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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是在现有红茶制

作的萎凋、揉捻、发酵、初干、复干等工艺基础上，

以夏季或秋季适制红茶的茶鲜叶为原料，融入菌

花香形成的工艺技术，即包括初次萎凋、二次萎

凋、冷揉、充氧调控发酵、初干、复干、毛茶拼配、

变温醇化、汽蒸、渥堆、接种冠突散囊菌、压制定

型、发花干燥等工艺的方法。该方法针对夏秋季

茶鲜叶利用率低、品质较差、香气无特性等现状，

通过本发明创新工艺使所制的红茶具有金花茂

密、颗粒均匀、色泽鲜活以及冲泡后菌香浓郁且

带花香、汤色红棕明亮、滋味鲜醇浓厚等优异品

质特征。本方法不仅能显著改善传统夏秋红茶在

色、香、味、形方面的感官品质，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有效缓减了夏秋茶鲜叶资源被浪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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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步骤如下：

(1)初次萎凋：取夏季或秋季一芽三叶或一芽四叶适制红茶的茶鲜叶，摊放于萎凋槽上

进行萎凋，至含水量为62-66％、青草气消失；

上述提及的茶鲜叶选自夏季或秋季的槠叶齐、桃源大叶或碧香早种的一芽三叶及一芽

四叶；

(2)二次萎凋：将初次萎凋后的茶鲜叶放于通风、光照强度为20000-40000lx太阳光的

室外环境中晒至叶面失去光泽、叶质软并具有清香味，再将茶鲜叶移入室内阴凉通风处凉

20-40min，然后采用摇青机摇青60-100转，静置50-70min，至含水量为58-60％、无红变且散

发出浓郁花香；

(3)冷揉：将萎凋后的茶鲜叶置于4-12℃的冷藏环境中，采用轻、重、轻的加压原则，用

揉捻机揉捻，至成条率为90-96％、细胞破损率90％以上时取出，解块；

(4)充氧调控发酵：将上述揉捻叶按10-12cm厚度分层置于接有供氧管道的红茶发酵机

内，调节发酵机内温度28-32℃、湿度90-98％，通入氧气进行有氧发酵，至叶色红黄、青草气

消失、有花果香时停止发酵；

(5)干燥：将发酵叶于100-110℃干燥至含水量为20-30％，手握茶叶稍有刺手感时摊

凉；再于70-80℃干燥至含水量低于5％、手捏茶叶即成粉末，摊凉至室温；

(6)拼配：将上述干燥后的茶叶与2-3级黑毛茶按重量比89-95％:5-11％进行拼配，混

匀；

(7)变温醇化：将拼配好的茶叶堆放在湿度为65-75％的温控房中，按先于30-40℃热处

理12h、再于10-20℃冷处理12h的方法交替连续处理15-21天；

(8)汽蒸：将经醇化处理后的茶叶置于蒸茶机内，用98-102℃的蒸汽蒸4-6min，使其变

软；

(9)渥堆：将汽蒸好的茶叶堆于渥堆室中，控制茶叶堆中温度为24-28℃、湿度为84-

90％，至茶叶色泽红褐、滋味醇和、无粗涩味；

(10)接种冠突散囊菌：按每公斤渥堆后的茶叶接种1-3ml冠突散囊菌菌液的比例，将冠

突散囊菌菌液喷洒在茶叶上，混匀，得毛茶；

(11)压制定型：将毛茶用98-102℃的蒸汽蒸至含水量23-27％，然后放入模具中压制定

型2-3h，冷却至45-55℃时取出，得茶砖；

(12)发花干燥：将压制好的茶砖置于烘房内，于26-30℃、湿度70-76％条件下发花8-

12d，然后逐渐升高烘房温度至42-45℃，再干燥7-10d，待水分含量低于14％时，即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的萎凋条

件：茶叶摊放厚度为3-5cm，温度为28-32℃，相对湿度为65-75％，期间翻动2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9)中渥堆时

茶叶堆高15-25c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0)中的冠突

散囊菌菌液的浓度为1.5×104-2.5×104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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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红茶的加工方法，特别涉及一种通过改善传统红茶加工工艺，增

