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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析茶及冰析现萃茶饮料的制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冰析茶及冰析现萃茶饮

料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做青处理：选择品

种茶为原料，采摘后摊放2～6小时，再进行摇青，

摇青时间2～4小时，再晾青1～3小时，使茶叶失

水率在15％～50％，制成做青茶叶；冰冻化处理：

将做青茶叶低温处理，处理温度-25℃--196℃，

处理时间0.5～4小时，再将茶叶初碎至7～40目，

茶叶失水率达到50％～75％后，直接冷冻，形成

冰析茶；干燥处理：使茶叶含水率2％～10％，得

到冻干冰析茶或热干冰析茶。其中，冰析茶、冻干

冰析茶或热干冰析茶都可直接作为商品茶叶及

原料用茶或进行磨碎茶直接应用。本发明不但能

保留茶叶滋味和香气，体现滋味浓郁苦涩味低，

而且香气以花香为主，持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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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冰析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①做青处理：选择龙井43、薮百种、铁观音、黄金桂、水仙、凤凰单枞、阿萨姆和云南大叶

种其中之一的品种茶为原料，采摘其鲜叶，摊放2～6小时，摊放条件控制在温度20℃～40

℃、湿度50％～90％，使茶叶失水率达到7％～20％后，将摊放叶进行摇青，摇青时间2～4小

时，再晾青1～3小时，所述摇青和晾青返复3～5次，使茶叶失水率在15％～50％，制成做青

茶叶；其中所述摇青条件控制在温度20℃～50℃，湿度50％～75％；

②冰冻化处理：将所述做青茶叶低温处理，处理温度-25℃～-196℃，处理时间0.5～4

小时，再将茶叶初碎至7～40目，茶叶失水率达到50％～75％后，直接冷冻，形成冰析茶；

③干燥处理：将所述冰析茶从冷库中取出，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处理采用以下冷冻干燥

或热风干燥：

冷冻干燥：放置在冷冻干燥设备中，设置温度梯度从-20℃至35℃，每小时升高2℃～10

℃，处理12～24小时得到冻干茶叶原料，茶叶含水率2％～10％，得到冻干冰析茶；

热风干燥：放置在烘干设备中，冰析茶在120℃～180℃下烘干，茶叶含水率2％～10％，

得到热干冰析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析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做青处理步骤中，以龙

井43和薮百种为主的小叶种茶叶，采摘标准控制在一芽一叶至一芽四叶；以铁观音、黄金

桂、水仙、凤凰单枞为主的中小叶茶种，采摘标准控制在一芽三叶至七叶；以阿萨姆、云南大

叶种为主的大叶种，采摘标准控制在从芽至成熟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析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冰冻化处理步骤中，所

述冷冻处理至少为以-25℃～-40℃冷库直接冷冻和液氮直接冷冻其中之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析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步骤中，所述冰析

茶从冷库取出保持在-20℃～-40℃。

5.一种冰析茶，由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制作方法获得。

6.一种冰析现萃饮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①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析茶、冻干冰析茶和热干冰析茶其中之一，按照茶水比例1：

10～1：60加入第一部分RO水，水温控制在15℃～80℃，萃取时间0.2-4小时进行萃取，萃取

完成后，固液分离，冷却、离心，过滤得到现萃茶汁，

②调配：抽取现萃茶汁，然后加入第二部分RO水，以调配茶饮料总量为基准，加入食品

添加剂0.2％～0.8％，调整茶汤PH在5.0～7.0之间，茶饮料的白利度在0.15～0.45％，即得

到冰析现萃饮料半成品；

③包装：将制得的冰析现萃饮料半成品高温杀菌后填充于PET瓶中，即获得冰析现萃饮

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冰析现萃饮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②中，所述

食品添加剂为抗氧化剂和酸度调节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冰析现萃饮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冰析现萃饮料中

还加入糖形成调味茶饮料，或加入果汁形成果汁茶饮料，或加入奶形成奶茶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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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析茶及冰析现萃茶饮料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茶饮料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冰析茶及冰析现萃茶饮料的制

