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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

T500蒸馏系统可从发酵液中蒸馏出最高产量,最纯粹的烈酒。

按照手册内说明使用设备时，T500将生产出美丽、澄清，酒

精度高达93% vol的烈酒，提取出发酵液中95%的酒精。 

非常纯净、中性的烈酒是调配所有烈酒和利口酒的完美基础

酒，是制作如杜松子酒、白朗姆酒和伏特加等精制烈酒的必

要成分。 

使用6公斤（13磅）糖和1袋TURBO酵母，可从23升（6美制加

仑）发酵液中蒸馏出8升（2美制加仑）40% vol的烈酒。 

适合配合不锈钢和铜质回流冷凝器使用。

蒸馏系统

 PMS 874C

PMS 80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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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T500是家庭蒸馏的终极设备，如果您想要生产出大量非常干净、纯净的酒精，T500
是您的最佳之选。  

要获得一整套T500蒸馏系统，您需要一个T500冷凝器和一个T500煮沸桶。 

为了让T500蒸馏系统达到最佳使用效果并且安全使用，请务必阅读使用说明， 
并保存以备日后查看。 

内容

通过网站注册并订阅Still Spirits

邮件，我们会为您提供信息与更新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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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此蒸馏系统会产生非常易燃的液体。 

预防措施：
• 请始终在通风良好的室内使用T500蒸馏系统。 

• 请不要在室外使用，因为室外的阵风会影响蒸馏效率。 

• 使用中的T500蒸馏系统，请务必有人看管。 

• 请将T500蒸馏系统远离全部火源，包括烟雾、火花、热源和明火。 

• 请确保T500蒸馏系统和酒精附近的其他全部设备已接地。 

• 附近应配有适合消灭酒精燃烧火焰的灭火器。灭火介质可以是水雾、水幕、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沙子或白云石。 

• 请不要干烧。若蒸馏系统出现干烧，请复位蒸馏设备基座下方的安全开关。

 若安全开关故障（几率非常小），保险丝可以为您提供额外的保护。若温度超过安全范围，保险丝会

 熔断并切断电源。用户不能自行添加保险丝，需要专业人员维修。

若出现液体溢出：
• 请关闭全部火源。 

• 使用布、纸巾或其他吸收性材料（如土、沙子或其他惰性材料）立即清理溢出液体。 

• 请合理收集，密封并处理。 

• 请使用过量的水冲洗。 

使用您的蒸馏设备前，请仔细阅读全
部使用说明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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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酵] (第1天)  
• 盖上发酵罐，将液封内加入一半的水，将液封插入盖子 

