葡萄园和酿酒厂的可持续发展， 当地 葡萄酒业采取了许多环保措施。

可持续发展的安大略酿酒业：“酿酒业环保宪章”是由安大略葡萄酒委

员会制定的积极自审计划。这个无所不包的计划在加拿大酿酒业环保史

上尚属首例，专注于从葡萄园用水和废水，到能源节约、杀虫剂使用和

社区关系等葡萄酒生产的所有方面。该计划的目标是鼓励酿酒厂审视他

们的日常流程步骤，将环境、经济

和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日常运营。

许多安大略葡萄园和/或酿酒厂还采

用生物动力、是有机葡萄园或酿酒

厂，建造获得 LEED 认证的建筑，

使用地热或太阳能加热，并参加了 

Local Food Plus（当地食品增强）和

其他环保计划。目前，为了启动第三

方认证程序，使我们的环保措施标准

化，加强我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投

入，很多相关计划正在实施之中。 r

Stratus，加拿大第一个荣获加拿大绿色
建筑委员会颁发的 LEED©（能源和环
保设计先锋）认证的建筑，同时也是
全世界第一个荣获该认证的酿酒厂。

Southbrook，第一个荣获加拿大绿色
建筑委员会颁发的 LEED©（能源和
环保设计先锋）金奖的酿酒厂建筑。

使用羊的天然葡萄园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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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的产区

主要产区

尼亚加拉半岛

伊利湖北岸

皮利岛

爱德华王子郡

加拿大大部分葡萄酒来源于安大略产区，那里种植了大

约 17,000 英亩的酿酒葡萄园。如前所述，这些葡萄园位

于该省南部北纬 41° 到 44° 之间，因为靠近五大湖，所以

缓和了这些地区冬天寒冷，夏天炎热的气候。 

目前为止，安大略省认证了四个主要葡萄种植区域 (VA) 

或者原产区名称：尼亚加拉半岛、伊利湖北岸、皮利岛

和爱德华王子郡。此外，在尼亚加拉半岛产区，数十年

葡萄种植经验和广泛的地理研究造就了 10 个不同的种植

区。这些子产区包括安大略湖附近的平原地区和尼亚加

拉陡崖的阶地地区。r

加拿大安大略

加拿大安大略

多伦多

爱德华王子郡

尼亚加拉半岛

伊利湖北岸
美国

安大略湖

休伦湖

伊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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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产区 | 尼亚加拉半岛、伊利湖北岸、皮利岛和爱德华王子郡

瓦恩蒙特山脊 
在陡崖顶上、离湖较
远。 朝南和朝东斜坡、
春季回暖早、夏季炎
热。冬季更加寒冷。

比斯威利阶地 
非常靠近湖泊、倾斜的阶地、富
含石灰石的土壤、一流的未风化
矿物质。

肖特山阶地
白天和煦温暖、夜晚凉爽宜人、复
合土壤、浓烈的葡萄香味。离湖最
远的陡崖产区。

二十英里阶地
复杂的地形、双阶地、深层土壤、
反光葡萄酒。 离湖较远。

四里河 
广阔的葡萄园、充足的日照、极
度温暖的生长条件。 距湖距离不
同。

尼亚加拉湖岸
主要受安大略湖的影响、长久稳
定的生长期利于产生香味。 

尼亚加拉河 
朝东、坡势缓和、受尼亚加拉河
调节的较长生长期。

圣大卫阶地
春季回暖较早、阶地坡势缓和降
雨量丰沛。离湖较远。

尼亚加拉陡崖区域产区 滨湖尼亚加拉区域产区

爱德华王子郡 伊利湖北岸 尼亚加拉半岛

安大略省

溪岸
比较平坦的地形有相互

交错的小河和溪流、冰

川三角洲，还有肥沃的

土壤。 更靠近湖泊。
 

林肯湖岸
主要受安大略湖影响、

较长缓和的生长期、

季节性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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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加拉半岛
产区概览

