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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过半“
纯粮”白酒为酒精勾兑
省食药监部门查处三家问题酒厂 技术监管尚存盲区，勾兑酒是否有害无定论
“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
轻。”市场上的酒大都在原料
表上标明，自己是高粱、小麦
等粮食酿造而成。 然而事实
上， 这些酒多是食用酒精勾
兑而成的。6月1日， 省食药
监局通报了三家假冒“纯粮”
谷酒酒精及氰化物超标的处
罚。
“虽然国家并没有规定
不能用酒精勾调， 但是酒企
以此充当‘纯粮’酿造，就是
涉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部
分行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市场上的中低档白
酒不可能是“纯粮”酿造，多
为食用酒精勾兑。

焦点

酒精勾兑的白酒有害吗？

■记者 刘璋景
市场上很多白酒标明“纯粮酿造”，但不少实为酒精勾兑而成。 资料图片

查处
这三家“
纯谷酒”
竟是“
勾兑酒”
记者 从省 食药 监 局获 悉，
此次“出事”的三家酒企都来自
益阳， 分别为益阳市桃花液酒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纯谷酒”、
益阳市神仙谷酒业生产的“精
品纯谷酒”、益阳市湖乡人酒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浓香型“正宗
纯谷酒”。
省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表
示， 三家酒企无一例外地在商
品标签上宣称是纯优质稻谷酿
造，但是抽检过程中发现，三个
产品不是氰化物超标就是酒精
度异常。经过调查，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在造酒的过程中添
加了酒精。“此前，长沙、衡阳、
常德等地也查处了类似案例。”
该执法人员介绍。
据介绍， 当前白酒生产工
艺主要有三种：固态法、液态法
和固液结合法。“固态法白酒”
是用粮谷为原料，采用传统工艺
酿制而成，而“液态法白酒”是指
用食用酒精和食品添加剂调味
调香勾调成的，“固液结合法白
酒” 则是以固态法白酒 (不低于
30%)、液态法白酒勾调而成。
2013年11月28日， 国家食
药监总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
强白酒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严格规范白酒标
签， 使用食用酒精勾调的白酒
（即液态法白酒）， 其配料表必
须标注食用酒精、 水和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 不得标注原料为
高粱、小麦等。
“三家 酒企 的行 为 不 但 涉
嫌欺骗了消费者， 如果使用了
工业酒精或者其它非法添加还
将追究其相应的责任。”执法人
员说， 目前相关白酒已经全部
下架并召回， 企业主将面临严
厉的经济处罚。

市场
过半白酒为勾兑酒，中低档可达到九成
“一斤酒有卖5元的，也
有卖50多元的， 它们都是纯
粮酿造出来的？”6月2日，在
长沙四方坪的一家超市，爱
喝酒的张大爷望着货架上的
几款号称纯粮酿造的白酒，
充满疑惑。
市场上销售的其他纯粮
酿造白酒都是真的吗？

在超市， 记者观察了近
十个白酒品种， 无一例外地
都声称是“纯粮酿造”。我们
购买了一瓶售价20元钱的五
斤装“高粱酒”，请长沙市酒
业协会副会长、 白酒专家叶
大平鉴别。
得到的答案是： 不用
鉴定就可断定， 这款酒

100% 是 用 酒 精 和 添 加 剂
勾兑 的。
叶大平表示， 目前市场
上的白酒超过半数属于非
纯粮酿造的勾兑酒，而中低
档及散装类的比例可达到
九成。但是，很少有酒企向
消费者说明该产品为酒精
“勾兑”。

暴利

“勾兑酒的成本要低很多，酿酒的
时间周期也短，现在被很多酒厂采用，
主做中低端品种。”叶大平说，勾兑酒
一般使用的是从谷类、水果、蜜糖等含
淀粉作物中提炼的食用酒精， 正常饮
用不会对人体产生毒害。
某大品牌白酒湖南地区营销总监
李宏坚认为，“勾兑酒”有粮耗低、杂质
少、卫生安全等优势。食用酒精纯度高
于传统纯粮酿造酒精，“酒精勾兑比纯
粮酿造好”。他表示，“酒精勾兑杂质少
多了，而传统工艺酿造的甲醇、甲醛要
高好几十倍。”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湖南农业大
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肖浪涛认为，白
酒的特点是固态发酵过程中产生酯类物
质和酸类物质， 这些物质决定了白酒的
口感和等级， 酒精的含量只能表示酒的
烈度。白酒的特点是酯，而不是醇。
对于勾兑酒品质纯的说法， 许多
网友反问， 如果食用酒精真能够改善
白酒的口感、提高白酒档次，大部分高
端白酒为什么不用食用酒精勾兑？
“纯粮固态发酵白酒是用传统工
艺酿造，20世纪60年代，由于粮食供应
紧张，为节约用粮，白酒行业开始探索
用代用原料生产白酒， 就是现在的勾
兑白酒。 勾兑白酒就是以食用酒精为
原料加添加剂兑制的白酒。 勾兑白酒
并没有错，但以此冒充‘纯粮酒’，则是
不对的。”湘雅医院消化系统专家彭健
教授指出，勾兑酒还存在其他问题，包
括使用劣质酒精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勾兑过程中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等。

