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

酿酒大师设计

献给
爱啤酒的你

GRAINFATHER CONNECT



最优质精酿啤酒是

由酒花、麦芽和酵母酿造
而成。Grainfather

让您化身专业酿酒师，

为您提供无限可能。

本使用手册将手把手教您
如何在家中使用谷物酿造
出第一批啤酒。

更多说明材料，请访问我
们的网站和YouTube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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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father适用于小批量啤酒酿造。请只将其用于其设计用途。

通用安全须知

• 使用Grainfather前，请阅读所有的说明。
• 若电源线损坏，必须由制造商及其服务机构或类似的有资质人士更换，避免造成事
故。

• 本设备可家庭使用，可在诸如商店、办公室的员工厨房等类似区域内使用，以及其他
工作环境中使用；可在农庄使用，以及由酒店、汽车旅店和其他住宿环境内的客人使
用；可在睡觉和早餐环境下使用；可在餐饮及类似场所非零售使用。

• 清洗设备前，存放设备时以及出现故障时，请先拔下电源插头。
• 为避免出现火灾、触电和人身伤害，请不要将电源线/插头浸入水中或其他液体中。
• 煮沸桶、桶盖和管线的温度可达100°C (212°F)，因此接触到它们时请小心。当设
备正在运行中，切勿移动设备。

• 当Grainfather的内部清空，冷却且非使用状态下，方可使用一侧的手柄进行搬运使
用。

• 请保存以上安全说明，以备日后查阅。

处理
请正确丢弃处理设备，保护我们的环境。电子设备不应该按生活垃圾丢弃处理。处理
前，请注意塑料部件上的回收标志。处理设备时，请使用正确的设施。有关处理方法的
更多信息，请询问您当地或地区的市政管理部门。

总重

10 千克 (22 磅)

容量

30 升 (7.9 美制加仑)

733 x 386 毫米 (29 x 15 英寸)

尺寸

220-240V 2,000瓦
110-120V 1,600瓦

电源

6瓦，1,800转/分

磁力泵

不锈钢等级

304

安全信息

安全保险开关 – Grainfather拥有防干烧功能，若桶内水位过低，设备会自动切断
电源。若要复位安全保险开关，请关闭设备并拔下电源插头。清空桶内的液体并按
下煮沸桶底部的复位开关。

技术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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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泵盖

2. 泵螺丝

3. 泵螺丝

4. 泵

5. 泵壳体

6.  泵硅胶管头

7. 泵硅胶管尾

8. 泵进液管 
9.  复位开关 
10. 测温探头套帽 
11. 测温探头套 
12. 元器件盖 
13. 过滤器进液口 
14. 过滤器 
15. 硅胶管固定环 
16. 煮沸桶下支架 
17. 排液管 
18. 排液管螺母 
19. 煮沸桶上支架

