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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香料茶底，该茶底包括红

茶和香料，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25～40)：(50

～70)。本发明的香料茶底，解决了目前市售调饮

茶香气淡，口感单一，无独特风味和单一茶类易

受天气、季节等因素影响而质量不稳定性的问

题，本发明提供的香料茶底滋味独特，香气突出，

可以提高消费者对调饮茶的记忆点，在市场中推

广后竞争力强，其中各组分香料合理配伍，相得

益彰，用其制作的调饮茶在具有特殊香气的同

时，由于香料的合理配伍，使红茶的特征香更加

明显，茶汤鲜爽，茶感强烈，久喝不腻。此外，香料

茶底的制备方法简单，生产无需复杂昂贵的设备

投入，制作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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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料茶底，其特征在于，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25～40)：(50

～7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料茶底，其特征在于，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0～

40)：(60～7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香料茶底，其特征在于，所述红茶为滇红、祁红和肯尼亚红

茶按质量比为1：1：(1～3)的混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香料茶底，其特征在于，所述红茶还包括英红、大吉岭红茶、锡

兰红茶和阿萨姆红茶中的至少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香料茶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

料：

罗勒叶15～25份，

肉桂15～20份，

小豆蔻5～10份，

鼠尾草3～10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香料茶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香料还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

料：

干姜3～10份，

白胡椒2～5份，

豆蔻种衣1～5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香料茶底，其特征在于，所述香料还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

料：

丁香1～5份，

柠檬草0.1～3份。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香料茶底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按配

比称取各组分，粉碎后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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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茶底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香料茶底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茶叶作为传统的保健饮料，深受人们喜爱。随着茶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市场需求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调饮茶的市场消费份额持续走高。调饮茶又称调配型茶饮料，是以茶叶为

主体，添加果汁、糖奶、香精、食用酸、花草甚至中草药等配料中的一种或几种，经过摇制或

调和而成的茶饮料，包括水果茶、奶茶和冰滴冷泡茶等。

[0003] 目前，市售调饮茶通常使用传统单一茶类作为茶底进行调制，如正山小种、铁观

音、绿茶等，这些传统加工工艺制成的茶叶其香气滋味清新淡雅，适合清饮，然而用其与牛

奶、水果等风味口感较重的辅料搭配后，调制出来的饮品香气较淡，口感单一，口腔刺激程

度弱，记忆点模糊，无独特风味，且单一茶类极易受到天气、季节等因素影响，各批次茶叶口

感风味无法统一，不稳定性明显；此外，单一茶类运用在调饮中，成本较高，且容易出现仿制

品，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0004] 因此，仍需开发一种新的调饮茶茶底。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单一茶类的调饮茶茶底存在调配后口感单一，不同批次茶叶

口感风格不稳定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香料茶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上述香料茶底的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25～40)：(50～70)。

[0009] 优选地，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0～40)：(60～70)。

[0010] 优选地，所述红茶为滇红、祁红和肯尼亚红茶按质量比为1：1：(1～3)的混合。

[0011]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红茶还包括英红、大吉岭红茶、锡兰红茶和阿萨姆红茶中的至

少两种。

[0012] 优选地，所述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13] 罗勒叶15～25份，

[0014] 肉桂15～20份，

[0015] 小豆蔻5～10份，

[0016] 鼠尾草3～10份。

[0017]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18] 干姜3～10份，

[0019] 白胡椒2～5份，

[0020] 豆蔻种衣1～5份。

[0021] 更进一步优选地，所述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说　明　书 1/7 页

3

CN 109566799 A

3



[0022] 丁香1～5份，

[0023] 柠檬草0.1～3份。

[0024] 上述香料茶底的制备方法，所述方法为：按配比称取各组分，粉碎后混匀。

[0025] 滇红为云南红茶，其外形各有特定规格，身骨重实，色泽调匀，冲泡后汤色红鲜明

亮，金圈突出，香气鲜爽，滋味浓强，富有刺激性，叶底红匀鲜亮，加牛奶仍有较强茶味，呈棕

色、粉红或姜黄鲜亮，以浓、强、鲜为特色，制作采用优良的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经萎凋、揉

