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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感官审评方法及其新发展 
冯 花 郭雅玲 

(’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系； 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乌龙茶加工岗位 ) 

摘要-茶叶感官审评是凭借人的感觉器官，通过一定的评茶程序来确定茶叶品质优次 

的一种评茶方法。目前，这种方法因其具有快速、简便且较为准确的优点，而被国内外茶 

叶界认可并广泛运用。本文阐述了茶叶感官审评的主要内容和程序以及审评程序中应该 

注意的问题，并简略介绍了几种现在逐步应用到感官审评中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关键词：感官审评；审评环境；审评设备；审评操作 

茶叶感官审评是一种通过感官鉴定茶叶品质的实用 

性技术。茶叶生产通常 由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两部分组 

成 ，其最大特点是农 、工、贸一条龙。由于种种因素的 

影 响，在茶 叶加工的各个 环节都有可能 出现 品质 问题 

⋯。因此 ，为了避免终产品的品质缺陷，每个工序都要 

经过品质鉴定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加工成品还要对照 

国家或地 方的有关标准进行品质检验 ，才能进入市场。 

感官审评长期 以来都是评定茶叶品质优次的重要方法 ， 

也被国内外茶业界所广泛认同。但由于感官审评是利用 

人体各种感觉器官如视觉、味觉、嗅觉等，依靠科学的 

操作技术和实践经验来鉴别茶叶色、香、 味、形的优次 

并对照标准样鉴定其等级的 ，因此 。感官审评容易受到 

审评人员的生理条件、工作经验以及环境条件等 因素的 

影响。不同的审评人员或同一个审评人员在不同的生理 

及环境条件下 ，对同一个茶样 ，通过感官审评得出的结 

果 ，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 ，最终影响茶叶品质评定的准 

确性【2]。而审评人员要认真分析影响茶叶审评的各种因 

素 ，克服 不良影 响 ，才能提高审评 的准确度 ，从 而全 

面、客观地反映一个茶样的本来品质。 

1茶叶感官审评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目前茶叶产品感官审评主要根据国家标准中对各类 

茶 叶品质 特征 的描述和要求 以及实物标准样 和贸易样 

等 ，对拟检产品进行审评。评价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外 

观和内质 ，其中外观审评主要通过对茶叶形状的大小、 

松紧、嫩度、匀度、平滑程度、茶叶颜色以及光泽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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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 来判断茶叶产 品是否符合 其茶类 的品质要求以及 

判定其在该茶类中所处的级别：内质的审评则主要根据 

茶叶香气类型与浓度高低 ，茶汤颜色与 明亮程度 ，滋味 

鲜爽度 、浓度、厚 度及强 度，以及叶底的颜色和老嫩匀 

整 度等观 察或 品尝来 判断 。茶 叶感 官审评 过程包 括取 

样 、把盘 、外观评价和开 汤审评 内质和结果分析五个部 

分[3]。这些过程一般 由经验丰富的评茶师及相关辅助人员 

在评茶室内共同完成。 

2审评程序及应注意的问题 

2．1 审评环境 

审评环境是茶叶审评工作场所的基本构成要素之 

一

。 选择和规范 审评 的各种主要环境因素 ，建立满足审 

评需要的适宜工作环境，是进行审评工作的先决条件。 

2．1．1温度 

审评环境温度一般 以20～27℃为宜。过高 的温度 ， 

不仅会造成审评 人员的不适感 ，影响审评人 员的正常心 

态 ，也会给审评操作带 来不便 ，甚至造成 失误。而过低 

的温度 ，会使 审评人 员感觉器官灵敏 性下降 的同时 ，也 

会因审评杯热量散失过快，影响茶叶的冲泡效果。同时 

低温也限制了高沸点气体分子的扩散 活动 ，使香气的表 

现产生变化。如果审评室的温度不能达到审评要求，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利用空调进行调节。 

2．1．2光照 

审评 室要 求光照 充足 、均 匀 ，但 不得有 直射 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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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强烈的阳光将导致光化学反应 的发生 ，会改变茶叶 