加菌香，使夏秋红茶呈现金花茂密、颗粒均匀、色泽鲜活以及冲泡后菌香浓郁且带花香、汤

色红棕明亮、滋味鲜醇浓厚品质特征的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按照茶树生育特性和采制季节，春茶、夏茶、秋茶的产量比例约为4:3:3。由于夏秋

季气温高、日照强、病虫害及杂草较多等原因，茶树芽叶瘦小、叶张单薄及紫色芽叶、花果较

多，加工出的茶叶存在滋味苦涩、鲜爽度差、回甘度低、叶底花杂等品质缺陷，导致大多茶农

不采或极少采夏秋茶，每年有30-40％夏秋茶资源未能加工利用，严重阻碍了茶产业规模与

效益的升级。因此，如何通过茶产品加工技术创新，显著提高夏秋茶产品的香气品质和滋味

品质，是我国茶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0003] 实践表明，红茶是世界上产量最大、消费人数最多的茶类，约占世界茶叶贸易总量

的80％。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和加工红茶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红茶在世界红茶

生产和贸易方面占支配地位。但随着印度、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在茶树栽培、加工等方

面等趋于成熟以及加工技术和加工设备的完善，我国红茶不仅香气品质不如肯尼亚、斯里

兰卡、印度等，而且滋味品质成分茶黄素的含量水平(仅为0.3-0 .7％)也远低于这些国家

(茶黄素含量大多高于1.5％)，这是我国红茶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不到5％的主要原

因。尽管近年在“金骏眉”、“英红九号”和“坦洋工夫”、“信阳红”等红茶的带动下，我国红茶

产销出现恢复迹象，内销市场逐渐增大，但也因品种、生长环境、加工工艺等因素，我国红茶

品质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产量和销量并未取得较大突破。

[0004] 冠突散囊菌是茯砖茶加工过程中，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通过“发花”生长出的

优势菌种，其产生的黄色闭囊壳，俗称“金花”，内含丰富的菌香成分反式‐2,4‐庚二烯醛，该

成分是茶叶产品形成菌香品质的关键物质基础。因此，茶产品中“金花”的茂盛与否以及反

式‐2,4‐庚二烯醛含量的高低，是衡量茶产品菌香品质的重要理论指标。研究表明，冠突散

囊菌具有较好的降脂减肥、降血糖、调理肠胃等健康养生功能，从而使得菌香茶产品广受国

内外消费者喜爱。目前具有菌香品质的茶产品主要为传统茯砖茶，但由于加工茯砖茶的原

料粗老、含梗较多、内含物欠丰富、滋味品质较差等原因，市场消费群体有限。根据国内、国

外茶叶消费现状及发展趋势，以优质、嫩度较好的夏秋季茶鲜叶为原料，在其红茶加工过程

中融入菌香品质形成工艺技术，使加工出的红茶产品既具有较好的滋味品质，又具有菌香

的香气品质，是我国夏秋茶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以及向消费者提供多元化、优质化、时尚化红

茶产品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传统红茶香气低、无特色，滋味浓度、强

度和鲜爽度不够，以及夏秋茶资源严重浪费等问题，提供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其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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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或秋季一芽三叶或一芽四叶适制红茶的茶鲜叶为原料，通过采用初次萎凋、二次萎凋、冷

