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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暎茶叶芳香物质是由性质不

同暍含量微少且差异悬殊的众多挥发物质组成的混

合物椲棽椵暎迄今为止棳从茶鲜叶中分离的芳香物质有

椄棸余种棳而从干茶中分离鉴定出的芳香成分已达

椃棸棸余种暎同时棳新的茶叶芳香物质还在不断发现

与鉴定中暎可见茶叶的香气物质大多是在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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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桂圆香暍芝兰香暍栀子花香等多种香型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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棿棩椈含 量 较 高 的 烯 类 成 分 为 顺灢毬灢罗 勒 烯

棬棾灡椂椆棩棭和毮灢杜松烯 棬棾灡棾椆棩棭椈顺灢己酸灢棾灢己烯

酯和水杨酸甲酯 棬棻棾灡棾棾棩棭是酯类组分中的棽个

重要成分棳含量分别为棾灡椆椃棩和棾灡棸椂棩椈棽种烷

烃类物质含量都在棻棩左右椈椂种酮类物质含量均

不超过棻棩棳只有毬灢紫罗酮 棬棸灡椄棾棩棭和反灢香叶

基丙酮 棬棸灡椃棻棩棭含量较高椈醛类化合物种含量较

高的有苯甲醛 棬棸灡椃椃棩棭和毬灢环柠檬醛 棬棸灡椀棽棩棭椈
含氮化合物仅有苯乙氰和吲哚两种棳且含量较少暎

椄椀棽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表棽暋茗科棻号品种不同茶类的特征香气成分

斣斸斺旍斿棽暋斈旈旙旚旈旑斻旚旈旜斿斸旘旓旐斸旚旈斻斻旓旐旔旓旑斿旑旚旈旑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旚斿斸旊旈旑斾旙旓旀斖旈旑旂旊斿棻 棬单位棷棩棭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斆斔 绿茶 红茶 白茶 乌龙茶

醇类 斄旍斻旓旇旓旍旙 棿棿灡椃椂 椀椆灡棻棻 棿椂灡椃棽 椂椀灡椀棽 棾椂灡椃椂
棻 脱氢芳樟醇斈斿旇旟斾旘旓旍旈旑斸旍旓旓旍 棻椂灡椂椆 棿灡椂椃 棻灡棸椂 棸灡椃棽 棸灡棽棿
棽 顺灢氧化芳樟醇斻旈旙灢斕旈旑斸旍旓旓旍斚旞旈斾斿 棻棸灡棾棻 棻椀灡椃棾 椀灡椂棸 棻椀灡椄椄 棻灡椄棸
棾 毬灢芳樟醇毬灢斕旈旑斸旍旓旓旍 棿灡椆椄 棽椄灡椀棾 棽灡棾椀 椄灡棽棽 棸灡椂椃
棿 橙花醇旚旘斸旑旙灢斍斿旘斸旑旈旓旍 棿灡棾椄 棿灡椆棻 棻椀灡棽椂 棾棽灡椃棾 棽灡椂椆
椀 苯乙醇 斝旇斿旑旟旍斿旚旇旟旍斄旍斻旓旇旓旍 棽灡椄椄 棻灡椄棾 棿灡棻棾 棽灡棾椀 椃灡椆椀
椂 顺灢橙花叔醇 斈灢旐斿旘旓旍旈斾旓旍 棽灡椀棸 棻灡棻椃 棻椀灡棾棾 棻灡棸椂 棽棽灡椆椄
椃 苯甲醇 斅斿旑旡旟旍斄旍斻旓旇旓旍 棽灡棸棸 棻灡棾棾 棽灡棾棾 棾灡椄椂 棸灡棽棻
椄 毩灢雪松醇毩灢斆斿斾旘旓旍 棸灡椄椀 棸灡椃椂 棸灡椀棻 棸灡棾棾 棸灡棽棻
椆 香叶醇斻旈旙灢斍斿旘斸旑旈旓旍 棸灡棻椃 棸灡棻椄 棸灡棻椀 棸灡棾椃 棸灡棸棻