20. 排液管螺丝

21. 球阀

22. 安全阀密封 
23. 安全阀 

24. O型圈 
25. 循环管 
26. 硅胶软管 
27. 钢化玻璃盖 
28. 煮沸桶 
29. 控制盒电源插头 
30. 控制盒 
31. 泵插头 
32. 加热器插头 
33. 内桶提手 
34. 内桶

35. 谷物塞 
36. 溢流进口 
37. 孔板上密封 
38. 上孔板 
39. 上溢流管

40. 下溢流管

41. 孔板下密封

42. 下孔板

43. 溢流管螺帽

       设备示意图

 图



3.
从纸箱中取出您的GRAINFATHER。
取出所有部件并摆开。 
组装需要的工具：十字螺丝刀。

重要说明 
- 酿酒前须知

• 组装好您的GRAINFATHER以后，第一次使用前需进行清洗（包括逆流式麦芽汁

冷却器）。如何清洗您的GRAINFATHER及其他设备，请阅读第11页和12页。请

注意，第一次使用前，您需要清除设备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加工油。

• 如果您使用重量小于4.5公斤（9.9磅）的小粒谷物酿酒，请阅读第14页。

• 请记得准备一个消毒的发酵罐，用于冷却和盛接液体。

• 按照控制盒上提供的说明使用GRAINFATHER CONNECT控制盒。开始酿酒

• 前，请先熟悉操作命令。

 下载应用，获得最佳体验。

组装循环管

请检查O型圈(24)是否已装到塑料旋扣下方的管子槽口中。然后

将硅胶软管(26)接到循环管上有倒齿的一端。放在一旁，等出糖

过程中需要时再使用。

按照控制盒上提供的说明组装并固定Grainfather Connect

控制盒。

电线穿过底座

(26)(24)

安装控制盒

控制器的使用

开始



组装排液管

1. 打开排液管(17)的包装。将排液管向下送，穿过煮沸桶

一侧支架的圆孔。

2. 拿出硅胶管固定环(15)，并把它套在泵硅胶管上。

3. 将排液管插入泵硅胶管头(6)。两管的连接会非常紧

密，您可以将排液管的下头浸在沸水中，让管子下头受热

扩张，这样连接会更紧密，而排液管也更让容易插入。

4. 向上推动硅胶管固定环，让它箍到硅胶管的最上方。这

样会使接头不漏水。

5. 取出螺钉(20)和螺母(18)，将排液管固定在煮沸桶上支

架(19)上。

1.
2.

3.

4.

5.

排液管安全阀

排液管的使用

安全弹簧关 安全弹簧开

若阀门阻塞，请关泵并取下阀门，清洗阀门。请注意：我们建议您在酿完一次酒后取下阀门组，并清洗

阀门来确保阀门内没有麦芽渣。 

未插入（循环管）时，
弹簧会自动关闭管道，阻止液体流出阀门。

单向阀

单向阀
O型圈

阀球

球阀

弹簧

开关

球阀

4.



安装下孔板

将下孔板(42)推入内桶(34)。请按住孔板边缘向下推，确保孔

板水平。请注意：您需要使劲向下推，因为孔板与内桶的配合

非常紧密。弄湿谷物桶内侧，或者在桶内侧抹一些谷物碎屑，

让硅胶密封不会粘在内桶上，方便孔板向下推。

取出测温探头套(11)和测温探头套帽(10)，如图所示进行

组装。请一定要将套帽旋紧。

安装测温探头套 插入测温探头

组装煮沸桶和内桶

安装上溢流管

将上溢流管(39)向下推，卡入下溢流管(40)。请确保钢丝弹

簧朝下。

4.

1.

取下下溢流管(44)上的溢流管螺帽(43)。将下溢流管穿过下孔

板(42)上的小孔。用手指旋紧螺帽，固定好溢流管。

安装下溢流管

5. 6.

3.

将测温探头装入测温探头套(11)。

组装并安装过滤器

小孔须朝下

2.

若要安装过滤器(14)，请将硅胶管插入过滤器的小孔中，硅胶管

上的小孔须朝下。推入硅胶管，让过滤器靠到硅胶管的槽台上。

将圆形的硅胶块堵在过滤器的开口侧。现在，请将硅胶管穿过过

滤器进液口(13)，将过滤器安装在煮沸桶上。

 

5.





放回内桶

放回内桶(34)，请确保上溢流管已完全展开。

4.

盖好上溢流管

Place the grain stopper (35) into the top overflow 
pipe (39). The grain stopper has a rolled edge to 
show the maximum level the top overflow pipe can 
extend without pulling it off.

5.

将谷物塞(35)插入上溢流管(39)。谷物塞上有一个卷

边，无需拔出就可以看到上溢流管能够达到的最大位

置。

出糖

这些是通用说明。请配合您的全谷物配方（如果您有的话），以及您的Grainfather Connect控制盒说明一起使用。

配制麦芽浆（配浆）加水量计算

使用Grainfather时，不管您使用何种配方，都必须使用此公式来计算配置麦芽浆时需要的加水量。请将公式中的数字替换为您

酿酒时的数字，或者使用网站上的在线计算器计算。

或(5 x 2.7) + 3.5 = 17 (12 x 0.34) + 0.9 = 4.98

谷物量（千克）

公制 英制

谷物量（磅）加水量（升） 加水量（美制加仑）

1.

