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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总结当前茶叶产地溯源研究进展ꎬ为茶叶的产地追溯提供参考ꎬ以推动茶叶市场良性发展ꎮ [ 方法] 通过文献
检索ꎬ从茶叶有机成分( 咖啡碱、儿茶素、茶多酚、氨基酸等) 及无机矿质元素检测方法和化学计量学应用等方面综述了茶叶
产地溯源及其在我国六大茶类中应用的研究进展ꎮ [ 结果] 目前茶叶有机成分的检测方法包括色谱、光谱及电化学方法ꎬ以
高效液相色谱、近红外光谱、电子鼻、电子舌为主ꎻ茶叶矿质元素的检测方法主要包括以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为光源的光谱和
质谱方法以及稳定同位素法ꎮ 我国茶叶产地溯源研究以绿茶、黑茶和乌龙茶为主ꎮ [ 结论] 茶叶产地溯源技术联用可提高
溯源精确度ꎬ对白茶、黄茶以及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溯源研究仍有待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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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地溯源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主要通过分析来自不同产地农产品的
特异性指标与其产地的关联性来追溯产品的产地来源 [１] ꎬ有助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ꎬ维护消费者利益和
稳定市场ꎮ 同时ꎬ地方特色产品及其产区通过农产品溯源也能得到进一步的保护ꎮ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
局( ＦＤＡ) 要求食品部门向 ＦＤＡ 登记ꎬ便于食品安全追溯 [２] ꎮ 欧盟对原产地保护标签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进行了明确规定以保护特色农产品和食品 [３] ꎮ 我国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及绿色贸易壁垒ꎬ出台了相关法
律法规 [４] ꎮ 随着各国农产品贸易的互通ꎬ对农产品溯源的要求将越来越多ꎮ

茶叶作为世界三大天然饮品之一ꎬ具有丰富的茶多酚、儿茶素等营养元素ꎬ在日常生活及进出口贸易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产地认证是茶叶质量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ꎮ 中高档茶类产品通常会标示产地ꎬ为
消费者的选择提供参考 [５] ꎮ 地理标志产品指通过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

进行命名的产品 [６] ꎮ ２０２０ 年ꎬ我国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ꎬ继续实
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的通知 [７] ꎮ 因此ꎬ茶叶产地溯源研究对于茶叶特别是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
管控以及销售市场的稳定ꎬ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前景ꎮ 本文综述了茶叶产地溯源的研究进展ꎬ列举了我
国六大茶类的应用实例ꎬ以期为茶叶产地溯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ꎮ

１

茶叶产地溯源方法
茶叶产地溯源一般采用茶叶有机成分或矿质元素作为标识物ꎬ结合化学计量学筛选数据并建立判别

与预测模型ꎮ
１.１

有机成分分析
茶叶有机成分如茶多酚、黄酮和儿茶素等品质指标ꎬ受气候、土壤、加工方式和季节等的影响 [８] ꎮ 一

般通过色谱分析法、光谱分析法及电化学方法分析茶叶有机成分ꎮ
１.１.１

色谱分析法

根据流动相和固定相的不同ꎬ色谱分析法可分为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ꎮ 茶类的色谱

分析主要用于测定儿茶素、咖啡因等有效成分及农残含量ꎮ 在茶叶产地溯源应用中ꎬ色谱分析法能够区分
不同发酵类型的茶ꎮ 高效液相色谱(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ＰＬＣ) 作为一种高速、高效、
高灵敏度的色谱法ꎬ已在棕榈油 [９] 、生姜 [１０] 、土豆 [１１] 等农产品产地溯源中得到广泛应用ꎮ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ｅｔ

ａｌ [１２]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了红茶、绿茶和速溶茶中的咖啡因、儿茶素、表儿茶素等指标ꎬ通过主成分
分析和线性判别分析能够完全区分这三大类茶ꎮ 进一步研究表明ꎬ仅根据儿茶素、没食子酸和生物碱含量
即可区分来自中国、日本、肯尼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的茶叶样品 [１３] ꎮ

