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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固相微萃取 （ＳＰＭＥ）结合气相色谱质谱 （ＧＣＭＳ）联用法对采自春、夏、秋３个季节的四川工

夫红茶香气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共检测到１０７种香气化合物，其中春茶８１种，夏茶４６种，秋茶７９种，

芳樟醇及其氧化物、香叶醇、水杨酸甲酯、苯乙醇、橙花叔醇等３１种成分是各季四川工夫红茶的共有成分；在

主体香气成分方面，春茶中检出香叶醇、芳樟醇、水杨酸甲酯等１８种，夏茶中检出苯乙醇、芳樟醇氧化物Ⅱ、

芳樟醇氧化物Ⅳ、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等１５种，秋茶检出香叶醇、芳樟醇、苯乙醇、３，７二甲基

１，５，７辛三烯３醇等１８种；春茶和秋茶表现出花香可能与香叶醇、芳樟醇、水杨酸甲酯等含量较高有关，而

夏茶和秋茶表现出的桔糖香可能与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有关；春、夏、秋３个季节四川工夫红茶

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ｅ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比值分别为０．２６、０．６２和０．２３，表明在香气品质方面秋茶较优，其次为春茶，夏

茶稍差，与感官审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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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物质［１］，其中醇类芳香物及它们的衍生物对红

茶特征香气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祁门红茶、大吉岭

红茶、乌瓦茶等优质高香红茶中，其香叶醇、芳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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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及其氧化物、苯甲醇、苯乙醇等的含量均较

高［２］，但不同产地［２－３］、不同季节［４］、不同茶树品

种［５］制作的茶叶，其香气化合物组分含量及比例差

异较大，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季节鲜叶制作的红茶香

气成分进行分析。

过去主要采用ＳＤＥ、吸附等萃取方法分析茶

叶中的芳香物质［６－７］，存在耗时、有机溶剂污染、

香气物质易变等缺陷。固相微萃取 （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

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ＭＥ）是一种不使用有机溶

剂的新型采样技术，集采样、萃取、浓缩、进样于

一体，具有用量少、时间短、费用低、操作简单等

特点，且能较真实反映样品中挥发性成分及组成，

因而广泛应用于香气物质的分析［８－９］。

四川工夫红茶主产于川南的宜宾、高县、筠

连、珙县等地，具有条索细紧显金毫、香气馥郁持

久带桔糖香、滋味浓醇鲜爽的特点，受到国内外消

费者的好评，并畅销俄罗斯等国［１０］。本研究采用

ＳＰＭＥＧＣＭＳ联用方法对不同季节鲜叶制作的四

川工夫红茶香气化合物进行分析，以期为四川工夫

红茶产品质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设备

供试茶样：供试茶样鲜叶标准为１芽１、２叶鲜

叶，分别于２０１５年４月（春茶）、６月（夏茶）和９月

（秋茶）采摘自四川省早白尖茶业公司大窝基地，品

种为早白尖。鲜叶采摘后由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教学

茶厂按照川红工夫红茶操作规程制作成红茶［１１－１２］。

检测设备：ＦＡ１００４电子天平（上海精科）、

５７３３０Ｕ手动固相微萃取（ＳＰＭＥ）进样器（美国

Ｓｕｐｅｌｃｏ公司）、非结合型聚二甲基硅氧烷（ＰＤＭＳ）

萃取头（美国Ｓｕｐｅｌｃｏ公司）、ＱＰ２０１０气质联用仪

（日本岛津）、ＳＰＭＥ专用样品瓶（天津奥特塞斯）等。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茶叶感官审评　由３位高级职称或具备评

茶技师以上职业资格的专业教师，参照 《茶叶感官

审评方法》（ＧＢ／Ｔ２３７７６２００９），结合评语与评分

进行感官审评［１３］。

１２２　香气组分测定方法　样品预处理：称取

１．０ｇ磨碎茶样于ＳＰＭＥ样品瓶中，加入３．２ｇ

ＮａＣｌ和５ｍＬ６０℃超纯水，加盖密封，于６０℃水

浴中平衡１０ｍｉｎ。经固相微萃取吸附５０ｍｉｎ后，

于气质联用仪进样口 ２３０℃ 解析 ５ ｍｉｎ，进行

ＧＣＭＳ分析。

ＧＣ条件：采用ＤＢ５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３０ ｍ×０．２５ ｍｍ×０．２５０