的香气和滋味 ，造成茶叶风味的下降。不均匀的光线会 

影响审评人员对茶叶色泽 的辨识 ，对外形 、汤色和叶底 

的审评也会产生影响。地处北半球 的审评室朝向应背南 

面北 。因北面光线从早到晚照射 比较均匀 ，变化较小 。 

窗 口要宽敞 。并 以朝北 为宜 ，以减少上 下午光线 的差 

异。审评室北窗不宜有树木和其它障碍物 ，最好在其窗 

El外装置一排 黑色斜 形的遮光板 ，向外 突出倾斜 度为 

30。 ，避免窗外树木和其它障碍物等反射光对室内光线 

的影响。审评室内的墙壁及天花板均 以刷 白为宜，因为 

白色可 以增强室内的明亮度和避 免杂色反光。审评室的 

窗户也不可使用有色玻璃【2]。 

2．1．3 噪音 

审评环境 必须保持安静。持续 的噪音 ，对审评人员 

的生理 和心理都会造成压力 ，且噪音程度越高 ，持续时 

间越长 ，审评人员的压力也会越大。在有意无意之 中， 

噪音会导致审评人 员出现情绪波动，这必然不利于准确 

地进行茶叶感官审评 。因此必须注意审评室的隔音密封 

性，并将夕 源声音音量控制在60分贝以下 ，这一点往往 

被忽视。 

2．1．4 异昧 

审评环境 受异味污染 的原因有很多。在 建立审评室 

时，必须考虑到附近 的环境不能存在强烈的气味 ，更不 

能在审评 室内放置、使用有气味的物品。同时 ，还应注 

意保持审评室 内空气 的流通 ，审评室的门窗长 时间关闭 

会造成空气质量下降，不利于审评工作。 

2．2 审评设备 

即使是对 同一批茶 、审评器具 、用水及 其他设备在 

材质、规格和使用方法上的差异 ，都可能使 审评结果出 

现很大差异f 。 

2．2．1正确选择 器具 

在通常应用的审评方法中，对各种审评器具均有相 

应的规定。在同时审评多种茶样时 ，除了注意审评杯 、 

碗的配套外，还需考虑到瓷质材料在色度上的一致性 

【5_
。 

2．2．2重视器具 的清洁和维护 

审评完毕后审评器具简单地用水；中洗，并不能彻底 

清除审评杯 、碗中的茶汁 ，虽然 当时 肉眼不能发现 ，但 

杯碗干透后会出现深色痕迹 ，这必将会影响到 以后的审 

评工作【4l。 

2．2．3了解 冲泡用水 的水质状况 

审评 时的冲泡 用水除 了要求透 明洁净 、无嗅 无味 

外 ，还应注意水的酸碱度 、硬度 ，及水中所含各种矿物 

质、离子的数量对 审评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 在茶 

汤的颜 色方面 ，对香气 和滋味 的影响 更甚 。一般来 

说 ，由于茶树在偏酸的环境 中生长 良好 ，因此用稍偏酸 

性的水冲泡 ，有利于茶叶品质 的良好表现 。而偏碱 性的 

水 。会使茶叶内含 的黄酮类物质产生 自动氧化 ，造成茶 

汤颜色加深变暗，滋味也失去鲜爽感 ，建议 的指标pH值 

为 ．0—7．5。水的硬度不仅影响其pH值 ，对茶叶内含物 

质 的浸出率也有显著影响。硬水 中高含量 的钙会与多酚 

类物质结合 ，抑制 茶多酚 的溶解和浸 出 ，影 响茶汤滋 

味。许多矿物质及溶解的金属离子 ，如果含量稍高 ，常 

会使茶汤产生苦涩味 ，影响茶味 的正常表现 。如果用含 

铁量较高的水冲泡茶叶 ，或茶叶 中混有含铁的杂质 ，还 

会使茶 汤颜色变暗发黑【7]。 

2．3审评操作 

在整个的茶叶 审评程序中，掌握并熟练运用每一步 

操作技巧 ，才能减少感官审评误差 ，提高其审评结果 的 

准确度I6】，掌握操作技巧。 

(1)做准备工作时，一定要把样盘、叶底盘、审 

评碗、审评杯等按一定的顺序编号。 

(2)取 样茶时，一定要按 国标GB8302规定的四分 

法取具有代表性的样茶。 

(3)摇样盘 的操作过程 中。特 别要掌握好 “摇 ”、 

“收”、 ‘抓”、 ‘镀 ”四个环节的效果。 

(4)看外形 时，要注意 因光线强弱不同造成 目光上 

的误差，要把样盘和标准样(对照)盘互相交换位置看。 

(5)称取开汤样 时，取样也要有代表性 ，特 别要 

注意手势。即先把茶盘里的茶叶充分拌匀稍微拨拢成 

堆 ，再轻轻地稍微压平 。然后 ，利用拇指 、中指和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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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指头撮取。注意不同的茶类手法略有不同，条形茶 