Ｎａｖｒａｔｉｌｏｖａ ｅｔ ａｌ [１４] 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 高分辨率质谱法( ｕｌｔｒａ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ꎬ ＵＨＰＬＣ￣ＨＲＭＳ) 测定了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共 ５４ 个绿茶样本的代谢指
纹图谱表明ꎬ预测模型可以区分出绿茶地理来源ꎮ 说明通过联用技术ꎬ如色谱与质谱联用、气相与液相联
用ꎬ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茶叶中有机成分的组成和含量ꎬ有利于提高茶叶产地溯源的判别精度ꎮ
１.１.２

光谱分析法

研究ꎮ Ｄｉｎｉｚ ｅｔ ａｌ

[１５]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中红外吸收光谱法及近红外吸收光谱法可用于茶叶产地溯源
采用紫外可见光谱法对用沸水冲泡的阿根廷绿茶、阿根廷红茶、巴西绿茶、巴西红茶及

斯里兰卡红茶茶汤进行检测表明ꎬ利用 ２５１ ~ ４９０ ｎｍ 之间的光谱信息能够区分参试茶叶ꎮ 该方法简单、快
速且成本低ꎬ既可作为传统茶叶质量评价的替代方法ꎬ又可以识别茶叶产地ꎮ

紫外光谱较简单、特征性不强ꎬ且很多有机化合物在紫外光区没有吸收或者只有微弱的吸收ꎬ鉴定有
机成分的能力远不如红外光谱有效ꎮ Ｂｕｄíｎｏｖá ｅｔ ａｌ [１６] 以产自斯里兰卡、中国、印度、日本和肯尼亚的 ７ 种
红茶、２ 种绿茶及 ３ 种半发酵茶为样本ꎬ利用中红外光区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结合软独立建模分类法( ｓｏｆ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ａｌｏｇｙꎬ ＳＩＭＣＡ) 和线性判别表明ꎬ利用 １ ２７８ ~ １ ７３８ ｃｍ －１ 之间的光谱信息能

够区分不同产地及发酵类型的茶叶样品ꎮ 近红外光谱已被应用于肉类、水果、谷物的产地溯源研究 [１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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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９

Ｆｉｒ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１８] 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以及 ＳＩＭＣＡ 方法可将地理保护标志产品大
吉岭红茶与其他产地红茶区分开ꎬ表明近红外光谱法可作为一种快速、无损且相对便宜的方法来判断红茶
是否来自大吉岭ꎬ并检测大吉岭红茶是否掺假ꎮ
１.１.３

电化学方法

已有研究表明电子舌技术可以判断洞庭碧螺春的真假 [１９] ꎮ Ｋｏｖáｃｓ ｅｔ ａｌ [５] 利用电子

鼻、电子舌检测了 ５ 种来自不同种植园的斯里兰卡红茶ꎮ 结果表明ꎬ电子鼻和电子舌检测结果与专家感官
分析间存在显著相关性ꎬ并能按照海拔高度及种植园区分样品ꎮ 但该研究还需要更大的数据集支撑ꎮ 马
会杰等 [２０] 采用 Ａｉｒｓｅｎｓｅ Ｐｅｎ ３ 电子鼻测定了 ６ 个红茶和 １３ 个名优绿茶的香气组分ꎬ结合主成分分析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ＣＡ) 及线性判别分析(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ＬＤＡ) 能够按产地区分不
同香气的茶叶ꎮ 同时ꎬ电子鼻对绿茶干茶和茶汤的判别结果也不同ꎬ表明茶叶处理方式对电子鼻检测结果
有影响ꎬ需要与茶叶感官审评及其他茶叶香气检测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达到产地溯源的目的ꎮ

１.２

矿质元素分析
茶叶中的无机矿质元素含量与产地关系密切 [２１] ꎮ 矿质元素主要来源于植物的生长介质ꎬ因此可以通

过检测样品中的矿质元素差异推断出样品的产地 [２２] ꎮ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ｆｌａｍ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 ＦＡＡＳ) 可用于茶叶产地判别 [２３] ꎬ但灵敏度较低ꎬ难以测定硼( Ｂ) 、钒( Ｖ) 、钽( Ｔａ) 、钨( Ｗ) 及钼
( Ｍｏ) 等耐高温元素和碱土金属元素等 [２４] ꎮ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ꎬ ＩＣＰ) 法和稳定
同位素法常用于茶叶产地溯源的矿质元素分析ꎮ
１.２.１