 上的橡胶孔眼内。 
• 在18-30°C(64-86°F)下发酵约1周，或发酵至发酵液

不再发出嘶嘶声；发酵温度也可参考酵母包装袋上的说

明。 

请注意：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味道，有时味道会不太

好闻。味道会消散，不会影响酒精的品质。 

4 [测量比重(SG)] (第6天) 
• 将液体比重计浮在发酵液上，测量液体的比重。液面

处的刻度即比重读数。完全发酵的发酵液的比重大约为

0.990或更低。

 • 测量比重可以让您了解发酵液中有多少糖转化成了酒

精，以及是否可以澄清发酵液了。 
• 当发酵液的比重连续2天都维持稳定在0.990时，发酵就

结束了。

5 [澄清发酵液] (第6天) 
• 发酵结束后，请剧烈搅拌发酵液，释放出液体内的气

体。释放完气体后，请加入Turbo Clear的A成分。搅拌

均匀，等待1小时。 
• 1小时后，将Turbo Clear的B成分倒在发酵液的表面50

毫米（2英寸）液体内，均匀轻柔的搅拌。

 请不要剧烈搅拌，否则澄清效果会不好。

• 等待24小时，直至全部沉淀都落在发酵罐底部。 
 液体澄清后，您就可以使用T500蒸馏系统蒸馏发酵液

了。 

制作优质烈酒的第一步就是制作品质优良、干净的

发酵液。推荐您始终使用Still Spirits Turbo酵

母、糖和活性碳，以便获得最佳的蒸馏效果。不论

您的煮沸桶的尺寸如何，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Still 

Spirits产品套装或单独购买这些产品，一次性制作

20升（5美制加仑）发酵液。如果您没有一次蒸馏完

全部的发酵液，可以保留剩余的发酵液日后使用。

在这一步，您将需要：

• 组装好的30升（8美制加仑）发酵罐（如需组装信息，

请查看随发酵罐附带的使用说明）。 
• 冷水清洁剂和免洗消毒剂（或者其他清洁剂和消毒产

品）。 
• 搅拌勺。 
• 发酵液成分（水、糖、活性碳、酵母、澄清剂）。 
• 液体比重计。 

1 [清洗并消毒设备] (第1天) 
• 清洗并消毒您的30升（8美制加仑）发酵罐。   
• 清洗和消毒时，请检查发酵罐封口处的密封是否完好。 

2 [加入原料] (第1天) 
• 发酵罐和设备消毒好后，请甩掉多余的水分，不要冲

洗。 
• 将消毒过的勺子放在消毒过的盖子上，盖子内侧朝上放

置，保持盖子内侧卫生。 
• 加水量和水温，以及建议使用的糖和加糖量，请参考酵

母包装袋上的说明。 

请注意：若糖没有完全溶解，发酵会不充分，您得

到的酒精就会变少。 

第1步/第1-6天

制作发酵液



5

第2步/第7天

准备T500蒸馏系统 

您将使用T500蒸馏系统蒸馏您的发酵液。该系统有2

部分：T500煮沸桶和T500冷凝器。 

最好为T500蒸馏系统专门腾出一块地方，5小时（使

用30升（8美制加仑）煮沸桶进行一次蒸馏的大致时

间）内供此系统使用；若使用容量较小的煮沸桶，

则相应缩短时间。    
T500蒸馏系统需要放在平台或桌子上，旁边设有电

源插座、一个水槽、一个水龙头，并且通风充足（

如厨房或洗衣间），但是不能在室外使用，因为室

外的阵风会严重影响蒸馏效率。 

T500冷凝器包装盒内附带了以下部件： 
• 不锈钢蒸馏柱，带铜质和不锈钢鞍形填料。 
• 数字式温度计，带LR44纽扣电池和安装座。 
• 流量控制器（和转接头）- 有关水龙头接头的更多信

息，请查看第14页。

• 冷却水管（1粗1细）。 
• 酒精管（白色）。 
• 蒸馏调节剂。 
• 陶瓷助沸石。 

1 [将澄清的发酵液倒入T500煮沸桶]

• 将煮沸桶放在稳固、水平的桌子上，出液口置于水槽

上方，避免随后清空桶内残渣时还需要搬动烫手的煮沸

桶。不要将出液口指向前方，避免当煮沸桶受到撞击并

破损后，沸腾的液体泼到您或路人的身上。 
• 使用虹吸管或5升（1.3美制加仑）的水壶将发酵罐中澄

清的发酵液转移到煮沸桶中。您还可以将煮沸桶放在发

酵罐的罐口下方，将发酵液倒入桶中；但是请注意，倒

完后，您要将装满液体的煮沸桶搬回桌子上。请尽量将

沉淀留在发酵罐内。若使用30升（8美质加仑）T500煮

沸桶，发酵液不要超过桶内最高液位线。4.9升（1.3美

制加仑）的煮沸桶至多可以加入8升（2.1美制加仑）液

体（如果在您的国家，这样做是合法的话）。 

2 [加入陶瓷助沸石和蒸馏调节剂]

 (从T500冷凝器包装盒中取出)

 • 将全部的陶瓷助沸石加入T500煮沸桶内，然后倒入发酵

液。 
• 向T500 30升（8美制加仑）煮沸桶内澄清的发酵液中加

入3瓶盖蒸馏调节剂。若使用4.9升（1.3美制加仑）的

煮沸桶，只需加入1瓶盖调节剂。

• 重新盖上桶盖。暂时不要卡好桶盖，因为在第5步中，

您将需要在桶盖上安装蒸馏柱/冷凝器。 



6

出水口温度传感器 

冷却水入口 

出水口 

烈酒流出口 

顶部循环管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蒸馏了

3. [组装T500冷凝器] 
您的水管分为一根粗管，一根细管。 
• 将较长、较粗的透明管连接到出口 C 上。冷却水会从

这里流入水槽。 
• 将较短、较细的透明管连接到顶部的循环接口 E 上。
• 将较细的透明管连接到入水口 B 上，并连接您的水龙

头。冷却水会从您的水龙头（流经转接头）流入冷凝器

中。 
• 将白色管子连接到烈酒流出口 D 上。  
蒸馏出酒精会从这里流入您的收集瓶中。 

4. [安装温度计] 
• 将电池放入温度计中。 
• 可以使用温度计背后的开关打开和关闭温度计。第二个 

 切换按钮允许您将温度计设置为摄氏度或华氏度。

• 将温度计安装到提供的安装座上。将温度计夹在冷凝器 

 上靠近底部的位置处。 
• 将不锈钢传感器探针插入小孔 A 中。
• 使用绑扎带整理好零散的电线。 

5.  [煮沸桶]

将T500冷凝器安装在T500煮沸桶上。 
• 请检查T500冷凝器内是否装满了鞍形填料。若蒸馏柱内

是空的，您首先需要向其中加入铜质鞍形填料，然后加入

随包装盒附带的不锈钢鞍形填料，最后再进行下一步。  

请注意：装满冷凝器后，您可能还剩余一把鞍形填

料，这是正常的。 

• 将冷凝器倒过来，卸下冷凝器底部的旋塞；将黑色的0 

 型圈套在蒸馏柱底部。 
• 将T500煮沸桶的桶盖放在蒸馏柱上，将旋塞旋入蒸馏柱 

 内。将旋塞拧紧，让桶盖不再晃动。 
• 将桶盖和冷凝器放在T500煮沸桶上，摆放好，以便您能 

 够看到温度计。 
• 使用桶体上的卡夹固定好桶盖。 

重要提示：请保证T500冷凝器是直立的，否则它就

无法在蒸馏时正常工作。

冷水入
热水出

烈酒

C

A

A
B
C

D
E

B

D

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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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烈酒] 
• 发酵液开始沸腾后，烈酒就会从白色管子中流出，流入