μｍ）；柱箱４０．０℃，进样口温度为２３０．０℃。载气

为Ｈｅ，采用不分流进样，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

程序升温：４０℃保持２ｍｉｎ后，以５℃·ｍｉｎ－１升

至８５℃，然后保持２ｍｉｎ；以２℃·ｍｉｎ－１升至

１１０℃保持２ｍｉｎ；再以７℃·ｍｉｎ－１升至２２０℃保

持８ｍｉｎ。

ＭＳ条件：电离方式为ＥＩ，电子能量７０ｅＶ，

离子源温度２３０℃，色谱质谱接口温度２３０℃，质

量扫描范围为３５～４００ａｍμ。

定性与定量分析：由ＧＣＭＳ分析得到挥发性

成分的总离子色谱图，采用计算机检索，参考标准

谱图 （ＮＩＳＴ０８ 和 ＮＩＳＴ０８ｓ），并 结 合 文 献 资

料［３，１４－１５］，对样品挥发性成分进行定性，并用峰面

积归一化法分析各香气组分相对含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季节红茶感官品质

茶叶感官品质由外形和内质共同构成，其中香

气和滋味是审评的重点。不同季节鲜叶制作的四川

工夫红茶感官品质评价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

四川工夫红茶秋茶香气馥郁持久，带有桔糖香和花

香，春茶带有甜香和玫瑰花香，而夏茶香气仅表现

出桔糖香。因此，单从香味感官品质评价来看，秋

茶香气最佳，其次是春茶，而夏茶稍差。

２２　不同季节红茶香气组分

采用ＳＰＭＥＧＣＭＳ方法分别对３个季节鲜叶

制作的四川工夫红茶香气组分进行了分析。不同季

节四川工夫红茶的总离子流色谱图见图１，分离鉴

定出的主要香气成分结果见表２。

从表２可知，从不同季节的四川工夫红茶中共

检测到１０７种香气化合物，其中春茶中检出８１种，

夏茶中检出４６种，秋茶中检出７９种。芳樟醇及其

氧化物、香叶醇、水杨酸甲酯、苯乙醇、橙花叔醇、苯

乙醛、癸酸乙酯等３１种成分是各样品共有成分。不

同季节红茶均各含其独特的香气成分，其中异丙基

丙酮、２己烯醛、Ｄ柠檬烯、３辛烯２酮、肉豆蔻酸异

丙酯等１９种成分只在春茶中被检测到，反２己烯

醇、３甲基４氨基环己醇、α亚乙基苯乙醛和樟醛等

４种成分只在夏茶中被检测到，２，６二甲基２，７辛

二烯１，６醇、香叶醛、γ榄香烯、γ衣兰油烯等１６种

成分只在秋茶中被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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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季节四川工夫红茶感官审评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犲狀狊狅狉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狀犫犾犪犮犽狋犲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犲犪狊狅狀狊

项目 评价方式 外形（２５％） 香气（２５％） 滋味（３０％） 汤色（１０％） 叶底（１０％） 总分

春茶 评语
条索紧细，色泽

乌润，显金毫

甜香浓郁，稍

带玫瑰花香
甜醇鲜爽 橙红明亮 红匀软亮

９２．４０±０．５１Ａａ

评分 ９４．８３±１．０４Ａａ ９０．８３±１．０４ＡＢｂ ９３．５０±１．３２Ａａ ８６．１７±１．０４Ｂｂ ９３．１７±１．０４Ａａ

夏茶 评语
条索紧结，色泽

棕润，稍显金毫
甜醇，带桔糖香 浓醇 红浓明亮 红褐匀整

８８．８３±０．３４Ｂｂ

评分 ９０．８３±１．２６Ｂｂ ８６．６７±２．０８Ｂｃ ８８．５０±１．３２Ｂｂ ９２．８３±１．２６Ａａ ８６．１７±２．０２Ｂｂ

秋茶 评语
条索紧结，色泽

棕润，显金毫

馥郁持久，带

桔糖香和花香
浓醇 红浓明亮 红褐匀整

９１．７７±０．９０Ａａ

评分 ９３．１７±１．２６ＡＢａｂ ９５．１７±１．８９Ａａ ８８．８３±１．６１Ｂｂ ９４．１７±１．２６Ａａ ８６．１７±１．２６Ｂｂ

注：（１）感官审评评分采用百分制，各审评项目后的百分比为该项目占审评总分的权重数；（２）表中感官审评评分为３位评茶员密码审评平均

分。（３）相同列中，凡有一个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犘＜０．０１，小写字母表示犘＜０．０５。