ＩＣＰ 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 ＩＣＰ￣ＭＳ) 和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ａｔｏｍ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 ＩＣＰ￣ＡＥＳ) 在茶叶
品质鉴定中应用比较成熟 [２５] ꎮ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２] 通过 ＩＣＰ￣ＡＥＳ 测定了来自亚洲和非洲的 ２１ 种绿茶、２３

种红茶和 ２ 种速溶茶中 Ａｌ、Ｂａ、Ｃａ、Ｃｕ 等 １２ 种元素ꎬ结合主成分分析、线性判别分析及人工神经网络分析
基本能够区分亚洲茶和非洲茶ꎬ也能判别不同地域的亚洲茶ꎮ 罗婷等 [２６] 通过 ＩＣＰ￣ＡＥＳ 结合湿法消解测定
了来自安徽、四川、浙江和贵州的 ２８ 种绿茶中的 ９ 种元素ꎮ 不同产地绿茶聚类效果明显ꎬ能够有效区分产
地ꎮ 随着微波消解技术的普及ꎬ可以进一步减少茶叶样品尤其是名贵茶叶的检测用量 [２７] ꎮ

１.２.２

稳定同位素分析法

食品产地溯源研究

[２８]

稳定同位素技术多应用于地质勘探、环境监测等领域ꎬ近年来逐渐被应用于

ꎮ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ｅｔ ａｌ [２９] 通过同位素比质谱仪(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ｒａｔｉｏ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ꎬ ＩＲＭＳ) 测定了

１０３ 个亚洲茶叶中的稳定同位素元素ꎬ并通过线性判别的方法筛选出 δＤ、δ １３ Ｃ、４９ Ｔｉ、５３ Ｃｒ、５９ Ｃｏ、６０ Ｎ 等 ２２ 种
稳定同位素用于产地识别ꎬ其正确率达 ９７.６％ꎬ表明可以通过同位素区分不同产地的茶叶样品ꎮ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３０] 测定了我国重要绿茶产地样品的稳定同位素ꎬ并结合随机森林模型分析表明ꎬ通过稳定同位素能够
判别不同绿茶产地的茶叶样品ꎬ其中西湖龙井的判别正确率可达 ９７.９％ꎬ８５ Ｒｂ、２４ Ｍｇ、δ １３ Ｃ 和３９ Ｋ 可作为绿
茶产地溯源的重要地理指标ꎮ 由于稳定同位素特征明显ꎬ利用稳定同位素作为茶叶等农产品产地溯源的
标识物已成为一种趋势 [３１－３３] ꎮ

２

应用实例
依据加工方法ꎬ可将我国茶叶分为绿茶、青茶、红茶、白茶、黄茶和黑茶等六大类 [３４] ꎮ 同一类型茶叶有

多个产区ꎬ如绿茶在浙江、贵州、四川和云南等省均有生产ꎮ 随着国内外对茶产品质量控制和源头追溯的
要求日益提高ꎬ我国茶叶产地溯源研究逐步得到重视ꎮ 本文列举了常见茶叶产地溯源方法在我国六大茶
类中的应用实例ꎮ
２.１