醛类 斄旍斾斿旇旟斾斿旙 棿灡棻椄 棻灡椄椃 棾灡椀椂 棾灡椃椀 棸灡椄棽
棻棸 苯甲醛 斅斿旑旡斸旍斾斿旇旟斾斿 棻灡椀椄 棸灡椃椃 棽灡棽棿 棻灡椃棻 棸灡棿椄
棻棻 反灢棽灢反灢棿庚二烯醛旚旘斸旑旙灢棽灢旚旘斸旑旙灢棿斎斿旔旚斸斾旈斿旑斸旍 棻灡棻椃 棸灡棽椂 棸灡棽椄 棸灡棻棾 棸灡棻椄
棻棽 毬灢环柠檬醛毬灢斆旟斻旍旓斻旈旚旘斸旍 棸灡椆椃 棸灡椀棽 棸灡棽椃 棸灡棿棸 棸灡棸椃
棻棾 棽灢丁基灢棽灢辛烯醛棽灢斅旛旚旟旍灢棽灢旓斻旚斿旑斸旍 棸灡棿椂 棸灡棾棻 棸灡棾椂 棸灡棾棾 棸灡棸棿
棻棿 棾棳椃灢二甲基灢棽棳椂灢二辛烯醛棾棳椃灢斾旈旐斿旚旇旟旍灢棽棳椂灢斚斻旚斸斾旈斿旑斸旍 棴 棸灡棸棻 棸灡棿棻 棻灡棻椄 棸灡棸椀

酮类 斔斿旚旓旑斿旙 棾灡椄棻 棽灡棽椃 棻棽灡棸椂 棾灡椀椄 椀灡棽椆
棻椀 顺灢茉莉酮斻旈旙灢斒斸旙旐旓旑斿 棸灡椆椆 棸灡棽棻 椂灡棿椆 棸灡椃棻 棽灡棻棿
棻椂 反灢香叶基丙酮旚旘斸旑旙灢斍斿旘斸旑旟旍斸斻斿旚旓旑斿 棸灡椆椃 棸灡椃棻 棸灡棾棽 棸灡棾椆 棸灡棻椀
棻椃 毬灢紫罗酮毬灢旍旓旑旓旑斿 棸灡椄棽 棸灡椄棾 棻灡棿棸 棻灡椃椃 棸灡棽棻
棻椄 棽棳棾灢环氧灢毬灢紫罗酮棽棳棾灢斉旔旓旞旟灢毬灢旍旓旑旓旑斿 棸灡棿椂 棸灡棿棻 棸灡棾椃 棸灡椀椆 棸灡棸椃
棻椆 棽棳棾灢辛二酮棽棳棾灢斚斻旚斸旑斿斾旈旓旑斿 棸灡棾椄 棸灡棸棿 棽灡椄棿 棸灡棸椂 棻灡椃棽
棽棸 香叶基丙酮 斍斿旘斸旑旟旍斸斻斿旚旓旑斿 棸灡棻椆 棸灡棸椃 棸灡椂棿 棸灡棸椂 棻灡棸棸