图１　不同季节四川工夫红茶ＧＣＭＳ离子流色谱

犉犻犵．１　犜狅狋犪犾犻狅狀犮狌狉狉犲狀狋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犿狊狅犳犪狉狅犿犪狋犻犮狊犻狀犫犾犪犮犽狋犲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犲犪狊狅狀狊

表２　不同季节四川工夫红茶香气组分及含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犪狉狅犿犪狋犻犮狊犻狀犫犾犪犮犽狋犲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犲犪狊狅狀狊

保留时

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含量／％

春茶 夏茶 秋茶

保留时

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含量／％

春茶 夏茶 秋茶

３．５４２ 异戊醛 ０．３８ － ０．４６ １７．０５０ ３辛烯２酮 ０．２４ － －

４．１３３ 乙酸 － － ０．５８ １７．３４２ 苯乙醛 １．６６ ４．１１ １．６１

４．９４２ 异丙基丙酮 １．４２ － － １７．５０８ ３甲基４氨基苯酚 ０．７４ － ０．４４

６．２４２ 异丁酸 － － ０．１２ １８．１５８ ２辛烯醛 － ０．４１ ０．１２

６．６５８ 正己醛 ０．３０ ０．５５ － １８．３００ ２乙酰吡咯 － ０．４３ ０．１２

８．６０８ 反３己烯醇 － １．１７ ０．５３ １８．８４２ 芳樟醇氧化物Ⅰ １．３２ ３．７４ １．６４

８．６１７ ２己烯醛 ０．６２ － － １９．８２５ 芳樟醇氧化物Ⅱ ３．３５ ７．２０ ３．４１

９．００８ 反２己烯醇 － ０．５５ － ２０．２３３ ３，５辛二烯２酮 ０．２０ － －

９．２００ 正己醇 ０．２８ ０．４６ ０．２６ ２０．７０８ 芳樟醇 ６．９６ ４．０７ ６．８９

１０．６００ 正庚醛 ０．３６ － ０．１１ ２０．８５８ 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 ０．６１ １．９８ １．１６

１３．３２５ 苯甲醛 ０．５５ １．１７ ０．８９ ２１．０００ 正壬醛 ０．８２ － ０．５０

１４．２４２ 松茸醇 ０．１７ ０．３６ ０．１３ ２１．３６７ 苯乙醇 ４．５０ １０．１７ ５．２５

１４．７０８ 香叶烯 ０．５５ － ０．４０ ２３．２０８ ２丙酮基环己酮 ０．１５ － －

１５．４１７ 辛醛 ０．１８ ０．２９ － ２４．０１７ 顺３壬烯醇 ０．２５ － ０．２１

１５．７６７ ２，４庚二烯醛 ０．２６ ０．５９ ０．１７ ２４．１５０ ３，６壬二烯１醇 ０．１８ － ０．１５

１６．６２５ Ｄ柠檬烯 ０．２０ － － ２４．４５０ ２壬烯醛 ０．１６ － －

１６．６００ ３甲基４氨基环己醇 － ０．２６ － ２５．０３３ 芳樟醇氧化物Ⅲ ０．３６ １．５９ ０．６３

１６．８２５ 苯甲醇 ０．７１ １．０４ ０．７６ ２５．２５０ 壬醇 ０．４７ －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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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保留时