位于安大略湖的南岸，尼亚加拉有着多样化的风土条

件，比如，受屏蔽的斜坡、湖边葡萄园、掺有石灰石基

的混合土壤，造就了极具特色的葡萄酒。尼亚加拉陡崖

是环绕半岛的石灰石峭壁，受到安大略湖湖岸的调节空

气的影响，这些空气又流向下面的葡萄园，加快了葡萄

的成熟。陡崖高度和离湖距离的变化对 10 个不同的子

产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整个生长期积热值（用度日测

量）不同。

这里的典型凉爽气候品种有夏敦埃、雷司林、黑比诺、

品丽珠和黑佳美，此地区现在拥有 32 种以上主要的葡萄

品种。尼亚加拉半岛继续迅速扩张加拿大的优质葡萄酒

产业，成为安大略近 65% 的 VQA 酿酒厂的所在地。 r

多样化的风土条件、受屏蔽的斜坡、湖边葡萄园、葡萄酒具有极

大特色

尼亚加拉半岛

占地 14,600 英亩，尼亚加拉半岛是加拿大所有葡萄种植区中最大

的种植区。

显著特点

安大略湖和尼亚加拉陡崖这两大地理特征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创

造了在整个北美东部的其他地区都不会有的小气候。

简况

生长度日：1500

无霜期：208 (-2°C)

降水量：529 mm (4月1日到10月31日)

常见品种：雷斯林、夏敦埃、墨尔乐、品丽珠、黑比诺、墨尔乐

安大略湖

伊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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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15

由于安大略湖，这个像海一样广阔的湖泊缓和寒冷冬

季的气温并让炎热的生长期更凉爽，所以实质上，尼

亚加拉地区的大气候是大陆型气候。 

A | 湖岸影响带

B | 陡崖与湖之间的平坦平原

C | 陡崖底部、圣凯瑟琳东部陡峭的斜坡

D | 陡峭的朝北陡崖斜坡

E | 陡崖上方的斜坡

F | 陡崖南部平原和丘陵

尼亚加拉可被分为三个广阔的地形区：易洛魁湖平

原、尼亚加拉陡崖和哈尔迪曼德粘土平原。 尼亚加拉

陡崖将这一产区的长度分为两部分，比安大略湖高大

约 90米（300 英尺）的部分和海拔 177米（575 英尺）

的部分，形成具有独特风土条件的斜坡（决定日照）

和高地（影响风和湖泊效应）。 

多年以来，尼亚加拉半岛经历了若干冰河期事件。这

些事件侵蚀并形成了沉积岩层和尼亚加拉陡崖古老的

暗礁结构，使得陡崖和安大略湖之间的地区形成了复

合土壤组成。 r

尼亚加拉葡萄气候带
安大略湖和尼亚加拉陡崖之间离岸风的气流模式很大程度上调节
了各季节的气温。

气候带

地形和土壤

尼亚加拉葡萄种植区的土壤类型
尼亚加拉半岛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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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的高地、典型的矿物质、清新的葡萄酒

显著特点

尼亚加拉陡崖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也

是安大略南部最著名的地貌。该区域性产区将三个产区连接起来，

这三产区都拥有富含化石的沉积土壤和与陡崖山脊相邻跌宕起伏的

地形。尼亚加拉陡崖保护着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中有

许许多多品种独特的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鱼和植物群，其

中包括 37 种野生兰花。

简况

生长度日： 1415

无霜期： 205 (-2°C)

七月平均气温：22.5°C

降水量：543 mm (4月1日到10月31日)