酯类 斉旙旚斿旘旙 棻椄灡棸棽 棻椂灡棸椄 棽棻灡棾椃 棽棽灡椂椄 棻棽灡椃棻
棽棻 顺灢己酸灢棾灢己烯酯斻旈旙灢斎斿旞斸旑旓旈斻斄斻旈斾棳棾灢斎斿旞斿旑旟旍斿旙旚斿旘 椀灡棸椃 棾灡椆椃 椃灡棿椃 棸灡棽椀 棾灡棸棸
棽棽 二甲基戊酸甲酯 斝斿旑旚斸旑旓旈斻斸斻旈斾棳棽灢旐斿旚旇旟旍灢斿旙旚斿旘 棾灡棾椃 棽灡棾椃 棸灡棻椄 棸灡棻棿 棸灡棻棿
棽棾 二氢猕猴桃内酯斾旈旇旟斾旘旓斸斻旚旈旑旈斾旈旓旍旈斾斿 棽灡棿棻 棽灡椀椃 棸灡椂椀 棻灡棽棸 棸灡棻棾
棽棿 水杨酸甲酯斢斸旍旈斻旟旍旈斻斸斻旈斾棳旐斿旚旇旟旍斿旙旚斿旘 棽灡棸棽 棾灡棸椂 棿灡椄棸 棻椆灡椂椄 棸灡椃棸
棽椀 顺灢棾灢己烯异戊酸酯斻旈旙灢棾灢斎斿旞斿旑旟旍旈旙旓灢旜斺斸旍斿旘斸旚斿 棻灡椆棽 棻灡椃棸 棻灡椂椆 棸灡棽椂 棸灡椂棿
棽椂 反灢丁酸灢棾灢己烯酯旚旘斸旑旙灢棾灢斎斿旞斿旑旟旍斅旛旚旟旘斸旚斿 棻灡棸椆 棸灡椆棽 棸灡椃棽 棸灡棸棾 棸灡棾棽
棽椃 丁酸苯乙酯 斅旛旚旟旘旈斻斸斻旈斾棳旔旇斿旑斿旚旇旟旍斿旙旚斿旘 棸灡椃椀 棸灡椃棸 棻灡棽椀 棸灡棽椂 棻灡棸棸
棽椄 己酸己酯 斎斿旞斸旑旓旈斻斸斻旈斾棳旇斿旞旟旍斿旙旚斿旘 棸灡椂棾 棸灡棾棾 棻灡棿椄 棸灡棸棻 棸灡椀棿
棽椆 异戊酸苯乙酯斏旙旓旜斸旍斿旘旈斻斸斻旈斾棳旔旇斿旑斿旚旇旟旍斿旙旚斿旘 棸灡椂棻 棸灡棾棻 棸灡棿棻 棸灡棻棾 棽灡棿椆
棾棸 顺香叶酸甲酯斻旈旙灢斍斿旘斸旑旈斻斄斻旈斾旐斿旚旇旟旍斿旙旚斿旘 棸灡棻棾 棸灡棻棾 棸灡棽棸 棸灡椂椆 棷
棾棻 乙酸苯乙酯 斄斻斿旚旈斻斸斻旈斾棳旔旇斿旑斿旚旇旟旍斿旙旚斿旘 棸灡棸棽 棸灡棸棽 棽灡椀棽 棸灡棸棾 棾灡椃椀

烷烃 斄旍旊斸旑斿旙 棽灡棽棻 棽灡棾棻 棻灡棻椀 棸灡椀椀 棸灡棽棿
棾棽 十四烷 斣斿旚旘斸斾斿斻斸旑斿 棻灡棻棽 棻灡棸棻 棸灡椃棸 棸灡棽椀 棸灡棻棽
棾棾 棽棳椂棳棻棸灢三甲基十四烷棽棳椂棳棻棸灢斣旘旈旐斿旚旇旟旍旚斿旚旘斸斾斿斻斸旑斿 棻灡棸椆 棻灡棾棸 棸灡棿椀 棸灡棾棸 棸灡棻棽

椆椀棽棻第棻棽期 张暋磊等椇不同茶类加工工艺对茗科棻号香气成分的影响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斆斔 绿茶 红茶 白茶 乌龙茶

