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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A I L S G AT E . C O M



始于1956年的家庭农场

斯图尔特家族在上世纪初即开始了在加拿大西部的园艺开
拓。理查德·斯图尔特于1956年购买了现在的Estate地
产, 因为他知道这块地可能成为奥肯纳根河谷地区用于种

植优质葡萄的最佳区域之一。

第一棵葡萄藤栽种于1961年, 由此开启了进军未来酿酒葡萄种植业之
路。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 他们为这一地区的其他酿酒商供应葡萄, 到
了1989年, 斯图尔特家族开始自己制造葡萄酒, 并创建了魁尔斯堡酒
庄（Quails Gate）。从那时开始, 整个家族开始齐心协力, 致力于将魁
尔斯堡酒庄打造成加拿大最好的葡萄酒庄, 出产经加拿大酒业质量联盟

（VQA）认证的优质葡萄酒。 

斯图尔特家族秉承创新的理念, 不断追求卓越。在这片土地上, 多年对
凉爽气候下葡萄藤栽培的实验, 铸就了斯图尔特家族在同行中的先驱美
名。将优质的法国第戎克隆品种引入加拿大, 本·斯图尔特功不可没。
魁尔斯堡酒庄一些最早的、也是最受追捧的黑皮诺和霞多丽葡萄田是

由于他的努力得以发展起来的。



APPROXIMATELY 125 ACRES

我们相信, 
优质的葡萄酒始于葡萄园。 

我们的Estate葡萄园就坐落在奥肯纳根湖岸的南向山坡, 这里独特的环
境, 成就了杯中佳酿不同凡响的品质。我们的葡萄园临近奥肯纳根湖, 中
和了大陆性气候特征, 来自死火山包雀利山（Mount Boucherie）山床的

土壤为我们的葡萄园提供了得天独厚、不同凡响的风土环境。 
此外, 坡度、坡向以及面向南方, 使我们Estate葡萄园享有优质葡萄栽培

所需的独特、理想的自然环境。 

Boucherie路南的Lower Bench拥有富含稀矿的土壤 
（淤泥、沙子和粘土), 比Upper Bench的土壤更细。其中的粘土使这里
的土壤出产的作物更好, 而奥肯纳根湖的中和调剂效应为我们的一些芳香

品种（雷司令、白比诺和白诗南）提供了理想的成长条件。  

在Boucherie路以上的土壤中充斥着大石头, 还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地带, 
由包雀利山周围的火山石组成。在Estate葡萄园上部的葡萄藤享受着较
高位置的奇特土壤成分, 土壤排水性好。大岩体中容纳的热量, 以及较大
的昼夜温差, 确保了这些葡萄藤可产出果实优质的主要红葡萄品种, 如黑

比诺、梅洛和赤霞珠。

淤泥和沙质壤土

在整个Estate园区存在着不同含量
的淤泥和沙质壤土, 同时,  

这些土壤又有较好的排水性和保留
热量的能力, 这些都有助于酿制高芳

香度的葡萄酒。

粉质粘壤土 

 在Lower Bench园区比较突
出, 在整个葡萄园, 粉质土壤和
粘壤土混合在一起, 有助于维持
土壤的保水性和热量, 也迫使作
物向深处扎根, 稳定根基。有助
于酿造口感柔和圆润、色泽深

厚、酸度较低的葡萄酒。

冰碛砾石 

包雀利山位于3000万年前的冰川
带的最后一公里处, 提供了冰碛砾石
的天然沉积层。在整个Estate园区
有广阔的冰川沉积带, 这在Upper 

Bench更为显著。

火山石 

大石头或甚至一些小岩体都会保留
热量, 并产生疏松的土壤, 有助于排
水。藤蔓用力地生长以触及地下水
位, 使得用于酿酒的每颗果实都香味

浓郁、果汁醇厚。

火山石 

冰碛砾石 

粉质粘壤土 

淤泥和沙质壤土



我们深深专注于葡萄酒的质量。
经过50多年的时间, 我们已探索出适合奥肯纳根河谷的品种和葡
萄栽种的最佳选择, 以及可使用的最佳技术。这一独特的优势使
我们酒庄得以享有加拿大最为成熟的葡萄种植技术。我们非常自
豪, 由于我们精心呵护、管理我们的黑皮诺和霞多丽产品, 使得