向煮沸桶(28)内加入适量配置麦芽浆的水。请一定要取

出内桶(34)，这样您就可以看到煮沸桶内侧的刻度。

向煮沸桶中加水

2.

设置出糖温度

输入您想要设置的出糖温度，然后切换到加热。

3.

使用说明7.



将溢流进口(36)装在上溢流管(39)上，按下溢流进口，

直至其进入上孔板(38)的孔中。请注意：请不要用力向

下按。

安装溢流进液口

装循环管

将钢化玻璃盖(27)盖在煮沸桶上。将循环管(25)拧在排液管

(17)上。请将管子的丝扣上对。硅胶软管(26)应该穿过玻璃

盖上的圆孔，堆在上孔板(38)上。请注意：不得使用卡子固

定玻璃盖，卡子仅限固定蒸馏设备使用。

将上孔板(38)推到谷床上方，孔板应该靠在谷物上，但

不能挤压到谷物。请确保孔板水平，酿酒过程中不会倾

斜。请注意：弄湿谷物桶内侧，或者在桶内侧抹一些谷

物碎屑，让硅胶密封不会粘在内桶上，方便孔板向下

推。

安装上孔板

步骤 达到的温度（请看您的配方）

β-葡聚糖休止 约45-50°C (113-122°F)

蛋白质休止 约50-55°C (122-131°F)

糖化休止 约65-72°C (149-161.6 °F)

出糖 约75°C (167°F)

出糖过程中每一步的温度，请参考下表。

请注意：有些配方无需全部四个步骤。

出糖时，请参考配方上的说明。

多步出糖

7.

打开泵开关。麦芽汁应该从循环管流入上孔板上方。

开泵

10.9.

8.

加入谷物

控制盒显示正确的出糖温度（配方上的温度）后，将谷

物缓慢加入内桶(34)，搅拌均匀，避免谷物结块。

6.

8.



洗糟

Grainfather洗糟水加热器可在20分钟左右将18升（4.75美制加仑）水加热到75°C (167°F)。留出充足的时间烧热水，以便能同时开始洗糟。通常最好在出糖一完成后就开始烧水。
此加热桶拥有保温功能，因此如果过早将水烧到了想要的温度，加热桶会开启保温功能。

使用此公式来计算您需要的洗糟水量（假设您想要获得23升（6美制加仑）的成品产量）。请将公式中的数字替换为您酿酒时的数字，或者使用网站上的在线计算器计算。

((23 + 5) - 17) + (5 x 0.8) = 15 ((6 + 1.4) - 4.98) + (12 x 0.1) = 3.62

成品产量（升） 成品产量（美制加仑）

洗糟水量（升） 洗糟水量（美制加仑）

煮沸前的液量
（升）

煮沸前的液量
（美制加仑）

煮沸和糟渣中损失
的水量（升）

煮沸和糟渣中损失
的水量（升）

配浆水量（升）
配浆水量

（美制加仑）

谷物量
（千克）

谷物量
（磅）

洗糟水量计算

将内桶提手(33)插入内桶的孔中。提起内桶，旋转45度，

将内桶放置在煮沸桶顶部的环形支架上。

提起内桶

2.

1.

固定内桶并洗糟

让麦芽汁流入煮沸桶，轻轻下压上孔板(38)，直至孔板接

触麦床（注意：可能会有点烫）。轻轻的将洗糟水均匀洒

在谷物上。将水位始终保持在孔板以上约10毫米（0.4英

寸）处，以便均匀洗糟。请注意：请认真处理使用过的谷

物，可以用作肥料或者鸡饲料。

3.

或

公制 英制

9.