将拇指与食指、中指对称，弯成马蹄形。圆炒青将三指 

形成三角形均从样盘中间取样，切记要一次性取足，不 

可多次抓茶添增。 

(6)冲泡开汤时 ，首先要注意选择好冲泡所用的 

水质 、水温、冲泡时间。凡是清澈无色、无味的洁净水 

均可，其水温为1O0℃ ，冲泡时间为5分钟 ，其次 ，；中泡 

要从 左向右 顺序 进行 ，；中至杯 口锯齿(或弧形缺 口)下 

沿 ，边；中边加盖子，且从第一杯开始记时。 

(7)冲泡5min后，特另4注意要按冲泡先后次序将 

茶汤全部倒入审评碗内，杯 中残余茶汁应完全沥尽。 

(8)看汤色，热看快速分出档次，优者上推，劣 

者下拉 。为了避免光线的影响，可将审评碗相 互交换位 

置对比着看。 

(9)嗅香气 ，特别要注意时间和方法，每次嗅的 

时间应控制在2～3min，时间一长容易使嗅觉失去灵敏 

感，在杯数多时还容易先热后冷 ，失去杯与杯之间香气 

的可比性 ，杯盖斜开不可过大，以使香气可以集中吸入 

鼻中，每次嗅时还应把杯子抖动一下 ，使杯中茶叶震动 

透出香气。嗅后随即把杯盖盖好 ，以免香气逸出，同时 

注意不要让自己呼出的气体进入杯内。此外，还应注意 

排除抽烟 、搽化妆品等异味对香气的干扰。 

(1 0)尝滋味 ，应尽量减少嗜好性对滋 味审评 的 

影响，既要有充沛精力而聚精会神，又不能主观臆断， 

同时还要考虑到该茶应具有的滋味风格。为此，特别要 

注意杯温应控制在45～50 ℃ ，每次数量 4～5mI，时间 

约为3～4s。每尝一杯 ，茶匙即应放入清水碗中洗净残 

液 ，再尝第二杯 ，以免相互影响。审评前 ，审评人员不 

应饮食具有强烈刺激的食品，如辣椒、葱蒜、糖果等 ， 

也不宜吸烟，以保持味觉的灵敏度。 

(1 1)看叶底 ，特 别要注意光线对审评结果 的影 

响。可将叶底盘位置相互交换，反复评比。倒叶底时， 

要注意把粘在杯壁 、杯底和杯盖上的茶叶全部倒净。通 

过看、摸或揿压叶子来仔细辨别叶质的软硬、粗细，从 

而正确地识别其老嫩度。 

3新技术在茶叶审评中的应用 

虽然感官审评法 以其快速 简便 的优点而被广泛应 

用 ，但是人 的 感官器 官 的灵敏 度 易受到外 界 因素 的干 

扰 ，从而影响评定的准确性[8】。所 以近几年 ，茶叶工作者 

开始将一些新技术 ，新仪器运用到感官审评 中以提高其准 

确性。 

3．1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用于茶叶的视觉评价 

从茶叶感官审评方法上看 ，茶叶 的质量指标大 多和 

视觉有关。茶叶的色泽 (外形色泽、汤色、叶底色泽 )和 

外形 (嫩度、条索、净度 、匀整度 )都是通过人眼观察得 

到。由于计算机图像处理的精度高于人的视觉精度，对 

外形和颜色变化的反应更灵敏，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茶 

叶视觉品质的辅助检测，定量化评价茶叶的颜色和外形， 

是比较成功的一项技术[8】。 

3．2 电子鼻用于茶叶香气评价 

茶叶香气是决定茶叶品质 的重要 因子之一 ，近年来 

新 兴起利 用电子鼻进行茶叶香 气的检测。电子鼻又称气 

味扫描仪，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快速检测食品 

香气的新型仪器。Nabarun Bhattacharyya用金属氧化 

物狐狸2000型电子鼻探测红茶的香气【9】。试验表明，应 

用 电子鼻探测的香气对无性系茶树品种进 行分类是可行 

的。Sell Katayama等应用传感器技术探测绿茶的香气 ， 

结果表明 ，该技术完全可 以把不同地区和不同品种的绿 

茶品种 区分开来 ，即可 以通过对香气的分析来区分生长 

