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达卢西亚及其葡
萄酒

安达卢西亚是一个拥有
数千年种植葡萄和酿制
葡萄酒传统的自治区，
其崇高的威望和名气享
誉世界。16世纪和17世
纪，海上贸易正处于巅
峰时刻，出现了特殊的繁荣时代。
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特别
适于种植葡萄。地中海气候和微小环境差异，
柔和的平均温度（16摄氏度），少有霜冻和冰
雹，全年充足的日照，以及强烈的海拔梯度和
培育系统，这些条件造就了一系列不同特点的
优质葡萄酒。
该地区出产高质量葡萄酒的名望延续至今。由相
应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支持和建立六个葡萄酒法定
产区，超过70%的安达卢西亚葡萄园的葡萄来自
这六个产区之一：孔塔多·德·韦尔瓦（Con-

dado de Huelva音译）
（1933），赫雷斯雪莉
（Jerez-Xérès-Sherry音
译）（1933），桑卢
卡尔（Sanlúcar音译）
的白葡萄酒（1964）
，马拉加（Málaga音
译）（1933），马拉
加山脉（2001）和蒙的
亚-莫利莱斯（Montilla-

Moriles音译）（1985）。这些产区涵盖13个地
理标记（地区葡萄酒），其它的传统葡萄酒虽未
涉及在内，但也很受欢迎，比如丁迪亚·德·罗
塔（Tintilla de Rota音译），帕哈莱特（Pajarete
音译），赤皮奥纳（Chipiona音译）的麝香葡萄
酒，阿尔拉菲（Aljarafe音译）的鲜葡萄酒等。
所有这些葡萄园都配备了葡萄文化区，包括酿酒
厂，专业博物馆，传统娱乐活动等。

专用手册

葡萄酒之旅

葡萄酒产地 

近年来安达卢西亚已认

可了13个有权提及传

统葡萄酒产地的地理标

示，在普通餐酒中属中

等质量，经葡萄酒法定

产区认可。该生产区面

向地方市场和家庭葡萄

种植园，在这些地方，

为了促进酿酒过程的现

代化发展，已引入新的

葡萄品种。由此压榨出

的葡萄汁巩固了该产品

在市场上处于中等质量

的地位，物美价廉。

DESIERTO DE ALMERÍA 
与Alhamilla山脉相邻的

地区，Cabrera山脉和

Cabo de Gata-Níjar自然

公园。葡萄园分布在de-
sierto de Almería地区，

平均海拔为525米。地

理环境很特殊，desierto
气候独特，白天炎热，

夜晚凉爽，为独特的葡

萄酒提供了特殊的变化

条件。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葡萄园和酿酒厂

八月底九月初是葡萄园开
始采摘葡萄的季节。人工
采摘可以确保精确选择成
熟的葡萄。为了保证将新
鲜的葡萄送入压榨机榨
汁，采摘活动从清晨就开
始，一直持续到中午，
葡萄摘下后一小时内必须进行压榨，以避免细菌繁
殖。在酿酒厂内进行新葡萄酒的培养。
随着时代的发展，酒商已经在改善酿酒厂环境，建造
大楼以寻求功能和美感的平衡。高大的屋顶，厚重的
墙体和可以浇水的帆布，从而确保了雪莉酒得以在适
合的温度和湿度下培养。在马可·德·雪莉，酿酒厂
坐落于海边或者高地，因为葡萄酒可以接受早晨轻抚
的海风以及来自海洋潮湿气流的吹拂。
随着葡萄酒旅游业的繁荣，很多庄园，农场和酿酒
厂向游客介绍葡萄酒文化，提供向导，并允许游
客品尝，有的地方甚至举行马术或者弗拉门戈舞表
演，以充实一天的行程。

葡萄酒线路

贯穿安达卢西亚的葡萄酒线路汇集了一系列完备的景
点，包括酿酒，文化，城镇地区的风俗和纪念建筑。
孔塔多·德·韦尔瓦葡萄酒线路，除了包括沿途的
酿酒厂，围城，雾城堡，“哥伦比亚地带”， 莫哥
（Moguer音译）城，以及诺贝尔奖得主胡安·拉蒙·