常见品种：品丽珠、雷斯林、黑比诺、霞多丽

尼亚加拉陡崖
区域性产区特写

尼亚加拉陡崖是尼亚加拉半岛产区的两个区域性产区之

一。区域性产区由具有相似特征和酿酒经验的小产区组

合而成。从圣凯瑟琳西部到格里姆斯比都是沿着尼亚加

拉陡崖的阶地，这个复杂的地区有三个子产区：肖特山

阶地、二十英里阶地和比斯威利阶地。阶地地形提供了

大气环流和霜冻保护，稳定的水源供给决定了这一地区

葡萄浆果成熟的独特条件，而且有利于形成阶地葡萄酒

独特清新的风格。 r

安大略湖

伊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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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条件 | 尼亚加拉陡崖

气候
由尼亚加拉陡崖屏蔽掉较强的盛行西南风，并且

受到陡崖山脊反射的湖风影响，该阶地小气候常

年受到很好的调节。由于地势较高，所以春季气

温逐渐变暖，利于接下来的发芽，避免了霜冻的

危险。秋季，陡崖斜坡圈住温暖的湖波气流，延

长了葡萄成熟期。

地形
阶地始于尼亚加拉陡崖山脊之下，贯穿尼亚加拉半岛，形成一个突出特征。在森林所覆盖的山脊下，无数的朝南

斜坡是这一产区的特点。地形包括从比斯威利阶地西部一个背靠陡峭崖面的阶地，到二十英里阶地双阶地，再到

肖特山阶地东部的绵延起伏的丘陵。另一个重要的地貌是很多源头高于陡崖的很多溪流和支流。这些溪流穿过土

地，形成了多个斜坡，是很重要的地下水源，并且在春雪消融时提供排水。

土壤
从水分层粘土和泥沙组成的高度不同的土壤到富含石灰质的粘壤土，本地区的大部分土壤都是深层、排水适中并

具有良好保水能力的土壤。与干燥夏季源于陡崖底部的地下水流相结合，这些土壤在整个生长期为葡萄树提供稳

定的水分，同时斜坡提供优异的天然排水。此产区之下富含化石的沉积白云石构成了很多阶地葡萄酒中含有的独

特矿物质成分。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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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平坦的地形、秀丽的景观、生气勃勃的风格、富有魅力的原

产地葡萄酒

显著特点

滨湖尼亚加拉是安大略葡萄酒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酒

乡胜地。该地区因其每年一次的自然食物和葡萄酒庆典而愈加

闻名。

简况

生长度日：1434

无霜期：207 (-2°C)

七月平均气温：22.6°C

降水量：544 mm (4月1日到10月31日)

常见品种：夏敦埃、品丽珠、雷斯林、黑比诺

滨湖尼亚加拉
区域性产区特写

滨湖尼亚加拉是尼亚加拉半岛产区的两个区域性产区之

一。区域性产区由具有相似特征和酿酒经验的产区组合

而成。位于尼亚加拉陡崖顶峰之下，延伸至尼亚加拉河

和安大略湖湖岸，该地区有四个子产区：尼亚加拉河、

尼亚加拉湖岸、四里河、圣大卫阶地 。 尽管地质概况、

土壤组成、海拔和气候有很大差异，但该产区的酿酒厂

有一个共同的优势，就是邻近湖泊、河流和陡崖，这可

从葡萄酒反映出来。 r

安大略湖

伊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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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条件 | 滨湖尼亚加拉

气候
滨湖尼亚加拉的地理特征对气候有着意义非凡的影

响。邻近安大略湖的深水区和湍急的尼亚加拉河对

整个葡萄种植区的气温起到调节作用，降低了春天

来的晚和秋霜来的早的风险。葡萄园距湖较远，受

湖泊的调节作用的影响少一些，因此，每天的温差

较高，白天温暖，夜晚凉爽。由于受到尼亚加拉陡

崖的屏蔽作用的影响，春天回暖较早，阳光照射到

朝东和朝南的斜坡上，促进了发芽和开花。

地形
本地区的大部分都是湖岸平原，特点是具有很长、

缓和的斜坡，在邻近朝北的易洛魁湖峭壁的地方，

这一特点更加明显。平缓的地形让整个地区从清晨到深夜都能接受到充足的日照，这在白天和整个季节提供热量

积累，从而促进植物更早进入生长期。晴朗、平静的气候条件通常使每日温差较高，这种气候条件非常利于葡萄

的生长。

土壤
包括从砂壤土到主要由含有大量泥沙和粘土的红页岩构成的土壤，该地区内的保水能力有很大差别。由于朝向湖

泊的地形坡势缓和，所以这些土壤排水良好，而地表径流较缓慢。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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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湖北岸
产区概览