烯类 斨旈旑旟旍旙 棽棾灡棿椀 棻椂灡椆棽 椄灡椃椂 棾灡棿棸 棽棻灡椃棸
棾棿 顺灢毬灢罗勒烯斻旈旙灢毬灢斚斻旈旐斿旑斿 椄灡椆棽 棾灡椂椆 棽灡椄椀 棸灡椃棿 棻棸灡棿椀
棾椀 毩灢法尼烯毩灢斊斸旘旑斿旙斿旑斿 棾灡椀椀 棽灡棸棻 棾灡棿椀 棸灡椂棸 椆灡椄棾
棾椂 毮灢杜松烯毮灢斆斸斾旈旑斿旑斿 棽灡椃椄 棾灡棾椆 棸灡棾椀 棸灡棾椆 棸灡棻棽
棾椃 反灢丁香烯旚旘斸旑旙灢斆斸旘旟旓旔旇旟旍旍斿旑斿 棽灡棽椀 棽灡椃椄 棸灡棽棽 棸灡棻棸 棸灡棻椂
棾椄 桧烯斒旛旑旈旔斿旑斿 棻灡椃椄 棻灡棻棽 棸灡棾椂 棸灡棻椃 棸灡棸椃
棾椆 斕灢菖蒲烯 斕灢斻斸旍斸旐斿旑斿旑斿 棻灡棾棸 棻灡棻椂 棸灡棻椀 棸灡棽椂 棸灡棻棸
棿棸 毩灢荜澄茄油烯毩灢斆旛斺斿斺斿旑斿 棻灡棻棿 棸灡椄棾 棸灡棻棸 棸灡棿椀 棸灡棸棾
棿棻 毩灢蛇麻烯毩灢斎旛旐旛旍斿旑斿 棻灡棸棸 棻灡棸椂 棸灡棻棿 棸灡棻棻 棸灡棸椆
棿棽 雪松烯 斆斿斾旘斿旑斿 棸灡椃棾 棸灡椄椃 棸灡椃棸 棸灡椀椃 棸灡棻棾
棿棾 顺灢毬灢法尼烯斻旈旙灢毬灢斊斸旘旑斿旙斿旑斿 棴 棸灡棸棻 棸灡棿棿 棸灡棸棻 棸灡椃棽

含氮化合物 棽灡椄棿 棸灡椃椀 椀灡椆棾 棸灡棿椆 棽棽灡棾椃
棿棿 苯乙氰 斅斿旑旡旟旍旑旈旚旘旈旍斿 棻灡棿棾 棸灡棿椂 棿灡棾棿 棸灡棾椄 棾灡棾棿
棿椀 吲哚斏旑斾旓旍斿 棻灡棿棻 棸灡棽椆 棻灡椀椆 棸灡棻棻 棻椆灡棸棾
棿椂 其他 棸灡椃椀 棸灡椂椄 棸灡棾棸 棸灡棸椂 棸灡棸椆

表棾暋茗科棻号品种不同茶类的感官审评

斣斸斺旍斿棾暋斢斿旑旙旓旘旟斿旜斸旍旛斸旚旈旓旑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旚斿斸旊旈旑斾旙旓旀斖旈旑旂旊斿棻
样品 汤色 滋味 香气 叶底