您的收集瓶中。 
• 请一定不要将白色管子插入到馏出液体中。您应该看到

的是蒸馏出的液滴落到收集容器中。 
• 收集并丢弃最开始的50毫升（1/4杯）酒精。 

重要！ 
蒸馏出的前50毫升（1.7美制液量盎司）烈酒含有较

轻的分子，如乙醛、乙酸乙酯和甲基丙醇，它们拥

有强烈而难闻的味道，像“医院的味道”或“指甲

油的味道”。不宜饮用。 

5.  [完成蒸馏] 
打开煮沸桶约5小时后，您应该可以收集到大约3.5升（1

美制加仑），90-93% vol的烈酒。您还会看到馏出液体的

滴落速度变慢（每5-10秒1滴），这意味着全部的乙醇已

馏出，可以关闭煮沸桶。

注意：使用4.9升（1.3美制加仑）煮沸桶蒸馏更少量的液

体时，蒸馏过程会更快，收集的酒精会更少。蒸馏4.5升

（1.2美制加仑）发酵液的时间为大约40分钟，您应该可

以收集到700毫升（0.7美制夸脱），90-91% vol的烈酒。

• 关闭煮沸桶，拔下电源插头。 
• 关闭冷却水源。 
• 留在T500煮沸桶中的残余发酵液会非常烫。使用出液口

排出残余液体前，请先等待其冷却至安全温度，可将残

余液体排入水槽或花园（它是相当好的肥料）。

• 将T500冷凝器与煮沸桶盖拆开，冲洗掉桶内的全部发酵

液和残渣，保留陶瓷助沸石，下次蒸馏时可再次使用。 
• 每蒸馏5-10次时，请将水接入冷凝器，冲洗里面的鞍形

填料。如果馏出液体有泥土的味道，请更换鞍形填料。 

从蒸馏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5小时。在此期间，请务

必小心操作T500蒸馏系统。使用期间，T500蒸馏系

统会变得很烫，请多加注意；蒸馏时和蒸馏后，儿

童不得靠近蒸馏系统。蒸馏过程中会产生非常易燃

的液体，请将蒸馏设备远离所有火源。

若要使用T500蒸馏系统，您将需要准备： 
• 收集酒精的5升（1美制加仑）瓶子或容器。 
• 冷却水源与水槽。 
• 随冷凝器附带的流量控制器 。

1. [将冷凝器与水源相连] 
• 将流量控制器安装在您的水龙头上。如果您有任何安装

问题，请参考第14页“水流转接头”的常见问题。

• 完全关闭水流阀门。 
• 将细长管连接到流量控制器上。 
• 将粗长管放入水槽或水池。 
• 将白色的酒精流出管插入收集瓶或容器。不得将酒精流

出管插入馏出液体中，否则煮沸桶可能会内爆。 

2.  [开始煮沸] 
• 将T500煮沸桶通电。 
• 将23升（6美制加仑）的发酵液加热到沸腾需要1小时多

一点，当4.9升（1.3美制加仑）的煮沸桶内加入4.5升

（1.2美制加仑）发酵液时，加热至沸腾只需要10分钟

多一点。 

3.  [调节流量] 
• 打开30升（8美制加仑）T500煮沸桶约45分钟后，或者

打开4.9升（1.3美制加仑）煮沸桶约5分钟后，并且在

发酵液开始沸腾前，请打开水管。

• 逐渐打开流量控制器阀，将水流量调节到400毫升/分到

700毫升/分（3.5美制液量盎司）之间。您可以使用测

量容器（1升（1美制夸脱）的瓶子或厨房量杯），记录

在固定时间内有多少毫升（美制液量盎司）的液体流入

测量容器内，以此来计算流量。 

美国用户 - 请注意：如果您在美国，由于美国使用

110V电压，煮沸桶的功率将降低。因此，冷却水

流量应大约为3.5美制液量盎司/分，就像涓涓细

流。 
• 发酵液开始沸腾后，请确保温度计读数高于

50°C(122°F)，但低于65°C(149°F)；否则就收集不

到酒精。若温度低于50°C (122°F)，请稍微关小流量

控制器的阀门来减小水流量，稍微关一点就可以。若

温度高于65°C(149°F), 请稍微开大阀门来增加水流

量。整个蒸馏过程中，您可能需要调节水流量几次，以

便将出口水温控制在50-65°C(122-149°F)。您可以使

用Still Spirits流量调节器来维持水流量稳定。有关

控制出水口的重要性，请查看第13页。

第3步/第7天

蒸馏发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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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滤您的烈酒]

请按照过滤器的使用说明，使用活性炭过滤稀释的烈

酒。 

注意：过滤后请再次使用酒精比重计测量酒精

度，按照您的需要加入更多的水来降低酒精度。 

您生产的烈酒大约有90%-93% vol。不论您选择哪种

活性炭过滤器，过滤前，必须加水将烈酒稀释到50% 

vol。有关活性炭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第15页。 

您将需要：

• 酒精比重计（我们推荐您使用Still Spirits 0-100% 

vol酒精比重计）。

注意：此酒精比重计经过校准，须在20°C(68°F)

下使用。如果您的酒精温度高于或低于

20°C(68°F)，请使用温度校正表。

• 试瓶（用来盛Still Spirits酒精比重计的容器），或

量筒。

• 干净的饮用水。 
• 活性炭过滤系统（我们建议您使用Still Spirits EZ过

滤器或Pure V过滤器，使用它非常轻松方便）。 

警告：您将要处理非常易燃的酒精；请远离所有火

源（火花、明火）。 

1. [使用酒精比重计测量馏出液体的酒精度]