揉、充氧调控发酵等工艺技术，增加红茶花香品质成分呋喃型氧化芳樟醇与滋味品质成分

茶黄素的含量，提高传统红茶的香气品质和滋味品质；通过采用毛茶拼配、变温醇化、汽蒸、

渥堆、接种冠突散囊菌、压制定型、发花干燥等工艺技术，产生冠突散囊菌“金花”及菌香特

征品质成分反式‐2,4‐庚二烯醛，形成菌香品质特征；进而使加工出的红茶产品既具有鲜醇

浓厚的滋味品质，又具有金花茂密、颗粒均匀、色泽鲜活以及冲泡后菌香浓郁且带花香的香

气品质。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菌香红茶的加工方法，

该方法步骤如下：

[0007] (1)初次萎凋：取夏季或秋季一芽三叶或一芽四叶适制红茶的茶鲜叶，摊放于萎凋

槽上进行萎凋，至含水量为62-66％、青草气消失；

[0008] 上述提及的茶鲜叶选自夏季或秋季的槠叶齐、桃源大叶或碧香早种的一芽三叶及

一芽四叶；

[0009] (2)二次萎凋：将初次萎凋后的茶鲜叶放于通风、光照强度为20000-40000lx太阳

光的室外环境中晒至叶面失去光泽、叶质软并具有清香味，再将茶鲜叶移入室内阴凉通风

处凉20-40min，然后采用摇青机摇青60-100转，静置50-70min，至含水量为58-60％、无红变

且散发出浓郁花香时为萎凋适度；其中，茶叶于室外晒时，最好翻动2次；

[0010] (3)冷揉：将萎凋后的茶鲜叶置于4-12℃的冷藏环境中，采用轻、重、轻的加压原

则，用揉捻机揉捻，至成条率为90-96％、细胞破损率90％以上时取出，解块；

[0011] (4)充氧调控发酵：将上述揉捻叶按10-12cm厚度分层置于接有供氧管道的红茶发

酵机内，调节发酵机内温度28-32℃、湿度90-98％，通入氧气进行有氧发酵(此处氧气的量

并不限制，只要是有氧发酵过程即可)，至叶色红黄、青草气消失、有花果香时停止发酵；

[0012] (5)干燥：分为二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干，是将发酵叶于100-110℃干燥至含水量为

20-30％，手握茶叶稍有刺手感时摊凉；第二阶段为复干，是将茶叶于70-80℃干燥至含水量

低于5％、手捏茶叶即成粉末，摊凉至室温；

[0013] (6)拼配：将上述干燥后的茶叶与2-3级黑毛茶按重量比89-95％:5-11％进行拼

配，混匀；

[0014] (7)变温醇化：将拼配好的茶叶堆放在湿度为65-75％的温控房中，按先于30-40℃

热处理12h、再于10-20℃冷处理12h的方法交替连续处理15-21天；

[0015] (8)汽蒸：将经醇化处理后的茶叶置于蒸茶机内，用98-102℃的蒸汽蒸4-6min，使

其变软；

[0016] (9)渥堆：将汽蒸好的茶叶堆于渥堆室中，控制茶叶堆中温度为24-28℃、湿度为

84-90％，至茶叶色泽红褐、滋味醇和、无粗涩味；

[0017] (10)接种冠突散囊菌：按每公斤渥堆后的茶叶接种1-3ml冠突散囊菌菌液的比例，

将冠突散囊菌菌液喷洒在茶叶上，混匀，得毛茶；

[0018] (11)压制定型：将毛茶用98-102℃的蒸汽蒸至含水量23-27％，然后放入模具中压

制定型2-3h，冷却至45-55℃时取出，得茶砖；

[0019] (12)发花干燥：将压制好的茶砖置于烘房内，于26-30℃、湿度70-76％条件下发花

8-12d，然后逐渐升高烘房温度至42-45℃，再干燥7-10d，待水分含量低于14％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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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上述步骤(1)的萎凋条件为：茶叶摊放厚度为3-5cm，温度为28-32℃，相对湿度为

65-75％，期间翻动2次。

[0021] 上述步骤(3)中提及的采用轻、重、轻的加压原则为现有揉捻工序中的常规技术手

段，在此不再赘述。

[0022] 上述步骤(6)中提及的2-3级黑毛茶为市购产品。

[0023] 上述步骤(9)中渥堆时茶叶堆高15-25cm。

[0024] 上述步骤(10)中的冠突散囊菌菌液的浓度为1.5×104-2.5×104cfu/ml。该冠突散

囊菌为市购产品；亦可经由常规的分离、纯化得到，具体为：采用无菌接种针从茯砖茶上挑

取黄色闭囊壳接种于查氏培养基上，于28-30℃条件下培养，待菌落进入生长旺盛期，挑取

生长较好的黄色闭囊壳作平板划线分离，此操作重复3-4次而获得纯化的冠突散囊菌菌株。

[0025] 本方法加工的成品菌香红茶与传统工艺加工的红茶感官品质对比如下表1所示，

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含量对比如下表2所示。

[0026] 表1本发明产品与传统工艺产品感官品质对比

[0027]