伊利湖北岸产区位于北纬约 42°，沿伊利湖湖岸线，呈弓

形从阿莫斯特堡延伸到圣托马斯，包括多座安大略西南

端的葡萄园。这一有利的南部位置，加上伊利湖浅水区

的增温作用，让葡萄树有更长的生长期，酝酿出了天然

甜味和酸味完美平衡的成熟果味。 r

凉爽的湖风、充足的阳光、均衡的成熟果味

伊利湖北岸

沿温暖、水浅的伊利湖湖岸一路绵延，这个南部产区是安大略省

阳光最充裕的地方，葡萄树可享受充分的光照，得天独厚的葡萄

成熟条件，使得酿制的葡萄酒异常浓郁醇厚。

显著特点

在靠近伊利湖岸线的地方，伊利湖北岸的植被长势良好，这个地

区的地形和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促进了葡萄的全面和均衡成熟。

简况

生长度日：1540

无霜期：200 (-2°C)

降水量：538 mm (4月1日到10月31日)

英亩: 1,100

常见品种：墨尔乐、品丽珠、赤霞珠

圣克莱尔湖

伊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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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条件 | 伊利湖北岸

气候
伊利湖北岸具有很长的生长期。这里完全受益于伊利湖

浅水区的快速夏季变暖以及生长期的充足阳光。基本上

葡萄都会提早成熟，通常在八月末采摘，晚熟品种通常

在十月末可以采摘。

地形
位于圣克莱尔湖西北侧，西面是湍急的底特律河，南面

是伊利湖，伊利湖北岸产区几乎完全被水环绕。在该产

区，有很多短且浅的溪流，在春季时自由的流淌，但通

常在温暖的夏季就会干涸成涓涓细流。该产区由各种朝

向的较长、缓和的斜坡构成，高度从海拔 172 米 （564 英寸） 到 196 米 （643 英寸） 不等。由于没有阻挡盛行西南

风的主要地理屏障，所以该区域能够享受湖风的全部作用，在较长的生长期调整整个区域的气候。

土壤
土壤组成受冰川湖的影响很大，在该地区沉积了大量未分类的多石材料。当冰川湖向别处后退时，该地区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还被深水覆盖，这让波浪冲刷褶皱，并沉淀下大量的沉积物。湖岸周围的轻质、排水良好的土壤主要

包含砂壤土和沙砾沉积物，被位于页岩石灰石岩床上的小型、不规则的多石褶皱打断。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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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王子郡
产区概览

爱德华王子郡地处北纬 44° 处，是安大略最北部的地

区，2007 年作为 VQA 原产区正式建立。正如当地人称

呼的那样，该郡实际上是安大略湖西端的岛屿。该产

区的大部分地区与昆特湾北面的本土分离，而余下的

地区则被安大略湖的水域所环绕。该郡坐落在湖上，

有利于调节其较冷的气候。该郡的很多湖湾、水湾和

小湾构成了 500 多英里的湖岸线，其中包括著名的桑

德班克斯沙滩。该产区还包括阿姆赫斯特岛，该岛是

本土东部的一窄条。总的来说，爱德华王子郡是满是

独特的小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产区，为那里产的葡萄酒

的独特性提供了基础。 r

石灰石岩床、石质土、低产量、果味浓郁

爱德华王子郡

地处安大略湖和昆特湾的边界，这个安大略最新的葡萄酒产区被

水环绕，并且具有石质土占主导地位的丰富风土条件。

显著特点

该产区凹凸不平的石灰石岩床和石质土让这个地区在春季时具有

良好的排水性，在整个生长期具有优异的吸水性，促使葡萄树在

炎热的夏季进一步生长，从而产出更少的味道更浓郁的葡萄。

简况

生长度日：1264

无霜期：194 (-2°C)