希梅内斯的出生地外，还
有多尼阿（音译）的自然
风景和丰盛的美食，比如
火腿，虾，韦尔瓦草莓。
2007年，赫雷斯的白兰
地和葡萄酒线路被授予“
西班牙葡萄酒线路”的称
号。该路线设计包括酿酒
厂，酒厂，餐馆和饭店，

博物馆以及九个城镇的休
闲场所：桑卢卡尔·德·
巴拉梅达，赫雷斯•德•
拉弗隆特拉，莱布力哈
（Lebrija音译），德莱布
海纳（Trebujena音译）, 
赤皮奥纳，罗塔，圣玛利
亚港（El Puerto de Santa 
María音译）,皇家港口

（Puerto Real音译）以及赤克拉纳·德·拉弗龙德拉
（Chiclana de la Frontera音译）。
蒙蒂利亚-莫瑞里斯线路穿越多个小镇，包括Aguilar 
de la Frontera, Córdoba, Fernán Núñez, La Rambla, 
Lucena, Montemayor, Montilla, Moriles和 Genil桥；以
及Montilla山脉其他的葡萄酿造厂，在那里可以用大
碗品尝葡萄汁。
阳光海岸旅游局设计了一些穿越Axarquía，马拉加山
脉，北部乡村， Ronda
山区和西海岸的酿酒线路
(www.visitacostadelsol.
com)。可以从中了解To-
rrox罗马遗址或石源湿地
到马拉加酿酒厂的情况，
而该厂也是少数几个在夜
晚采摘葡萄的企业。

葡萄酒节

安达卢西亚的节假日大都与葡萄酒有关，主要集中
在九月采摘葡萄的季节。第一个节日是五月在科
尔多瓦举行的蒙的亚-莫利莱斯葡萄酒品尝会和桑
卢卡尔的白葡萄酒交易会（加的斯），这是一个与
Guadalquivir河岸友好交流的活动。
Aguilar de la Frontera葡萄酒大众品尝会（7月）之
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充满香味和颜色的八月，在
加的斯的赤皮奥纳麝香葡萄酒节里可以品尝葡萄汁
并欣赏弗拉门戈舞；Villanueva del Ariscal（塞维
利亚）葡萄采摘节和交易会，和马拉加葡萄酒之

夜(Cómpeta)同样会使游
客们产生兴趣。九月份
是最热闹的一个月，有
游客感兴趣的皇家交易
会，Condado采摘葡萄节
（Palma del Condado）
，la cordobesa的采摘葡
萄节，同时可以参观葡萄
压榨过程，品尝葡萄酒，

尝试弗拉门戈舞，以及葡萄酒和瓶盖节。夏季的精彩
活动还包括赫雷斯的采摘或秋收节，Moriles葡萄酒
品尝节（科尔多瓦），Condado，Mollina 和 Manil-
va（后两个在马拉加）onubense de Bollullos par的采
摘节。到年底，还将举行鲜葡萄汁节(Atajate)，鲜葡
萄汁和果肉交易会(Colmenar)。

葡萄酒博物馆

在马可·德·雪莉城有一座名为“雪莉奥秘”的葡
萄酒博物馆，馆内提供精彩的纪录片和图片资料，
并辅以视听效果。城内还汇集了桑卢卡尔白葡萄酒
Barbadillo博物馆， 独特的雪莉酒标签博物馆，传统
酿酒厂雪莉酒美术馆（藏有霍金维罗收集的西班牙
美术作品），以及Sandeman, Harveys，Real Tesoro和
Valdespino酿酒厂博物馆。
马拉加葡萄酒博物馆按照主题顺序展出了400多个
古老部件：酒瓶标签，广告，酒桶盖板等。此外，
马拉加省还有Ronda葡萄酒博物馆，茴香葡萄酒博物
馆，Torrijos葡萄压榨生态博物馆，Dimobe酿酒厂博
物馆(Moclinejo)以及古
老的储藏室(Olías)。科
尔多瓦葡萄酒最出名的
代表是Moriles鲜葡萄
汁博物馆和作坊，以及
Aguilar de la Frontera
的Toro Albalá酿酒厂博
物馆。

