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酒展示柜
酒柜展示已纳入住宅和商业空间的
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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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葡萄酒储藏方式往往始于各种大小不一的木质酒窖。近
年来，专门存放葡萄酒的空间已走出地窖，融入了住宅和商业
空间的室内设计中。

“葡萄酒墙”通常指的是在温控隔板后展
示的一系列葡萄酒。这类展示墙已成为长
期储藏葡萄酒的最新潮流，Wine Guardian 
对这个趋势激动不已。葡萄酒墙包括一面
或多面的玻璃墙，配以金属、木质或亚克
力材质的酒架，可放置或大或小的藏品 — 
所有这些元素，都会在各类空间内成为引
人瞩目的焦点。.

葡萄酒展示墙为住宅或商业场所的房间划
定了界限，成为了重要的设计元素，增添
了开放式房间的优雅和格调。对于葡萄酒
爱好者而言，葡萄酒墙也给他们提供了一
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展示珍贵的佳
酿，也让他们在无法建造完整酒窖的情况
下，在小型住宅或公寓内也能营造一方专
门的葡萄酒空间。这些优雅美观的空间为
储藏和展示葡萄酒提供了实用的解决方
案，并且成本远低于酒窖和完整的储酒
室。 

现代技术使葡萄酒爱好者
在家中就可以储存珍贵的
藏品，保持其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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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葡萄酒展示墙的美学设计方案
层出不穷，但找到合适的制冷解决
方案与保持环境稳定同样重
要。Wine Guardian 坚信，在选择满
足您需求的冷却系统前，您的设计
师和建筑工程师应该互相认识并有
所交流。这样，当他们紧密合作
时，就不太可能忽略影响冷却装置
尺寸及安装的关键细节和规格参
数。 

葡萄酒墙由 1 面至 4 面玻璃和一层石膏板吊
顶组成。储存空间的深度在 12 英寸（一瓶
葡萄酒）至最大 2 英尺之间。葡萄酒墙使用
玻璃和非木质材料，外观干净而具有现代气
息，通过大胆展示藏品营造了引人瞩目的视
觉效果。除了采用现代风格外，葡萄酒展示
墙必须将相对湿度保持在 50%-70% 之间，
将温度设定值持续保持在 12-14°C (55-58°
F）之间。构造精良的隔板最终将形成一个
密闭系统 — 陈放葡萄酒的理想
场所应运而生。设计 必须 服从于功能。
人们往往将展示墙置于空间的中心，通过划
分房间来传递氛围或营造一种私密感。葡萄
酒墙可将住宅的客厅和餐厅分隔开来，

也可以为大型餐馆或招待区打造私密空间。
配置葡萄酒墙对于小型住宅空间、联排房屋
和公寓来说也许更为困难，但是通过先进的
冷却技术和安装选择，大部分住宅都可以应
用葡萄酒展示墙。 
如果没有配套的葡萄酒冷却装置，葡萄酒墙
应用的设计、安放和建造即使再别出心裁也
毫无意义。调节葡萄酒墙的过程中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实现隔板内外空气的直接流通，
而不会因为产生噪音或使用不雅观的 
HVAC 设备进而破坏储藏体验。这并非易
事，因此，冷却技术必须整合到葡萄酒墙的
设计过程。 . 

建筑与智能设计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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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墙的尺寸决定了冷却
能力的大小，范围一般从每
小时略高于 1000 BTU 至每
小时 15000 BTU 不等，

适用于在高温下需要频繁存
取葡萄酒的超大型玻璃酒
柜。Wine Guardian 和许多温
控专家都提供热负荷计算
器，根据葡萄酒墙规格提供
指导，帮助您快速入门。但
是，您不能单纯根据葡萄酒
展示墙的体积来选择制冷设
备，因为这样会忽略其他关
键的考量因素。.

葡萄酒墙如果四面采用玻
璃，可能会需要更多巧思
来隐藏制冷设备，并且比
采用一到两面玻璃的葡萄
酒墙更难保持低温状态。
此外，玻璃的种类也会决
定冷却装置的类型。相比
隔热玻璃制成的展示墙，
平板玻璃制成的展示墙需
要功率更强的冷却系统。

我们已经了解到 12-14°
C(55-58°F) 是长期储存葡萄
酒的最佳温度。即使所有其
他因素保持一致，如果您的
葡萄酒展示墙所处的房间的
室温为 27°C (80°F) ，它所
需的冷却能力也会比室温为  
21°C (70°F) 的房间更高。
如果冷却装置“太小”（冷
却能力低于葡萄酒展示墙的
要求），装置可能会运行过
度并使空间的相对湿度大幅
降低；然而，
如果冷却系统“太大”
(冷却能力远超葡萄酒展示墙
的要求），
虽然可以快速
降低空间温度，
但会难以正
常除湿。 