[0028] 表2本发明产品与传统工艺产品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含量对比

[0029]

[0030]

[0031] 由表1、表2可知，本发明产品的感官品质、香气品质、滋味品质与传统工艺红茶产

品相比，在感官品质及其香气品质成分、滋味品质成分的含量上，均显著优于传统工艺红茶

产品，尤其是本发明产品新增了菌香浓郁且带花香的品质特征。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33] 1、在传统红茶品质提升方面，一是将萎凋工艺分为初次萎凋和二次萎凋两个阶

段，并通过在二次萎凋工艺进行晒、凉、摇、静置的科学处理，激发鲜叶中的糖苷物质更多、

更快地转化为花香物质，使红茶具有花香品质；二是采用冷揉工艺，通过低温来降低多酚氧

化酶的活性，进而阻止多酚类物质的酶促氧化，有效解决了传统红茶加工中室温揉捻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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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酚类物质与多酚氧化酶的结合而造成提前发酵、但发酵不均匀的难题；三是采用充氧调

控发酵工艺，显著改善了目前红茶发酵机只能控温控湿而不能充氧的技术缺陷，极大地提

高滋味品质成分茶黄素、茶红素的酶促发酵合成效率。

[0034] 2、在红茶菌香品质形成方面，一是通过采用毛茶拼配，拼入少量黑毛茶，增加茶汤

的甘醇滋味和“味厚”感；二是采用变温醇化，使茶叶在15-21天内实现滋味的快速醇化，有

效解决了传统室温醇化需要2-3年时间的工艺难题；三是通过接种冠突散囊菌，避免了其它

杂菌对发花品质的影响，同时形成更多具有菌香品质的反式‐2,4‐庚二烯醛，进而形成金花

茂密、颗粒均匀、色泽鲜活以及冲泡后菌香浓郁且带花香的香气品质。

[0035] 3、本发明根据国内、国外茶叶消费现状及发展趋势，以优质、嫩度较好的夏秋季茶

鲜叶为原料，在现有红茶制作的萎凋、揉捻、发酵、初干、复干等工艺基础上，于红茶加工过

程中融入菌香品质，使加工出的红茶产品既具有较好的滋味品质，又具有菌香的香气品质，

不仅能显著改善传统夏秋红茶在色、香、味、形方面的感官品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

减了夏秋茶鲜叶资源被浪费的问题，符合我国夏秋茶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以及向消费者提供

多元化、优质化、时尚化红茶产品的发展方向。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实施例1所制菌香红茶香气组分GC-MS分析图谱；

[0037] 图2为实施例1所制菌香红茶茶黄素组分HPLC分析图谱；

[0038] 图3为实施例1所制菌香红茶“金花”品质观测照片；

[0039] 其中，A—机械压制；B—手工压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实施例1

[0041] 选择茶树品种槠叶齐的夏季一芽三叶茶鲜叶为原料。

[0042] 将茶树品种槠叶齐的夏季一芽三叶茶鲜叶置于萎凋槽中，厚度为3-5cm，在温度28

℃、湿度65％条件下进行初次萎凋，期间翻动2次，至青草气消失、叶片含水量为66％；将初

次萎凋后的鲜叶置于通风良好、光照强度为2000-40000lx太阳光的室外环境中晒10min，期

间翻动2次，至叶面失去光泽、叶质软并具有清香味时，将其移入室内阴凉通风处凉20min，

再用摇青机将其摇青60转，静置50min，至含水量为60％、无红变且散发出浓郁花香；将萎凋

后的茶鲜叶于4℃冷藏室中，按轻重轻的加压原则用揉捻机揉捻40min，至成条率为90％、细

胞破损率90％以上时取出，用解块机解块；将上述揉捻叶按10-12cm厚度分层置于接有供氧

管道的红茶发酵机内，调节发酵机内温度为28℃、湿度90％，通入氧气进行有氧发酵，发酵

至叶色红黄、青草气消失、有花果香时停止发酵；将发酵叶置于茶叶干燥机中以110℃温度

初干至含水量20％，摊凉，再以70℃温度复干至含水量5％以下、手捏茶叶成粉末，并摊凉至

室温。

[0043] 将上述干燥后的茶叶与市购2级黑毛茶原料按重量比89％：11％进行拼配，充分混

匀；将拼配好的茶叶堆放在湿度为65％的温控房中，按30℃热处理12h、10℃冷处理12h的方

法，交替连续处理15天；将经醇化处理后的茶叶放入蒸茶机内，以温度为98℃的蒸汽蒸

6min，使其变软；将汽蒸好的茶叶按堆高15cm堆于渥堆室内，并在温度24℃、湿度84％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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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渥堆至色泽红褐、滋味醇和、无粗涩味；再按每公斤渥堆后的茶叶接种1ml冠突散囊