• 将一些馏出液体倒入试瓶中（大约200毫升（7美制液量

盎司））。 
• 让酒精比重计漂浮在馏出液体中。液面处的刻度即酒精

度读数。读数应该在90%-93% vol之间。请查看馏出液

体的温度并调整测量结果（如果需要的话）。 

2.  [加水稀释馏出液体] 
• 将馏出液体倒入可至少容纳5升（1.3美制加仑）液体的

容器中。 
• 每升（每美制夸脱）酒精度为90-93% vol的馏出液体，

请加入850毫升（28美制液量盎司）的干净饮用水并均

匀混合；如果您收集了3.5升（1美制加仑）的馏出液

体，就需要加入2.9升（1美制夸脱）的水（=3.5x0.85

）；如果您收集了700毫升（24美制液量盎司）的馏

出液体，就需要加入550毫升（18.6美制液量盎司）的

水。

• 再次测量稀释后烈酒的酒精度，此时读数应大约为50% 

vol。如果读数稍高，请多加一点水（每次加入100毫升

（3美制液量盎司）），搅拌并再次测量酒精度。如果

读数稍低，请不要再加水，请继续过滤。 

请注意：加水会提高液体的温度，请相应调整酒精

度值。 

第4步/第7天

稀释与过滤

当稀释后，过滤后的烈酒达到40% vol时，就可以

调味了。Still Spirits为您提供了种类丰富的香

精。每种香精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相应的使用

说明。

第5步/第8天

为您的烈酒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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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组装]

• 从蒸馏柱中取出全部的鞍形填料，用水冲洗干净。 
• 将细短管连接到冷凝器出口 E 上。
• 将粗长管与细短管相接。它会将水流引入水槽。 
• 将细长管连接到入水口 B 上。
• 将白色管子连接到出口 D上。蒸馏出的水会从这里流入您

的收集容器中。 
• 蒸馏水时无需使用温度计。 

第2步 [蒸馏水]

蒸馏20升（5美制加仑）的水总共需要8-10小时（不包含加

热时间），大约会生产18升（4.5美制加仑）的蒸馏水。蒸

馏4.5升（1.2美制加仑）的水总共需要25分钟（不包含加

热时间），大约会生产1升（1美制夸脱）的蒸馏水。 

您将需要准备： 
• 钟表或计时器。 
• 收集蒸馏水的大容器（容积等同于最初倒入煮沸桶中的
水量。 

• 冷却水源。 

1. 将煮沸桶放在稳固、水平的桌子上方便将废液排入水槽

或水池的位置。向煮沸桶内加水，加入的水量不要超过

桶体上的最高液位线。 
2. 将组装好的蒸馏柱和桶盖放在桶体上。卡好四个卡夹，
将桶盖固定在桶体上。检查密封垫圈是否牢固的垫在煮
沸桶上，是否没有缝隙。 

3. 为煮沸桶通电。将水加热到沸腾大约需要80分钟。 
4. 水开始沸腾前，请打开冷却水，让馏出物不会变成气体
蒸发走，而是以液体的形态流出。 

5. 若加入的水量为20升（5美制加仑），请在收集18升
（4.8美制加仑）的蒸馏水后关闭煮沸桶并拔下电源插
头；若加入的水量为4.5升（1.2美制加仑），请在收集
1升（1美制夸脱）的蒸馏水后关闭煮沸桶并拔下电源插
头。关闭冷却水源。请小心倒掉煮沸桶内剩余的水，因
为这些水会很烫。

 馏出的水必须使用EZ过滤系统或Pure V过滤系统过滤，
除去上一次的发酵液遗留下来的多余气味和味道。如何
使用过滤系统，请参考您的过滤器使用手册。

蒸馏水

E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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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问题描述 故障原因 修理方法