煮沸

请注意：读取煮沸前的比重时，请将麦芽汁搅拌均匀。

麦芽汁沸腾时，请按照您配方上的说明加料。煮沸时间通

常为60-90分钟。 

固定好洗槽内桶(34)后，您就可以将Grainfather设置为

煮沸, 一边洗糟一边加热,节约时间。注意：当内桶固

定好后，不要让水达到沸腾，否则可能会导致液体溢出

来。所有洗糟水都流出谷床后，就可以取下内桶。

• 麦芽汁开始沸腾时，表面会出现泡沫，请使用您的搅

拌棒轻轻搅拌，消除泡沫（特别是在前5-10分钟），

以免泡沫溢出桶体。

• 开始煮沸时，有些营养物质/蛋白质可能会沉淀在底

部，搅开它们非常重要。使用您的搅拌棒轻轻的刮桶

底。煮沸过程中，做以上动作几次也很有帮助。这会

避免煮沸桶进入安全断电保护程序（见第1页）。

• 煮沸时，请不要盖上钢化玻璃盖(27)，以防沸溢，沸

溢后揭开盖子可能会造成危险。

切换到煮沸 加入酒花并记录读数

1. 加料2.

10.



冷却

煮沸后，请沿一个方向温和转动搅拌棒，让麦芽汁形成涡流。然

后盖上钢化玻璃盖(27)。将冷却器放在玻璃盖上，让内侧的管配

件刚好卡在玻璃盖上的圆孔中，固定冷却器。将塑料旋扣拧到排

液管上(17)上。将“冷麦芽汁出”软管（接头D）插入玻璃盖上的

圆孔中。 注意：確保您的麦芽汁或水管没被压在冷却器下面。

水管应从顶部出来。如果水管被挤压或者存在扭结，

这将导致压力增加，液体将无法流出。

连接麦芽汁软管

两根长软管（接头B和C）是自来水管。将接头B与水龙头转接头

相连，冷水从这里进入管道。接头C是冷却器加热的自来水排出

水槽的一端。开泵循环，让麦芽汁回流到煮沸桶中，以便对冷

却盘管内部消毒。请至多循环5-10分钟。请注意：

Grainfather能够一边冷却，一边将麦芽汁排入发酵罐中。您无

需对Grainfather内部进行冷却。

连接到水龙头 排入水槽

（提示：可回收

作为清洗的水使

用）

连接自来水管

打开冷水。接头D变冷后，请关泵，并将接头D插入干

净、卫生的发酵罐中。请保持发酵罐密封。按照配方上

的说明加入酵母。记录冷麦芽汁的起始比重（OG）。

将麦芽汁泵入发酵罐

2.1.

连接冷却器管线

您的逆流式麦芽汁冷却器上的四个接头A、B、C和D已经接上了四根软管。请注意：来自水龙头的冷水沿一根管道流动，热麦芽汁则沿

另一根管道流动。

将塑料旋扣拧到排液管上，就可以连接您的逆流式麦芽汁冷却器和Grainfather。请检查并确认塑料旋扣下方已装入O型圈。

第一次酿酒前，请用清洁剂清洗Grainfather和逆流式麦芽汁冷却器。加深。

7毫米软管接头

厨房水龙头 卫生间水龙头

20毫米英制标准管螺纹

室外水龙头

酿酒时，请确保附近有水源。按照上图所示按照水龙头

转接头。请将接头B的端部与7毫米软管接头相连。

连接逆流式麦芽汁冷却器

接头B
（蓝色软管）

冷水进

接头D
冷麦芽汁出

接头A
热麦芽汁进

接头C
（红色软管）

热水出

11.

使用球阀控制麦芽汁

的流速。

3.