绿茶 黄绿明亮 醇厚 板栗香显棳带花香 靛青柔软

红茶 红亮 鲜醇浓厚 蜜桃香显 柔软红亮

白茶 橙黄 醇爽 兰花香 黄绿柔软

乌龙茶 橙黄明亮 醇厚甘爽 兰花香棳带栀子花香 黄绿匀亮

棽灡棻灡棽暋茗科棻号红茶香气成分分析暋红茶工艺制

作茗科棻号茶样含量最高的香气组分为醇类棳达

棿椂灡椃棽棩椈 含 量 第 棽 的 物 质 是 酯 类 化 合 物

棬棽棻灡棾椃棩棭棳其余组分含量分别为酮类 棬棻棽灡棸椂棩棭暍
烯 类 棬椄灡椃椂棩棭暍含 氮 化 合 物 棬椀灡椆棾棩棭暍 醛 类

棬棾灡椀椂棩棭暍烷烃 棬棻灡棻椀棩棭暎顺灢橙花叔醇和橙花醇

是含量最高的两种醇类化合物棳含量达分别为

棻椀灡棾棾棩和棻椀灡棽椂棩棳顺灢氧化芳樟醇的含量也达到

了椀灡椂棸棩椈顺灢己酸灢棾灢己烯酯 棬椃灡棿椃棩棭暍水杨酸

甲酯 棬棿灡椄棸棩棭是酯类组分中的重要成分椈红茶的

酮类物质含量较高棳主要是顺灢茉莉酮 棬椂灡棿椆棩棭棳
还有棽棳棾灢辛二酮 棬棽灡椄棿棩棭等椈烯类物质种类较

多棳共有棻棸种棳但是仅有顺灢毬灢罗勒烯 棬棽灡椄椀棩棭
和毩灢法尼烯 棬棾灡棿椀棩棭的含量大于棻棩椈含氮化合

物主要是苯乙氰 棬棿灡棾棿棩棭椈醛类组分中含量较高

的是苯甲醛 棬棽灡棽棿棩棭棳其余棿种的含量均未超过

棸灡椀棩椈检测出的烷烃类成分仅有棽种棳是十四烷

棬棸灡椃棸棩棭和棽棳椂棳棻棸灢三甲基十四烷 棬棸灡棿椀棩棭暎

棽灡棻灡棾暋茗科棻号白茶香气成分分析暋白茶工艺制

作茗科 棻 号茶样醇类物质的含量最高棳达到了

椂椀灡椀棽棩棳明显高于其他各茶类椈含量第棽的物质

是酯 类 化 合 物 棬棽棽灡椂椄棩棭棳接 下 来 依 次 是 醛 类

棬棾灡椃椀棩棭暍酮类 棬棾灡椀椄棩棭暍烯类 棬棾灡棿棸棩棭暍烷烃

类 棬棸灡椀椀棩棭和 含 氮 化 合 物 棬棸灡棿椆棩棭暎橙 花 醇

棬棾棽灡椃棾棩棭和顺灢氧化芳樟醇 棬棻椀灡椄椄棩棭是含量较

高的棽种醇类化合物椈酯类化合物以水杨酸甲酯

棬棻椆灡椂椄棩棭为主棳占到酯类总量的椄椂灡椃椃棩椈含量

超过棻棩的醛类成分仅有棽种棳苯甲醛 棬棻灡椃棻棩棭
和棾棳椃灢二甲基灢棽棳椂灢二辛烯醛 棬棻灡棻椄棩棭椈酮类化

合物中毬灢紫罗酮 棬棻灡椃椃棩棭的含量最高椈棻棸种烯

类物质的含量均低于棻棩棳顺灢毬灢法尼烯的含量仅为

棸灡棸棻棩椈烷烃类物质棽种棳十四烷 棬棸灡棽椀棩棭和

棽棳椂棳棻棸灢三甲基十四烷 棬棸灡棾棸棩棭椈含氮化合物是

中苯乙氰 棬棸灡棾椄棩棭和吲哚 棬棸灡棻棻棩棭暎
棽灡棻灡棿暋茗科棻号乌龙茶香气成分分析暋闽南乌龙

茶工艺制作茗科棻号茶样醇类物质的含量最高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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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椂灡椃椂棩椈 含 量 第 棽 的 物 质 是 含 氮 化 合 物