馏出的酒精流动不规则。 • 整体式煮沸桶底部的过热点让发酵液剧烈

沸腾。 
• 烈酒流出管的位置比形成液封的出口位置要

高，或者流出管插入馏出液体中，形成压力

波动和真空。

• 加入陶瓷助沸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请

尝试加入1-2个钢丝球。

• 请确保水可以沿冷凝器出口的流出管向下

流动。 
• 剪短流出管，使管口位于收集的馏出液体

的液面上方。

没有酒精流出来。 • 可能是由于冷却水过冷，或流速过高。 
• 可能是由于流出管的位置不正确。 
• 可能是酒精流出管末端堵塞。 

• 蒸馏时，请确保冷却水出口温度在

50-65°C(122-149°F)之间。 
• 请检查流出管的位置是否正确（请参考第

2步和第3步）。

•  移除酒精流出管末端堵塞。 

流出的烈酒呈云雾状/牛奶状
浑浊。

• 煮沸过程中发酵液起泡，将发酵残余物质带

入蒸馏柱。 
• 发酵液中未发酵的糖会产生泡沫，泡沫会向

上进入冷凝器，造成温度波动，产生不合格

的云雾状烈酒。

• 请务必确保您的发酵液已充分发酵（有关

发酵，请参考第1步）。 
• 如果您使用30升（8美制加仑）的煮沸

桶，发酵液不要超过桶内的最高液位

线。4.9升（1.3美制加仑）的煮沸桶拥有

更大的容许量，至多可以加入8升（2.1美

制加仑）。向发酵液内加入3瓶盖Still 

Spirits蒸馏调节剂，若使用的是4.9升

（1.3美制加仑）的煮沸桶，则只需加入1

瓶盖。它会抑制煮沸桶内的发酵液产生过

多的泡沫。向煮沸桶内加入陶瓷助沸石。

重新蒸馏不合格的烈酒。

烈酒有强烈的难闻气味，
像“涂料稀释剂”，“医
院”，“烧焦”，“指甲
油”的味道。

• T500的馏出液体的酒精度约为93% vol，具

有强烈的乙醇的气味。 
• 前50毫升（2美制液量盎司）的馏出液体拥

有更强烈的，类似指甲油的气味，这是因为

其中含有乙醛和酯类。应该把它倒掉。

• 接下来的馏出液体就是乙醇的气味。 

• 加水稀释并使用活性炭过滤您的馏出液

体。活性炭会吸附大部分杂味，留下干

净的烈酒（请参考词汇表中的活性炭词

条）。 

烈酒呈蓝色。 • 这是由于发酵容器中加入了不平衡或过量的

营养物质。营养物质是酵母发酵糖分所必需

的；每份Still Spirits Turbo酵母包中均

含有剂量经过精确计算的营养物质。

• 每制作25升（6.6美制加仑）发酵液，只

需使用1包Still Spirits Turbo酵母。 
• 请按照每种Turbo酵母的推荐配方制作发

酵液。 

产量低。 • 发酵液未正确发酵，因此发酵产生的酒精量

减少。这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 糖没有完全溶解。  

发酵温度过高或过低。 
• 蒸汽或气体从桶盖密封处泄漏。 

• 请查看发酵过程是否结束（请参考有关发

酵的常见问题）。 
• 将桶盖固定在桶体上之前，请检查桶盖内

的垫圈是否平整。 

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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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问题描述 故障原因 修理方法

烈酒纯度低。 • 蒸馏柱温度过高。这会烈酒流动的更快，酒

精浓度越低。

• 请检查出水口温度，此温度不应超

65°C(149°F)。

煮沸桶停止加热。 • 可能是由于电气故障，或者煮沸桶已过热。

煮沸桶设有一个恒温安全开关，当温度超

过125°C(257°F)时，开关会自动切断设

备。若恒温安全开关故障，还有保险丝提

供保护。

• 请复位蒸馏设备基座下方的安全开关。如

果煮沸桶还是不能加热，则需要电工来检

查它。

当我加入香精或加水后，我
的烈酒会产生云雾状浑浊。

• 这可能是由于活性炭过滤效果太差，或者是

因为活性炭中含有矿物盐。

• 可能是在酒精/水中不稳定的调味成分或焦

糖色素引起的。

•  请一定要使用装有我们的通用活性炭的

Still Spirits EZ过滤桶或Pure V过滤器

过滤您的烈酒（请记得在使用前先洗一下

您的活性炭）。若烈酒有点雾状浑浊，请

在您的饮品（酒精度50% vol）中加入更

多的酒精。若烈酒中有悬浮颗粒，请将其

静置几天，待颗粒沉淀后将烈酒轻轻倒入

其他桶中。

蒸馏过程中温度有波动。 • 这可能是水流量不稳/水压不稳造成的，或

者室内有其他人在使用水龙头。

• 可能是由于发酵液起泡，膨胀到蒸馏柱内

引起的。 

• 打开/关闭流量控制阀，调节水流量。使

用Still Spirits水   
使用流量调节器（如果您有一个的话）。

酒精从冷凝器顶部泄漏。 • 这可能是由于鞍形填料堵塞了酒精蒸汽的通

路，产生了压力。

• 可能是由于酒精流出管的末端堵塞。 

• 关闭您的煮沸桶，让它冷却。取出蒸馏柱

内的全部鞍形填料，然后重新装回填料（

首先装铜质填料，然后装不锈钢填料）。 
• 取出酒精流出管末端的堵塞物。 

酒精从黑色塑料支架的后面
泄漏。

• 可能是密封不好，或者蒸馏柱内堵塞，产

生压力。

• 关闭您的煮沸桶，让它冷却。取出蒸馏柱

内的全部鞍形填料，然后重新装回填料（

首先装铜质填料，然后装陶瓷填料）。若

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零售商。 

清洁冷凝器时发现冷凝器漏
水。

• 此蒸馏系统的通气位置在顶部，因此当您在

清洗它时，会发现漏水。

• 正常情况，无需修理。

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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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到发酵液里的黑色物质是什么？ 
那是活性炭，可以吸收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杂味。（请查看

问题：我的发酵液闻起来怪怪的，这正常吗？)。有多种

规格的活性炭产品：粉剂、颗粒或液体。 
活性炭会将液体变成黑色，但它不会溶解。它不会影响发

酵过程。当发酵液澄清后，液体里的活性炭就被去除了。 
 
我将我的酵母加入了温度为40°C(104°F)的发酵液中，

它还有效吗？

有效，您可以将酵母加入温度为20-40°C(68-104°F)

的发酵液中，此温度范围内酵母仍然是有效的。超过

40°C(104°F)，如果发酵液冷却的不快，酵母就会很快

死亡。您可以将发酵桶坐在水盆中，或者泡在冷水中，给

发酵桶降温。

 
发酵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发酵通常需要4-10天时间，这取决于您使用的酵母和温

度。

 
我的发酵液闻起来怪怪的，这正常吗？

发酵期间，酵母会产生酒精、二氧化碳，以及上百种副产

物，这些副产物都有各自的气味，有的气味不错（像梨、

苹果、香蕉），有的气味很难闻（像臭鸡蛋）。这不会污

染蒸馏出的烈酒，蒸馏后，这些味道就会消失。活性炭过

滤会进一步去除这些杂味。 
 
我怎么知道发酵过程结束了？ 
有几种方法： 
1. 使用液体比重计测量比重：发酵开始时比重约为1.100

，发酵结束时比重约为0.990。当比重读数连续两天维持

在0.990时，说明发酵已经结束了。 
2. 听嘶嘶声，看液封内的冒泡情况：发酵过程中，液封内

液面会产生大量气泡，发酵结束时，几乎就不会再有气

泡了。 
3. 看发酵液的浑浊情况：发酵开始时，发酵液会变得非常

浑浊；发酵结束时，发酵液会变得更加“清澈”。 
 
什么是澄清剂，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Still Spirits Turbo Clear由吸附悬浮颗粒的硅石（A成