清洗

Grainfather高效清洁剂(CIP)，专门配置用于清洗Grainfather和冷却器上的软金属和软金属。如果您无法买到它，也可以使用PBW清洗剂，或者请使用适合清洗不锈钢和铜的碱
性、非腐蚀性、不染色清洗剂。请不要使用不适合清洗不锈钢的含氯清洗剂或其他有腐蚀性的化学清洗剂，避免腐蚀、产生锈斑或着色。

倒空桶内的残渣。取下泵过滤器并清洗，清洗后将过滤

器放回原位。按照清洗剂的使用说明，向桶内加入水和

清洗剂。

按照正常使用方法连接逆流式麦芽汁冷却器。将温度设

置为55°C (131°F)。将冷却器的“冷麦芽汁出”（接

头D）软管插入玻璃盖上的圆孔中，循环清洗液，清洗冷

却器5分钟。

清洗残渣，加入水和清洗剂 循环清洗冷却器

冷却器的铜管内不要残留有水。

存放前，请擦干所有表面。

请记得清洗您在酿酒过程中使用过的其他所有设备，包括

内桶。若要清洗并消毒其他设备，您可以使用Mangrove 

Jack的两步清洗产品 - 冷水清洗剂和免洗消毒剂。

循环清水

排空清洗液，然后向煮沸桶内加入干净的清水。使用软

毛刷清洁煮沸桶的底部和侧面。请确保有水循环流过冷

却器和循环管。

水

清洁剂1. 2.

5分钟后，请取下冷却器并连接循环管(25)。再循环

清洗剂10分钟。

循环清洗液

3.

4.

12.



发酵

1. 现在，麦芽汁已经转移到发酵罐中，必须马上加入酵母。这样做可以避免细菌污染
啤酒。

您可以加入不同品种的酵母，使用不同的发酵温度，这取决于您想要酿造的啤酒种
类。

有关发酵的更多信息，请访问Grainfather网站并查阅Mangrove Jack的干酵母手册。
您可以在此手册上了解到有关酵母、风味及发酵的全部信息。

2. 密封罐盖，向液封中加入一半的水，安上液封，等待发酵。 这适用于大多数标准发
酵罐。如果您使用更先进的发酵罐，请按照 您提供的说明。

3. 经过大约7-10天的发酵后，对于大部分的啤酒（请查看您的配方），请使用液体比
重计测量啤酒的比重。当啤酒的比重连续2天都维持稳定时，发酵就结束了。

4. 发酵结束后，请将啤酒转移到二次发酵罐中，并加入一小袋Mangrove Jack的啤酒
澄清剂。等待啤酒澄清2天。如果您没有二次发酵罐，请将它放入您正在使用的发
酵罐中。

啤酒种类 推荐的发酵流程 常用发酵温度

艾尔 罐中发酵1-2周
瓶/桶中发酵2-3周

18 – 22°C (64.4-71.6°F)

浓烈艾尔 罐中发酵2周
瓶/桶中发酵2周

18 – 22°C (64.4-71.6°F)

拉格 罐中发酵3周
瓶/桶中发酵5-7周

15°C (59°F)直至泡沫较
少 – 48小时；
10°C (50°F)，3周；
16°C (60.8°F)，48小时
2°C (35.6°F)，5-7周

巴伐利亚小
麦啤酒

罐中发酵1-2周
瓶/桶中发酵1-2周

18 – 30°C (64.4-86°F)

装瓶

您大约需要30个750 ml的瓶子来装啤酒。装瓶前，请务必清洗并消毒瓶子。如果您使
用翻盖的瓶子，消毒时，请将盖子留在瓶子上。
1. 将水槽中注入清水，按照清洗剂的使用说明加入Mangrove Jack的清水清洗剂。
2. 将每个瓶子浸没在溶液中，用瓶刷清洗瓶子。用清水冲洗。
3. 倒空清洗溶液，再将水槽内注入清水。按照消毒剂的使用说明加入Mangrove Jack的

免洗消毒剂。将每个瓶子浸没在溶液中，取出等待风干。
4. 您可以使用灌瓶机或者虹吸管来装瓶。
5. 每瓶酒中加入5克（0.2盎司）的白糖，或者2滴碳酸化，让啤酒具有杀口感，然后密