捻或揉切、发酵和烘烤等工序制成。

[0026] 祁红指祁门红茶，该茶采制工艺精细，采摘一芽二、三叶的芽叶作原料，经过萎凋、

揉捻、发酵，使芽叶由绿色变成紫铜红色，香气透发，然后进行文火烘焙至干。红毛茶制成

后，还须进行精制，精制工序复杂花工夫，经毛筛、抖筛、分筛、紧门、撩筛、切断、风选、拣剔、

补火、清风和拼和而制成。祁红可以提供丰富的核黄素、叶酸、胡萝卜素、生育酚及叶绿醌，

是食品中氟化物的重要源泉。

[0027] 英红分为金毫、金毛毫、金英红和英红九号四个等级，加工工序为鲜叶―萎凋―揉

捻――发酵―干燥。其中金毫外形肥壮紧结多锋苗，金黄油润，金毫满披，毫香、甜香浓郁，

汤色红艳明亮，滋味鲜浓醇厚，叶底肥嫩全芽红匀明亮，而英红九号条索肥壮紧结，色泽乌

润显毫，甜香馥郁悠长，汤色红浓明亮，滋味鲜爽醇厚，叶底红软均匀明亮。

[0028] 大吉岭红茶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产自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海拔1800米

以上的山区，大吉岭红茶外形条索紧细，白毫显露，香高味浓，鲜爽。发酵程度达80％左右，

初摘茶叶颜色显绿色，次摘茶叶显棕褐色。香气属高香类，被称为麝香葡萄香味茶，香气比

较持久，滋味甘甜柔和。汤色清澈明亮，汤色橙黄红艳，令人赏心悦目，被世人誉为“茶中的

香槟”，具有清雅的麝香葡萄酒的风味和奇异的花果香。

[0029] 锡兰红茶通常制为碎形茶，呈赤褐色，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环有金黄色的光

圈，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

[0030] 阿萨姆红茶产于印度东北部，茶叶外形细扁，色呈深褐，汤色深红稍褐，带有淡淡

的麦芽香、玫瑰香，滋味浓烈。

[0031] 肯尼亚红茶茶汤颜色为橘红色，口感独特，茶香浓郁，入口香醇，品质优良，价格低

廉，广受欧美市场的欢迎。肯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横贯赤道，海拔1500～2700米，热带草原气

候，全年气温14～26℃，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全年适宜茶叶种植、生长，种植的红茶品质高，

肯尼亚红茶的加工工艺为CTC(crush-tear-curl)工艺，即压碎-撕裂-卷曲，该工艺使茶叶

充分氧化发酵，嫩绿茶叶变为棕黑色，先将茶叶发酵，然后将发酵好的茶叶通过机器烘干即

得肯尼亚红茶，整个加工过程大约需要24个小时。

[0032] 本发明香料茶底中的红茶，选用上述红茶中的两种，不仅可以使香气更加浓郁，同

时茶汤的口感层次也更加丰富，茶汤质量不容易被单种茶叶的品质变化所影响。

[0033] 罗勒叶含挥发油，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罗勒烯(Ocimene)、1，8-桉叶素(1，8-

Cineole,Eucalyptole)、芳樟醇(Linalool)、丁香油酚(Eugenol)、茴香醚(Anethole)和桂

皮酸甲酯(Methyl  cinnaminate)等，有化湿、消食、活血、解毒和行气的作用，混在蒜、番茄

中味道独特，可以增加口感，多用于意大利菜肴。

[0034] 肉桂滋味强烈，香气按强烈程度来分，以桂花最浓，依次为花梗、树皮及叶。枝、叶、

果实、花梗可提制桂油，桂油为合成桂酸等重要香料的原料，用作化妆品原料，亦供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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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烟配料，药用作矫臭剂、驱风剂、刺激性芳香剂等，并有防腐作用，桂皮粉通常用来烤制

面包、点心，腌制肉类食品，桂油主要成分除肉桂醛外，还含有苯甲醛、肉桂醇、丁香烯、香豆

素等十多种成分，广泛用于饮料、食品的增香、医药配方、调和香精和高级化妆品。本发明中

的肉桂指肉桂皮。

[0035] 小豆蔻用作香料，稍辣，味似樟。

[0036] 鼠尾草常栽培来做为厨房用的香草或医疗用的药草，也可用于萃取精油、制作香

包等。叶片具有杀菌灭菌抗毒解毒、驱瘟除疫功效，可凉拌食用，茎叶和花可泡茶饮用，可清

净体内油脂，帮助循环，养颜美容。

[0037] 干姜经过特殊种植而成，水分少，辣味重。

[0038] 白胡椒为胡椒科植物胡椒的干燥近成熟的果实，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还含有一定

量的芳香油、粗蛋白、淀粉及可溶性氮，具有祛腥、解油腻、助消化的作用，其芳香的气味能

增进食欲。

[0039] 豆蔻种衣为豆蔻科植物豆蔻的假种皮。分布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西印度群

岛、巴西等地，具有芳香健胃和中之功效。

[0040] 丁香的气味香浓强烈，主要来自其中的丁香油酚，这种成分同时在莳萝、肉桂及肉

豆蔻等植物中能够找到，有相当持久的香气，能让料理更加甘醇。

[0041] 柠檬草有一股柠檬清凉淡爽的香味，气味芬芳而且有杀菌抗病毒的作用，平日饮

用，有效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效果。

[004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3] 1、本发明的香料茶底，解决了目前市售调饮茶香气淡，口感单一，无独特风味和单