菌菌液的比例，将浓度为1.5×104cfu/ml的冠突散囊菌菌液喷洒在茶叶上，混匀；然后用温

度为98℃的蒸汽蒸至含水量为23％，将其放入砖茶压制模具内进行压制，定型2h后冷却至

45℃时取出；将压制好的茶砖放在烘房中，于温度26℃、湿度70％条件下发花8天后，逐渐升

高烘房温度至42℃，再干燥7d，待水分含量降至14％以下时，即可。

[0044] 经感官审评，制得的红茶产品金花茂密、颗粒均匀、色泽鲜活，冲泡后菌香浓郁且

带花香，滋味鲜醇、浓厚、滑爽；经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检测分析，结合参见图

1、图2，该红茶产品滋味品质成分水浸出物、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的含量依次为37.24％、

4.66％、0.76％、6.83％，香气品质成分反式-2,4-庚二烯醛(菌香)、芳樟醇氧化物(花香)的

相对含量分别为7.29％、13.52％，冠突散囊菌的数量为32×104CFU/g。图3显示了采用机械

压制与手工压制所得的本产品，图中的红茶均显示有“金花”，而现有的红茶是不压制的，也

是没有金花的。

[0045] 实施例2

[0046] 选择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秋季一芽四叶茶鲜叶为原料。

[0047] 将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秋季一芽四叶茶鲜叶置于萎凋槽中，厚度为3-5cm，在温度

32℃、湿度75％条件下进行初次萎凋，期间翻动2次，至青草气消失、叶片含水量为62％；将

初次萎凋后的鲜叶放于通风良好、光照强度为20000-40000lx太阳光的室外环境中晒

20min，期间翻动2次，至叶面失去光泽、叶质软并具有清香味时，将其移入室内阴凉通风处

凉40min，再用摇青机将其摇青100转，静置70min，至含水量为58％、无红变且散发出浓郁花

香；将萎凋后的茶鲜叶置于12℃冷藏室中，按轻重轻的加压原则用揉捻机揉捻60min，至成

条率为96％、细胞破损率90％以上时取出，用解块机解块；将上述揉捻叶按10-12cm厚度分

层置于接有供氧管道的红茶发酵机内，调节发酵机内温度为32℃、湿度98％，通入氧气进行

有氧发酵，发酵至叶色红黄、青草气消失、有花果香；将发酵叶置于茶叶干燥机中，以100℃

温度初干至含水量30％，摊凉，再以80℃温度复干至含水量5％以下、手捏茶叶成粉末，并摊

凉至室温。

[0048] 将上述干燥后的茶叶与市购2级黑毛茶原料按重量比95％：5％行拼配，充分混匀；

将拼配好的茶叶堆放在湿度为75％的温控房中，按40℃热处理12h、20℃冷处理12h的方法

交替连续处理21天；将经醇化处理后的茶叶放入蒸茶机内，用温度为102℃的蒸汽蒸4min，

使其变软；将汽蒸好的茶叶按堆高25cm堆于渥堆室内，并在温度28℃、湿度90％环境条件下

渥堆至色泽红褐、滋味醇和、无粗涩味；再按每公斤渥堆后的茶叶接种3ml冠突散囊菌菌液

的比例，将浓度为2.5×104cfu/ml的冠突散囊菌菌液喷洒在茶叶上，混匀；然后用温度为

102℃的蒸汽蒸蒸至含水量为27％，将其放入砖茶压制模具内进行压制，定型3h后冷却至55

℃时取出；将压制好的茶砖放在烘房中，于温度30℃、湿度76％条件下发花12天后，逐渐升

高烘房温度至45℃，再干燥10d，待水分含量降至14％以下时，即可。

[0049] 经感官审评，制得的红茶产品金花茂密、颗粒均匀、色泽鲜活，冲泡后菌香浓郁且

带花香，滋味鲜醇、浓厚、滑爽；经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检测分析，该红茶产品

滋味品质成分水浸出物、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的含量依次为36.0％、4.31％、0.82％、