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含量／％

春茶 夏茶 秋茶

２５．３８３ 芳樟醇氧化物Ⅳ １．７３ ４．３６ ２．００

２６．１５８ 顺３己烯醇丁酸酯 ０．２１ － ０．２７

２６．４５０ 水杨酸甲酯 ５．７７ １．９９ ３．２３

２６．６６７ 松油醇 ０．５８ ０．３５ ０．４０

２６．９５８ ２蒈烯 － － ０．４７

２７．４９２ 葵醛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１７

２８．２３３ 香叶醛 － － ０．４０

２８．５８３ 橙花醇 ０．７４ － ０．５４

２８．７９２ 冰片烯 ０．１６ － ０．５６

２８．９２５ 异香叶醇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２８

２９．０６７ 顺３己烯醇异戊酸酯 ０．１９ － ０．３０

２９．４５８ 橙花醛 ０．５８ － ０．５０

３０．５５０ 香叶醇 １０．３９ ３．３３ ７．７５

３０．８７５ １甲基戊酸酐 ０．２５ － －

３１．１２５ ２癸烯醛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１４

３１．３３３ α亚乙基苯乙醛 － ０．４６ －

３１．４５８ 柠檬醛 １．２２ － ０．５９

３３．５９２ 乙酸香叶酯 ０．１９ － ０．１２

３４．８０８ 薰衣草醇 － ０．２３ ０．６７

３４．８１７ ４，８二甲基３，７壬二烯２醇 ０．２３ ０．３１ －

３５．９１７ 乙酸香芹酯 ０．１３ － －

３６．３００ α荜澄茄油烯 ０．４７ － ０．６２

３６．４６７ ２丁烯酸甲酯 ０．１９ － －

３７．１６７ ２，６二甲基２，７辛二烯１，６醇 － － ０．１３

３７．４８３ ２乙基３羟基己醇异丁酸酯 ０．２５ － －

３７．６００ 古巴烯 ０．２１ － －

３７．７６７ β大马酮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２０

３７．８５０ 橙花醇乙酸酯 ０．２７ － ０．１７

３７．９５０ 顺３己烯醇己烯酸酯 ０．３５ ０．３８ ０．５２

３８．１０８ 大根香叶烯Ｄ ０．２５ － ０．２８

３８．１８３ 己酸己酯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３２

３８．３２５ 茉莉酮 ０．９７ ０．４４ ０．５２

３８．５５８ 癸酸乙酯 ３．２７ ０．２８ ０．３７

３９．０６７ 樟醛 － ０．２４ －

３９．３４２ 石竹烯 － － ０．１８

３９．４２５ α紫罗酮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１５

保留时

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含量／％

春茶 夏茶 秋茶

３９．７１７ γ榄香烯 － － ０．２４

４０．０４２ 丁酸苯乙酯 ０．１３ － ０．１３

４０．３０８ 香叶基丙酮 ０．３７ ０．３１ －

４０．３６７ γ衣兰油烯 － － ０．４９

４０．６８３
２，６双（１，１二甲基乙基）２，５环己

烯１，４酮
０．１７ － ０．１９

４１．１７５ 十二醇 ０．３７ － ０．２９

４１．２３３ β紫罗酮 ０．５５ １．０２ ０．５７

４１．４００ ５甲基２苯基２己烯醛 ０．４７ － ０．４２

４１．６１７ γ杜松萜烯 ０．２９ － ０．５０

４２．０００ α法呢烯 － ０．３１ ０．３５

４２．３６７ δ杜松萜烯 ０．９１ ０．３６ ２．４３

４２．４７５ 卡拉烯 ０．４６ － ０．８４

４２．８０８
１，２，３，４，４ａ，７六氢化１，６二甲基

４（１甲基乙基）萘
－ － ０．７３

４３．３５８
３，７二甲基２，６辛二烯１醇异丁

酸酯
０．２２ － －

４３．４８３ 橙花叔醇 ０．７５ １．１１ １．３３

４３．７４２ 顺３己烯醇苯甲酸酯 ０．３２ － －

４３．９２５ 己酸苯甲酯 ０．１７ － －

４４．１１７ ２丁基氢化呋喃 ０．３９ － －

４４．３１７ 十五醇 － － ０．１５

４４．６８３ 雪松醇 ０．１９ － －

４４．７４２ 三癸醛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７

４５．１４２ α长叶蒎烯 － － ０．５３

４５．４３３ 榧烯醇 ０．３１ － ０．５８

４６．９００ 肉豆蔻醛 ０．２２ － ０．２０

４７．７５８ 十五酸 － － ０．３０

