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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DAL CIN（大秦）公司于1949年9月由Gildo Dal Cin先生在米兰创建。也开创了了所谓

“酿酒”产品工业分支，公司致力于酿酒专业生产整个系列及应用研究。1954年主厂房迁

至Sesto San Giovanni（距米兰几公里），意大利战后最伟大的工业繁荣时期的首都。在

2010，一个全新的工厂搬迁至Concorezzo（MB）。

在过去的60年里，DAL CIN（大秦）公司不断扩大其研究和生产活动，通过建立新的工厂

和分支机构，创办国内和国际的子公司，扩大其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市场。在1960-

1980二十年间，DAL CIN（大秦）一直从事Comes DC品牌液固过滤设备的研发。

一些创新和DAL CIN（大秦）研发专利已真正成为现代酿酒史基准。从膨润土到偏酒石酸，

从酒精发酵的物理活化剂到预分散过滤介质，甚至最近创新的MiniTubesTM产品也是由DAL

CIN（大秦）发明生产的。

由于对膨润土的深入了解，DAL CIN（大秦）已成功投资若干农业和工业领域对膨润土的

应用诸如（农药，动物饲料，瓷砖的生产，垃圾箱，医药和其它工业用品）和固液分离的

过滤介质（果汁，啤酒，废水，溶剂，等）。

工业和商业结构

DALCIN（大秦）今天拥有约43500平方米的工业区，其中一半面积是两个生产工厂，一

个在Concorezzo（米兰东北15公里），另一个在Foggia (Apulia地区)，全部专业产品的

40%（2012年约10000吨）在这里生产。

意大利各地分支机构的运货汽车保证货物销售运输。他们位于S. Stefano Belbo (CN), S.

Fior (TV) and Nogarole Rocca (VR)。还有仓库位于罗马省和特拉帕尼（西西里岛）。

世界范围内的销售委托当地独家经销商。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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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to.Zero
去除杂质废料，快速制备（蛋白质稳定处理膨润土）

Bento.Zero优点，最大限度的排除如生物胺或处理过程残留的过敏性蛋白。从而使酒更加

柔和，色泽更加明快，酒体更稳定。使用简便，膨化快速用水量少，沉降彻底无悬浮物。

BENTOWHITE GRAN
去除葡萄酒中不必要的分子浓度，如生物胺或处理过程残留的过敏性蛋白。优异的去蛋白

和澄清作用。

BENTOWHITE GEL
具有最强去蛋白效果的膨润土。它还允许去除过敏原处理的残留。

没有灰尘…没有污染.....没有浪费…只有效率

MiniTubesTM 是Dal Cin解决酒窖粉尘问题的独特产品。粉尘的形成和无用的废料（“云”

状态下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此外，颗粒的润湿性是有保障的，因此他们完全分散到果

汁或酒中。

该产品特性：具有净化酒窖环境、保持酒窖无尘、洁净，恒温、恒湿的作用，在管理人员

添取葡萄酒原酒过程，可避免空间呈“云”状态下的灰尘进入葡萄酒中。

KOLIREXTM CP
在酒精发酵过程中可调节发酵动态，消除可氧化和被氧化的多酚类物质，保护葡萄酒 初级

芳香不被氧化。PVPP有利于防氧化和清新芳香。消除葡萄酒中的苦味物质。

DC POL G
MiniTubesTM 的PVPP具有去除已氧化和可氧化多酚的效果。在白色和红色葡萄酒酿制过程

中，它是用来防止葡萄酒的氧化褐变，对产品色调处理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并最终延长葡

萄酒的寿命。

GRANDECÓ
MiniTubesTM 技术中的脱色碳；它不产生粉尘，被赋予与粉末形式的传统碳比较高的润湿

性，标准的制备操作节省时间。它具有对花青素物质和总多酚类化合物的优良吸附力。

POLIFERM P
MiniTubesTM特别形成的高压釜中的二次发酵。使得香气更加的清新芳香并调节发酵动态，

从而优化选择的酵母性能。

KOLIREXTM C
用于葡萄酒装瓶前的澄清，它作用于不稳定的蛋白质和多酚胶体。可以有效限制白葡萄酒

颜色变深和蛋白质稳定性。使用低剂量有助于保留芳烃含量。使用较高的剂量，能保证蛋

白的稳定性。

KOLIREXTM P
用于葡萄酒装瓶前的澄清处理，介于酚和蛋白质在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稳定性。理想的

情况是对酒精发酵结束 的原酒，使用少量本品，可保留初级芳香特征和色泽。

特写

4



MOSAICO
(音译：马赛克) 系列产品。

提高葡萄酒的澄清度，有利于葡萄酒的稳定性，改善酒体结构感。使

酒体圆润丰满并且保持葡萄酒的芳香特征。

MOSAICO REFINE.