分）和吸附全部颗粒的壳聚糖（B成分，带相反的电性）

组成，两种成分共同作用，可使全部颗粒沉淀到发酵罐

底部。

 

 

蒸馏柱内的鞍形填料拥有非常大的表面积，让液体和蒸汽

在蒸馏柱内充分接触，加速回流作用。

T500蒸馏系统经过精心设计，可实现连续不断的回流。

随着蒸馏过程的进行，发酵液中的酒精浓度会下降。为保

证生产出高纯度的酒精，需要提高回流比来补偿，酒精的

生产速度会下降。生产酒精2小时后，生产速度的降低最

为明显。

蒸馏接近结束时，酒精的纯度仍然很高，但是生产速度会

下降，直至完全停止。此时，水蒸气会继续上升并在蒸馏

柱内凝结，不会到达蒸馏柱顶部并进入冷凝器。这时，酒

精的提取过程就结束了。 

 

蒸馏前，发酵液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我们建议您在澄清发酵液的一周内把它蒸馏。保存的时间

越长，死亡的酵母细胞自溶后就会产生越多的杂味。如果

密封并冷藏发酵液的话，至多可以保存8周。 
 
T500蒸馏系统是如何进行蒸馏的？ 
煮沸桶内的发酵液会被加热到沸点，整个蒸馏过程中，发

酵液的温度都会维持在沸点。蒸发的气体会沿着蒸馏柱上

升，在蒸馏柱内，较重液体（水和较重的杂质分子）形

成的气体会凝结并落回煮沸桶。酒精蒸汽比水蒸气更轻，

会上升到蒸馏柱顶部并凝结，落到冷凝器中，形成液体酒

精。这种蒸发，气体上升冷凝的循环过程是连续的，叫做

回流。

补充信息与常见问题

水流

酒精蒸汽

酒精液体

回流

冷却水出  
out

冷却水入 
in

酒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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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得到多少酒精？ 
使用6公斤（13磅）糖，Turbo Classic酵母发酵液，您大

约可获得3.2-3.5升（108-118美制液量盎司）酒精度为

93% vol的酒精，可兑成7-8升（1.8-2美制加仑）酒精度

为40% vol的烈酒。使用6公斤（13磅）Turbo糖，Turbo 

Classic酵母，4.5升（1.2美制加仑）发酵液，您大约可

获得700毫升（24美制液量盎司）酒精度为90-91% vol的

酒精，可兑成1.5升（1.6美制夸脱）稍多一点酒精度为

40% vol的烈酒。 
 
馏出液体中有什么？

T500蒸馏系统的馏出液体通常由93%的乙醇和6.9%的水组

成。其余0.1%是各种成分的混合物，叫作“同系物”，是

烈酒风味好坏的关键。 
大部分的0.1%同系物都在前300毫升（10美制液量盎司）

的馏出液体中，这部分液体叫作“酒头”，其中含有乙醛

和乙酸乙酯。它有独特的气味：闻起来像“水果”，“指

甲油”。如果您想要如伏特加般干净、纯粹的烈酒，至多

可以取500毫升（17美制液量盎司）的馏出液体。但是，

要调配大部分烈酒，丢掉前50毫升（2美制液量盎司）的

馏出液体就足够了。

从中间到蒸馏结束的这段馏出液体（500毫升（17美制液

量盎司））非常纯净。

和壶式蒸馏不同，T500蒸馏系统不会产生酒尾，到蒸馏结

束时，馏出液体会非常纯净。

T500蒸馏系统可以当作壶式蒸馏器使用吗？ 
为获得更好的效果，我们建议您单独购买Still Spirits 

Alembic Condenser（蒸馏冷凝器）和Dome Top（圆顶

盖）。将铜质圆顶盖和蒸馏冷凝器安装在已有的T500煮沸

桶上就可以了。 
 
我可以连续蒸馏两桶发酵液吗？ 
第一次蒸馏完后，煮沸桶内剩余的是滚烫的发酵液。如果

您想要再次蒸馏，请小心取下烫手的桶盖，倒出桶内液

体前，请加入5升（1.3美制加仑）冷水来中和发酵液的

热量。 
 
我可以通过二次蒸馏获得更高的酒精度吗？ 
使用T500蒸馏系统进行二次蒸馏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这不