LAUJAR-ALPUJARRA 
内华达和Gádor山脉之

间Andarax河的上游流

域，葡萄种植发展达到

顶峰。除了继续制造典

型的葡萄酒，玫瑰红或

粉红色酒外，基于生产

优质葡萄酒的理念下，

着力研究新品。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RIBERA DEL ANDARAX 
Andarax河岸的葡萄种植

区位于河流中游，大多

数的葡萄园坐落在海拔

700和900米之间的板

岩，粘土和砂岩层上。

地理标示涉及Almería省

21个市。产品向极其独

特的葡萄酒方向发展，

荣耀就从la Ohanes这个

城市开始。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CÁDIZ 
支持加的斯葡萄酒产品

的优良区域，主要是马

可·德·雪莉和加的斯

山脉。据此，提供了多

样化的葡萄酒，特别是

白葡萄酒。开始在山区

引进各种红葡萄酒，并

获得了巨大成功。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CÓRDOBA 
获取的葡萄酒都来自科

尔多瓦省，那里有各种

红葡萄，具备生产玫瑰

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

条件。

葡萄酒类型：玫瑰红葡

萄酒和红葡萄酒。

CONTRAVIESA-ALPU-
JARRA 
葡萄园一直延伸到与

NORTE DE GRANADA    
允许恢复Baza Huéscar
和Guadix乡村传统的葡

萄种植业，指导其产品

符合质量标准。该地区

位于Granada省北部，

包括45个城镇。.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GRANADA SUR - OESTE 

葡萄园位于板岩地和高

海拔地区，受地中海微

风的影响，降雨极少。

这些因素给种植葡萄创

造了合适的微小气候

环境，从而获取高质量

的自然产品。分组在

Lecrín, Vega, Costa山
谷种植葡萄，从Alhama
乡村开始。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BAILÉN  
该地区典型的葡萄酒由

本地各种红葡萄加工制

作而成，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Bailén酿酒葡

萄”。在Mancha附近，

受保护的地区面积达到

250公顷。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SIERRA SUR DE JAÉN 
据记录，乡村种植的葡

萄产品在16世纪达到顶

峰，在某些城市已超过
橄榄的种植。1526年，

皇家Alcalá城镇收到国王

卡洛斯五世授予的“葡萄

酒特权”，准许其出售

Granada城南部山区的葡

萄酒。现在那里种植有

400公顷的葡萄。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酒和

红葡萄酒。

TORREPEROGIL 
葡萄园和该地区的联系可

以追述到罗马和阿拉伯时

代。15世纪Torreperogil
葡萄酒在卡斯蒂娅获得

了巨大荣誉。后之后，

到19世纪末期出现了灾

害，采摘工作几乎消失，

多亏葡萄种植工人和酒商

的巨大努力，采摘工作才

得以恢复。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酒，

玫瑰红葡萄酒和红葡萄

酒。

LOS PALACIOS 
生产区位于塞维利亚省西

南方的Guadalquivir下游

的乡村。这些葡萄制作成

各种品种的白葡萄酒，比

如Airén, Colombard 和
Sauvignon。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酒。

SIERRA NORTE DE 
SEVILLA 
塞维利亚北部山区历来

主要生产葡萄酒和蒸馏

酒。16和17世纪，塞维

利亚多数葡萄酒的名字为

Cazalla de la Sierra，并

多次提及那个时代的作

家。同时对该乡村的葡萄

酒出口到美洲很有信心。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酒，

玫瑰红葡萄酒和红葡萄

酒。

地中海相对的山坡上。

作物长的很高。玫瑰红

葡萄酒是该地区非常传

统的品种，当然也有来

自本土很流行的白葡萄

酒。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

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

葡萄酒。

更多信息：



葡萄酒法定产区 

比例尺

葡萄酒之旅
DO Jerez-Xérès-Sherry
各产区的管理委员会来自最古老的西班牙。同时
产区包括加迪斯的8个市和塞维利亚的一个市，培
育区的边界是赫雷斯•德•拉弗隆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音译），圣玛利亚港 和桑卢卡尔•德•巴拉
梅达。各种葡萄产品有Palomino, Pedro Ximénez 
和麝香葡萄酒。
葡萄酒类型：高度葡萄酒（Fino雪莉，Amontillado
雪莉，Oloroso和Palo Cortado），烈性高度酒
（白Cream，中性Cream，Cream）和自然甜葡萄
酒（Pedro Ximénez，麝香葡萄酒）
信息：www.sherry.org