用于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使其更具光泽，蛋白质更稳定，消除一些口味缺陷，减少口感

中酸性和刺激性感觉。

MOSAICO PROTECT. 

用于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的澄清，改善葡萄酒的感官特征。增加葡萄酒甘美度，使口感

清新饱满，减少苦味和恢复正常的葡萄酒色调。

MOSAICO ROUND. 

用于红葡萄酒。使其更具鲜亮，使过滤更加容易，纠正颜色的氧化缺陷，改善单宁的粗糙

度，使其口感更加丰满。并且可减少酒香酵母污染的风险，防止异味的出现。

INFINITY

装瓶前“培养”和澄清解决问题方案。

装瓶之前，改善酒体结构去除不良杂味，Infinity Fruity Red e和 Infinity Fruity White分别

用于红白葡萄酒，恢复原有芳香气味。

需要复杂的优质橡木焙烤味时，可以用Infinity Class 和Infinity Creamy，它们具有香料，

香草，巧克力和摩卡咖啡香味。

阿拉伯树胶:软化和稳定 

DÉLITE
改善葡萄酒的感官特征。减少酸的刺激感和不愉快的植物味道，并能放大新鲜的水果味。

尤其在汽酒 和“petillant”葡萄酒中使用，去除不良味道，增加细腻感，使外观更靓丽。

LIQUIRAB 100 
除有抑制酒石酸盐类沉淀的作用，可增强酒中蛋白质、色素和各种金属物的稳定性。即使

用高剂量、采用超强过滤，其对过滤膜和酒的色泽不受影响。

GOMMARABICATM

本品具有对蛋白质，着色物质和其他不稳定的胶体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防止铁，磷酸铁

和铜破败病的出现，并增强偏酒石酸的作用。增强结构感，酒体变的柔和，均衡、丰满圆

润。

POLVARABICA
本品为粉状，100%纯阿拉伯树胶，可用于所有的葡萄酒处理。该产品溶解度低。对浊度和

酒石沉淀具有良好的稳定作用；此外，具有显著的柔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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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前

为了保持葡萄的鲜美和香味物质。

白葡萄酒专用单宁产品（帮助防止氧化）

混合单宁是一种用于处理白葡萄汁的酿酒单宁，用来保护和稳定白
葡萄酒的芳香物质。在葡萄分选破碎过程中或果汁澄清添加，可以
防止多酚类物质溶解氧化。

TANNIFERM BLANC

单宁液体：用于白色、玫瑰色和红色葡萄汁防止氧化反应。它可以从
葡萄装载进料斗时使用，然后用于葡萄汁制备，以防止颜色和味道氧
化酶反应。

INFINITY BLU

用量：3到10克/ HL。当葡萄有贵腐病或不健康

时剂量可增加到20-30克/ HL。

当葡萄有霉烂果粒，用量20-30克/百升

特别用于浮选过程：它能快速降粘。它是连续和不连续的理想（浮
选槽）浮选设备

ULTRASI Flot

膨润土颗粒，特别用于浑浊的酒体，具有吸附蛋白质的能力，有助
提高酒的澄清度

FLO-GRAN DC

白葡萄酒酿制

对于葡萄汁浮选

用量：1-4毫升/百升。

用量：30到120克/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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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胶酶
特别用于快速进行白葡萄汁细化和澄清（几个小时）。他们活跃在
很宽的pH和温度范围内，有两个版本：Ultrasi G微颗粒形式和液体
形式的Ultrasi L

ULTRasi G

这是适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一种特定酶：葡萄成熟度不品够，pH值低，
如Muscat, Malvoisie, Traminer等品种。果胶浓度高，通过正常的
果胶酶难以水解的葡萄汁得以快速降解。

ULTRasi Select

对静态葡萄汁澄清和初始酚和蛋白质稳定：

用量：1-4克百升。

用量：0.5到2克/百升，根据葡萄品种和必要的
条件。

一种用于白葡萄汁澄清的酶。Pectazina LS在白葡萄汁澄清和浸渍
过程中具有互补性的作用。

PECTAZINA LS
剂量：澄清：1-3毫升/百升。改善果汁提取。

表皮浸渍: 2-4毫升/公斤，用于粉碎和去梗的葡
萄中。

GRANDECÓ

DC-POL G

10到100克/百升：根据颜色去除的需要

汁：10到20克/百升，不稳定性越高，用量越大。

Grandecò的润湿性远高于正常的碳：颗粒湿
润和快速分散，使正常的准备程序节省时间

PVPP颗粒，使用时可直接溶解。具有去除氧化
和氧化的酚类物质。它可以防止氧化的锐减和
恢复氧化产品活力，显得清新干净

MiniTubesTM

BENTOWHITE
GRAN

50到 120 克/百升.颗粒膨润土，具有去蛋白作用。用于葡萄汁时，
早期去除果汁中的蛋白，减少成品酒的用量

传统

KOLIREX CP

CLARACEL VIP

30 到 50 克/百升.