绿茶
我国绿茶产量最多ꎬ２０１９ 年出口量达 ３０.４ 万 ｔꎬ占茶叶出口总量的 ８２.８％ [３５] ꎮ 绿茶质量受多种因素

影响ꎬ地理来源通常作为茶叶质量等级评定的重要指标ꎮ 国内针对地理标志产品龙井绿茶做了较多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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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研究 [３６－４１] ꎮ 龚自明等 [４２] 通过 ＩＣＰ￣ＡＥＳ 检测了来自湖北四大茶区 ３５ 份绿茶中的 ９ 种元素ꎬ利用 Ｋ、
Ｃａ、Ｍｇ、Ｍｎ、Ａｌ 等 ６ 种元素建立了判别模型ꎬ其回代检验和交叉验证的正确率分别为 １００％和 ９１.４％ꎬ说明
能很好地区分四大茶区的茶叶样品ꎮ 胡西洲等 [４３] 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 ｈｅａｄｓｐａｃｅ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ꎬ ＨＳ￣ＳＰＭＥ) 和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ꎬ ＧＣ￣ＭＳ) 检测了 ２４ 份西湖
核心区龙井茶和 １５ 份疑似龙井茶中的挥发性成分ꎬＰＣＡ 结果能够有效区分西湖核心区龙井茶与疑似龙
井茶ꎮ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４４] 利用 ＩＣＰ￣ＭＳ 检测了 ５ 个相邻产区 ７１ 份都匀毛尖的 ３９ 种元素ꎬ结合逐步线性分析区

分了不同产区的茶叶样品ꎬ模型的交叉验证和分类正确率分别为 ８８.３％ 和 ９６.０％ꎮ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４５] 采用 ＥＡ￣
ＩＲＭＳ 及 ＩＣＰ￣ＭＳ 检测了中国主要绿茶生产省份绿茶样品的 Ｃ、 Ｎ、 Ｈ 和 Ｏ 等 ４ 种稳定同位素及 ２０ 种元素
表明ꎬＰＣＡ 结合 ＬＤＡ 能够验证绿茶的具体省份ꎬ正确率达到 ９２.３％ꎬ同一省份不同产区绿茶的判别正确率
也可达 ８７.８％ꎮ 由此可见ꎬ稳定同位素和多元素分析结合统计模型可用于确认中国绿茶的地理来源ꎬ打击
造假行为ꎮ
２.２

红茶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类ꎬ可分为大叶种和小叶种ꎮ 大叶种红茶的富马酸、茶碱、可可碱和茶黄素等

含量较高ꎬ而小叶种红茶的游离氨基酸含量较高 [４６] ꎮ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４７] 通过近红外光谱法采集了来自中国、印
度、肯尼亚、斯里兰卡及缅甸红茶中的咖啡因、总酚、游离氨基酸等主要化合物的光谱数据ꎬ采用偏最小二
乘法(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ꎬ ＰＬＳ) 判别来自不同产地的红茶样品ꎬ可用于红茶产业的质量控制和流程监督ꎮ
方仕茂 [４８] 分别利用 ＨＰＬＣ 和 ＨＳ￣ＳＰＭＥ / ＧＣ￣ＭＳ 检测安徽省 ５ 个乡镇祁门红茶中的非挥发性成分和挥发

性成分ꎮ 结果显示ꎬ将非挥发性化合物与挥发性化合物相融合构建的 ＬＤＡ 模型比单独使用非挥发性数据
或者挥发性数据能够更好地实现不同产地祁门红茶样品的产地溯源ꎮ 目前尚未见以矿质元素作为标识物
的红茶产地溯源研究ꎮ
２.３

黑茶
黑茶中的普洱茶有显著的减肥降脂和抗氧化功能 [４９] ꎬ产地溯源研究较多ꎮ 即使产地仅相距 ３０ ~ ５０

ｋｍꎬ当地的地理环境也会影响普洱茶的品质和口感 [５０] ꎮ 林昕等 [５１] 通过 ＩＣＰ￣ＡＥＳ 检测了 ２ 个主产区 １０７
个普洱茶叶样品中的 ２１ 种微量元素和 １５ 种稀土元素ꎮ 虽然部分样品呈现离群现象ꎬ但利用决策树 Ｃ５.０

