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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与葡萄酒酿造工艺
法

国是世界第一大葡萄酒生产国，力压西班牙、葡萄牙和美
国。罗马帝国的扩张促进了葡萄酒文化在高卢的发展，葡萄园随之
兴盛起来。悠久的传统造就了法国在葡萄酒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中
世纪，法国葡萄酒的质量得到提升。公元800年，查理大帝颁布了一
项法令，鼓励将葡萄酒装在“漂亮的容器里”，并且要采取一切措
施避免“葡萄酒受到任何损害”。僧侣们延续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
酿造的传统，他们所建立的优质葡萄园在今天依然绽放着独特的光
芒。
对葡萄酒进行分级始于十三世纪，当时的目的在于为最好的白
葡萄酒建立等级。1855年，在拿破仑三世的要求下，建立了波尔多
葡萄酒官方分级参考。
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葡萄根瘤蚜虫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毁坏
了大部分香槟葡萄园，人们意识到这类集体遗产急需受到保护。随
后，香槟地区的葡萄园被重新种植，而“香槟”的命名正式得到认
可。1936年，在法国香槟原产地控制命名 (AOC Champagne) 获得
认可的几个世纪后，香槟地区及其标识的使用最终在法律上受到严
格界定。
2015年，香槟地区的“文化风景”和勃艮第葡萄酒产区被纳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葡萄酒酿酒工艺的应用、葡萄园种植、葡萄酒的生产涵盖了葡
萄酒品鉴、保存及消费等众多领域。跟葡萄酒相关的教育主要涉及
三个领域：葡萄酒生产及葡萄园种植、葡萄品种及其加工；葡萄酒
酿造工艺采用的科学技术；葡萄酒贸易 (在法国和世界各国的分销)。

国际影响力
2014年，法国重新夺回世界葡萄酒第一生产大国的位置。法
国的葡萄酒产区具有巨大的旅游吸引力，并且，世界上最有名的
葡萄品种都源自法国，比如梅洛、霞多丽、长相思、西拉、黑皮
诺等，《法国葡萄品种及菜肴搭配指南》就是葡萄酒和菜肴的有
机结合。阿尔萨斯的葡萄酒之路沿线分布了700个葡萄酒酿造者，
他们开放自己的酒窖，让人们能够品尝到不同风味的葡萄酒。
同样，香槟葡萄酒也享誉全球。1927年，原产地命名控制法
在该地区确立，1936年，15000个香槟葡萄酒酿造者获得认可。
每年，波尔多地区出口葡萄酒超过两亿升。卢瓦尔地区的葡
萄酒 (比如都兰地区出产的葡萄酒) 销售到75个海外国家。法国南
部原产地保护命名 (AOP) 的葡萄酒也出口到世界各地，2014年的
出口额达到五百万升。薄若莱新酒一直深受日本客人的喜爱，并
且也出口到亚洲别的国家。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全球数百
万人都翘首期盼薄若莱新酒的到来，使薄若莱新酒节成为唯一的
世界性的葡萄酒节日。从纽约到东京，薄若莱新酒也将某种法式
生活之道传播到国外。
自1969年以来，在国际侍酒师协会的14次大赛中，有5位法
国人获得了“世界最佳侍酒师”的称号，他们分别是Olivier Poussier
(2000), Philippe Faure-Brac, Serge Dubs, Jean-Claude Jambon
和Jan-Luc Pouteau。
2015年7月4日，勃艮第的坡地、房屋、香槟酒窖以及勃艮第
葡萄园的“气候”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遗产名录。

关联专业
文化–美食–葡萄酒旅游业–遗产–饭店–侍酒–旅游 (文
化、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葡萄栽培及酿造工艺
分支专业
旅馆–酒窖管理者–香槟–葡萄酒酿造种植顾问–葡萄酒酿
造种植管理–葡萄酒产销合作社–葡萄酒和酒精饮料中间人 –葡
萄酒疗法–葡萄酒产销合作社经理–葡萄酒酿造指南–饭店经理
–酿酒师–酒库经理–葡萄园工人–人类遗产–葡萄种植苗圃培
养–餐馆–文化旅游景点–侍酒师–箍桶匠–葡萄酒酿酒师–葡
萄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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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字：
●
2014年，法国葡萄酒产额达到46.8亿升。
●
110 000 农场 。
●
75 000名农场雇工。
●
870 家合作社酒窖。
数字来源：法国农业、农业食品及林业部
http://agreste.agriculture.gouv.fr

