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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Ortona的酒窖做好葡萄酒 



ORTONA 
ORTONA 就是葡萄酒的城市、它的葡萄酒就
是红⾊和⽩⾊的金子。 
ORTONA的酒窖对⾮常好的葡萄酒有着强烈
烈的爱好。

从1960年ORTONA的酒窖用最好的做葡萄酒现代技术。
为了做最好的意大利来
的葡萄酒⽬的、每天ORTONA的酒窖⼯作组投身于葡萄酒
的世界。它的成果就 是典型的葡萄酒、健康的葡萄酒。  

为了保护阿布鲁佐地区的产地及品牌检验并注册葡萄⽬
的、从2004年Ortona的酒窖参加阿布鲁佐地区的葡萄酒
康采恩。   



从1960年，Ortona的酒窖做好葡萄酒 



酒窖的意思
葡萄的⽓味、 过去的爱好、
意大利做葡萄酒的传统。 

在ORTONA的酒窖里⾯、
最有能⼒的酿酒专家才⼯作。

优越的⾃然条件、悠久的酿造历史、
严格的政府管控是意大利⽣产出⾼质量葡萄酒的重要因素。  





AMANTI 
Amanti是⼀系列的珍贵葡萄酒、所以ORTONA的酒窖精选最好的葡萄。



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 －葡萄酒在橡⽊桶贮存⾄少24个⽉( RISERVA）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地类型：中间的柔软度 
地理理位置：丘陵地区 
葡萄园年龄：18-20年 
葡萄的密度：1600根株／1公顷 
产出：120公担 
育种形式：Tendone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5度 
酸碱值（pH）: 3,51 
酸碱值：5.7（克／升） 
糖的滤渣：5,7（克／升）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10⽉初 
发酵的温度：25⾄28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50% 是tonneau的、、
50% 是barrique的

感官特性 
颜⾊：红宝⽯与红紫⾊⾊调 
⾹味：愉快醉⼈ 
味道：这是⼀种典型的具有柔和单
宁酸的⼲红葡萄酒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 －葡萄酒在橡⽊桶贮存⾄少24个⽉( RISERVA）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 －葡萄酒在橡⽊桶贮存⾄少24个⽉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地类型：中间的柔软度 
地理理位置：丘陵地区 
葡萄园年龄：18-20年 
葡萄的密度：1600根株／1公顷 
产出：120公担 
育种形式：Tendone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5度 
酸碱值（pH）: 3,51 
酸碱值：5.7（克／升） 
糖的滤渣：5,7（克／升）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5度 
酸碱值（pH）: 3,48 
酸碱值：5.3（克／升） 
糖的滤渣：5,3（克／升）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10⽉ 
发酵的温度：25⾄28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50% 是tonnea、 
50% 是barrique) 

感官特性 
颜⾊：红宝⽯与红紫⾊⾊调 
⾹味：愉快醉⼈ 
味道：这是⼀种典型的具有柔和单
宁酸的⼲红葡萄酒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感官特性 
颜⾊：红宝⽯ 
⾹味：洋⽢草、苦的可可树、⿊醋栗、
⾹子兰 
味道：这是⼀种典型的具有柔和单宁酸
的⼲红葡萄酒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阿布鲁佐的桃红葡萄酒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地类型：中间的柔软度 
地理理位置：丘陵地区 
葡萄园年龄：18-20年 
葡萄的密度：1600根株／1公顷 
产出：120公担 
育种形式：Tendone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5度 
酸酸碱值（pH）: 3,2 
糖的滤渣：4,5（克／升）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10⽉初 
发酵的温度：16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Sur Lies” – 150天

感官特性 
⾊泽：明澈清爽、樱桃般的红⾊。 
⾹⾹味：樱桃的⾹⾹料，
有着独特⽽持久果⾹味。 
味道：⾮常优雅、有着丰富的层次感、
⼲⽽清爽、回味持久。
最佳品尝温度：12摄氏度



阿布鲁佐的桃红葡萄酒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9⽉底 
发酵的温度：16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Sur Lies” – 150天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5度 
酸酸碱值（pH）: 3,2 
糖的滤渣：4,5（克／升）