４８．８６７ 棕榈醛 ０．１４ ０．２２ －

４８．９６７ 肉豆蔻酸异丙酯 ０．１４ － －

４９．１９２ 十八烷醇 ０．２２ － －

４９．２３３ 油醇 － － ０．２２

４９．６１７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２６

５０．７５０ 棕榈酸甲酯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２７

５０．９８３ 油酸 － － ０．２７

５１．２８３ 棕榈酸 － ０．３４ １．７９

５３．５２５ 亚麻油酸 － － ０．１５

５４．６１７ 硬脂酸 － － ０．２７

注：“－”表示未检出。

２３　不同季节红茶香气化合物含量

３个季节红茶中共检测出香气化合物１０７种，

包括醇类３１种、醛类２１种、酯类１９种、烯烃类

１６种、酮类１０种、酸类７种、其他 （杂氧化合

物、含氮化合物等）３种。春茶中鉴定出的香气化

合物 占 总 香 气 物 质 总 量 的 ６５．６４％，夏 茶 占

５８．２９％，秋茶占６２．３１％。各香气物质种类在３

个季节红茶样品中所占比例如图２所示，其中醇类

化合 物 含 量 最 高 （春 茶 占 ５４．２４％，夏 茶 占

７２．９６％，秋茶占５７．１９％），含量较多的有芳樟醇

及其氧化物、香叶醇、苯乙醇、３，７二甲基１，

５，７辛三烯３醇、橙花叔醇和苯甲醇；其次为醛

类化合物 （春茶占１２．２１％，夏茶占１５．０３％，秋

茶占１０．３１％），含量较多的有苯乙醛、苯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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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醛和正壬醛；再次为酯类 （春茶占１９．７１％，

夏茶占５．８６％，秋茶占９．５７％），其中含量较多的

为水杨酸甲酯和葵酸乙酯；再次为烯烃类 （春茶占

５．３７％，夏茶占１．１５％，秋茶占１３．８２％），其中

δ杜松萜烯和卡拉烯含量较多；酮类和酸类等物质

含量则较少。

图２　不同季节红茶香气组分类型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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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香型的表现是香气化合物综合作用的结

果，香气组分比例与香气感官品质关系密切。在春

茶中，香叶醇、芳樟醇、水杨酸甲酯、苯乙醇、芳

樟醇氧化物Ⅱ、癸酸乙酯、芳樟醇氧化物Ⅳ等１８

种香气成分含量占香气物质总量的７２．２０％，是春

茶的主体香气成分，其中香叶醇含量最高，香叶醇

（１０．３９％）、芳樟醇 （６．９６％）、苯乙醇 （４．５０％）

等表现出玫瑰、百合等花香［１，１６］，因此，四川工夫

红茶春茶呈现出玫瑰花香可能与这些香气成分密切

相关。

夏茶的主体香气成分有苯乙醇、芳樟醇氧化物

Ⅱ、芳樟醇氧化物Ⅳ、苯乙醛、芳樟醇、３，７二

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等１５种，占香气物质总

量的 ８２．４４％，其中苯乙醇含量最高，苯乙醇

（１０．１７％）、芳樟醇氧化物Ⅱ （７．２０％）、芳樟醇氧

化物 Ⅳ （４．３６％）等 表 现 出 花 香、木 香 和 糖

香［１，１６］，以及呈桔糖香且阈值低的３，７二甲基１，

５，７辛三烯３醇 （１．９８％）的共同作用
［１４，１７－１８］，

四川工夫红茶夏茶呈现出典型的桔糖香［１４］。

秋茶的主体香气成分有香叶醇、芳樟醇、苯乙

醇、芳樟醇氧化物Ⅱ、水杨酸甲酯、δ杜松萜烯、

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等１８种成分，

占香气物质总量的６９．０２％，呈玫瑰花香的香叶醇

含量最高。秋茶香气呈现出桔糖香与花香综合香

型，可 能 与 ３，７二 甲 基１，５，７辛 三 烯３醇

（１．１６％）、香叶醇 （７．７５％）、芳樟醇 （６．８９％）、

苯乙醇 （５．２５％）等综合协调有关。

香气感官品质受到某些特殊香气成分的影响。

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ｅ和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等认为保留时间比