40到 100克/百升汁 

在酒精发酵过程中去添加，具有预防可氧化多
酚类物质现象的能力，增加蛋白质的稳定性。
使所酿葡萄酒得到更加 理想的潜在芳香特征

能够调节发酵活性。通过絮凝作用的沉积物可
迅速降低胶体和多酚含量。使发酵状态平稳和
缓。

发酵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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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发酵

量产时保证质量

是一款能抑制野生物菌群的菌株，具有明显的抵抗野生酵母活动的能力，保证酒精发酵的安全进行。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
低氮含量，质量差的葡萄，高SO2含量，汁液澄清等）也能保证发酵状态正常运行。所以FA-01是酿酒师寻求安全发酵的一个非

常有益的菌株。

ENODOC FA-01

SLC特别推荐用于：大容量的容器；而且每当缺乏大罐，缺乏制冷能力，缺乏人手或没有时间实施严格而苛刻的流程时；发酵进
程有规律的进行但很快就结束；氮缺乏的情况；没有温度控制设施或卫生条件比较差的环境。

SLC

BA-02保证正常的发酵进程，可以使白葡萄酒因甘油含量高而具有强烈且平衡的果味和愉快的口感。

ENODOC BA-02

Trebby的特点在于高酯和醋酸乙烯酯生产，同样高的还有氮营养。Trebby还成功应用于芳香烃含量低于预期的葡萄汁中。当
Trebby与正确的营养物混合使用时，从酵母中得到的新鲜和香味将得以保存。

TREBBY

白葡萄酒酿制

新葡萄酒的芳香印迹必须重视

该酵母菌株，可以释放多种的香味；使所酿葡萄酒香味更加浓郁芬芳，放大的特征得以彰显，口鼻之间余香持久、平衡。是提升
葡萄酒花和植物芳香味道的最佳选择。

GN

BV-03是一个凸显白葡萄酒品种特性的菌株，天生具有的活力，进一步增强了白葡萄品种天然风味。因活性较强，对营养物质需
求低，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也能顺利完成酒精发酵。

ENODOC BV-03

用于酿制葡萄的酵母的多种香气必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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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停滞的发酵 (Restart a stuck fermentation)
100升葡萄酒 -（酒精10-12 %）

1．酵母水化（如Fervens SLB 或 Fervens PRO6或Enodoc BM-04）

酵母30克+ Prepara30克+0,6升的水中

2．酒精的顺化

0,6升（水化酵母）+ 0,6升（酒）+ 0,8升（水）和0,14公斤（糖）+ 0,6克Bio S-Free（30克/ 100升）

按照写在包装上的指示。

蔗糖70克/ 升；酒精3,3-3,6 %;

保持在25°C ，6–8小时搅拌，偶尔曝气

2升（顺化混合液）+ 2升（酒）+ 1升（水）+ 0,13公斤（糖）+ 1,5克Bio S-Free（30克/ 100升）

蔗糖55克/ 升；酒精 5,3-6,2 %
保持20–22°C 12–15小时，或明显看到开始发酵为止！

5升（顺化混合液）+ 5升（酒）+ 3克Bio S-Free（30克/ 100升）

蔗糖27克/ 升；酒精 7,6-9 %
保持在20–22°C 24小时，或明显看到开始发酵为止

3．接种和发酵重新启动

10升（顺化混合液）+所有剩下的葡萄酒（已脱毒）+ 30克Bio S-Free（30克/ 100升）

保持葡萄酒的温度在20–22°C.

接种前通过深度发酵进行解毒，加入Polimersei（100克/ 100升）并将其保持悬浮至少24小时，
无空气接触。

备注：
可以相应地用浓缩葡萄汁替代糖。在这种情况下，要对用量进行调整，以保证酒精和糖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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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营养促进剂：含有丰富的甾醇、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
（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态氮）。
当加入到制备水中使是为改善酵母生存活性，特别是在困难环境条
件下（酒精度高，温度低等)均能顺利进行发酵。同时能避免产生过
多的挥发性酸和异味。产生更好的芳香物质

PREPARA

这是一种基于predispersedTM纤维素的酒精发酵调节剂。
当PolimerseiTM添加到葡萄汁中时，产生以下作用：作为酵母基携带
O2，排除以前产生的CO2，吸收中链脂肪酸。

