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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福建省茶叶质量检测与技术推广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福建省茶叶流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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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茶感官审评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陈年茶感官审评条件、感官审评、审评结果与判定。

本文件适用于陈年茶的感官审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8302 茶 取样

GB/T 14487 茶叶感官审评术语

GB/T 18797 茶叶感官审评室基本条件

GB/T 23776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陈年茶

在满足阴凉、干燥、通风、无异味的环境条件下，相对密封避光贮存，自然陈化若干年，无受外来

污染，无霉变劣变，其品质特征已明显区别于新茶，且具陈韵的茶品。

3.2
自然陈化

除了维持“3.1条”所需的包装和贮存条件而采取的正常防控措施外，陈化过程无非正常的人为措施

干预其陈化进程。

3.3

陈化度

陈年茶在正常的贮存条件下，以自然陈化的方式，在色、香、味等感官上表现出来的陈化程度。

3.4



T/FTMA XXXX—XXXX

2

陈纯度

仓储优良程度。指陈年茶贮存过程中仓储条件的控制水平在感官上的优劣表现。

3.5

陈韵

陈年茶经过自然陈化所得到的不同于新茶的感官风味，香气以陈香为主，兼具果香、蜜香、梅香、

枣香、药香、参香、木香等香型，滋味以“陈醇润活”为主要特征，令人愉悦，并具良好的品鉴性之特

质。

4 感官审评条件

感官审评环境应符合GB/T18797的规定，审评设备、审评用水、审评人员应符合GB/T 23776 的规定。

5 感官审评

5.1 取样方法

按照GB/T 8302 规定执行。

5.2 审评内容

5.2.1 审评因子

按照陈年茶的原料、陈纯度、陈化度和品鉴性“四项因子”进行。

5.2.2 审评因子的审评要素

5.2.2.1 原料

审评其形状、色泽。形状以原料的产品标准中感官品质项的外形要求为依据审评其优劣。干茶色泽

审评色度与润活度。

5.2.2.2 陈纯度

审评其陈香的纯正程度。

5.2.2.3 陈化度

审评其陈韵特征及陈化程度。

5.2.2.4 品鉴性

品鉴性审评其香气、滋味为主，汤色、叶底为辅。香气审评其浓度、类型、愉悦度；滋味审评其醇

厚度、润活度等；汤色审评其通透度；叶底审评其活性度。

5.3 审评方法

5.3.1 原料审评方法

按照GB/T 23776 规定的形状与色泽的审评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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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茶汤制备

取代表性茶样，陈年乌龙茶6.0g，其他茶类4.0g，按表1中相应的审评参数，按汤色、香气、滋味、

叶底的顺序逐项审评。

表 1 陈年茶感官审评技术参数

类别 茶水比 冲泡次数（次） 冲泡时间（min） 冲泡水温（℃） 冲泡器具

陈年乌龙茶 6﹕110 3 2/3/5 100℃ 盖碗

陈年白茶 4﹕150 2 2/5 100℃ 柱形杯

陈年红茶 4﹕150 2 2/5 100℃ 柱形杯

陈年绿茶 4﹕150 2 2/5 100℃ 柱形杯

陈年花茶 4﹕150 2 2/5 100℃ 柱形杯

5.3.3 陈纯度、陈化度、品鉴性审评方法

5.3.3.1 陈年乌龙茶

第一泡审评汤色、仓储情况为主；第二泡审评香气、滋味为主；第三泡审评陈韵的持久性；陈化度

以三泡内质综合审评。

5.3.3.2 陈年白茶、陈年红茶、陈年绿茶、陈年花茶

第一泡审评汤色、陈纯度为主，第二泡审评香气、滋味为主，陈化度以第一泡和第二泡综合审评。

6 审评结果与判定

6.1 评分方法

按照 GB/T 23776 的规定执行。

6.2 感官审评结果

感官审评描述与评分按表2。

表 2 陈年茶感官品质评语与各因子评分表

类别
级

别

原料 品鉴性 陈

纯

性

陈

化

度

得分

区间
外形 内质

形状等 色泽 汤色 香气 滋味 叶底

陈

年

茶

甲
按原料产

品标准
褐、润活 透亮 陈香馥郁 陈醇润活

软亮有

活性
仓储优 陈化充分 91～100

乙
按原料产

品标准
褐、较润 较亮 陈香浓纯 陈醇厚 较软亮 正常

陈化较

充分
81～90

丙
按原料产

品标准
褐、淌润 尚明 陈香纯正 陈尚醇 尚软 尚正常 稍陈化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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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形状等：按原料产品标准要求，参照GB/T23776-2018之附录B进行评分。

6.3 审评因子评分系数

审评因子评分系数见表3。

表 3 陈年茶审评因子评分系数

类别 外形 香气 滋味 汤色 叶底 陈纯性 陈化度

陈年乌龙茶 10 20 25 / 10 15 20

陈年白茶 15 20 25 / 10 15 15

陈年红茶 15 20 25 / 10 15 15

陈年绿茶 15 20 25 / 10 15 15

陈年花茶 15 20 25 / 10 15 15

6.4 合格评定

以评价因子（原料、陈纯度、陈化度与品鉴性）逐项对比审评，按照 GB/T 23776 中“七档制”评

分及判定方法，进行合格评定。

6.5 品质顺序排列

根据计算结果审评的名次按分数从高到低的次序排列。如遇分数相同者，则按“品鉴性→仓优性→

陈化度→外形”的次序比较单一因子得分的高低，高者居前。

6.6 审评记录

用茶叶审评记录表对审评茶样各因子进行评分，并用 GB/T 14487 或本标准规定的评茶术语具体描

述和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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