DO Manzanilla de Sanlúcar
虽然分为生产区和赫雷斯多样产品区, 但其培养
区域都在桑卢卡尔。该城市位于Guadalquivir入海
口，跨越Doñana，其特殊的微小环境条件有助于
酿酒厂通过培养酵母加工不同于与赫雷斯葡萄酒
的特殊品种。
葡萄酒类型：高度葡萄酒(Manzanilla)
信息：www.sherry.org

DO Montilla-Moriles
科尔多瓦南部田野，咸水湖，漫长而干燥的夏季，
短暂的冬季和各种Pedro Ximénez的葡萄（命名为明
星葡萄酒），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酿造出非常独
特的葡萄酒。葡萄酒在发酵器和酵母的帮助下进行
培养。
葡萄酒类型：高度葡萄酒（Fino雪莉，Amontillado
雪莉，Oloroso和Palo Cortado），烈性高度酒
（干白，白Cream，Cream和中性）和自然甜葡萄
酒（Pedro Ximénez，麝香葡萄酒）
信息：www.montilla-moriles.org

DO Condado de Huelva
包括onubense省东南部广泛的城乡，和Doñana自
然环境区内。葡萄园位于平坦的草地和起伏的丘陵
地带，出产各种优良的Zalema葡萄。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酒（孔塔多•德•韦尔瓦新
酒，孔塔多•德•韦尔瓦和传统孔塔多•德•韦尔
瓦），高度葡萄酒（Condado淡色葡萄酒和Con-
dado陈酒），烈性高度酒（干白，中性，Cream
和白Cream）
信息：www.condadodehuelva.es

DO Málaga  
由麝香葡萄和Pedro Ximénez葡萄制作而成的甜葡
萄酒在几个世纪里获得著名的古典葡萄酒称号。
从地理条件来看，种植区域成T形，葡萄园沿海岸
线，Málaga城的东西向分布，并延伸至山区。
葡萄酒类型：烈性葡萄酒（自然甜葡萄
酒，Maestro和Tierno），自然甜葡萄酒
信息：www.vinomalaga.com

DO Sierras de Málaga 
Málaga法定产区的管理委员会，是安达卢西亚唯一
指定保护各种罗马，赤霞珠，墨尔乐，西拉和添普
兰尼洛红葡萄酒和玫瑰红葡萄酒，以及霞多丽，马
卡贝奥，白霞珠等白葡萄酒的产区。 
葡萄酒类型：白葡萄酒，玫瑰红葡萄酒和红葡萄
酒。
信息：www.vinomalaga.com葡萄酒线路

赫雷斯的白兰地和葡萄酒线路
www.rutadeljerezybrandy.es

蒙的亚-莫利莱斯葡萄酒线路
www.rutadelvinomontillamoriles.com

孔塔多•德•韦尔瓦葡萄酒线路
www.rutadelvinocondadodehuelva.es

首府

居民人数超过100,000的城市

居民人数在20,000到100,000
之间的城市

居民人数在5,000到20,000之
间的城市

旅游机构

航空港

运动港

商业港

公路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省道

高铁

铁路   
    
旅游信息

人类遗产城市

人类遗产联合会

纪念宣言城市

里程碑城市

罗马Bética线路

Califato线路 

华盛顿欧文线路 

los Nazaríes线线
博物馆

城堡/城墙 

民间纪念碑

宗教纪念碑

古老遗迹

高尔夫

滑雪场

全景

山洞

观光洞穴

水上公园

娱乐场

动物园/水族馆

巨石纪念碑

浴场

葡萄园和庄园

酿酒厂

酿酒博物馆

葡萄酒旅游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