上述可保证正常发酵过程和最好的产品质量。

POLIMERSEITM DC

它是一个完整的合成剂，可在发酵开始和发酵1 / 3时使用。
提供的氮使酵母代谢正常；细胞壁和纤维PolimerseiTM可以保证排出
果汁中的毒素并促使发酵正常；从细胞壁中释放的脂质组份可以帮
助酵母适应增加的酒精浓度。
Bio S-Free不含硫酸铵，它特别推荐用于还原制酒和易于产生还原气
味的葡萄汁中。

BIO S-FREE

来源于酵母细胞壁经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由于吸收中链脂肪酸，对
果汁和酒液具有解毒作用。有如植物甾醇和不饱和脂肪酸等存活因
子的加入，发酵快速，避免了不受欢迎物质的产生。主要用于糖含
量很高的汁液。

LISEMTM DC

它是发酵香味非常有利的营养元素；自由氮和硫酸铵的缺乏可以限
制挥发性酸度和还原气味的发展。脂质含量和维生素提供最好的感
官效果，主要用在有潜力的高级酒或在较低的温度和还原制酒的情
况下。
当酒精发酵1 / 3时或二次发酵，添加到发酵液中。

VITALYEAST

用量：15到25克/百升，在发酵中期添加。

用量：10到30克/百升。

用量：20到30克/ 百升，根据最终质量计算。

用量：30到80克/ 百升。

用量：20到60克/ 百升

从选定的酵母得到最高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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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条件 产品 优势

- 高酒精的潜力；

- 酿酒在还原条件；

- 任何我们想提高感官效果的情况。

- 汁液清澈；

- 存在酵母抑制剂;
- 最初“Boost”的风险；

- 均衡全面的营养保障.

- 高酒精度;
- 高度厌氧环境

- 正常FAN条件和潜在酒精

- 高酒精的潜力；

- 可能有利于不愉快的副产品产生的条件

- 汁/葡萄酒丰富的代谢抑制剂

- 酵母驯化

- 再发酵

由于甾醇和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高酒精度

和厌氧性。

由于维生素和有机氮，芳香的强度和清洁

度改善。

由于正常发酵动态、异味吸附（如霉）和

抑制剂，更好的芳香清洁

保证氮满足芳香生产和生长因子对酒精的

抵抗。无亚硫酸盐。

由于脂类营养和抑制剂去除，保证完整的

发酵。有机氮保证更香生产。

由于营养全面，改善发酵动态和感官。

由于氨基酸氮和生长因子，获得最大的香

气合成并限制挥发性酸和含硫化合物。

准备一个基酒，去除饱和脂肪酸，以确保

第二个接种成功。

准备一个基酒，去除饱和脂肪酸，以确保

第二个接种成功。丰富营养因子

提供完全营养，无亚硫酸盐。

保证良好的动态和芳香的发展。

PREPARA
(YAN = 3 mg/l)

POLIMERSEI
(YAN = 0 mg/l)

BIO S-Free
(YAN = 11 mg/l)

LISEM
(YAN = 2,5 mg/l)

BIOATTIVANTE

VITALYEAST
(YAN = 4 mg/l)

POLIMERSEI

LISEM

BIO S-Free

BIO S-Free

YAN: Yeast assimilable nitrogen-酵母可同化氮



发酵前和浸渍

从栎树提取的没食子酸葡萄单宁。
在浸渍过程中与特定的酶（Cromazina DC）配对，提取红葡萄的
颜色提高其稳定性，使其长时间保持不变。同时也对氧化现象有保
护作用。

TANNEX FLASH

它是一种没食子酸，鞣花和原花单宁共混物。

建议用在开始酿制时，破碎之后马上使用，以防止对花青素分子氧
化反应。Tanniferm Flash成分与存在的氧结合，使他们无法与花青素

反应，抑制漆酶和多酚氧化酶的快速变色作用。

TANNIFERM FLASH

用量：3到10克/百升。

对于贵腐或质量不佳的葡萄：20到30克/百升

在红色汁液中防止氧化反应。它可以在葡萄装进接汁槽时采用，然
后用于葡萄汁制备，以防止对花青素和芳烃馏分的氧化和氧化酶反
应。

INFINITY BLU

这是从“Quebracho”橡木中提取的单宁。这是一种儿茶素单宁，
能够与酒中的花青素结合稳定葡萄酒的色泽，从而防止在澄清和稳
定处理过程中出现可能的脱色。

TANNIROUGE FLASH

红葡萄酒酿制

用量：葡萄有贵腐：高达50克/ 100公斤。

在灌装罐和发酵过程：8到30克/百升

用量：5到20克/百升，根据酒的类型和葡萄的
质量状况确定。

用量：葡萄有贵腐：20到60克/ 100公斤。

浸渍和发酵过程中：从20克/百升起。

它是用于红葡萄浸渍的一种酶。在发酵过程中不仅可从细胞壁上提取
更高的花青素，而且可自表皮中获得高单宁，虽然大大缩短了浸渍过
程，但是提取的颜色稳定性仍较高，充分保留了芳香物质成分，促进
自流汁和皮渣的分离。

