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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０７８１白酒标准分为如下几部分：

———ＧＢ／Ｔ１０７８１．１浓香型白酒；

———ＧＢ／Ｔ１０７８１．２清香型白酒；

———ＧＢ／Ｔ１０７８１．３米香型白酒。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０７８１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０７８１．１—２００６《浓香型白酒》。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０７８１．１—２００６相比主要变化

如下：

———修改了浓香型白酒英文名称；

———修改了浓香型白酒定义；

———增加了酸酯总量的定义；

———酒精度调整为：高度酒：４５％ｖｏｌ≤酒精度≤６８％ｖｏｌ；低度酒：２５％ｖｏｌ≤酒精度＜４５％ｖｏｌ；

———修改了感官描述；

———理化要求中以己酸＋己酸乙酯代替己酸乙酯；

———理化指标进行了相应调整；

———增加了附录Ａ“白酒中酸酯总量的测定方法”和附录Ｂ“白酒中己酸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５８）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湖北枝江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力特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酒业协会。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曙光、宋全厚、宋书玉、彭智辅、王明、徐占成、周新虎、周庆伍、赵德义、

张锋国、吕志远、李志斌、刘艳林、吴建峰、谢永文、杜新勇、李家民、李学思、范威、刘新宇、郭新光、甘权、

高杰楷、钟其顶、刘凤翔、孟镇、高红波。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０７８１．１—１９８９、ＧＢ／Ｔ１１８５９．１—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０７８１．１—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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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香型白酒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０７８１的本部分规定了浓香型白酒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浓香型白酒的生产、检验与销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２７５７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７７１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ＧＢ／Ｔ１０３４５—２００７　白酒分析方法

ＧＢ／Ｔ１０３４６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ＧＢ／Ｔ１５１０９　白酒工业术语

ＱＢ／Ｔ４２５９　浓香大曲

ＪＪＦ１０７０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５］第７５号令）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１０９、ＱＢ／Ｔ４２５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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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酸酯总量　狊狌犿狅犳狋狅狋犪犾犪犮犻犱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犲狊狋犲狉

单位体积白酒中总酸和总酯的总含量。

４　产品分类

按产品的酒精度分为：

高度酒：４５％ｖｏｌ≤酒精度≤６８％ｖｏｌ；

低度酒：２５％ｖｏｌ≤酒精度＜４５％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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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感官要求

高度酒和低度酒的感官要求分别应符合表１、表２的规定。

表１　高度酒感官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ａ

香气 具有以浓郁窖香为主的、舒适的复合香气 具有以较浓郁窖香为主的、舒适的复合香气

口味口感 绵甜醇厚，谐调爽净，余味悠长 较绵甜醇厚，谐调爽净，余味悠长

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的风格 具有本品明显的风格

　　
ａ 当酒的温度低于１０℃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１０℃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表２　低度酒感官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ａ

香气 具有较浓郁的窖香为主的复合香气 具有以窖香为主的复合香气

口味口感 绵甜醇和，谐调爽净，余味较长 较绵甜醇和，谐调爽净

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的风格 具有本品明显的风格

　　
ａ 当酒的温度低于１０℃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１０℃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５．２　理化要求

高度酒和低度酒的理化要求分别应符合表３、表４的规定。

表３　高度酒理化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酒精度／％ｖｏｌ ４５～６８

酸酯总量／（ｍｍｏｌ／Ｌ） ≥ ３５．０ ３０．０

己酸＋己酸乙酯／（ｇ／Ｌ） ≥ １．５０ １．００

固形物／（ｇ／Ｌ） ≤ ０．４０ａ

　　
ａ 酒精度４５％ｖｏｌ～４９％ｖｏｌ的酒，固形物可小于或等于０．５０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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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低度酒理化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酒精度／％ｖｏｌ ２５～４５
ａ

酸酯总量／（ｍｍｏｌ／Ｌ） ≥ ２５．０ ２０．０

己酸＋己酸乙酯／（ｇ／Ｌ） ≥ ０．８０ ０．５０

固形物／（ｇ／Ｌ） ≤ ０．７０

　　
ａ 不包括４５％ｖｏｌ。

５．３　净含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６　分析方法

６．１　感官要求

按ＧＢ／Ｔ１０３４５—２００７执行。

６．２　理化要求

酒精度按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５执行，酸酯总量按附录 Ａ执行，己酸按附录Ｂ执行，己酸乙酯、固形物按

ＧＢ／Ｔ１０３４５—２００７执行。

６．３　净含量

按ＪＪＦ１０７０执行。

７　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７．１　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按ＧＢ／Ｔ１０３４６执行。

７．２　标签按ＧＢ２７５７和ＧＢ７７１８执行，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１．０％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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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白酒中酸酯总量的测定方法