太会提高酒精度。如果您使用的是T500蒸馏系统，馏出液

体的酒精度约为90-93% vol，这几乎是家庭蒸馏能够达到

的最高酒精度。壶式蒸馏时需要进行二次或三次蒸馏才能

达到T500的效果。

请注意，酒精度最高为95.6% vol。

会产生甲醇吗？

T500蒸馏系统可生产纯度很高的烈酒，甲醇含量平均为

0.001%，这远低于商业销售的烈酒中甲醇含量限制。 

煮沸桶会变得有多烫？

煮沸桶内的液体会达到沸点，即桶内液体是水的话就是

100°C(212°F)，乙醇的话就是 78.2°C (173°F)。由

于发酵液中含有水和酒精，随着酒精的蒸发，发酵液的沸

点会变高。您需要煮沸发酵液，让酒精变成蒸汽，从而提

取出发酵液中的酒精。 
 
30升（8美制加仑）煮沸桶最少需要加入多少升液体？

最少需要加入10升（2.6美制加仑）液体。当您将 

T500蒸馏系统加满时，它才会有最佳的使用效果。如果您

不需要蒸馏这么多液体，我们建议您购买4.9升（1.3美制

加仑）的煮沸桶。

  
为什么需要加入陶瓷助沸石？ 
蒸馏前，应该向煮沸桶内加入可反复使用的陶瓷助沸

石，避免桶内液体剧烈沸腾。 
不锈钢鞍形填料也有一样的效果。 
 
蒸馏调节剂是什么？ 
蒸馏调节剂是一种消泡剂，由有机硅组成，对人体无害。

它可以抑制煮沸桶中的泡沫，有助于形成最优的蒸馏条

件。

煮沸过程中，发酵液会形成泡沫，这可能是由于发酵液

中残余未完全发酵的糖，或者是由于发酵液不澄清。泡

沫会进入蒸馏柱，干扰回流作用，降低酒精的质量，影

响温度控制。为避免形成泡沫，我们建议您向30升（8美

制加仑）煮沸桶中加入3瓶盖的Still Spirits蒸馏调节

剂，4.9升（1.3美制加仑）的煮沸桶，请加入1瓶盖。 

 
为什么控制出水口温度很重要？ 
控制出水口的温度是用户控制T500蒸馏系统的关键。

根据T500蒸馏系统的设计得知，理想的出水口温度范

围是55-65°C(131-150°F)。出水口温度最低可以到

50°C(122°F)，但这会降低酒精的生产速度。出水口温

度最高可以到65°C(150°F)，酒精会流动的越快，但浓

度和纯度会较低。
通常，蒸馏温度在60-65°C(140-150°F)之间时，生产

酒精的速度会较快，但浓度和质量较低；蒸馏温度在

55-60°C(131-140°F)之间时，生产酒精的质量最佳，但

时间稍长。 

冷却水流量越高，冷凝器温度就越低，馏出液体流动的就

越慢。 
冷却水流量越低，冷凝器温度就越高，馏出液体流动的就

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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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使用T500蒸馏系统蒸馏提取精油吗？ 
如果您想要提取精油的话，最好选择Alembic Condenser（

蒸馏冷凝器）和Dome Top（圆顶盖）搭配T500煮沸桶使

用。 

生物燃料

可以使用T500蒸馏系统生产生物燃料，生产过程和蒸馏烈

酒相同。 

我无法把流量控制器接到水龙头上，我该怎么办？ 
T500蒸馏系统附带的流量控制器配有一个M22 x M24的外

螺纹接头。取下水龙头的莲蓬头后安装上合适的配件。您

的T500蒸馏系统还附带了一个可以安装到洗衣间或花园的

水龙头上的20mm英制标准管螺纹转接头，以及一个长嘴接

头。

我怎么知道蒸馏结束了？ 
您还会看到馏出液体缓慢的流出（每5-10秒1滴），这意

味着全部的乙醇已馏出，可以关闭煮沸桶。 

T500冷凝器内装的是什么？ 
T500冷凝器的蒸馏柱内装满了铜质和不锈钢的鞍形填料。 
铜质鞍形填料在蒸馏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会和硫化

物反应，避免馏出液体中出现硫化物。硫化物是酵母在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如“臭鸡蛋”，“煮熟的白菜”或“大

蒜”的异味就是它们引起的。 

我应该多久清洗一次T500蒸馏系统，如何清洗？ 
我们建议您每蒸馏5-10次就用水冲洗蒸馏柱，清洗其中的

鞍形填料。彻底清洗时（每蒸馏20次左右），请使用柠檬

酸溶液（1升（1美制夸脱）水加入2小勺柠檬酸），然后

用水冲洗2到3遍，洗去酸液。另外，清洗鞍形填料前，您

还可以拆开蒸馏柱，取出其中的鞍形填料并浸泡在柠檬酸

溶液中，然后再将填料装回蒸馏柱。请注意，应该先放入

铜质鞍形填料，然后放入陶瓷或不锈钢鞍形填料。

 
使用这款蒸馏设备的费用有多少？ 
蒸馏设备的耗电量为2千瓦/时（新西兰、澳大利亚、英

国），1.5千瓦/时（美国）。您可以用此数值乘以电费单

价，再乘以T500的使用时间（20升（5美制加仑）发酵液

需要5小时）来计算费用。 
将上述费用加上冷却水的费用（根据流量计算）,以及制

作发酵液的原材料费用。适用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

的产品平均每次蒸馏需要100-125升（26-33美制加仑）。

适用于美国的产品每次蒸馏需要20-25升（5.3-6.6美制加

仑）。 

我可以循环使用冷却水吗？

如果您有充足的水、冰袋和一台能提供足够流量的泵，就

可以循环使用冷却水。我们建议您使用200升（53美制加

仑）容器（如垃圾桶），把它装满水，再放入6个事先冰

冻好的2升（2美制夸脱）瓶子。

您还可以将冷却水保存在大容器中，供浇花、洒水使用。

 
4.9升（1.3美制加仑）煮沸桶在最高液位线以上还有很多

空间，我可以一次性蒸馏超过4.9升（1.3美制加仑）的发

酵液吗？ 
如果您所在的国家允许一次性蒸馏超过5升（1.3美制加

仑），就可以使用4.9升（1.3美制加仑）的煮沸桶整理至

多8升（2.1美制加仑）的发酵液。 

厨房

水龙头

M22

M24 20 mm 
BSP

请注意：必须将里面的密封条放好。

洗衣机

水龙头

花园

水龙头

M22

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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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