CROMAZINATM  DC

是一种专门用于制作新桃红葡萄酒的酶制剂。有效地帮助浸渍过程
提取果皮中的柔和单宁和增加初级芳香化合物的浓度。由于其耐高
温，它也可以用于热葡萄酒酿制。

ULTRasi Redberry

用量：2到4克/ 100公斤葡萄。

用量：1到4克/ 100公斤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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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适合于年轻的红葡萄酒和中、老年酒。这种酵母的芳香主要表达是发酵，最好的结果主要是在发酵初期通过温度控制实现的。
释放多糖的酒精发酵过程和微不足道的细胞壁吸收是用Berry酵母菌株酿制葡萄酒色泽良好的保证。

BERRY

RJ – 11是从法国许多不同区域的葡萄汁筛选。适用于合生产高品质的新鲜型红葡萄酒的酵母，特点是能够产生浓郁新鲜的水果
的香气和味道，色泽靓丽，单宁柔顺、结构均衡。

ENODOC RJ-11

它是酿制顶级红葡萄酒的酵母；MS-08具有高强度的耐酒精含量（15,5 % V／V）的能力；它能适应不同的发酵条件（如高温），
酒体结构既紧密，又显示出良好的柔软性，并伴有感官的复杂性。

MS-08

酒精发酵

适合新鲜的葡萄酒：

葡萄酿酒酵母品种的香味，实体和结构是关键：

RG-12被选来作为具有长期陈酿潜质的红葡萄酒。良好的耐高温性和缓慢而规则的发酵过程使这一株菌适合长时间浸渍，及芳香
和多酚化合物从红葡萄中的完全提取。这种酒最理想的是在木桶中陈酿。具有强烈的成熟浆果香味，浓郁的香气、圆润、均衡醇
厚，由于其具有产生多糖和甘油含量较高的能力，赋予酒体最好的稳定性和颜色，口感更加丰富。

ENODOC RG-12

乳酸发酵

用于葡萄酒苹果酸-乳酸发酵的酒类酒球菌菌株。本产品具有良好的适应困难条件的能力和增长速度。能有效控制苹果酸-乳酸发
酵顺利完成。使葡萄酒具有特别愉快的复杂气味和口感（轻“黄油”味）。适用于品质优秀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中的MLF，获
得的不仅是苹果酸分解，还有丰富又复杂的感官感觉。

ENODOC ML-Fast

酒精发酵后的葡萄酒往往缺乏细菌生长所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LATTIvante的促进剂，能使苹果酸-乳酸发酵更容易启动，可消除由
酵母产生的抑制物质。使苹果酸迅速降解，避免挥发性酸和乙酰的
产生，使果味得以保留，酒的整体结构增强。

LATTIvanteTM  

用量：20到40克/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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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结构，味道，颜色和寿命平衡

它增强和改善来自富含萜烯葡萄的香气，如Muscat, Malvoisie,
Traminer, Riesling，但也可以用于富含类异戊二烯的红葡萄品种。

AROMAZINA

它是一种具有β-葡聚糖酶活性的酶，可用于过滤或澄清困难的葡萄
酒，困难是由于葡萄发霉从而含有丰富的β-葡聚糖。Betazina也用
于精细的酒泥陈化以利于酵母溶解和释放多糖，主要是甘露糖蛋白。

BETAZINA

用量：4到6克/百升。

推荐用于陈化“酒泥”，可在传统的不锈钢或水泥池、木桶中进行。
它使葡萄酒演变的浓烈而圆润，有助于风味更加复杂和持久。在红葡
萄酒中能补充单宁的含量改善酒体的结构。

HARMONYTM FULL

基于葡萄单宁聚合结构的影响，使芳香强度明显增加；增强口感的
复杂性，使酒更平衡开放。
在白葡萄酒中提供了原始的和结构良好的葡萄酒，在红葡萄酒中提
高了果香味，“扩大”了香气和从香料酒到烤酒的丰富成分。

TOP-TAN AR

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老化

用量：20到40克/百升。

用量：白葡萄酒：2到10克/百升，红葡萄酒2至
15克/百升。

用量：3到5克/百升。

这是来自橡木，适合于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单宁，提高香气特征
和优雅的感官特征。在红葡萄酒陈酿过程中有助于颜色稳定。