有用的链接：
●
Agreste，农业统计:
http://agreste.agriculture.gouv.fr>Thématiques>Viticulture
●
法国ANIVIN: www.vindefrance-cepages.org
●
国际侍酒师协会 (ASI): www.sommellerie-internationale.com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葡萄酒文化与传统席位:
http://chaireunesco-vinetculture.u-bourgogne.fr
●
香槟酒行业委员会 (CIVC): www.champagne.fr
●
葡萄酒与酒精饮料出口商同盟 (FEVS): www.fevs.com
●
法国农业、渔业与食品管理局:
www.franceagrimer.fr/filiere-vin-et-cidriculture/Vin
●
INSEEC商学院葡萄酒与烈酒学院: www.wine-institute.com
●
法国葡萄园及葡萄酒研究学院 (IFV): www.vignevin.com
●
法国原产地命名和质量监控委员会: www.inao.gouv.fr
●
波尔多-阿基坦葡萄园与葡萄酒科学研究院 (IS):
www.isvv.univ-bordeauxsegalen.fr
●
葡萄酒高级学院 (ISV): www.isvin.fr
●
勃垦第大学葡萄酒学院 (IUVV): http://iuvv.u-bourgogne.fr
●
法国葡萄栽培观测所: www.observatoire-viti-france.com
●
国际葡萄园与葡萄酒组织: www.oiv.int
●
第戎商学院葡萄酒与烈酒学院: www.swsb.eu
●
波尔多酒商联盟、波尔多酒商工会:
www.vins-bordeaux-negoce.com
●
法国葡萄酒酿酒师联盟: www.oenologuesdefrance.fr
●
法国侍酒师联盟: www.sommelier-france.org
●
苏兹拉鲁斯 (Suze-la-Rousse) 葡萄酒大学:
www.universite-du-vin.com
●
Vitisphère: www.vitisphere.com

硕士阶段

本科阶段

大学校颁文凭 – L1
(高中毕业＋1年高等教育) – L2
波尔多大学葡萄酒学院提供两个大学校颁文凭：
• 葡萄酒品鉴技能文凭 (D.U.A.D.)
• 葡萄酒酿造工艺入门文凭 (D.U.I.O.)
www.isvv.univ-bordeauxsegalen.fr>Formation>
农业高级技师证书 (BTS) (高中毕业 +2年高等教育) – L2
在法国，有30来所学校 (公立或者私立的中学，学徒培训中心)
开设葡萄种植与酿酒专业，颁发农业高级技师证书，提供葡萄研究
及酿酒的化学工艺的技术培训。
www.campusfrance.org>Espacedocumentaire>Offre de formation>
Fiches Diplômes>BTSA

学士
(高中毕业＋3年高等教育) – L2 +1
在以下专业进行两年高等教育之后，可以攻读学士学位：勃
垦第大学葡萄酒学院科学－技术－健康专业生命科学与葡萄酒方
向。www.u-bourgogne-formation.fr>Formations>Licences
职业型学士 (高中毕业＋三年高等教育) - L2 +1
有两个学科提供职业型学士的培养：葡萄酒贸易，葡萄酒旅
游与法律
• 法律、经济与管理系开设多个相关专业方向：葡萄酒贸易、葡萄
酒旅游、销售渠道网、市场营销 (葡萄种植、国际贸易)、产地葡
萄酒、法律法规 。
• 科学、技术与健康系开设葡萄酒及酒精饮料国际贸易、酒店管理
与旅游-葡萄酒旅游、葡萄酒酿造工艺控制、葡萄种植、葡萄酒
酿造工艺 (创新与全球化) 等方向。
www.campusfrance.org>Trouvez votre formation>Licence
蒙彼利埃高级农学院葡萄酒高级研究院开设三个职业型学士
项目：
• 理性葡萄种植,
• 葡萄酒及葡萄酒销售网贸易主管
• 葡萄酒质量体系管理.
https://www.supagro.fr>Formations>Li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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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颁文凭 (高中毕业 +4年高等教育) - M1