挑选合适的冷却装置
在为葡萄酒墙挑选合适的冷却装置前，您需要考虑几个关键因素。

空间尺寸 玻璃的用量和
类型 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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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考虑因素

• 每次打开柜门，您都会扰乱展
示墙内原本的环境。餐馆的葡
萄酒墙可能每天都会被打开数
次，而家用葡萄酒展示墙里的
空气受到干扰的次数则会少很
多。合适的冷却设备有利于迅
速恢复环境平衡。

• 设置外墙门、将门槛以适当方
式密封，这类措施同样有利于
保护葡萄酒墙环境。

• 阳光直射和高温也会破坏葡萄
酒的稳定性，因此您可能需要
重新考虑葡萄酒墙的安装位
置。

• 商用葡萄酒展示柜和人流密集
区的所有葡萄酒展示墙均应采
用防震的货架系统。震动会破
坏葡萄酒的陈酿过程。

• 雾化对餐厅和私人住宅都有影
响，但是您可以通过冷却装置
间接将空气循环至玻璃表面的
方式来进行补救。

无论您在何处长期储存葡萄
酒，湿度都是您需要考虑的
因素之一。
湿度过高可能导致霉菌并
使瓶身的胶粘分解脱落。
湿度过低可能会导致软木塞开裂，
进而使酒液蒸发、减少。
标准 HVAC 系统（包括酒窖冷却装置）在正常
运行期间可以除湿，但是无法增湿。虽然门封
条有助于有效解决湿度问题，但是您仍有必要
为葡萄酒墙配备内置湿度控制功能的冷却装
置，以提高湿度 — 特别是在较为干燥的地区和
一年中的某些时段。

照明是决定冷却系统适当尺寸的关键因素。商业
场所的灯光通常亮起，而住宅的灯光则通常为关
闭状态。灯光会产生热量，这意味着您可能需要
为葡萄酒展示墙配备一个冷却能力更大的冷却装
置，借此来抵消增加的热量。

湿度

照明

同理，您应该将温
湿度传感器置于回
风口，这样可以了
解空气回流至装置
的真实反馈。

热空气上升
为葡萄酒墙挑选合适装置的过程中，了解安装位置
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由于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
降，因此吊顶是安装系统的最佳位置。如果冷空气
从葡萄酒墙的底部进入，那么只能调节到下半部
分。这意味着葡萄酒墙的下半部分可能处于最佳的
陈放温度，而上半部分的温度则要高出 5 到 10 度。
因此，位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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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面葡萄酒墙的参数可能都是独一无

二的，但是 Wine Guardian 坚信：标准的冷
却系统应该足够强大，乃至于满足您的复

杂需求。 
例如， 餐馆老板 可能会设想在餐馆内放
置一面可以保持 7°C  (45°F) 凉爽温度

的单面葡萄酒墙，以便将白葡萄酒维持在

适合饮用的温度，这便要求为葡萄酒墙配

备可扩展温度范围的系统。或者，建筑商

安装冷却系统的水平空间可能非常有限，

因而需要一个垂直方向的管道系统来展示

葡萄酒。Wine Guardian 致力为上述各种

情况提供标准的冷却装置。 此外，即使

是在精心设计的空间中，操纵空气的过程

也并非总是天衣无缝。在小型葡萄酒墙

（大多数葡萄酒展示墙都属于这一类）或

采用大量玻璃的葡萄酒墙中，排风可能是

一项挑战。上述情况要求建筑商为葡萄酒

墙安装冷却系统，以此连接不同配置的管

道。我们为设备配备了可交换面板，方便

您自定义管道系统，同时还可以访问制冷

面板和配电板。 

在某些空间，通过各种管道系统来保持通

风可能是一项挑战。如果建筑物全年都有

恒温的水源和水冷系统 — 而不是典型的风

冷系统 — 则无需排出热空气。您也可以将

排气扇和冷却线圈直接置于某些藏酒环境

的吊顶上方，使热空气通过单独的格栅流

通，从而无需使用任何管道系统。这种方

案在空间有限且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机

器的情况下特别有吸引力。简言之，通风

的标准方法多种多样，但每面葡萄酒墙的

应用均可灵活配置。Wine Guardian 的每位

员工都对长期储存葡萄酒的不断发展感到

兴奋不已，我们致力帮助更多的葡萄酒爱

好者实现他们的藏酒愿景。 

标准装置功能前
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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