TANNINO Q

这是来自橡木中和谐与美好的单宁。它通过香草、焦糖和摩卡口味
增加芳香的复杂性。能品尝到总体均衡的改进。它是用在白、红葡
萄酒陈酿和最后阶段。特别适用于已经在木桶中陈酿的葡萄酒。

INFINITY CLASS

用量：5克/百升白葡萄酒；5到15克/百升 红葡
萄酒。

用量：2到8克/百升，陈酿。

它代表的葡萄酒具有明确的感官冲击。闻起来除了椰子和香草这些
典型的烤木味道，还增加了糕点芳香。在口中，通过结构改进，闻
到的味道得以确认、更开放，在红葡萄酒中，还有少量水果味。

INFINITY CREAMY
用量：2到8克/百升，老化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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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酿：用于白葡萄酒

它增强了白葡萄酒的结构和复杂性，特别针对他们的和谐与口感平
衡。酚类物质防止氧化并有助于清洁、新鲜的味道。

HARMONYTM W

该产品能丰富白葡萄酒结构而且能长期有效防止氧化。无苦涩感，有
助于提高葡萄酒的感官特性。

TANNIBLANC FLASH

用量：10到40克/百升。

本品适用于白葡萄酒，改善酒体结构和稳定性，提高圆润度和口感
平衡度。保护酒体已经存在的多酚不被氧化，延长生命期。

TOP-TAN SB
用量：2到10克/百升白葡萄酒已经成熟或最后
的成熟阶段，甚至是在装瓶之前。

用量：1到5克/百升。

老化：用于红葡萄酒

它用于红色和玫瑰葡萄酒酿制和培养阶段。由于酚类物质的存在，
促进了导致聚合和花色苷含量稳定的效应，从而特别有助于与氧分
子的相互作用。在微氧或在露天环境下作用更为理想。

HARMONYTM COLOR

它对玫瑰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有具体的作用：可以提高酒的结构感和复
杂度，防止颜色退化，这样的酒主要来自并不完全健康的葡萄（如，
受到念珠菌感染）

HARMONYTM R

用量：10到30克/ 百升。

它具有所有葡萄单宁的品质，除了结构和复杂程度的提高，还能增
加口感和清洁度。通过参与花青素之间的结合反应，具有稳定颜色
的作用。

TOP-TAN SR

它是来自葡萄籽中的单宁，用于稳定颜色，增加结构促进酒的演变。
在中期内有助于陈化葡萄酒的聚合反应，提高其柔和性和结构感。

TOP-TAN CR

用量：2到15克/百升对已经成熟或在培养最后
阶段的红葡萄酒。当需要补偿源于浸渍的不平
衡时，使用更高的剂量。

用量：2到10克百升对红葡萄酒已经成熟或在陈
酿的最后阶段，1-2个月的陈化计划。

用量：10到40克/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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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并增加酒的稳定性，保持口感和结构改进：Mosaico生产线（MiniTubesTM技术）使所有这

些成为可能。

用于白色和玫瑰葡萄酒使其更具光泽，蛋白质更稳定，消除一些口味缺陷，减少口感中
酸性和刺激性感觉。

MOSAICO REFINE

在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澄清时，稳定及感官培养要求一致。酵母衍生物负责缓解酸味
平衡。除Fe和Cu外，壳多糖衍生物与氧化化合物有较大的反应，得以有效地对抗氧化反
应，恢复新鲜味道，减少苦涩，恢复健康的葡萄酒色调。

MOSAICO PROTECT

它能使氧化的红葡萄酒恢复原有靓丽的色泽，协调单宁酸的强度使口感丰满。使葡萄酒
更顺滑和平衡。壳多糖衍生物的馏分保证被降解去除；壳聚糖的作用降低了酒香酵母污
染的风险和异味酚的出现（乙基酚）。

MOSAICO ROUND

葡萄酒澄清

用量：10到30克/百升。

基于植物蛋白，PVPP和膨润土。在白葡萄酒中去除可氧化酚以改善
葡萄酒颜色和延长葡萄酒寿命。膨润土去除不稳定的蛋白质并使酒
体澄清。

CLARAPOL VIP

一个现代的细化的概念：操作迅速提高产品的感官特性。
制备是瞬间的，只需最小量的水，几分钟的溶解时间。葡萄酒细化
时用低剂量能迅速提高蛋白质的稳定性而不影响产品质量。在红葡
萄酒中去除细化残留很低剂量时，可避免结构，味道、颜色退化。

BENTO.ZERO

用量：10到50克/百升，根据需要。

用量：在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整理：5到30克/
百升。白葡萄汁：静态澄清：高达150克/百升。
葡萄酒脱蛋白：高达150克/百升。