犃．１　原理

以碱中和试样中的游离酸，再加入一定量的碱，加热回流使酯类皂化，以酸中和剩余的碱。通过计

算碱的总消耗量得出酸酯总量。

犃．２　分析步骤

犃．２．１　以碱中和试样中的游离酸，试剂和溶液、仪器、分析步骤同ＧＢ／Ｔ１０３４５—２００７中的７．１．２、７．１．３

或７．２．２～７．２．４，记录消耗的氢氧化钠体积犞１。

犃．２．２　加热回流及中和剩余碱，试剂和溶液、仪器、分析步骤同ＧＢ／Ｔ１０３４５—２００７中的８．１．２～８．１．４

或８．２．２～８．２．４，记录空白试验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体积犞０、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体积犞２。

犃．３　结果计算

样品中的酸酯总量按式（Ａ．１）计算：

犡＝
犮１×犞１＋犮２× 犞０－犞２（ ）［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Ａ．１）

　　式中：

犡　———样品中的酸酯总量，单位为毫摩尔每升（ｍｍｏｌ／Ｌ）；

犮１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１ ———样品中总酸所消耗的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２ ———硫酸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０ ———空白试验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 ———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５０．０———吸取样品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所得结果保留至一位小数。

犃．４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２％。

４

犌犅／犜１０７８１．１—××××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白酒中己酸含量的测定方法

犅．１　气相色谱法（第一法，仲裁法）

犅．１．１　原理

样品气化后随同载气进入色谱柱，被测组分在两相中分配系数的不同而得到分离，分离后进入氢火

焰离子化检测器产生响应值，以保留时间定性，内标法定量。

犅．１．２　试剂或材料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试剂均为色谱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规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水。

犅．１．２．１　无水乙醇。

犅．１．２．２　己酸：纯度≥９９．５％。

犅．１．２．３　２乙基丁酸。

犅．１．２．４　乙醇溶液（５０％，体积分数）：量取２５０ｍＬ无水乙醇于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混匀。

犅．１．２．５　己酸储备液（５．０ｇ／Ｌ）：称取０．５ｇ（称准至１ｍｇ）己酸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用５０％乙醇溶液

（Ｂ．１．２．４）定容，摇匀。

犅．１．２．６　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分别准确吸取０．５ｍＬ、１．０ｍＬ、１．５ｍＬ、２．０ｍＬ己酸储备液（Ｂ．１．２．５）

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用５０％乙醇溶液（Ｂ．１．２．４）定容，摇匀，配置成０．２５ｇ／Ｌ、０．５０ｇ／Ｌ、０．７５ｇ／Ｌ、

１．００ｇ／Ｌ的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犅．１．２．７　２乙基丁酸内标溶液（２％，体积分数）：吸取１．０ｍＬ２乙基丁酸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５０％乙

醇溶液（Ｂ１．２．４）定容至５０ｍＬ，混匀。

犅．１．３　仪器和设备

犅．１．３．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犅．１．３．２　分析天平：感量０．１ｍｇ。

犅．１．３．３　聚乙二醇毛细管柱（５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０μｍ）或等效色谱柱。

犅．１．４　分析步骤

犅．１．４．１　参考色谱条件

犅．１．４．１．１　载气流量：１ｍＬ／ｍｉｎ。

犅．１．４．１．２　分流比：２０∶１。

犅．１．４．１．３　氢气流量：３０ｍＬ／ｍｉｎ。

犅．１．４．１．４　空气流量：３００ｍＬ／ｍｉｎ。

犅．１．４．１．５　检测器温度：２５０℃。

犅．１．４．１．６　进样口温度：２５０℃。

犅．１．４．１．７　升温程序见表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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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升温程序

升温速率／（℃／ｍｉｎ） 数值／℃ 保持时间／ｍｉｎ

０ ３５ １

３．５ １８０ ０

１５ ２１０ ６

犅．１．４．２　绘制标准曲线

在配制好的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Ｂ．１．２．６）中分别加入０．１ｍＬ２乙基丁酸内标溶液（Ｂ．１．２．７），充

分摇匀，按照参考色谱条件（Ｂ．１．４．１）测定，以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浓度为横坐标，以对应的己酸与２

乙基丁酸内标峰面积比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犅．１．４．３　样品测定

准确吸取１０ｍＬ样品至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０．１ｍＬ２乙基丁酸内标溶液（Ｂ．１．２．７），充分摇匀，

按照参考色谱条件（Ｂ．１．４．１）测定，测定样品中己酸与２乙基丁酸内标的峰面积比值。

犅．１．５　样品中己酸的含量

以测得的样品中己酸与２乙基丁酸内标的峰面积比值为纵坐标值，从绘制的标准曲线上对应查得

样品中己酸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

示，结果保留至小数后两位。

犅．１．６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犅．２　离子色谱法（第二法）

犅．２．１　原理

样品用水稀释后，经过阴离子交换色谱柱分离，电导检测器测定，以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定量。

犅．２．２　试剂或材料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试剂均为优级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规定的一级水。

犅．２．２．１　无水乙醇：色谱纯。

犅．２．２．２　碳酸钠。

犅．２．２．３　碳酸氢钠。

犅．２．２．４　氢氧化钠。

犅．２．２．５　己酸：纯度≥９９．５％。

犅．２．２．６　碳酸钠溶液（１ｍｍｏｌ／Ｌ）：准确称取０．１０６ｇ碳酸钠溶液，用适量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