酒精勾兑的成本不到纯粮酒的1/3
叶大平介绍， 白酒企业
之所以对“勾兑”遮遮掩掩，
一方面是因为“酒精”与“勾
兑”字眼实在让人心有余悸。
几乎每年都有不法分子用含
有甲醇的工业酒精勾兑成白
酒， 曝出致人死亡的新闻。
“所以，酒厂都说自己的酒是
纯粮酿造， 如果说用酒精勾
兑，岂不是自寻死路？”
此外， 叶大平算了一笔

账， 如果采用普通的白酒酿
造工艺，做1斤纯粮白酒至少
需要2公斤粮食，目前无论是
稻谷还是高粱的市场价格都
在4元/公斤左右， 再加上酿
造过程中的麦曲、煤、电、人
工等投资， 真正的纯粮酒的
成本每斤在11元左右。 而用
食用酒精勾兑的白酒， 平均
每斤酒的成本不足3元。
“由此看来，市场上低于

10元/斤的白酒肯定是酒精
勾兑的。”叶大平表示，现在
的白酒行业内， 纯粹意义上
的原浆几乎是没有的。“因为
纯粮酿造的原浆成本高且时
间周期太长。 没有几个厂家
能耗得起那个时间。”
商家违规用酒精勾兑的
白酒冒充纯粮酿造， 不但是
为了让酒好销售， 两者成本
也有天壤之别。

法规
没有规定不能酒精勾调，技术监管存盲区
这么多酒打着“纯粮酒”
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难
道就不怕受到惩罚？ 记者调
查发现， 此领域的技术监管
尚存在盲区。
查阅相关 法律 法 规，目
前国家并没有规定白酒不能
用酒精勾调， 所以无论纯粮
酿造还是勾兑， 关键在于生
产出来的白酒是安全的，符
合国家标准。
“截止到目 前没 有 一个
相关的标准能验证或者证明

固态法白酒是否添加了食用
酒精或者香精。”省食药监局
的一名执法队员说， 酒里加
的酒精和人工制造的添加
剂， 其分子量和自然生成的
是一样的，区分不出来，所以
白酒里加的添加剂和酒精用
机器是查不出来的。
当前， 只能靠行 业 自
律， 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去
生产。但自律似乎很苍白，
一些大企业为了满足市场
需求， 在产能饱和的状态

下，用酒精勾兑后，打上纯
粮酿造的标志， 冲击高端
消费市场。
对此，执法部 门 决 定 在
监管上继续完善。 省食药
监局表示， 我省将对全省
白酒企业和产品进行一次
集中排查。 对涉嫌造假的
白酒产品一律查封， 对涉
案企业进行严厉打击；对
相 关的添加剂生产企业严
格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依法从严查处。

支招

三招分辨纯粮酒和勾兑酒
1. 纯粮酒用手揉搓后发黏且香
味持久
左右手食指分别伸进纯粮白酒
和勾兑酒中，浸湿后抽出与拇指反复
揉搓至发热，沾满纯粮酒的手指揉搓
后发黏，变干后一两个小时后闻依然
能闻到酒香味。相反，沾满勾兑酒的
手指，揉搓后并不发黏，变干后只在
短时间内能闻到酒味。
2.纯粮酒空杯一夜仍酒香不散
将酒倒入酒杯中然后把酒倒出，
放置一夜后，再闻空杯。装散酒的酒
杯已闻不到酒味，装纯粮酒的杯子依
然能闻到酒香味。
3.纯粮酒加白水后变浑浊
纯粮白酒中加入水后，酒液不再
透亮清澈，变为乳白浑浊状。散装勾
兑酒酒液加入水后没有变化。这是因
为粮食酿造的原浆中含有具有芳香
气味的多种脂肪酸一类有机物，这种
有机物易溶于乙醇中，所以白酒成透
明状液体。加了水以后，酒精被稀释，
白酒中的脂肪酸乙酯类物质在稀释
后的酒中溶解度减少， 从而析出，造
成失光混浊，勾兑酒一般酯类物质甚
微，所以加水后不会浑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