每款产品都不同凡响、超越预期。



琼瑶浆

在不锈钢罐中冷发酵之前, 先整串
碾压, 以保持其清新的口味。梨滴
糖、香瓜、荔枝果和肉桂的芳香与
雅致的玫瑰花瓣香型完美交融。

夏瑟拉-白比诺-灰比诺

果实置于不锈钢罐中进行整串碾压
和冷发酵, 以保持爽口、清新的果

味。该酒十分平和, 适合搭配口味清
单的食物, 也可单独作为露台休闲时

细细品味的佳酿。

老树福煦干红葡萄酒

这款口味醇厚、酒体饱满的红葡
萄酒由马雷夏尔福煦葡萄酿成。
发酵接近于干, 陈酿于美国橡木桶
18个月, 带有深色水果和皮革的香

味, 以及辛辣、酸甜的口感。

霞多丽干白葡萄酒

我们的霞多丽有50%在不锈钢罐发
酵, 50%在橡木桶发酵

（20%新的法国橡木桶), 并陈酿
10个月。这样的酿制成就了桶发
酵所带来的丰富口味, 以及罐发酵

所带来的热带柑橘的醇香。

雷司令干白葡萄酒

果实完全取自于魁尔斯堡酒庄
Estate葡萄园28龄葡萄藤。

热带柠檬果香, 佐以纯质的矿物-岩
板-湿石头气息。为经典雷司令陈酿

而精心窖藏。

梅洛干红葡萄酒

自然酵母发酵和长时间的果皮浸
泡, 使这款葡萄酒色泽丰富、香味
醇厚。细密成熟的单宁带来挥之不

去、天鹅绒般的完美口感。

魁尔斯堡酒庄

我们拥有最受认可、产品最多的品
牌, 魁尔斯堡葡萄酒诠释了其原产
地的特色, 爽口、清新、果味浓郁, 

色泽丰富, 香味醇厚。

黑比诺干红葡萄酒

果皮浸泡长达20天后, 
陈酿于15%新的法国橡木桶中

11个月。柔和、淡然的樱桃香融合
在单宁丝绸般层叠细滑而又紧密的

质感中, 回味悠长, 清新爽口。 

斯图尔特家族珍藏霞多丽干白
葡萄酒

使用蒙哈榭酵母菌株, 置于40%新
的法国橡木桶中完全发酵, 陈酿11
个月。这款经典霞多丽葡萄酒拥有
迷人的质感和丰富的矿物香型。 

斯图尔特家族珍藏黑
比诺干红葡萄酒

由加拿大最早的也是最佳的4种黑比
诺克隆品种精心酿制而成。

延长果皮浸泡, 然后在40%新的法国
橡木桶中陈酿11个月, 这款精品酒香

浓郁, 口感柔和。 

珍藏版老树福煦干红葡萄酒

珍藏版老树福煦干红葡萄酒由
47龄葡萄藤出品的果实精酿而成。
这些小颗粒果实为您带来现代深色
水果的浓郁气息, 又弥散着旧时泥

土的芬芳。

我们的葡萄酒质量业主声明, 
斯图尔特家族珍藏版葡萄酒均仅

产自专用葡萄园。
代表我们优质葡萄园的标准, 
是真正的珍藏版葡萄酒。

白诗南干白葡萄酒

添加长相思（3%）, 少量（3%）
在三龄橡木桶中发酵, 其余的在不
锈钢罐中发酵, 以成就其口味的丰
富性和矿物香味的完美结合。淡淡
的果香味; 清新的柠檬、酸橙和热
带水果香与猕猴桃、黄杨木及淡淡

的蜂蜜气息混合在一起。

桃红葡萄酒

这款桃红葡萄酒是由Estate葡萄园
出产的黑皮诺和佳美比诺葡萄酿制
而成的。在这美味新鲜、果香和奶
油质感的桃红葡萄酒中, 大黄草莓
及红醋栗的香味实现了完美融合。



我们历来注重葡萄种植对环境的影响,  
一向致力于低影响, 高产出。

在葡萄种植方面, 我们采用了全面的生态系统管理方式, 力求在追求果实质量的同
时, 维护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我们致力于可持续性发展：设立了多个葡萄园远程监
测站, 使我们能够定位应用工具, 使用滴灌来节约用水, 并在葡萄园内使用更少的车

辆。我们还通过自己堆肥, 为葡萄园提供有机肥料和养料。

我们的酒庄也实行了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做法, 其中包括设备升级,  
使用BIOPURE滤水器, 推行节水实践, 对人造副产品和自然副产品进行回收。 

我们不断地努力监测, 并与节能专业人员协作, 降低碳足迹。我们很荣幸地
自愿加入了BC省农业委员会（BC Agriculture Council）的环保农场计划

（Environmental Farm Planning Program), 旨在提高农场发展的可持续性。



魁尔斯堡酒庄的全部酿造理念都在我们的产品
质量（而非数量）中得到了诠释, 也在出产每

款葡萄酒的风土环境中得到了体现。
对葡萄酒的精心酿制, 意味着我们对酿酒工序的精益求精。 

在葡萄的整个生长期、手工采摘期和发酵过程中, 我们的酿酒团队都精心呵护果实
的质量, 悉心酿制每一款葡萄酒。他们绝不对任何一个细节心存侥幸, 而产品的一

致性、浓度和质量也在产品的成果中不言自明。

在魁尔斯堡酒庄, 我们努力根据我们优质的风土环境来制定酿制技术的最佳实践。
小批量加工使酿制团队能够监测在酿制过程中每批产品的表现如何, 并对酿制的特
定环节予以调整。我们的目标是将干预降为最低, 在葡萄生长期, 我们不懈努力, 确
保果实在最优状态下成熟。我们相信, 我们的农场有酿制葡萄酒所需的最佳条件, 

魁尔斯堡酒庄也将在每一年都为您酿制出高质量的精华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