降水量：561 mm (4月1日到10月31日)

英亩: 800

常见品种：黑比诺、夏敦埃 、 灰皮诺 、 雷斯林

美国

加拿大安大略省

安大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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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条件 | 爱德华王子郡

气候
大多数葡萄园所在的地区都能充分享受湖风带来的最大好处。盛行西风不断吹向安大略湖和昆特湾以帮助调节气

温。在温暖的夏季，这尤其有益，将平均气温保持在 22°C 左右，在较热的日子凉爽宜人，而且湖湾的夜晚也很

凉爽。

地形
该郡的地形并不规则，丘陵地形使葡萄树拥有不同的日照量，峡谷地形深深嵌入广阔、平坦、特伦顿石灰石基

中。从东北到西南地势缓缓升高，大量较长、缓和的东西向山脊和偶尔出现的陡峭、崎岖的陡崖与之交错。在北

部和西部湖岸线，多石峭壁比安大略湖高出 30 米 (98 英寸) 或更多，在西岸，有很多湖湾，以沙岸和大型沙洲来

界定水域，例如西湖和东湖。

土壤
表土包括红棕色粘壤土到砂壤土和内含页岩碎片

的层叠石灰石岩床。土壤中的多石表层和大量的

岩石和页岩碎片让水排入石灰石，这可确保在冬

融时排水良好，并且保证成熟葡萄树的根部渗透

更充足。这种多石土壤还保证良好的热传导和热

保持能力，并促进其在春季提早回暖。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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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葡萄产区 就在40年前，尼亚加拉半岛和伊利湖北岸还被认为是几

乎不能种植优良酿酒葡萄的地方，15年前的爱德华王子

郡也是如此。不过，这些“公认的”葡萄产区也只是个

开始。过去的10年里，随着当地葡萄酒产品备受消费者

青睐，以及大量有着丰富经验和更好的工具设备，且勇

于开拓的葡萄种植商和葡萄酒制造商的出现，葡萄树已

种植在安大略省的各个地方。高效率的“培土”或掩埋

设备，使葡萄树可以安然度过严寒的冬季 而安装的风机

也可以防止葡萄树出现霜冻——这些方式改变了葡萄的

种植规则。

目前，伊利湖北岸和尼亚加拉半岛的种植区最有可能成

为VQA认证的下一个安大略产区。被当地居民称为“南

岸”的产区是一块气候温暖的盆地，位于伊利湖北岸，

中间为诺福克郡和夏季旅游胜地多佛港口镇。再向北的

乔治亚湾区域，陡峭的石灰岩断崖困住了沿乔治亚湾方

向吹来的温暖湖风，孕育了这里独一无二的局部葡萄种

植气候和地貌。另外，在多伦多北部的橡树岭冰碛山脉

（Oak Ridges Moraine）也有众多种植园。橡树岭冰碛山

脉是安大略省地貌最显著的地方，从尼亚加拉陡崖直到

特伦特河，绵延160千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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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泡酒 
如今，起泡酒正日渐成为安大略葡萄酒制造中最具优势的葡萄酒类型。