7.14％，香气品质成分反式-2,4-庚二烯醛(菌香)、芳樟醇氧化物(花香)的相对含量分别为

7.38％、14.16％，冠突散囊菌的数量为36×104CF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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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实施例3

[0051] 选择茶树品种碧香早的夏季一芽三叶和一芽四叶茶鲜叶为原料。

[0052] 将茶树品种碧香早的夏季一芽三叶至四叶茶鲜叶置于萎凋槽中，厚度为4cm，在温

度30℃、湿度70％条件下进行初次萎凋，期间翻动2次，至青草气消失、叶片含水量为64％；

将初次萎凋后的鲜叶放于通风良好、光照强度为20000-40000lx太阳光的室外环境中晒

15min，期间翻动2次，至叶面失去光泽、叶质软并具有清香味时，将其移入室内阴凉通风处

凉30min，再用摇青机将其摇青80转，静置60min，至含水量为59％、无红变且散发出浓郁花

香；将萎凋后的茶鲜叶置于8℃冷藏室中，按轻重轻的加压原则用揉捻机揉捻50min，至成条

率为93％、细胞破损率90％以上时取出，用解块机解块；将上述揉捻叶按10-12cm厚度分层

置于接有供氧管道的红茶发酵机内，调节发酵机内温度为30℃、湿度94％，通入氧气进行有

氧发酵，发酵至叶色红黄、青草气消失、有花果香；将发酵叶置于茶叶干燥机中以105℃温度

初干至含水量25％，摊凉，再以75℃温度复干至含水量5％以下、手捏茶叶成粉末，并摊凉至

室温。

[0053] 将上述干燥后的茶叶与市购2级黑毛茶原料按重量比92％：8％进行拼配，充分混

匀；将拼配好的茶叶堆放在湿度为70％的温控房中，按35℃热处理12h、15℃冷处理12h的方

法，交替连续进行18天；将经醇化处理后的茶叶放入蒸茶机内，用温度为100℃的蒸汽蒸

6min，使其变软；将汽蒸好的茶叶按堆高20cm堆于渥堆室内，并在温度26℃、湿度87％环境

条件下渥堆至色泽红褐、滋味醇和、无粗涩味；再按每公斤渥堆后的茶叶接种2ml冠突散囊

菌菌液的比例，将浓度为2.0×104cfu/ml的冠突散囊菌菌液喷洒在茶叶上，混匀；然后用温

度为100℃的蒸汽蒸至含水量为25％，再放入砖茶压制模具内进行压制，定型2.5h后冷却至

50℃时取出；将压制好的茶砖放在烘房中，于温度28℃、湿度73％条件下发花10天后，逐渐

升高烘房温度至44℃，再干燥8.5天，待水分含量降至14％以下时，即可。

[0054] 经感官审评，制得的红茶产品金花茂密、颗粒均匀、色泽鲜活，冲泡后菌香浓郁且

带花香，滋味鲜醇、浓厚、滑爽；经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检测分析，该红茶产品

滋味品质成分水浸出物、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的含量依次为36.71％、4.27％、0.77％、