一茶类易受天气、季节等因素影响而质量不稳定性的问题，本发明提供的香料茶底滋味独

特，香气突出，可以提高消费者对调饮茶的记忆点，在市场中推广后竞争力强；

[0044] 2、本发明的香料茶底，各组分香料合理配伍，相得益彰，用其制作的调饮茶在具有

特殊香气的同时，由于香料的合理配伍，使红茶的特征香更加明显，茶汤鲜爽，茶感强烈，久

喝不腻；

[0045] 3、本发明的香料茶底，均采用天然香料调配而成，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剂，安全程度

高，老少皆宜，既可以直接冲泡后清饮，也可以调配成奶茶等形式后再饮用；

[0046] 4、本发明香料茶底的制备方法简单，生产无需复杂昂贵的设备投入，制作成本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

述，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48] 实施例1

[0049] 本例提供了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25：50。

[0050]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和肯尼亚红茶按质量比为1：1：1的混合。

[0051]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52] 罗勒叶15份，肉桂15份，小豆蔻5份，鼠尾草3份。

[0053] 实施例2

[0054]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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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0055]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和肯尼亚红茶按质量比为1：1：3的混合。

[0056]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57] 罗勒叶25份，肉桂20份，小豆蔻10份，鼠尾草10份。

[0058] 实施例3

[0059] 本例提供了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60。

[0060]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和肯尼亚红茶按质量比为1：1：2的混合。

[0061]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62]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

[0063] 实施例4

[0064]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065]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肯尼亚红茶、英红和大吉岭红茶按质量比为1：1：2：1:1的

混合。

[0066]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67]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

[0068] 实施例5

[0069]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070]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肯尼亚红茶、英红和大吉岭红茶按质量比为1：1：2：1：1的

混合。

[0071]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72]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3份，白胡椒2份，豆蔻种衣1

份。

[0073] 实施例6

[0074]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075]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肯尼亚红茶、英红和大吉岭红茶按质量比为1：1：2：1：1的

混合。

[0076]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77]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10份，白胡椒5份，豆蔻种衣5

份。

[0078] 实施例7

[0079]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080]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肯尼亚红茶、英红、大吉岭红茶和阿萨姆红茶按质量比为

1：1：2：1：1：1的混合。

[0081]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82]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6份，白胡椒3份，豆蔻种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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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0083] 实施例8

[0084]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085]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肯尼亚红茶、英红、大吉岭红茶和阿萨姆红茶按质量比为

1：1：2：1：1：1的混合。

[0086]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87]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6份，白胡椒3份，豆蔻种衣2

份，丁香1份，柠檬草0.1份。

[0088] 实施例9

[0089]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090]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肯尼亚红茶、英红、大吉岭红茶和阿萨姆红茶按质量比为

1：1：2：1：1：1的混合。

[0091]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92]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6份，白胡椒3份，豆蔻种衣2

份，丁香1份，柠檬草3份。

[0093] 实施例10

[0094] 本例提供了香料茶底的制备方法，按配比称取各组分，粉碎后混匀即可装袋，优选

安装50g/包的规格进行包装。

[0095] 对比例1

[0096]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097] 其中，红茶为滇红。

[0098]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99]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6份，白胡椒3份，豆蔻种衣2

份，丁香1份，柠檬草3份。

[0100] 对比例2

[0101]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102] 其中，红茶为肯尼亚红茶。

[0103]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104] 罗勒叶20份，肉桂17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6份，白胡椒3份，豆蔻种衣2

份，丁香1份，柠檬草3份。

[0105] 对比例3

[0106] 本例提供了另一种香料茶底，包括红茶和香料，所述红茶和香料的质量比为32：

60。

[0107] 其中，红茶为滇红、祁红、肯尼亚红茶、英红、大吉岭红茶和阿萨姆红茶按质量比为

1：1：2：1：1：1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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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香料包括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109] 罗勒叶20份，肉桂3份，小豆蔻7份，鼠尾草6份，干姜6份，白胡椒3份，豆蔻种衣2份，

丁香1份。

[0110] 检测例

[0111] 采用实施例3、实施例7、实施例9和对比例1～3的配方，根据实施例10的方法制备

得到了6种对应编号的香料茶底，分别使用pH小于5的天然软水烧开后冲泡5分钟，通过100

名志愿者对6种香料底茶进行盲评打分，同时采用传统炭焙乌龙作为对照。结果如表1所示。

[0112] 表1香料茶底评审结果

[0113]

[0114] 由表1可知，本实施例的香料茶底在香气、滋味、便捷程度和成本上均比传统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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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类表现更佳，志愿者盲评得分更高。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09566799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