算法、ＴＡＮ 贝叶斯算法和 ＢＰ￣ＡＮＮ 等方法能够很好地区分 ２ 个主产区的茶叶样品ꎮ 说明利用不同普洱茶
产区特征元素差异性结合化学计量学能够有效地对普洱茶产地进行溯源ꎮ 李余进等 [５２] 利用近红外光谱
技术采集了西双版纳、普洱市、临沧市 ３ 个产地 ８１ 份普洱茶样本的 １ １００ ~ ２ ４９８ ｎｍ 光谱数据ꎬ判别正确
率为 ９８.１５％ꎬ验证集的识别正确率为 １００％ꎬ表明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与判别定标识别模型相结合也可迅
速识别普洱茶的产地ꎮ
２.４

乌龙茶
乌龙茶主要产地为福建、广东及台湾三省ꎮ 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５３] 利用近红外光谱法测定了 ４５０ 份安溪铁观音

及 １２０ 份其他产地铁观音ꎬ通过标准正态变量转换结合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能够将不同安溪铁观音和其
他产地的铁观音样品区分开ꎮ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５４] 利用 ＨＳ￣ＳＰＭＥ / ＧＣ￣ＭＳ 技术提取并筛选出安溪县和龙泉市 ５ 个
乌龙茶品种的 ２６ 个特征峰ꎬ通过香气成分可以区别不同产地的乌龙茶ꎬ但品种间香气成分差异比地域或
品质间差异更明显ꎮ 武夷岩茶属乌龙茶ꎬ其产地可分为正岩区、半岩区及洲茶区ꎮ Ｌｏｕ ｅｔ ａｌ [５５] 通过稳定同
位素比率和金属元素分析技术测定了 ９９ 个武夷岩茶样本和 ３３ 个非武夷岩茶样本中的矿质元素和稳定同
位素ꎬ利用 δ ２ Ｈ、δ １８ Ｏ、Ｃｓ、Ｃｕ、Ｃａ 和 Ｒｂ 特征元素建立的 ＳＶＭ 预测准确度达 ９７.７３％ꎬ说明能很好地判断武
夷岩茶与非武夷岩茶样品ꎮ 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５６] 利用 ＨＰＬＣ 检测了武夷山御茶园( 正岩区) 、龟岩( 半岩区) 及旗山
( 洲茶区)３ 个茶园中武夷岩茶鲜叶中的游离氨基酸成分ꎬ采用系统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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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不同产区的武夷岩茶ꎮ 王丽鸳等 [５７] 通过 ＨＰＬＣ 检测了 ３６ 个正岩茶样本以及 ２２ 个半岩茶样本中的
儿茶素类化合物含量表明ꎬ训练集和外部验证集的正确判别率分别为 １００％和 ８５.７％ꎬ区分效果明显ꎮ

２.５

白茶
白茶属于轻发酵茶类ꎬ具有满身披毫的特点ꎮ 因白茶产量及产地局限ꎬ目前有关白茶产地溯源的研究

较少ꎮ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５８] 利用质子转移反应 － 飞行时间 － 质谱分析( ｐｒｏｔ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 ＰＴＲ￣ＴＯＦＭＳ) 采集了来自福鼎、政和及建阳 ４０ 个白茶样品中的挥发性成分表明ꎬ地区间白茶
样品中的挥发性成分种类差异不大ꎬ相对浓度有明显区别ꎮ 正交偏最小二乘 － 判别分析法(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ｐａｒ￣

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ＯＰＬＳ￣ＤＡ) 结果显示ꎬ三地样品的判别率和测试集的预测正确率都高
于 ９０％ꎬ且筛选出乙醛、乙醇、１ꎬ３￣丁二烯和环丁烯等 ９ 种特征物质ꎬ为筛选白茶特征物质提供参考ꎮ

２.６

黄茶
黄茶属于轻发酵茶类ꎬ按鲜叶的嫩度及大小可分为黄芽茶、黄小茶和黄大茶ꎮ 刘晓等 [５９] 用液相色谱 －

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ｉｍ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ꎬ ＬＣ￣ＴＯＦ / ＭＳ) 测定了来自 ２４