葡萄酒酿造国家文凭 (D.N.O, 高中毕业 +5年高等教育) - L3+2

L’Institut Paul Bocuse (保罗·博古斯学院) 开设酒店与餐厅管
理英文授课项目文凭，专业方向为葡萄酒与酒水国际管理专业
www.institutpaulbocuse.com/en/hotel-and-restaurant-management
/specializations/

葡萄酒酿造国家文凭由波尔多大学、勃垦第大学、蒙彼利埃大
学、兰斯大学、图卢兹大学这几所学校颁发，该专业优先录取生物
科学、化学、生物化学、农艺学专业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葡萄种植
-葡萄酒酿造专业的农业高级技师文凭或者职业型学士学位的申请
人也优先录取。葡萄酒酿造国家文凭是获得在法国从事葡萄酒酿酒
师职业唯一许可的教育培训。学制两年。

硕士 (高中毕业 +5年高等教育) - M2
大学里有两个学科提供以下方向的硕士教育：
• 法律、经济和管理系开设以下专业方向的私法专业：
- 葡萄园与葡萄酒法 (波尔多大学)
- 葡萄酒法与产品质量 (埃克斯-马赛大学)
• 科学、技术与健康学科提供以下方向的硕士教育：
- 农艺学及农业食品，专业为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工艺、葡萄
酒经济与管理
- 生物与健康，专业为葡萄酒酿造工艺及葡萄酒环境
www.campusfrance.org>Trouvez votre formation>Master
管理学理学硕士 (高中毕业 +5年高等教育) - M2
第戎高等商学院葡萄酒学院开设两个理学硕士项目：
• 葡萄酒贸易
• 葡萄酒管理
www.swsb.eu
欧洲与国际硕士 (高中毕业 +5年高等教育) - M2
• 波尔多农学院葡萄酒及葡萄酒工艺学院开设葡萄园与葡萄酒管理
商业理学硕士项目
www.agro-bordeaux.fr/vwmaster/?lang=en/
• 蒙彼利埃高级农学院、波尔多国立农业工程师学院为国际学生开
设农艺学与农业食品－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工艺的欧洲硕士项
目
http://vinifera-euromaster.eu
• 昂热高级农学院开设农艺学与农业食品方向葡萄种植、葡萄酒酿
造工艺、葡萄园-葡萄酒-风土专业的国际葡萄酒硕士项目 (欧盟
Erasmus国际交流项目）
www.vintagemaster.com

农艺工程师文凭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工艺专业
(高中毕业 +5年高等教育) - M2
农艺学的应用配套设置了多种相关的工程师教育项目，每个学
校都有自己的特别专业，比如说，蒙彼利埃高级农学院设立了葡萄
种植与葡萄酒酿造工艺专业，该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同时攻读葡萄酒
酿造国家文凭。
• 蒙彼利埃葡萄酒高级研究院 (IHEV)
www.supagro.fr/web/ihev/pages/?idl=19&page=107

“后硕士”阶段

专业硕士文凭 (MS) (M2 +1年高等教育)
专业硕士文凭受法国大学校联盟认可，可以使学生取得校级文
凭并且获得工程科学双重技能
• 第戎商学院葡萄酒与烈酒学院提供葡萄酒与酒精饮料国际贸易专
业硕士文凭全日制教育 (第戎校区) 和非全日制教育 (巴黎校区，
学制18个月)
www.masterofwines.eu
• 第戎高级农学院农艺、食品与环境学院开设葡萄酒知识与国际贸
易专业硕士项目
www.agrosupdijon.fr
• 波尔多KEDGE商学院 (塔朗斯) 开设葡萄酒与酒精饮料管理学专
业硕士文凭项目
www.kedgebs.com/fr/formations/management-des-vins-spiritueux-mvs
专业硕士文凭介绍：
www.campusfrance.org/fr/ressource/les-masters-specialises-ms
专业硕士名录：www.cge.asso.fr/nos-labels/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