6.58％，香气品质成分反式-2,4-庚二烯醛(菌香)、芳樟醇氧化物(花香)的相对含量分别为

7.29％、13.67％，冠突散囊菌的数量为33×104CFU/g。

[0055] 传统工艺对比实验1

[0056] 选择茶树品种槠叶齐的夏季一芽三叶茶鲜叶为原料。

[0057] 将茶树品种槠叶齐的夏季一芽三叶茶鲜叶置于萎凋槽中，厚度为3cm，在温度28

℃、湿度65％条件下进行萎凋8小时，期间翻动4次，至青草气消失、叶片含水量为60％、散发

出清香；将萎凋适度的茶鲜叶于室温下按轻重轻的加压原则用揉捻机揉捻40min，至成条率

为90％、细胞破损率90％以上时，取出，用解块机解块；将上述揉捻叶按10cm厚度分层置于

红茶发酵机内，调节发酵机内温度28℃、湿度90％，发酵3h，至叶色红黄、青草气消失、有清

香；将发酵叶在温度为110℃的茶叶干燥机中初干至含水量20％，摊凉，再在温度为70℃的

茶叶干燥机中复干至含水量5％以下，并摊凉至室温，即可。

[0058] 经感官审评，制得的红茶产品条索紧结稍弯曲、较匀齐，色泽棕褐尚润，冲泡后汤

色橙红明亮，甜香，滋味苦涩、尚厚、欠浓；经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检测分析，

该红茶产品滋味品质成分水浸出物、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的含量依次为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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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29％、4.15％，香气品质成分芳樟醇氧化物(花香)的相对含量为3.02％，而冠突

散囊菌及反式-2,4-庚二烯醛(菌香)均未能检出。

[0059] 传统工艺对比试验2

[0060] 选择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秋季一芽四叶茶鲜叶为原料。

[0061] 将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秋季一芽四叶茶鲜叶置于萎凋槽中，厚度为5cm，在温度32

℃、湿度75％条件下进行萎凋8小时，期间翻动4次，至青草气消失、叶片含水量为62％、散发

出清香；将萎凋适度的茶鲜叶于室温下按轻重轻的加压原则用揉捻机揉捻60min，至成条率

为96％、细胞破损率90％以上时，取出，用解块机解块；将上述揉捻叶按12cm厚度分层置于

红茶发酵机内，调节发酵机内温度32℃、湿度98％，发酵4h，至叶色红黄、青草气消失、有花

果香；将发酵叶在温度为100℃的茶叶干燥机中初干至含水量30％，摊凉，再在温度为80℃

的茶叶干燥机中复干至含水量5％以下，并摊凉至室温，即可。

[0062] 经感官审评，制得的红茶产品条索紧结稍弯曲、较匀齐，色泽棕褐尚润，冲泡后汤

色橙红明亮，甜香，滋味苦涩、尚厚、欠浓；经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检测分析，

该红茶产品滋味品质成分水浸出物、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的含量依次为31 .17％、

2.81％、0.32％、4.23％，香气品质成分芳樟醇氧化物(花香)的相对含量为3.16％，而冠突

散囊菌及反式-2,4-庚二烯醛(菌香)均未能检出。

[0063] 传统工艺对比试验3

[0064] 选择茶树品种碧香早的夏季一芽三叶至四叶茶鲜叶为原料。

[0065] 将茶树品种碧香早的夏季一芽三叶或四叶茶鲜叶置于萎凋槽中，将茶树品种碧香

早的夏季一芽三叶至四叶茶鲜叶置于萎凋槽中，厚度为4cm，在温度30℃、湿度70％条件下

进行萎凋8h，期间翻动4次，至青草气消失、叶片含水量为59％、散发出清香；将萎凋适度的

茶鲜叶于室温下按轻重轻的加压原则用揉捻机揉捻50min，至成条率为93％、细胞破损率

90％以上时，取出，用解块机解块；将上述揉捻叶按11cm厚度分层置于红茶发酵机内，调节

发酵机内温度30℃、湿度94％，发酵3.5h，至叶色红黄、青草气消失、有花果香；将发酵叶在

温度为105℃的茶叶干燥机中初干至含水量25％，摊凉，再在温度为75℃的茶叶干燥机中复

干至含水量5％以下，并摊凉至室温，即可。

[0066] 经感官审评，制得的红茶产品条索紧结稍弯曲、较匀齐，色泽棕褐尚润，冲泡后汤

色橙红明亮，甜香，滋味苦涩、尚厚、欠浓；经主要香气品质成分与滋味品质成分检测分析，

该红茶产品滋味品质成分水浸出物、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的含量依次为29 .86％、

2.73％、0.28％、4.05％，香气品质成分芳樟醇氧化物(花香)的相对含量为3.02％，而冠突

散囊菌及反式-2,4-庚二烯醛(菌香)均未能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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