它降低了葡萄酒中不需要的物质的分子浓度，如生物胺或残留的过
敏性蛋白。它具有优良去蛋白和降低细化酒糟能力。

BENTOWHITE GRAN

强力去蛋白膨润土。它还允许去除过敏蛋白残留。

BENTOWHITE GEL

用量：50到150克/百升。

用量：10到30克/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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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所需产品 产品特性

易于使用，非常少的酒糟，良好的脱蛋白

脱蛋白质，亮度，感官整理

已氧化和可氧化部分去除，脱蛋白

酒的清洁度在低剂量，蛋白质的稳定性，胶体稳定性

在葡萄汁和白葡萄酒中，防止氧化现象。保持芳香和味道
清新

校正颜色的氧化缺陷。软化优质葡萄酒的单宁烈度。抑制
酒香酵母。

在整体红葡萄酒中, 软化单宁烈度。

在整体红葡萄酒中, 软化单宁烈度。

低剂量细化白葡萄酒

校正白葡萄酒颜色

去除已氧化和可氧化的酚

低剂量细化红、白葡萄酒

去除生物胺与酪蛋白和白蛋白的遗迹。有效实现脱蛋白和
色泽保持

即时制备和零酒糟颗粒膨润土

miniTubesTM 技术

没有动物源蛋白质

miniTubesTM 技术

优质膨润土 

植物蛋白质，无过敏蛋白

miniTubesTM技术

有机鸡蛋白蛋白

有机明胶，溶于热水中

膨润土 + 碳, in miniTubesTM

碳 in miniTubesTM

PVPP, in miniTubesTM

膨润土+ PVPP, in miniTubesTM

颗粒膨润土

丝状膨润土

BENTO.ZERO

MOSAICO REFINE

CLARAPOL VIP

MOSAICO PROTECT

GELBENTONITETM

PHYTOKOLLTM VIP

MOSAICO ROUND

ALBUGREEN

GELAGREEN

KOLIREXTM C

GRANDECO'

DC-POL G

KOLIREXTM P

BENTOWHITE GRAN

BENTOWHITE GEL

脱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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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石稳定性

液体羧甲基纤维素钠实现葡萄酒酒石稳定；它可以防止形成酒石酸
氢钾晶体。添加后，它长时间保持不水解或改性，因此其有效性可
至葡萄酒保质期更长。

KARMELOSA L
用量及使用方法：75到150毫升/百升根据不稳
定度。用于已经澄清，清晰和准备最终过滤的
酒。

装瓶之前

重新激活：结构，复杂性，口感。

这是一个重新激活白葡萄酒的单宁。用在装瓶前阶段和后阶段，提
供味觉上极大的清爽感，去除还原味道的物质，改善优化葡萄酒结
构，恢复平衡，增加甘甜和持久的回味。

INFINITY FRUITY WHITE
用量：2到8克/百升，甚至只是在装瓶之前。

是重新激活红葡萄酒的单宁。用于处理和装瓶前。它消除了掩盖葡
萄酒香味物质的分子，恢复清雅味道的宽度，展露出葡萄酒芬芳的
水果香气和成熟的浆果香味。使体酒更加甘美，平衡和醇厚。

INFINITY FRUITY RED
用量：2 8克/百升，甚至只是在装瓶

甘露糖蛋白，立即可用，增加酒的稳定性，丰满度和复杂性。它能
快速弥补葡萄酒感官的不足。

HARMONYTM MP
用量：1到8克/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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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性和稳定性

XX

XXX

X

XX

X

GOMMARABICATM

浓度和质量最好的

LIQUIRAB 100
最简单的可过滤阿拉伯树胶

DÉLITE
Kordofan达到最大的感官的潜力

POLVARABICA
立即分散和优良的过滤性能

EASYDRY
经济性和实用性

软化新酒 软化优质酒 胶体稳定性 芳香 醇

XXX

XX

XXXX

XXX

X

XXX

XX

XX

XXX

XX

XXX

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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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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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石稳定性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酿酒酵母，它非常灵活，适合不同的发酵条件

