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酿词汇表

ABV (Alcohol by Volume)  
酒精度 （体积酒精比） 

最常见的酒精含量指数。 

ABW (Alcohol by Weight)  
酒精度 （重量酒精比） 

另一种不太常用的酒精含量指数，用ABW的主要目的是可以让酒精度看起来比ABV低。两

者之间的换算关系是：ABV= ABW x 1.25 

Adjunct  
辅料 

(1) 补充大麦芽而额外添加的未发芽的谷物（如燕麦，黑麦或小麦）及其他糖源 

(2) 代替大麦芽而添加的淀粉类物质（如玉米，大米）。可改变酒体及风味，也有可能为了

节约酿酒成本。 
 

Airlock and Stopper 
气封塞 

啤酒发酵过程，让二氧化碳跑出而阻止空气跑入发酵罐的装置。 

Ale  
艾尔 

使用顶部发酵酵母，在较高温度发酵的啤酒。 

All-grain or Full Mash 
全麦酿造 

使用全谷物为原料酿造，而非合成麦精。需要更多专业知识，更大场地及更长酿造时间。是

进阶版的酿酒方式。 

Alpha Acids 
阿尔法酸 

啤酒花中的苦味的成分。 

Alt 
德国老式啤酒 

旧时德文用语，啤酒风格类似现今的淡色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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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ma Hops 
香花 

在煮沸过程最后加入酒花，取其香气而非苦味。 

Attenuation 
发酵度 

顾名思义，初始密度（见Original Gravity) 降得越多，发酵度越高。 

Auto-siphon 
自动虹吸 

单向阀连接的虹吸管，可帮忙简易倒罐。 

Bacteria 
细菌 
 
单细胞微生物，对人体的作用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生病也可以帮助消化。任何发酵食品都有

细菌的功劳，比如酸奶，芝士，泡菜，还有啤酒。 

Barrel 
桶 

(1) 美式啤酒容积单位，1桶=117升 

(2) 精酿界用来陈酿啤酒的器皿，通常为橡木桶打造。 

Base Malt 
基底麦芽 

为发酵提供主要糖分的麦芽原料 

Beer Geek 
啤酒极客 

如果你已经喝过100款以上不同的啤酒，恭喜你，你就是！ 

Beer Snob 
啤酒势利 

凭借啤酒知识自喻大师，巧立名目排他；而不是其乐融融，传播啤酒文化。 

Beercation 
啤酒之旅 

喝啤酒顺便旅游的意思，是精酿极客最爱的旅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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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G 
一袋一酿 

Brew-in-a-bag的缩写，起源于澳大利亚的一种家酿方式。因为简易了全麦酿造时麦汁的糖

化步骤而深受家酿者欢迎。 

Bittering Hops 
苦花 

在煮沸初期加入的啤酒花，取其苦味而非花香。 

Blow-off Tube 
排管 

取代气封塞连接在发酵桶顶部，另一头置于清水中。效果同样为让二氧化碳跑出而阻止空气
跑入发酵罐。 

BMC 

百威，米勒，康胜（Bud-Miller-Coors）三大啤酒巨头的统称，泛指大型工业啤酒。 

Bomber 
轰炸机 

指650毫升的瓶装啤酒 

Bottle Conditioned 
瓶中发酵 

装瓶后啤酒中仍有活性酵母。 

Brettanomyces 
布雷特酵母 

流行的野生酵母菌种，在现代精酿中被活用在酿造很多风格的啤酒风格。记住这个名字（发

音近似“布雷他no卖西斯”），在多人酒局中尽情装B吧。 

Brewer's Growler 
酿酒师酒壶 

特指4提的500毫升罐装啤酒，总量刚好等于一个2升的外带酒壶。因其便携，保鲜及易处理

性，深得酿酒师们的喜爱。 

Campden Tablets 
坎普顿片剂 

添加在麦汁中可去除多余的氯，细菌及野生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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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mel/Crystal Malt 
焦糖/水晶麦芽 

湿烘的麦芽，其淀粉可产生焦糖香气及口感。  

Carboy 
细口瓶 

肚大开口小的玻璃发酵罐，X宝上有各种容积。优点是便宜，清洗方便。缺点是不避光，易
碎。 

Cask 
木桶 

专指用来发酵及成熟啤酒或葡萄酒的木桶。词源来自于英国。 

Cask Conditioned 
木桶发酵 

在木桶中进行二次发酵。 

Chill Haze 
冷浊 

指啤酒在低温储存时其中的降解蛋白质和单宁形成了胶态物质所成的视觉观感。 

Cold Break 
冷淀物 

麦汁冷却后底部积聚的沉淀物。 

Cold Crash 
冷压 

低温处理啤酒，使悬浮物沉于底部，从而令成品啤酒更清澈。 

Coupler 
分酒阀 

连接扎啤桶和酒头的重要装置。 

Decoction 
煎煮法 

一种传统的德式糖化方式。将部分麦芽煮沸后加回整体麦汁中，使其即刻升温。不建议家酿
爱好者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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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trins 
糊精 