棬棽棽灡棾椃棩棭棳接下来依次是烯类 棬棽棻灡椃棸棩棭暍酯类

棬棻棽灡椃棻棩棭暍酮类 棬椀灡棽椆棩棭暍醛类 棬棸灡椄棽棩棭暍烷

烃类 棬棸灡棽棿棩棭暎顺灢橙花叔醇 棬棽棽灡椆椄棩棭是含量

最高的醇类化合物棳其次为苯乙醇 棬椃灡椆椀棩棭棳再

次是橙花醇 棬棽灡椂椆棩棭椈含氮化合物中吲哚的含量

达到棻椆灡棸棾棩棳是含氮化合物总量的椄椀灡棸椃棩椈烯

类物质主要是顺灢毬灢罗勒烯 棬棻棸灡棿椀棩棭和毩灢法尼烯

棬椆灡椄棾棩棭棳其余的含量均不超过棻棩椈酯类化合物

中 乙 酸 苯 乙 酯 棬棾灡椃椀棩棭暍 顺灢己 酸灢棾灢己 烯 酯

棬棾灡棸棸棩棭和异戊酸苯乙酯 棬棽灡棿椆棩棭含量较高椈
酮类化合物中顺灢茉莉酮含量最高为棽灡棻棿棩棳其次

是 棽棳棾灢辛 二 酮 棬棻灡椃棽棩棭暍 香 叶 基 丙 酮

棬棻灡棸棸棩棭椈醛类成分共有椀种棳含量都极低椈烷烃

类物质是十四烷和棽棳椂棳棻棸灢三甲基十四烷棽种棳
含量均为棸灡棻棽棩暎
棽灡棽暋不同工艺加工茗科棻号各茶类品质特征及其

香气成分分析

绿茶工艺加工茗科棻号板栗香带花香棳主要香

气成分有毬灢芳樟醇暍顺灢氧化芳樟醇暍橙花醇和脱

氢芳 樟 醇棳其中 毬灢芳樟 醇 含量 高棳是 对 照 样 的

椀灡椃棾倍棳含量达棽椄灡椀棾棩暎与对照相比较棳醇类物

质差别较大棳高出对照样棻棿灡棾椀棩棳其中的脱氢芳

樟醇暍顺灢氧化芳樟醇和毬灢芳樟醇分别高出棻棽灡棸棽暍
椀灡棿棽和棽棾灡椀椀个百分点棳而脱氢芳樟醇则比对照

低了棻棽灡棸棽个百分点暎此外烯类物质中的顺灢毬灢罗

勒烯的含量比对照低了椀灡棽棾棩暎
红茶工艺加工茗科棻号蜜桃香显棳主要香气成

分为顺灢橙花叔醇暍橙花醇暍顺灢己酸灢棾灢己烯酯暍顺

灢茉莉酮暍顺灢氧化芳樟醇棳其中橙花醇和顺灢橙花叔

醇含量分别是对照样的棾灡棿椄倍和椂灡棻棾倍暎对照样

中脱氧芳樟醇和顺灢氧化芳樟醇的含量为棽椃棩棳而

红茶样中仅为椂灡椂椂棩椈对照样中的顺灢毬灢罗勒烯也

比红茶样高出椂灡棸椃个百分点暎红茶样中的橙花醇

类含量达到棾棸灡椀椆棩棳对照仅为椂灡椄椄棩棳而酮类和

烯类含量分别是对照样的棾灡棻椃倍和棸灡棾椃倍暎
白茶工艺加工茗科棻号有兰花香棳主要香气成

分为橙花醇暍顺灢氧化芳樟醇暍水杨酸甲酯和毬灢芳

樟醇棳其中橙花醇暍顺灢氧化芳樟醇和水杨酸甲酯

含量分别是对照样的椃灡棿椃倍暍棻灡椀棿倍和椆灡椃棿倍棳
而烯类含量为棾灡棿棸棩棳仅占对照样的棻棿灡椀棩暎

闽南乌龙茶工艺加工茗科棻号兰花香带栀子花

香棳主要香气成分有顺灢橙花叔醇暍吲哚暍顺灢毬灢罗

勒烯和苯乙醇棳其中顺灢橙花叔醇暍顺灢毬灢罗勒烯和

吲哚含量较高棳分别是对照样的椆灡棻椆倍暍棻灡棻椃倍

和棻棾灡椀棸倍暎同时含量大幅降低的是脱氢芳樟醇和

顺灢氧化芳樟醇棳比对照样降低了棻椂灡棿椀和椄灡椀棻个

百分点暎
棾暋讨论与结论

茶叶的香气除鲜叶中原有的为数不多的成分

外棳主要是在加工过程中由酶促作用和热化学等反

应转化产生的椲棾椵暎不同加工工艺制作不同茶类对茗

科棻号茶叶产品的品质和特征香气成分影响较大暎
而决定某个茶叶的香型可能由棻种或几种香气成分

起主导作用棳其余起协调支配作用棳是内含各种香

气成分比例恰当的综合反映暎从试验结果可以看

出棳芳樟醇及其氧化物棳橙花醇暍橙花叔醇和水杨

酸甲酯棳这些化合物就是构成茶叶香气的主要成

分暎尤其是具有各种花果香的醇类物质更是香气组

分的主体暎综合审评结果分析认为棳不同工艺加工

茗科棻号的绿茶暍红茶暍白茶暍乌龙茶品质优棳虽