封。

装桶

1. 按照灌桶机的说明清洗并消毒您的灌桶机和啤酒桶。
2. 取下啤酒桶，放在发酵罐附近。打开桶盖，将桶盖放在桶上，避免空气进入桶中。
3. 使用虹吸管发酵罐中的啤酒转移到桶中。避免啤酒产生飞溅，这样会使啤酒中混入空

气。
4. 密封桶盖，接上二氧化碳。调节二氧化碳压力到12psi。饮用前，让啤酒桶带压存放

4-7天。

充气加压

充气加压是一种为啤酒快速加压的方法。进行充气加压时，有可能会给啤酒加入过多的
压力，因此使用充气加压时请自担危险。
1.装桶后，请将啤酒桶放在灌桶机内冷冻1小时。
2. 连接二氧化碳管，将压力调到35psi。来回摇晃啤酒桶60秒。
3. 关闭二氧化碳管，拉开啤酒桶盖上的阀门，释放一些压力。请小心，可能会产生泡

沫。
4. 将啤酒桶放在灌桶机内静置4小时。重新接上二氧化碳管，压力调到8-10psi，您就可

以享用啤酒了。

发酵与后续步骤13.



更多信息
重量低于4.5千克（9.9磅）的小粒谷物

Grainfather可以使用多达9千克（19.8磅）的谷物酿酒，但是当您想要使用小于4.5千克（9.9磅）的小粒谷物时，酿酒过程会有少许不同；如果您购买了Micro Pipework，则可以使
用原来的计算方法。对于小于4.5千克（9.9磅）的谷物，您需要添加更多的配浆水。请将公式中的数字替换为您酿酒时的数字。

1. 按照上述标准计算公式，向煮沸桶内加入等量的起始配浆水。

2. 加入谷物并混合。

3. 安装上孔板(38)和溢流管(39和40)。您可能无法将上孔板一直推到谷物顶部，这取决于谷物颗粒的大小。这没关系，尽量将上孔板往下推。

4. 向桶内加入更多的水，直至水位刚好超过孔板。您必须记录加入的水量。然后，您就可以开始出糖操作了。

5. 请使用下方的洗糟水计算公式。请将公式中的数字替换为您酿酒时的数字。

或

或

(4 x 2.7) + 3.5 = 14.3
谷物量（千克） 配浆水量（升）

公制

(28 - (14.3 + 2)) + (4 x 0.8) = 14.9

洗糟水量
（升）

煮沸前的液量
（升）

额外添加的水量
（升）

配浆水量（升） 谷物量（千克）

还可以访问网站，使用在线计算器。

公制

(7.4 - (3.79 + 0.53)) + (8.5 x 0.1) = 3.93

洗糟水量
（美制加仑）

煮沸前的液量
（美制加仑）

额外添加的水量
（美制加仑）

配浆水量
（美制加仑）

谷物量（磅）

英制

(8.5 x 0.34) + 0.9 = 3.79
谷物量（磅） 配浆水量

（美制加仑）

英制

14.



酿酒使用的谷物必须粉碎到合适的粉碎程度。若谷物粉碎的过粗，则酶反
应的淀粉就会不足。
若谷物粉碎的过细，水就会无法流出谷床，并且会结块。

粉碎谷物

蒸馏

Grainfather也非常适合用于制造威士忌和其他烈性
酒。洗糟与发酵后，您可以将罐式蒸馏器（蒸馏冷凝器
和圆顶盖）安装在设备顶部，用于蒸馏。蒸馏的操作说
明请查看蒸馏设备附带的手册，您还可以上网查看。煮
沸桶上的卡子用于固定蒸馏冷凝器和圆顶盖。

请注意，在新西兰，蒸馏您自己的烈性酒和利口酒供个
人饮用是合法的。但是，在特定国家，蒸馏高度酒可能
是非法的，您可能需要持有许可证。请咨询或联系您当
地海关部门。