不可发酵糖，但可用来添加甜度及口感。 

Diacetyl  
双乙酰 

发酵产物，量小时产生顺滑口感，量大会使啤酒产生类似奶油的粘稠口感。在多数啤酒风格
中属于一种异味。 

DONG 

“只扎啤，禁外带”（Draft Only, No Growler），发音为“东”。Russian River酒厂的
Pliny the Younger就是一款最著名的DONG。 

Drain Pour 
下水道啤酒 
 
难喝到只能倒进下水道的啤酒。 

Dry Hopping 
干投 

发酵完成后添加啤酒花的步骤，目的为增加更多酒花香气。 

Dunkel 

德语单词，意为“深色”。 

Esters 
酯 

啤酒中的果香分子。 

Fermentation 
发酵 

酵母吃糖，并代谢酒精和二氧化碳的过程。 

Fermenter 
发酵罐 

让啤酒发酵的空间，通常为较大的密封金属桶，或带气封阀的细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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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Gravity 
终极密度 

发酵结束后的麦汁密度。与初始密度（Original Gravity）对比，可以算出酒精度。 

Flavor Hops 
味花 

煮沸中后期加入的啤酒花，取其香气及口味。 

Flavorings 
调味 

为啤酒增加风味的辅料，如水果，香料及咖啡。 

Flocculation 
絮凝法 
 
发酵终止前让酵母凝结沉底。 

Ghost Whale 
鲸魂 

稀有到成为传说的啤酒（参阅鲸鱼Whale）。 

Glasshole 
杯B 

必须使用配套酒杯才肯饮用一款啤酒的装B一族。 

Glasswhale 
鲸杯 

稀有的啤酒杯。 

Gluten 
麸质 

大部分谷类蕴含的一种谷物蛋白，如小麦和大麦。  

Grain Bag 
麦芽袋 

细密针织袋，家酿中一袋一酿（参阅BIAG）酿造法的必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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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Bill 
麦芽单 

一款啤酒中所有谷物成分的清单。 

Gravity 
密度 

啤酒中的糖分含量。 

Grist  
麦碎 

已研磨，等待酿酒的混合谷物。 

Growler 
外带壶 
 
用于从酒吧零拷啤酒回家享用。一般为1.5至2升金属壶，保压保温，鲜啤亦可保质1周左
右。 

Gruit 
格鲁特 

中世纪常用混合草药，为啤酒保质及添加风味，后逐渐被啤酒花取代。比利时尚有一间酒厂

以此传统酿酒。 

Hefe 

德语单词，意为“酵母”。如德式小麦（Hefeweizen）就是一款酵母主导的小麦啤酒。 

Helles/Heller 

德语单词，意为“淡色”。如慕尼黑清亮啤酒（Munich Helles). 

Hop Pellets 
酒花颗粒 

压缩的干燥酒花，外形如维他命药丸，也是家酿者最常使用的酒花产品。 

Hophead 
花瘾者 

对酒花型啤酒上瘾的人。 

www.thebrewgirl.com



精酿词汇表

Hops 
啤酒花 

一种呈松果型的爬藤类植物，且只有雌性花朵适合酿酒。 

Hot Break 
热凝物 

麦汁温暖时底部积聚的沉淀物。 

Humulus lupulus 

啤酒花学名。由古罗马著名史学家/自然学家/文学大师Pliny the Elder，首次用此拉丁文记
述并定义了“啤酒花”。 

Hydrometer 
密度计 

测量初始密度（Original Gravity）及终极密度（Final Gravity）的仪器，从而计算啤酒酒精
度（ABV）。 

IBU (International Bitterness Units) 
国际苦味指数  

啤酒苦度指数，水为零，越高越苦。通常苦度超过100，人类舌苔便无法识别高低。 

Iodophor 
碘伏 

家酿爱用的草根消毒剂。 

Irish Moss 
爱尔兰藓 

一种红色藻类，用作天然啤酒澄清剂。 

Lactobacillus 
乳酸菌 

一种可以酿造酸啤酒的野生酵母菌，但搞不好会不受控制让啤酒变质。 

Lager 
拉格 

使用底部发酵酵母，低温状态发酵而成的啤酒。“Lager”原意为窖藏，而当今99%的工业
啤酒属于拉格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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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struck 
日光臭 