芳樟醇短的化合物对红茶香气有害，保留时间比芳

樟醇迟的对红茶香气品质有利，因而气相色谱中芳

樟醇前洗脱的化合物峰面积与之后洗脱的化合物峰

面积之比作为一个评价香气品质的指标，称为

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ｅ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比值，该比值越小，

则香气品质越好［１］。本研究中，３个季节四川工夫

红 茶 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ｅ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 比 值 分 别 为

０．２６、０．６２和０．２３，表明秋茶香气品质较优，春

茶次之，夏茶最差，这与感官审评结果一致。此

外，在四川工夫红茶检测出了３，７二甲基１，５，

７辛三烯３醇，Ｔｏｋｉｔｏｍｏ等
［１７］、Ｔａｋａｍｉ等

［１８］在

台湾蒰风乌龙茶中均有检出，该化合物具有极好的

桔糖香，且在四川工夫红茶夏秋茶中含量较高，因

而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可能是形成四

川工夫红茶桔糖香的特殊成分［１４］。

３　讨论与结论

众多性质不同、含量差异悬殊的化合物构成了

茶叶的香气成分，尽管其绝对含量很少 （一般占茶

叶干物质的０．０１％～０．０５％），但却是衡量茶叶品

质的重要因子［１９］。不同季节的茶叶香气品质差异

较大。本研究表明，四川工夫红茶秋茶香气馥郁持

久，具有花香和典型的桔糖香，春茶表现甜香并稍

带玫瑰花香，而夏茶香气仅表现出桔糖香，这显然

与茶叶中的香气组分含量、种类等密切相关。

进一步采取ＳＰＭＥ技术对红茶香气化合物进

行萃取，并采用ＧＣＭＳ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了不

同季节的四川工夫川红的香气组分。共检测到１０７

种香气化合物，其中春茶中８１种 （占总香气物质

总量的６５．６４％），夏茶中检出４６种 （占总香气物

质总量的５８．２９％），秋茶中检出７９种 （占总香气

物质总量的６２．３１％），共有芳樟醇及其氧化物、

香叶醇、水杨酸甲酯、苯乙醇、橙花叔醇等３１种

各季红茶共有成分。

在各季红茶中，醇类香气成分含量最高，这与

赖幸菲［４］、潘科［２０］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主体

香气成分方面，春茶中有１８种，包括香叶醇、芳

樟醇、水 杨 酸 甲 酯 等，占 香 气 物 质 总 量 的

７２．２０％；夏茶中有苯乙醇、芳樟醇氧化物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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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醇氧化物Ⅳ、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

等１５种，占香气物质总量的８２．４４％；秋茶中香

叶醇、芳樟醇、苯乙醇、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

三烯３醇 等 １８ 种 成 分，占 香 气 物 质 总 量 的

６９．０２％。主体香气成分往往决定茶叶的香气类型。

在春茶和秋茶中，香叶醇、芳樟醇、水杨酸甲酯等

主体香气成分本身具有玫瑰、百合等花香［１，１６］，春

茶和秋茶表现出花香可能与之有关。夏茶中的苯乙

醇、芳樟醇氧化物Ⅱ、芳樟醇氧化物Ⅳ等具有一定

的花香、木香和糖香。同时在夏茶和秋茶中，本身

具有桔糖香的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含

量较高，且该化合物呈香阈值低。周雪芳等［１４］研

究指出，３，７二甲基１，５，７辛三烯３醇可能是

形成四川工夫红茶桔糖香的特殊成分，因而本研究

中夏茶和秋茶表现出的桔糖香可能与该化合物

有关。

本研究中，不同季节红茶 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ｅ

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比值不同，春、夏、秋３个季节红茶

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ｅ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比 值 分 别 为 ０．２６、

０．６２和０．２３，表明在香气品质方面秋茶较优，其

次为春茶，夏茶稍差，这与感官审评结果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茶叶香气成分受到众多因素的

影响，本研究仅从季节方面分析了四川工夫红茶的

香气成分，而不同产地、不同茶树品种等条件下制

作的四川工夫红茶香气成分尚有待于分析，以进一

步指导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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