发酵罐中的成品产量

洗糟后，如果您收获了28升（7.4美制加仑），而煮沸时的液量消耗量为
8%-10%（通常约3升，请记录下来，这样您就会知道一般情况下损失量会有
多少），还有2升留在Grainfather中，那么发酵罐中留下的最终液量为23升
（6美制加仑）。

如果您收获了过多的麦芽汁

那么可以延长煮沸时间。这意味着更多的水分会蒸发出去，让麦芽汁拥有更高的
起始比重（OG）。

如果您收获的麦芽汁不足

请向煮沸桶中多加一些水。

请注意：煮沸的时间越长，蒸发的水分就越多。

麦芽汁的起始比重（OG）就会越高，这意味着啤酒的酒精度会越高，但产量会越

少。

15.



出糖率

在此例子中，煮沸前的比重是1.051。请将公式中的数字替换为您酿酒时的
数字。

51 x 28  = 1428

6 x 290 = 1740

1428 x 100 / 1740 = 82

在此例子中，起始比重为1.051，终点比重为1.011。请将公式中的数字替换
为您酿酒时的数字。

终点比重：啤酒完成发酵后（液封管停止冒泡时），您就可以测量终点比重
（FG）。这就是您最终的比重读数，您可以用它来计算啤酒的酒精度。

酒精度

煮沸前的液量
（升） A

A

B

B 出糖率
(%)

比重的最后2
位数

谷物量（千克）

啤酒量（升） 酒精度

(%)
乙醇在室温下的

密度

标准杯数

谷物量与酒精度

对于500毫升(16.9盎司)，酒精度为5% vol.的啤酒。请将公式中的数字替换
为您酿酒时的数字。

这大约为2个标准杯。

计算标准杯（酒精量）

请务必计算您的啤酒的酒精度，并告诉客人。饮用高度啤酒时，请小心。
请告诉与您共饮美酒的好友，这款啤酒的酒精度可能会比以往喝过的啤酒
要高。

请做一位负责的主人

通常，啤酒的酒精度与谷物的千克数/磅数有关。然而，酒精度还取决于您
的麦芽浆的情况和发酵方式，但是在酿酒前，您可以根据它来快速估算一
下。

0.5   x   5   x   0.789   =   1.97

5千克（11磅）谷物 5% vol.

6千克（13.2磅）谷物 6% vol.

7千克（15.4磅）谷物 7% vol.

您还可以访问网站，使用在线计算器。

您还可以访问网站，使用在线计算器。

起始比重 终点比重 酒精度(%)

(1.051 - 1.011) x 131.25 = 5.25

16.



 

酒精度（ABV）：衡量单位体积内的酒精含量。

β-葡聚糖休止：45-50°C (113-122°F)。纤维素酶家族里的β-葡聚糖酶/细胞酵素酶将分解未

出芽谷物（如小麦、黑麦、燕麦和未出牙的大麦）里的β-葡聚糖。如果这些糖类没有被分解，

麦芽浆就会变得粘稠，结块。

酿酒用水：啤酒中大约90%是水，所以在使用谷物酿酒时，了解水的特性非常重要。虽然水主要

由H2O分子组成，但是水中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可以影响水的硬度和pH值。这两者都对酶的活性