个厂家的蒙顶黄芽样品中的儿茶素、表儿茶素、表没食子儿茶素和咖啡碱等含量ꎮ 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
析ꎬ样品可分为未经过闷黄、采用现代工艺闷黄、用陈茶炒黄及传统工艺闷黄四大类ꎬ说明该方法可区分我
国不同加工工艺以及不同产地的黄茶ꎮ 此外ꎬ尚未见有关光谱分析法及以矿质元素为标识物的黄茶产地
溯源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茶叶产地溯源研究多以绿茶、黑茶及乌龙茶为主ꎮ 其他茶类的产地溯源研究见表 １ꎬ

其中六安瓜片、洞庭碧螺春和安化黑茶等属于地理标志产品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检测方法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数据处理

品种

ＨＰＬＣ

ＰＣＡ、支持向量机

六安瓜片( 绿茶)

安徽

ＮＩＲ

ＭＷ￣ＢＰ￣ＡＮＮ、ＳＶＭ

洞庭碧螺春( 绿茶)

江苏

崂山绿茶、日照绿茶

山东

庐山云雾茶( 绿茶)

江西、广西、四川、福建

毛尖( 绿茶)

河北、河南

功夫红茶

安徽、广东、云南

安化黑茶

湖南、云南

安化黑茶

湖南

二阶导数、ＣＡ

黑茶

四川、湖南、云南、广西、陕西

相似度分析

黑茶

四川、湖南、云南、广西、陕西

ＳＶＭ、ＢＰ￣ＡＮＮ、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铁观音( 乌龙茶)

福建

乌龙茶

福建、广东、台湾

ＰＣＡ、ＦＤＡ、ＫＮＮ、ＰＬＳ￣ＤＡ

铁观音( 乌龙茶)

福建

水仙茶( 乌龙茶)

福建

闽北水仙茶( 乌龙茶)

福建

ＩＣＰ￣ＭＳ
高光谱图像

胶束电动色谱( ＭＥＫＣ)
ＮＩＲ

ＩＣＰ￣ＭＳ

ＧＣ￣ＴＯＦ￣ＭＳ
ＦＴＩＲ

ＨＰＬＣ￣ＤＡＤ￣ＥＬＳＤ
ＩＣＰ￣ＭＳ
ＨＰＬＣ

Ｈ１￣ＮＭＲ、ＮＩＲ
ＨＰＬＣ

ＰＴＲ￣ＴＯＦ￣ＭＳ

３

我国茶叶产地溯源研究实例

ＰＣＡ、ＣＡ、ＬＤＡ
ＰＣＡ、ＢＰ￣ＡＮＮ

ＨＣＡ、ＰＣＡ、ＬＤＡ
ＫＮＮ

ＰＣＡ、ＰＬＳ￣ＤＡ
ＰＣＡ、ＰＬＳ￣ＤＡ

ＰＣＡ、典则判别分析

ＰＣＡ、ＰＬＳ￣ＤＡ、ＯＰＬＳ￣ＤＡ
ＰＣＡ、ＫＮＮ、ＰＬＳ￣ＤＡ

来源

参考文献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展望
上述茶叶产地溯源方法各有利弊ꎬ如近红外光谱法可实现无损分析ꎬ但所需样品量大ꎻ电化学方法可

直接测定茶叶香气及茶汤滋味ꎬ但目前还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评茶方式并准确用于产地溯源ꎻ色谱法在茶叶
产地溯源中应用较多ꎬ可实现产地及年份的判别ꎬ同时也受储存方式和加工方法的影响ꎮ 由于矿质元素稳
定性更高ꎬ近年来利用其对产地相近的同种茶叶进行产地溯源的研究越来越多ꎮ 通过技术联用以及将多
种物质作为检测对象ꎬ如非挥发性物质结合挥发性物质或微量元素结合稳定同位素等方式ꎬ可以进一步提
高产地溯源的准确度ꎮ 从我国六大茶类产地溯源应用实例可以看出ꎬ绿茶的相关研究最多ꎬ利用有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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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矿质元素的产地溯源方法在绿茶、红茶、黑茶和乌龙茶四种茶类中均有应用ꎬ白茶及黄茶的研究较少ꎬ这
与产量及知名度等都有一定的联系ꎮ 此外ꎬ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溯源研究仍有待加强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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