活性炭是由碳晶制作成的一种多孔材料，它拥有非常大的

表面积。1克活性炭可拥有500-1500平方米（5382-16146

平方尺）的内部表面积。巨大的表面积和碳晶内部的孔洞

可以吸附各种不同化合物，包括让烈酒产生杂味的物质。

吸附过程非常复杂，取决于浓度、分子量等因素。

它可以直接加入发酵液中，或者用于过滤馏出液体。对于

含有酒精的烈酒，当酒精浓度不超过50% vol时，吸附效

果最好。这就是我们建议您在过滤前调整酒精度的原因。

使用活性炭前，必须用清水浸泡或冲洗，去除其中的矿物

盐和灰尘。 

酒精（乙醇）

通常也叫作乙醇，是红酒、啤酒、烈酒和其他酒精饮料中

的酒精成分。它的分子式是C2H5OH。

酒精纯度

酒精纯度表示蒸馏产生的酒精的浓度；它的单位是单位体

积内的酒精百分比，或者酒精度（% vol）。按照本手册

的使用说明以及配方，T500蒸馏系统可以生产90-93% vol

的烈酒。 

酒精产量

酒精产量描述了从发酵液中提取酒精的效率。产量越高，

煮沸桶中剩余的酒精就越少。仔细澄清发酵液并进行蒸馏

的情况下，您可以收获发酵液中95%或更多的酒精。酒精

的纯度和产量会有很大差异，这取决于以下因素： 
• 发酵使用的糖类 
• 使用的酵母种类 
• 发酵液的澄清情况 
• 使用的蒸馏系统 

酒精比重计与液体比重计 
酒精比重计是一种液体比重计。液体比重计用于测量液体

的相对密度。在较轻的液体中，比重计会浸没的更深。 
液体比重计用于监测发酵液的发酵过程，它可以告诉我们

有多少糖转化成了乙醇（乙醇比糖水要轻）。

酒精比重计用于测量烈酒中的酒精含量。酒精比水要轻，

因此酒精的含量越高，比重计浸没的越深。添加剂如调味

剂和葡萄糖液会影响酒精比重计的读数。请小心保管您

的液体比重计，因为它非常容易坏。液体比重计通常是在

20°C(68°F)下校准的。

请不要将您的比重计放入温度高于40°C(104°F )的温水

中，否则比重计内部的石蜡会融化，永久性的损坏您的比

重计。 

同系物

馏出液体中，除水和乙醇外，其他所有化合物的总称。 

馏出液体 
蒸馏过程中凝结而成的浓缩液体。 

蒸馏

将混合物加热到一定温度，此温度高于一种成分的沸点，

但低于另一种成分的沸点，从而分离两种或多种物质的

方法。

沸点较低的成分形成的蒸汽会被捕捉并凝结成液体，如此

从原始混合物中提纯沸点较低的成分。

 

发酵

酵母可将碳水化合物（糖）分解成酒精和二氧化碳。

酒头

最开始收集的这部分馏出液体的总称。其中含有同系物，

具有独特的味道（闻起来像“水果”，“指甲油”）。 

甲醇

发酵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种醇，含量非常低（0.0005%）。

它的分子式是CH3OH。摄入高浓度的甲醇（0.5%及以上）

可导致意识混乱、恶心、呕吐、视物异常和腹痛，若不加

治疗，则可导致昏睡、昏迷，甚至死亡。

全球各国都出现过甲醇中毒的问题，大多数是因为非法买

卖掺入了甲醇的假酒，或者是因为使用了不合适的碳水化

合物原材料生产酒精。T500蒸馏系统生产非常纯净的的烈

酒，甲醇含量平均为0.001%，这远低于商业销售的烈酒中

甲醇含量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体甲醇中毒时，使用的解毒剂就是乙

醇，因为人体内的细胞会释放出甲醇，吸收乙醇。 

烈酒

酒精度至少为20% vol，并且不含糖的酒精饮料。 

酒尾

最后收集的这部分馏出液体的总称。其中含有同系物，是

酒尾味的来源。T500蒸馏系统不会产生酒尾。 

发酵液 
含有酵母分解糖形成的酒精的发酵液体。 

酵母

酵母是将糖转化成酒精和二氧化碳以及上百种微量副产物

的微生物。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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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蒸馏酒精

在新西兰，蒸馏您自己的烈酒和利口酒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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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大利亚，未经澳大利亚税务部门许

可，以消费为目的使用此设备生产酒精是

非法的。 

在美国和加拿大，未经有关部门许可，以

消费为目的使用此设备生产酒精是非法

的。 

在英国，蒸馏者必须获得许可后才能生产

烈酒。 

生物燃料酒精
可以使用T500蒸馏系统生产生物燃料，生产

过程和蒸馏烈酒相同。 
在200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允许个人每年生

产至多2500升生物燃料酒精，在此范围内无

需纳税或许可。有关生物燃料酒精的最高加

注液位，请咨询您的汽车厂商。 
美国政府近期已允许蒸馏生产燃料酒精，您

可以从联邦政府处获得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