和酵母的活性有很大的影响。加入添加剂可以纠正水的pH值和硬度，比如加入硫酸钙、氯化钙、

碳酸钙、氯化钾、盐酸等。

逆流式麦芽汁冷却器：一种让麦芽汁沿着一条管道流动，冷却水沿着另一条管道流动的热交换

器。热量从一种液体传递给另一种液体。

EBC:欧洲酿酒公约，Lovibond色度。用于衡量啤酒的颜色。数字越高，啤酒的颜色越深。

酶：将淀粉分解成简单糖和复合糖的复杂蛋白质。不同的酶有不同的适宜温度。调整麦芽浆的温

度可以激活正确的酶，分解出大量的简单糖和复合糖。酵母只能分解简单糖，所以麦芽浆中形成

的复合糖越多，啤酒的终点比重就会越高，酒体越浓。简单糖会被转化成酒精。

发酵：酵母将糖转化成酒精和二氧化碳的过程。

发酵罐：用来酿酒的容器。材质可以是塑料、玻璃或者不锈钢。

终点比重（FG）：发酵结束时测量的比重。

谷物量：配方中使用的谷物。谷物量越多，酒精度越高。

加入酒花：酿酒时加入的酒花的数量与种类。加入酒花的时间以煮沸结束前多少分钟来表示。

液体比重计：带有刻度尺的玻璃浮子。如果是温度为20°C (68°F)的水，则测量读数为1.000。

如果液体内含有糖（麦芽），则比重计会在液体中浮起的更高，测量读数会大于1.000。发酵过

程中，糖会转化成酒精，使液体比重降低。

IBU：国际苦度单位。用于衡量啤酒的苦味程度。数字越高，啤酒越苦。

麦芽浆：将谷物与水混合。麦芽浆会被施加不同的温度，激活不同的酶。

出糖：将温度升高到75°C (167°F)，让麦芽汁循环10分钟。这会让酶失去活性，将谷物准备进

行洗糟。

起始比重(OG)：发酵开始时测量的比重。

蛋白质休止：45–55°C (113-131°F)。麦芽生产厂家并没有让某些欧洲麦芽完全发芽。如果麦

芽没有完全发芽，蛋白质休止会有好处。这可以提高泡沫的稳定性，并防止出现冷雾。

折射计：发酵前和发酵后，测量比重（SG）的实用工具。该仪器可以测量麦芽汁/啤酒的折射

率。折射率越高，液体所含的糖分就越高。测量结果以白利度（Brix）和比重（SG）显示。水的

折射率为0白利度（Brix），1.000比重（SG）。您只需要几滴就可以测量，因此它比液体比重计

更加方便和快捷。

糖化休止：55-72°C (131-162°F)。糖化休止的最常用温度为67°C (153°F)。这里有两种酶

起作用。α-淀粉酶的活性温度为65–72°C (149-162°F)；β-淀粉酶的活性温度为55-65°C 

(131- 149°F)。两种酶的活性温度范围不同。通常，温度越高，麦芽浆内不可发酵的糖分就越多，

酒体变浓。

洗糟：出糖后，使用热水浸洗谷物的过程。这可以确保浸出谷物内所有的糖分。洗糟后，测量煮沸

前的液体比重。

比重（SG): 衡量液体的密度。使用液体比重计或者折射计测量。

多步出糖：分几个步骤出糖。通常以蛋白质休止开始，以糖化休止结束。

此方法可以让啤酒拥有不同的特色。

热凝固物：麦芽汁被泵出冷却器后煮沸桶内残留的蛋白质和酒花的混合物。

麦芽汁：当水与谷物混合后，保持在适合酶活动的温度下产生麦芽浆而形成的液体。

涡流：煮沸后，沿一个方向温和搅拌麦芽汁，形成涡流，让酒花和热凝固物聚集在煮沸桶底部。然

后就可以将麦芽汁转移到发酵罐中，将热凝固物留在桶中。对于Grainfather来说，这并不是必需的

步骤；因为v泵过滤器会阻止热凝固物流入逆流式冷却器。

词汇表

合法性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在家酿造啤酒是合法的；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卖酒执照，销售酒精饮品是

非法的。请理性饮酒，不要让未成年人饮酒。

质保条件
• 法律规定的质保条件适用。质保期为自购买之日起12个月内。

• 申请质保时需要出具有效的购买凭证。

• 由于不遵守操作说明，错误使用和/或处理设备而造成的故障，恕不提供质保。

• 未经授权人员对设备进行处理后，恕不提供质保。

 若您的设备在质保期内出现任何故障，请与我们联系。如需申请质保，请将产品退回购买的经

销商/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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