凉爽的气候，基于石灰岩的土壤，以及安大略省霞多丽、黑比诺、乃至

一些莫尼耶品乐葡萄园纯熟的香槟葡萄种植工艺，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正

确配方和传统加工工艺，酝酿出了口味纯正的陈年起泡酒。如需要果味

清新且价格相对便宜的“槽内二次发酵法制”葡萄酒，安大略省也可轻

松提供雷司令和威代尔、甚至白苏维浓等高酸度的芳香类葡萄酒。

安大略省吸引起泡葡萄酒制造商还得追溯到1974年，当时Podamer 

Champagne Company是当地首家以传统葡萄酒酿制工艺生产霞多丽葡萄酒

的公司，但是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起泡葡萄酒才开始正式发展。当时

尼亚加拉的13th Street、Henry of Pelham、Trius和Cave Spring Cellars等葡萄酒

庄开始准备采用瓶内发酵陈酿方法酿制起泡酒。到2004年收获期的时候，

由法国受训酿酒师Frédéric Picard领导的爱德华王子郡Huff Estate酒庄，意

识到该地更加凉爽的气候和石灰土质所蕴藏的天然优势，因此他们也很

快继Hinterland酒庄后，将爱德华王子郡作为起泡酒的生产基地。随着市

场上优质起泡酒需求的旺盛增长，越来越多的酿酒商加入了生产行列，

如今在安大略省，从事起泡酒生产的酒庄将近30个。 

“加拿大起泡酒别有风味。” – Oz Clarke

“安大略起泡酒自有特色，无需羡慕他人。在饱尝VQA起泡酒后，我更加确信安大略省

不仅有能力生产葡萄酒，而是已在生产优质的葡萄酒，甚可媲美产于法国香槟地区的葡萄

酒，动摇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 – John Szabo

r

r

r

r

r

r

安大略起泡酒

有30多个葡萄酒庄生产起泡酒

年产量约55,000箱

超过65%的生产采用传统的酿造工艺 

采用传统工艺酿造的起泡酒中，33%

为玫瑰红酒

采用传统工艺酿造的主要起泡酒类

别为霞多丽和黑比诺，采用槽内二

次发酵法酿制的则为雷司令。

传统酿造工艺遵从VQA要求，采摘

期沉淀时间至少有12个月，非采摘

期沉淀时间至少有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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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酒
安大略是全球领先者

冰酒是安大略的宝贵财富，它是由在葡萄树上自然冰冻

的葡萄制成的甘美、味道浓郁的葡萄酒。

凭借最适合每年可以可靠生产冰酒的气候，即温暖的夏

季让葡萄成熟，和寒冷但又不太冷的冬季，安大略自从 

1984 年开始生产冰酒，并且在 1991 年之后就被认为是

全球领先的冰酒产地，当时，云岭冰酒在波尔多 Vinexpo 

葡萄酒展荣获著名的荣誉奖（Grand Prix d’Honneur）。

今天，安大略被认为是生产某些世界上最优质的冰酒

的地区。 r

葡萄品种

在安大略，冰酒必须由欧亚种葡萄或杂交品种威代尔制造。最普

遍的品种是威代尔、雷斯林和品丽珠。还包括少量的琼瑶浆、夏

敦埃和赤霞珠。

葡萄酒特点和风格

r	具体取决于葡萄品种、期望的浓香程度以及成熟的热带水   

        果、桃、蜂蜜、柑橘、瓜和草莓的香味

r	具有坚实酸度列度的甜度，使其口味完美均衡

r	还用作汽酒或鸡尾酒的配料 

r	可以作为餐后甜点单独享用或者与 餐后甜点一同享用

r	是鹅肝和陈年蓝干酪等油腻、味道较重的食物的完美补充

r	食用辛辣食物时饮用味道更佳

 
法规

冰酒生产由安大略省根据 VQA 法和条例进行管理。从葡萄园到

每瓶葡萄酒都由 VQA 检查员按严格的标准进行监控。规则涵盖

葡萄品种、收获程序、酿酒和葡萄酒推广之前的测试。除非经过

安大略 VQA 的认证，否则不准将词语“Icewine（冰酒）”印在

其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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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酒的制造方法