混匀。

犅．２．２．７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混合溶液（碳酸钠１３ｍｍｏｌ／Ｌ，碳酸氢钠２ｍｍｏｌ／Ｌ）：准确称取１．３７８ｇ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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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钠溶液（Ｂ．２．２．６）和０．１６８ｇ碳酸氢钠，用适量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匀。

犅．２．２．８　氢氧化钠溶液（１００ｍｍｏｌ／Ｌ）：称取４．０ｇ氢氧化钠，用适量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匀。

也可使用自动淋洗液发生器ＯＨ型制备。

犅．２．２．９　乙醇溶液（５０％，体积分数）：量取２５０ｍＬ无水乙醇于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混匀。

犅．２．２．１０　己酸标准储备液（１０００ｍｇ／Ｌ）：称取０．１ｇ（称准至１ｍｇ）己酸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５０％

乙醇溶液（Ｂ．２．２．９）溶解并定容，混匀。

犅．２．２．１１　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分别移取适量的己酸标准储备液（Ｂ．２．２．１０），用水配制成５．０ｍｇ／Ｌ、

１０．０ｍｇ／Ｌ、１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ｍｇ／Ｌ的系列标准工作液。

犅．２．３　仪器和设备

犅．２．３．１　离子色谱仪：配电导检测器和梯度淋洗系统。

犅．２．３．２　分析天平：感量１ｍｇ。

犅．２．４　分析步骤

犅．２．４．１　样品前处理

准确移取１．０ｍＬ样品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至５０ｍＬ，混匀；稀释后的样品用有机系微孔

滤膜过滤，收集１ｍＬ过滤后的样品于样品瓶中，待测。

犅．２．４．２　参考色谱条件

犅．２．４．２．１　碳酸根／碳酸氢根淋洗体系

犅．２．４．２．１．１　阴离子交换柱色谱柱：聚苯乙烯及二乙烯基苯共聚物填料，季铵盐活性基团４．０ｍｍ×

２５０ｍｍ（带相同类型保护柱４．０ｍｍ×５ｍｍ），或性能相当的离子色谱柱。

犅．２．４．２．１．２　淋洗液：Ａ：碳酸钠溶液（Ｂ．２．２．６），Ｂ：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混合溶液（Ｂ．２．２．７）。

犅．２．４．２．１．３　抑制器：超微填充嵌体结构。

犅．２．４．２．１．４　流速：０．７ｍＬ／ｍｉｎ。

犅．２．４．２．１．５　柱温箱温度：室温。

犅．２．４．２．１．６　进样体积：２０μＬ。

犅．２．４．２．１．７　检测器：电导检测器。

犅．２．４．２．１．８　检测池温度：３５℃。

犅．２．４．２．１．９　梯度洗脱程序见表Ｂ．２。

表犅．２　梯度洗脱程序

序号 时间／ｍｉｎ Ａ／％ Ｂ／％

１ ０ １００ ０

２ １８ １００ ０

３ １８ ０ １００

４ ２３ ０ １００

５ ２３ １００ ０

６ ４５ １００ 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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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４．２．２　氢氧根淋洗体系

犅．２．４．２．２．１　阴离子色谱柱：二乙烯基苯乙基乙烯基苯共聚物填料，烷醇基季铵盐交换官能团，

４．０ｍｍ×２５０ｍｍ （带相同类型保护柱４．０ｍｍ×５ｍｍ），或性能相当的离子色谱柱。

犅．２．４．２．２．２　淋洗液：由氢氧根淋洗液在线发生器产生。

犅．２．４．２．２．３　抑制器：自循环模式或相当性能抑制器，抑制电流：９３ｍＡ。

犅．２．４．２．２．４　流速：１．５ｍＬ／ｍｉｎ。

犅．２．４．２．２．５　柱温箱温度：３５℃。

犅．２．４．２．２．６　进样体积：２０μＬ。

犅．２．４．２．２．７　检测器：电导检测器。

犅．２．４．２．２．８　检测池温度：３５℃。

犅．２．４．２．２．９　梯度洗脱程序见表Ｂ．３。

表犅．３　梯度洗脱程序

序号 时间／ｍｉｎ 淋洗浓度／（ｍｍｏｌ／Ｌ）

１ ０ ５

２ １５ ５

３ ２０ ６０

４ ２５ ６０

５ ２６ ５

６ ３３ ５

犅．２．４．３　标准曲线绘制

取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液（Ｂ．２．２．１１），按照参考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己酸色谱峰的保留时间为依据

进行定性，以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的浓度为横坐标，以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犅．２．４．４　样品测定

将制备的样品（Ｂ．２．４．１）注入到离子色谱仪中，按照参考色谱条件测定己酸色谱峰面积，根据标准

工作曲线得到待测液中己酸的含量。

犅．２．４．５　结果计算

样品中己酸的含量按式（Ｂ．１）进行计算：

犡１＝
犮

１０００
×狀 ……………………（Ｂ．１）

　　式中：

犡１———样品中己酸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犮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待测液中己酸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狀 ———样品稀释倍数。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至小数后两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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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５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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