FERVENS GREEN

酵母壁以帮助整个发酵过程中的再水化和营养酵母。

LISEM GREEN
用量：10到20克/百升再水化；15到25克/百升
在酒精发酵；20到40克/百升在二次发酵。

这是一个复杂的酒精发酵剂。它提供了氨及氨基酸态氮，维生素B1，
纤维素和酵母墙。

NUTRIGREEN
用量：20到60克/ 百升

有机明胶。在红葡萄酒中去除涩味的过重和改进已经老化的葡萄酒。
用于白葡萄酒是静态澄清和浊汁的澄清。

GELAGREEN
用量：1到20克/ 百升，按照酒的色度。5-20克/
百升静态白葡萄汁澄清；高达60克/ 百升或更多
用于浊汁。

有机蛋白去除老化红葡萄酒涩味过重。

ALBUGREEN
用量：1到10克/ 百升根据需要。

用于细化和增色白葡萄酒和玫瑰红葡萄酒，及细化优质红葡萄酒的
有机鱼胶。

ITTIOGREEN
用量：1到5克/ 百升。

这是一个阿拉伯树胶的解决方案，用于改善胶体稳定性提高葡萄酒
感官效果。

DÉLITE GREEN
用量：30到80毫升/ 百升防止铜和铁离子；20
到50毫升/ 百升防止蛋白质混浊和颜色沉淀；高
达200克/ 百升增加口感圆润度。

过滤

纤维素与珍珠岩的预涂过滤介质。他们具有高润湿性和易分散性。可形成一个均匀覆盖，整体牢固地固定在过滤元件上。
它们可分为4个不同的孔隙度。

ALFATEXTM

适用于整体过滤的产品。他们形成一个良好的均匀沉积层具有一致的孔隙率，可以利用整体厚度进行最佳深层过滤。
它们可分为3种不同的孔隙类型。

FIL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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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它促使了果味芳香宜人，阻止了H2S的产生。SLB是最终产品质量和廉价处理过程的最佳选择。

SLB

广泛应用于“Prosecco”汽酒。发酵所需的温度范围宽，启动快速、发酵均匀和缓，赋予酒体具有水果和鲜花的芳香，口感清
爽。
PRO6成功地应用于二次发酵的“Prosecco”，高品质petillant（一种微气泡）和气泡酒。

PRO 6

BM-04菌株具有耐高酒精度、耐压、耐二氧化硫、耐热的特点，通过在瓶内和压力罐的二次发酵（技术），结合其自身的活跃性
和代谢特性，使它更适合酿造起泡葡萄酒。这种菌株使得成品葡萄酒有非常高贵和愉悦的香味，而且酒质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

ENODOC BM-04

二次发酵

风味和发酵确定性

由于其广泛的表面吸附作用，其在基酒的制备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当保持PolimerseiTM接触24-48小时时，可吸收存在的脂肪酸，为二

次发酵提供最佳准备。

POLIMERSEITM

MiniTubesTM二次发酵助剂，以获得更高的清新和芳香，优化酵母活

性、调节发酵进程。

POLIFERM P

通过二次发酵得到的最好成效

用量：40到80克/ 百升。

用量：20到50克/ 百升

在二次发酵中加入，它有助于完善并丰富所需的泡沫。

HARMONYTM FULL

它可以防止氧化现象，有利于香气达到完美的平衡。

INFINITY BLU

用量：20到40克/ 百升。

用量：2到10克/ 百升。

在第二次发酵过程中，它可以防止氧化现象，有利于香气达到完美
的平衡。

TANNIFERM BLANC
用量：高达10克/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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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开始的工业生产，一直在不断地革新和研发，多年的新概念总是致力于良好的应用效果。

ART-UPTM

这是一款是静态酒（T3, T10）和起泡酒（T1）的瓶塞，具有符合质量和耐久性的高性能。它可以为Ø22，23，24毫

米和高度38，42毫米,。

MP-E

这是专用于高容量瓶装公司的瓶塞。

它是静态酒（RotoR, 510, 610, 700）和泡沫酒（704）的瓶塞。它可以为Ø22, Ø23mm和高度38和42毫米。

TAPPOTUTTOTM ONDA

它适用于临时的再封瓶的葡萄酒和起泡饮料（大秦专利！）

VICTORIATM

“香槟” 双密度瓶塞，泡葡萄酒的欧洲专利。具有突出的中立保持：它宣称拥有迄今为止的最低氧气渗透率（OTR）

试验由CSI分析和证书实验室进行）。

DUAL-CORKTM 

满足新需求的通用性简易瓶塞。

Dual-CorkTM允许用单一的瓶塞进行封瓶和再封瓶，无需改变瓶型，保持开塞方式。使用标准瓶和传统开塞方式正

是典型和有利的方面，深受消费者赞赏，使用螺帽盖的话这些会丢失。Dual-CorkTM插入瓶口，其圆柱体部分实现

基本的封闭功能。打开后，Dual-CorkTM变成现实的T形塞，可轻易重新封瓶。

HYBRID CORKS MPS

适用于静止和起泡酒的合成瓶塞，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们是由优质软木最好部分制成，

拥有自然的外观，在冰箱里不会变得太硬。塑料成分保持中性，有助于弹性避免其在装瓶或打

开时断裂。

总之，MPS的主要优势是塞体没有胶水；以免转移到酒中。

软木颗粒在初始混合合并后仍为相同的完美融合。

左起：Art-UpTM, MP-E, VictoriaTM, TappotuttoTM Onda, Dual-CorkTM

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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