秋天时，将葡萄藤结成网以防止葡萄被鸟类啄食，这时冰酒制造就开始了。

然后将葡萄留在葡萄藤上，直到持续气温达到 -8°C 或者更低时（有时在十

二月和二月之间）。

在葡萄生长期结束和收获期间的这段时间，葡萄会失水，汁液变浓，从而产

生冰酒特性的复杂性。

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厂细心观察天气，希望气温最好在 -10°C 到 -12°C 之间。

这个气温范围会产生非常甜的汁液，白利糖度（糖的测量单位）在 35 到39 

度之间。通常，收获和压榨葡萄至少需要六个小时的时间，而且通常都在晚

上。很多酿酒厂都手工收获，但是最近机械收获也发展起来。

收获的葡萄在小型液压机中压榨。因为葡萄经过冷冻，所以大部分都是水，

这些水以冰的形式留在液压机中。只有少量的浓缩汁液被榨取出来。冰酒葡

萄产出的汁液比佐餐酒低很多，只有用于酿造佐餐酒而收获的葡萄的期望产

量的 15%。冰酒汁非常甜，并且难以发酵。高糖量会创造出不利于酵母的环

境，发酵过程很早就结束，因此，在成品葡萄酒中留下相对较低的酒精量和

较高的糖量。 r

“安大略省是全球一流的冰酒生产地，向全球供应品质如一的优质冰酒。毕竟，这里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让我们的酿酒商每年冬天都可以生产这份与众不同的礼物。无论原料是威代

尔、雷司令、品丽珠还是其他葡萄品种，安大略冰酒都有着独具一格的出众香味和口感，无

论是酒类收藏家还是初涉冰酒的新丁，它都会为您的藏酒室增色不已！” – Tony Asp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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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葡萄酒的历史 安大略省最早种植葡萄和生产葡萄酒还得追溯到1811

年，当时德国出生的Johann Schille将宾夕法尼亚本土的美

洲种及杂交品种葡萄树移栽在库克斯维尔（Cooksville）

祈德河畔20英亩的土地上，这里处于多伦多西部大约20

千米的地方。

安 大 略 现 代 化 的 酿 酒 时 代 始 自 1 9 7 4 年 ， 当 时 云 岭

（Inniskillin）是自1916年禁酒令以来，首家获得新葡萄

酿酒厂生产许可证的酿酒商。接下来的短短数年内，多

家葡萄酒庄相继成立，在创办者的不懈努力下，成为了

这一新生行业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保证葡萄酒的品质，安大略省葡萄酒庄联合创建了酒

商质量联盟（VQA）项目，规划出地理种植产区，并推

行严格的生产标准。安大略省拥有了自己的紫红色葡萄

酒行业，并得到了持续发展。r

1811 年

Johann Schiller在

安大略省库克斯

维尔20英亩的土

地上移栽了美洲

种及杂交品种葡

萄树。

1866 年

肯德基葡萄种植

商在皮利岛种植

了卡托巴和特拉

华葡萄树。安大

略省的首家酒庄

Vin Villa Winery

成立

1873 年
George Barnes
创办了尼亚加

拉首家酒庄The 

Ontario Grape 

Growing and Wine 

Manufacturing 

Company，之

后更名为Barnes 

Winery。

1890 年
安大略省有35家

葡萄酒庄，大部

分位于埃塞克

斯郡。

1927 年
建立安省酒管局

（LCBO），以管

制各类葡萄酒、啤

酒和烈酒的分销及

销售，另外针对安

大略葡萄酒也有专

门的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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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Brights Wines移去