然不同茶类间香气物质的种类暍香型和含量都存在

明显差异棳但香气成分丰富棳且各茶类特征性香气

明显棳充分体现出该品种的多茶类适制优势棳在品

种结构调整中可作为多茶类适别品种推广应用暎
周春明椲棿椵暍叶国柱椲椀椵暍黄怀生椲椂椵暍陈昌辉椲椃椵等

的研究都提到芳樟醇及其氧化物暍橙花叔醇暍香叶

醇等是绿茶的主要香气成分棳李拥军椲椄椵等从大类上

分析发现醇类暍酯类和含氮化合物对炒青绿茶香气

成分具有较大的影响暎红茶发酵过程中多酚类的酶

促氧化及偶联反应棳形成以醛暍酮暍酸等化合物为

主要特征成分的甜花香椲椆棴棻棸椵棳李家贤等椲棻棻椵研究认

为具有兰花香的芳樟醇及其氧化物棳具有花果香的

水杨酸酯棳具有清爽花香的 棬反棭灢棽灢己烯醛和具

有玫瑰香的香叶醇暍棽灢苯乙醇是英红椂号红碎茶花

香鲜爽持久的主要香气物质暎郭雯飞等椲棻棽椵研究提

出己醛是白茶最主要的特征香气成分暎乌龙茶的香

气主要形成于加工过程中萜烯类和芳香醇配糖体的

水解棳脂肪酸的氧化裂解和胡萝卜素类的氧化降解

产物棳晒青和摇青过程可以改变低沸点和高沸点香

气物质的组成比例椲棻棾棴棻棿椵棳戴素贤等椲棻椀椵通过主成分

分析方法研究了椃种高香型乌龙茶香气成分棳认为

引起乌龙茶香型变化的最主要成分就是橙花叔醇棳
其次是吲哚椈陈荣冰等椲棻椂棴棻椄椵多位学者研究都认为

萜类物质橙花叔醇带有像玫瑰暍铃兰和苹果花的气

味棳是福建乌龙茶最主要的特征香气成分暎
有学者椲棻椆椵总结茶叶香气的生成机理棳认为有

以下棿种类型椇栙由儿茶素氧化引起的毬灢胡萝卜素

氧化暍降解生成的毬灢紫罗兰酮及其他相应的酮类香

棻椂棽棻第棻棽期 张暋磊等椇不同茶类加工工艺对茗科棻号香气成分的影响



气化合物椈栚脂类氧化降解生成小分子的醇暍醛暍
酮和酸类香气化合物椈栛氨基酸的转换椈栜糖苷水

解暎各茶类在加工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生化反

应棳沿着这几种大的途径生成不同种类和含量的香

气物质棳赋予每个茶样其特殊的香气暎
不同加工工艺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棳不同工艺对

成茶香气的形成影响较大暎茗科棻号加工的绿茶中

醇类物质含量接近椂棸棩棳对其香气感官表现贡献

最大椈红茶表现出的蜜桃香主要是果香的赋香成分

芳樟醇及其氧化物暍甜香的赋香成分苯甲醛暍毬灢紫

罗酮等协同作用的结果椈白茶与其他各茶类相比棳
以水 杨 酸 甲 酯 的 含 量 差 异 最 为 显 著棳含 量 为

棻椆灡椂椄棩棳而其他茶类含量为棸灡椃棸棩暙棿灡椄棸棩棳由

此推断水杨酸甲酯可能是茗科棻号白茶的特征香气

成分椈乌龙茶是半发酵茶棳加工过程中的做青工艺

对香气的形成起影响较大棳茗科棻号乌龙茶顺灢橙

花叔醇 和 吲哚 含 量 较 高棳花 香 明 显棳与 戴 素 贤

等椲棻椀棴棻椄椵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暎
此外棳茶树的生长环境暍肥水管理以及采摘质

量暍加工工艺等因素都对茶叶的香气物质的形成影

响较大棳期待着能有一种方法可以综合各种因素较

为客观全面的对茶叶的香气进行分析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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