感官特性 
⾊泽：稻草⻩⾊。 
⾹味：梨子的⾹味、带有异域⽔⽔果的⾹
味、结合在⼀起产⽣了花卉之⾹⽓。 味
道：柔软、结构良好、饶有趣味且持久。
最佳品尝温度：12摄氏度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2.5度 
酸碱值（pH）: 3,3 
糖的滤渣：5,0（克／升）

感官特性 
⾊泽：明澈清爽、樱桃般的红⾊。 
⾹⾹味：樱桃的⾹⾹料，
有着独特⽽持久果⾹味。 
味道：⾮常优雅、有着丰富的层次感、
⼲⽽清爽、回味持久。
最佳品尝温度：12摄氏度

阿布鲁佐的特雷⽐奥罗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属⽩葡萄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9⽉底 
发酵的温度：16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先是“Barrique”
后是“Lies” – 150天  

感官特性 
⾊泽：稻草⻩⾊、金⾊的浅⻩。 
⾹味：桃子的⾹味、杏子的⾹味、
橙花跟椰子和⾹子兰在⼀起的⾹⽓。 
味道：饱满、结构良好、⼝感绵软⽽悠
⻓。柚子跟芒果在⼀起的味道。
最佳品尝温度：12摄氏度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5度 
酸碱值（pH）: 3,28 
糖的滤渣：6（克／升）

佩哥里诺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10⽉底 
发酵的温度：16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Sur Lies”– 150天 

感官特性 
⾊泽：稻草⻩⾊、金⾊的浅黄。 
⾹味：菠萝的⾹味、焦糖的⾹味、
蛋奶沙司的⾹⽓。 
味道：结构良好、极致清新、
味道圆润⽽浓郁。味道持久、
带点菠萝和芒果味的果⾹。
最佳品尝温度：12摄度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2.5度 
酸碱值（pH）: 3,2 
糖的滤渣：5,6（克／升）

帕斯琳娜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佩哥里诺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OLTRETUTTO 
这美味的葡萄酒是从我们专家的热情诞⽣的。
在意大利语中，“Oltretutto”的意思是超过⾃己的限度。



颜⾊: 红宝⽯
⾹味: 成熟的红⾊⽔果跟⾹子兰混合在⼀起 回味。
味道: 欧洲酸樱桃的⾹味、巧克⼒与⾹子
兰混合在⼀起的⾹味。
与这种 酒结合的食品: 牛、马、酒肉或者
野味。

最佳饮用温度: 18-20摄氏度
酒精含量: 13,5度

OLTRETUTTO
产地:Ortona 城市  葡萄品种: 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DONNA MIRA 
结构良好、极致清新、味道圆润⽽浓郁、阿布鲁佐的亚得里亚海⾹味、
阿布鲁佐的Majella⼭⾹味。



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度 
酸度：4,87（克／升） 
酸碱值：3,6（克／升） 
糖的滤渣：4,11（克／升）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10⽉初 
发酵的温度：25⾄28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在不锈钢中发酵 （70%）、
在大⽊桶里（6 个⽉的时间－15%）、
在大⽊桶里（15%）。

感官特性 
颜⾊：红宝⽯ 
⾹味：欧洲酸樱桃的⾹味、
巧克⼒跟⾹子兰混合在⼀起的⾹味。 
味道：这是⼀种典型的具有柔和单宁
酸的⼲红葡萄酒、成熟的红⾊⽔果跟
⾹子兰混合在⼀起回味。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2,5度 
酸度：5,75（克／升） 
酸碱值：3,29（克／升） 
糖的滤渣：4,5（克／升）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9⽉底 
发酵的温度：14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Sur Lies” – 120 天的时间

感官特性 
颜⾊：红宝⽯ 
⾹味：欧洲酸樱桃的⾹味、
巧克⼒跟⾹子兰混合在⼀起的⾹味。 
味道：这是⼀种典型的具有柔和单宁
酸的⼲红葡萄酒、成熟的红⾊⽔果跟
⾹子兰混合在⼀起回味。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感官特性 
颜⾊：桃红⾊ 
⾹味：草莓的⾹味、樱桃的⾹味。 
味道：这是⼀种典型的具有柔和单
宁酸的⼲葡萄酒、有很多的不同⾹⽓ 。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阿布鲁佐的桃红葡萄酒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阿布鲁佐的特雷⽐奥罗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葡萄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2,5度 
酸度：5,75（克／升） 
酸碱值：3,29（克／升）
糖的滤渣：4,5（克／升）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9⽉底 
发酵的温度：14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Sur Lies” – 120 天的时间