在 不 同地 区 的绿 茶 品种 。Ritaban D utta等 用电子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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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公司生产 的4个涂锡 的金属氧化物传感器组成) 

对5种不同加工 工艺 的茶叶进行分析 和评价 ，得 出采用 

RBF的ANN分析方法可以把五种 不同加工工艺的茶 叶区 

分开来。因此可以预见 ，开发电子鼻技术在茶叶香气评 

价上需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3．3 电子舌用于茶 叶味觉评价 

在茶 汤滋味评价 方面，目前最有前景 的技术 是电子 

舌的应用。电子舌是一种使用类似于生物系统的材料做 

传感器 的敏 感膜 ，当类脂薄膜 的一侧 与味觉物 质接触 

时，膜电势发生变化而产生响应 ，检测 出各类物质之间 

的相互关系。这种味觉传感器具有高灵敏性、可靠性 、 

重复性 ，它可 以对样 品进行 量化 ，同时可 以对一 些成分 

含 量 进行 测 量 。 目前 较典 型 的 电 子舌 系统 有法 国的 

AIPha MOS系统和 日本 Kiyoshi Toko电子舌Larisa 

Lvova等研究了电子舌在茶叶滋味分析中的运用。发现 

应用电子舌可以定量的分析茶叶的品质【1。]。 

3．4色谱在茶叶审评中的应用 

色谱是 以色度学彩色复制理论 为基础 ，以标准化、 

数据化为目标 ，结合人眼的实际分辨力制定 的一系列色 

块。色谱无论在茶汤汤色审评 、审评 技术训练等实际工 

作中， 尤其是科学研究中都有着较广泛的应用前景。借 

助于色谱 ，不仅有助于对汤色术语的准确应用 ，而且可 

对汤色进行色度分析和数量化分析 ，茶叶审评 中应用色 

谱时有着色差仪 、色度再现仪和光学密度计所没有的若 

干优点。 

3．5人工神经网络在茶叶审评 中的应 用 

ANN(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是近2O年来人工 

智能领域中兴起的研究热点。它是模拟生物的神 经结构 

系统而建立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 ，其特点是可以通过例 

子学习(训练)去解决 问题 ，而不必知 道对 象的数学 模 

型。特别是多层前馈BP网络 ，可通过学 习以任 意精度 

逼近任何连续影射 ，应用广泛。曾有试验将神经 网络技 

术应用于茶叶品质评定，以传统各项感官审评因子为基 

础 ，建立了铁 观音 品质评定 的BP神经网络模型 ，为茶 

叶品质评定提供一条新途径。 

4小结 

目前这些新技术 的应用范围和效果与人们的期望还 

存在 很大差异 ，一些 关键 性问题 需要进一步 解决 ，例 

如，传感器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 

如何 建立起完 整的检测数据 库等 。但 是 ，我 们可 以预 

测。在21世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时代，以上这些问题能 

够得 以解决。 这些新技术最 终将从 实验室走 向实际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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