600英亩的本土葡

萄树，改种新的欧

洲种葡萄及杂交品

种，并于1955年生

产出加拿大的首款

欧洲种葡萄酒。

2000 年
尼亚加拉学院设

立酒庄及农业

技师课程和尼

亚加拉学院教

学酒厂（Niagara 

College Teaching 

Winery）。

2001 年
爱德华王子郡

的首家酒庄

Waupoos Estates 

Winery成立。

1974 年
安 大 略 省 葡 萄 酒

理 事 会 正 式 组

建。1975年，云岭

（Inniskillin）酒庄

的Donald Ziraldo和

Karl Kaiser获得了安

大略省50年来首个

新葡萄酿酒厂生产

许可证（Inniskillin 

Wines）。

1996 年
布鲁克大学成立

凉爽气候酿酒学

和葡萄栽培学学

院（CCOVI）。

2005 年
经过三年的调查研

究后，VQA在尼

亚加拉半岛指定了

两个区域级法定产

区及10个子产区。

目前安大略省有75

家酒庄

1978年

Paul Bosc Sr.和

Pennachetti家族

分别在查姆斯酒

庄（Chateau des 

Charmes）和Cave 

Spring Vineyard酒庄

创建了早期的欧洲

种葡萄园。

1991 年
在法国波尔多举行

的国际葡萄酒及

烈酒展览会上，

云岭酒庄1989年

份的冰酒获得荣

誉奖（Grand Prix 

d’Honneur）。

2007 年
爱德华王子郡列
入VQA法定控制

产区。

1979 年
德国葡萄酒商

Herman Weis购买

了50英亩土地，在

圣市葡萄园（St.

Urban Vineyard）

，如今为Vineland 

Estates Winery酒庄

的一部分，种植

雷司令。

1988 年
安大略省葡萄酒庄

联合创建了酒商质

量联盟（VQA），

规划出地理种植产

区，并推行严格的

生产标准，该标准

于1999年正式列入

法案。

2010 年
在诺弗克郡和格

雷郡的“新兴葡

萄产区”成立了

新酒庄。

1983 年
一些葡萄酒庄首

次尝试酿造冰

酒，并于1984年

生产出首款商业

冰酒。

2011 年
一年一度的国际酷

爽霞多丽酒狂欢节

（International Cool 

Climate Chardonnay 

Celebration）在尼亚

加拉举行，首届狂

欢节地点为安大略

酒乡，众多国际葡

萄酒制造商参加了

此次活动。

安大略葡萄酒业的未来

安大略省现有140个

VQA认证酒庄，

并将继续增加而且

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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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原产地葡萄酒
简况

葡萄酒之乡安大略已成为葡萄酒观光旅游区，每年有180多万游客慕名而来

安大略有 170 多个获得许可的酿酒厂，其中包括葡萄酒厂和果酒厂

生产 VQA 原产地葡萄酒的酿酒厂数： 140

安大略酿酒葡萄种植总面积： 17,000 英亩（6,900 公顷）

安大略葡萄树数量： 1,700 万株

冰酒平均年产量： 850,000 升

典型年中 VQA 原产地葡萄酒年均使用的葡萄吨数：33,000 吨

VQA 葡萄酒的总零售值 :  超过3.5亿加元

（截止于2013年3月31日的统计数据：所有数字均舍入到整数位，针对2012丰收年）

在 VQA 安大略年度报告中可找到更多详细统计数据 : 

www.vqaontario.ca

葡萄产量源自安大略葡萄种植者年度报告 :

www.grapegrowersofontario.com

技术信息源自 Tony Shaw 博士

“安大略的葡萄酒产区保留着浓郁的原始风貌，有着风景如画的自然风

光，在探寻世界级美酒的过程中，会看到很多漂亮的乡村饭馆，那里有美

味的特色吃食静候着八方来客，为旅途中平添了一份快乐。”  – Ian D’Agata

如需更多信息 ， 请联系：

info@winecountryontario.ca  或访问

www.winecountryontario.ca/mediacentre

         facebook.com/WineCountryOntario

         @WineCountryOnt

         WineCountryOnt

安大略酒乡旅游资源

    r	winecountryontario.ca

	r	安大略酒乡旅游指南 

    r	我的旅行路线规划器

    r	葡萄酒之旅

    r	移动 Web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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