感官特性 
⾊泽：稻草黄⾊。 
⾹味：花卉之⾹⽓、热带的⽔果⾹⽓。 
味道：⼲酒、有味的 。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阿布鲁佐的特雷⽐奥罗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葡萄 

感官特性 
⾊泽：稻草黄⾊。 
⾹味：花卉之⾹⽓、热带的⽔果⾹⽓。 
味道：⼲酒、有味的 。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9⽉初 
发酵的温度：16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Sur Lies” – 120 天的时间

感官特性 
⾊泽：稻草黄⾊。 
⾹味：花卉之⾹⽓、⽩⾊桃子⾹⽓。 
味道：凉爽的、有绿苹果的酸味 。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佩哥里诺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3度 
酸度：7,15（克／升） 
酸碱值：3,29（克／升）
糖的滤渣：3,6（克／升） 



帕斯琳娜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2度 
酸度：5,69（克／升） 
酸碱值：3,27（克／升）
糖的滤渣：5（克／升）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10⽉底 
发酵的温度：16摄氏度 
压⼒: 0,6 大⽓压⼒ 
变陈: “Sur Lies” – 120 天的时间 

感官特性 
⾊泽：稻草黄⾊、金⾊的闪光。 
⾹味：花卉之⾹⽓、菠萝⾹⽓。 
味道：有味的、结构良好、
味道圆润⽽浓郁。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帕斯琳娜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感官特性 
⾊泽：稻草黄⾊、金⾊的闪光。 
⾹味：花卉之⾹⽓、菠萝⾹⽓。 
味道：有味的、结构良好、
味道圆润⽽浓郁。
最佳饮用温度：12摄氏度





我们的汽酒⽣长在Trabocchi的地区、我们只用佩哥里诺葡萄  和麝⾹葡萄 
做最好喝喝的汽酒。 
Spigolo就是⼀个新鲜的汽酒、从可⻄欧拉葡萄I.G.T.来的； 
味道爽⼝、新鲜、后感持久与芳⾹、有酸果实味。

汽酒



感官特性 
⾊泽：淡⻩⾊。 
⾹⾹味：黄⾊桃子的⾹味。 
味道：味道爽⼝ 
搭配：冷盘、鱼。

从帕斯琳娜葡萄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感官特性 
⾊泽：淡⻩⾊。 
⾹⾹味：花卉之⾹⽓ 
味道：甜的 
搭配：甜食

从帕斯琳娜葡萄
产地：Ortona   葡萄品种：佩哥里诺葡萄  

麝⾹葡萄酒
产地：Asti   葡萄品种：麝⾹葡萄酒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8⽉底 
变陈: 不锈钢酒桶 
压⼒: 0,6 大⽓压⼒ 。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1.0度 
酸碱值：5.5（克／升）

感官特性
⾊泽：淡⻩⾊。 
⾹味：芳⾹的、⽔果的⾹味。 
味道：结构良好、极致清新、
味道圆润⽽浓郁。
最佳品尝温度：6-8摄氏度

⽩⽩汽酒
产地：意大大利利



酿酒法 
摘葡萄季节：8⽉底 
变陈: 不锈钢酒桶 
压⼒: 0,6 大⽓压⼒ 。

葡萄酒的性质 
酒精含量：11.5度 
酸碱值：5.5（克／升）

感官特性
⾊泽：淡⻩⾊。 
⾹味：芳⾹的、⽔果的⾹味。 
味道：结构良好、极致清新、
味道圆润⽽浓郁。
最佳品尝温度：6-8摄氏度

⽩⽩汽酒 粉红⾊
产地：意大大利利

⽩⽩汽酒
产地：意大大利利





ZetaWeb/ADV

www.cantinadiortona.it

好酒使人健康

地址：Via Civiltà del Lavoro, 111 - 66026 - Ortona (CH) - Italia 
电话: 085 9062218 – 传真: 085 9066211 – 增值税号: 00090030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