因为光照与酒体接触而产生的啤酒异味。 

Lovibond  

色度仪权威品牌，可测量麦芽及成品啤酒等的色度。 

Malt 
麦芽 

发芽且经干燥处理的谷物（常指大麦）。 

Malt Extract 
麦精 
 
浓缩麦芽提取液，含可发酵糖。是初级家酿人士最好的麦芽替代品。 

Mash 
糖化 

磨碎谷物与热水浸合的过程，诞生的麦汁中富含可发酵糖。  

Mash Tun 
糖化罐 

在全麦酿造时进行糖化过程的容器。 

Microbrew 
微型酒厂 

美国标准为年产量小于约2500吨。 

Mouthfeel  
口感 

啤酒的质感，酒体及气泡的综合入口感受。 

Neophyte 
嫩草 

啤酒新手，尤指刚坑的家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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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ogen Tap 
氮气头 

用氮气代替二氧化碳的生啤装置，为某些啤酒风格制造更柔滑的口感。 

Noble Hops 
贵族酒花 

特指四种产自中欧的酒花：Hallertauer Mittelfruh, Tetramer, Saaz和Spalter.  

One-off 
单次酒 

酒厂发布的只酿造一次的啤酒。通常是和其他酒厂的合作款，极少情况下因为市场反响太差

而不再生产。 

Original Gravity 
初始密度 

发酵开始前的麦汁密度。与终极密度（Final Gravity）对比，可以算出酒精度。 

Oxidation 
氧化 

啤酒与氧气接触后的自然衰退. 

Partial Mash 
半麦酿造 

部分谷物，部分麦精混合制作的麦汁。 

Pasteurization 
巴氏杀菌 

亦被称为低温消毒法，冷杀菌法。是法国人巴氏（Pastuer）于1865年发明的。经后人改

进，用于彻底杀灭啤酒中的病原体，且最大程度保持其风味。 

Pastry Stout 
甜品世涛 

讽刺精酿界为了酿出一款独一无二的世涛而添加了太多错综复杂的辅料（adjuncts），如巧

克力，咖啡，枫糖，香草，蜂蜜，椰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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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ls 
酚类 

一种带气味的弱酸性物质。在啤酒中有时可接受（如由某些酵母产生的丁香类气味），有时

属于异味（如由氯产生的塑料气味）。 

Priming Sugar 
气泡发酵糖 

给已发酵的啤酒添加的糖，其作用主要是为瓶装后的啤酒提供更多风味，酒精度及气泡。 

Rack 
转桶 

家酿时将啤酒转移至不同容器的步骤。 

Rauch 

德语单词，意为“烟熏”，如烟熏啤酒（Rauchbier）。 

Roasted Malt 
烘烤麦芽 

烘烤至棕色的麦芽，为啤酒提供风味及色泽。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酿酒师酵母 

最广泛使用的酵母菌，亦被使用在面包及葡萄酒发酵中。据传最早从葡萄皮中提取。 

Schwarz 

德语单词，意为“黑色”，如德式黑啤（Schwarzbier). 

Secondary 
二发 

二次发酵，属于啤酒的澄清及熟成阶段。 

Session/Sessionable 
适饮 

酒精度低（通常为ABV 5%以下）的精酿啤酒，适宜在轻松气氛下长时间引用，多喝也不容
易醉。也称“社交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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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omore 
新生 

从嫩草（Neophyte）阶段上升到初级酿酒师的职称。 

Sparge 
冲淋 

冲淋麦芽以充分获取麦汁糖分与风味。 

Specialty Malts 
特种麦芽 

少量添加即能为啤酒提供风味及特色的麦芽。通常以类似泡茶的“浸泡法”加入麦汁中。 

Spent Grain 
麦渣 
 
出完麦汁的残渣。以前多用来喂猪，现在被制造成狗饼干，能量棒，磨砂膏等多种时尚副产
品。 

SRM (Standard Reference Method) 

啤酒中的色度指数。 

Star San 

产自美国，家酿人最常用的消毒液品牌。 

Tannin 
单宁 

产生苦涩口感的水溶性酚类物质。酒花及麦芽中都含不同程度单宁。 

Ticker 
集邮人 

专喝稀有精酿，而且每款只喝一次的人。 

Trub 
酒渣 

煮沸罐及发酵罐中的沉淀物，主要由麦渣，酒花分子，死酵母和蛋白质组成。 

Weisse 

德语单词，意为“白色”，啤酒中尤指小麦啤，如德式小麦（Weisseb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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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zen 

德语单词，意为“小麦”，如小麦博克（Weizenbock）。 

Wet Hop 
湿花 

未经加工，新鲜收获的啤酒花。 

Whale/Wale/Walez 
鲸鱼 

专指稀有啤酒。 

Wit 

佛莱芒语，意为“白色”，尤指比利时小麦啤酒（Witbier）。 

Yeast 
酵母 

让啤酒发酵的单细胞真菌。 

Yeast Starter 
酵母引子 

以少量麦汁和水营造小型发酵环境，以激发更多酵母活性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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