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茶饮料以其天然、健康、解腻等特质被消费者优先选择，日渐成为饮料市场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饮料原料茶不仅仅依赖于商品茶种类和加工方法，开始形成新的茶叶品类

和新的加工形式，创造出更鲜爽美味的茶饮料，利用食品中更先进观念和加工方法影响着

茶叶生产商的变革。

[0003] 但对于茶饮料而言，目前商品茶香气和滋味较为单薄，如加强浓度，苦涩味较重，

特别在常温或冷藏条件下饮用表现的比较明显，它更适合高温冲泡及趁热饮用，茶香高长，

滋味浓郁，更少的添加香气、甜味的饮料更加符合消费者的期待，如何更好结合食品工艺和

茶叶加工工艺创造出更好的香气和滋味，将是茶饮料面临重要的问题，而各种工艺改良、新

鲜感保持、保护色泽稳定的尝试都不尽如人意，消费者是否接受是这些尝试的唯一答案。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冰析茶及冰析现萃茶饮料的制作方法，不

仅能使茶叶饮料香气和滋味得到较大提升，而且为茶饮料新类型的香气提供可能。

[0005] 本发明为了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冰析茶，包括以下步骤：

[0007] ①做青处理：选择龙井43、薮百种、铁观音、黄金桂、水仙、凤凰单枞、阿萨姆和云南

大叶种其中之一的品种茶为原料，采摘其鲜叶，摊放2～6小时，使茶叶失水率达到7％～

20％后，将摊放叶进行摇青，摇青时间2～4小时，再晾青1～3小时，所述摇青和晾青返复3～

5次，使茶叶失水率在15％～50％，制成做青茶叶；

[0008] ②冰冻化处理：将所述做青茶叶低温处理，处理温度-25℃--196℃，处理时间0.5

～4小时，再将茶叶初碎至7～40目，茶叶失水率达到50％～75％后，直接冷冻，形成冰析茶；

[0009] ③干燥处理：将所述冰析茶从冷库中取出，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处理采用以下冷冻

干燥或热风干燥：

[0010] 冷冻干燥：放置在冷冻干燥设备中，设置温度梯度从-20℃至35℃，每小时升高2℃

～10℃，处理12～24小时得到冻干茶叶原料，茶叶含水率2％～10％，得到冻干冰析茶；

[0011] 热风干燥：放置在烘干设备中，冰析茶在120℃～180℃下烘干，茶叶含水率2％～

10％，得到热干冰析茶。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做青处理步骤中，以龙井43和薮百种为主的小叶

种茶叶，采摘标准控制在一芽一叶至一芽四叶；以铁观音、黄金桂、水仙、凤凰单枞为主的中

小叶茶种，采摘标准控制在一芽三叶至七叶；以阿萨姆、云南大叶种为主的大叶种采摘标准

控制从芽至成熟叶。

说　明　书 1/8 页

3

CN 107173483 B

3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做青处理步骤中，摊放条件控制在温度20℃～40

℃，湿度50％～90％。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做青处理步骤中，所述摇青条件控制在温度20℃

～50℃，湿度50％～75％。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冰冻化处理步骤中，所述冷冻处理至少为以-25℃

～-40℃冷库直接冷冻和液氮直接冷冻其中之一。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冻干处理步骤中，所述冰冻化茶叶原料从冷库取

出保持在-20℃～30℃。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冰析茶，由上述的制作方法获得。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冰析现萃饮料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①采用上述的冰析茶、冻干冰析茶和热干冰析茶其中之一，按照茶水比例1：10～

1：60加入RO水，水温控制在15℃～80℃，萃取时间0.2-4小时进行萃取，萃取完成后，固液分

离，冷却、离心，过滤得到现萃茶汁，

[0020] ②调配：抽取现萃茶汁，然后加入剩余去离子水，以调配茶饮料总量为基准，加入

食品添加剂0.2％～0.8％，调整茶汤PH在5.0～7.0之间，茶饮料的白利度(Brix)在0.15～

0.45％，即得到冰析现萃饮料；

[0021] ③包装：将制得的冰析现萃饮料高温杀菌后填充于PET瓶中，即获得冰析现萃饮

料。

[002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②中，所述食品添加剂为抗氧化剂和酸度调

剂。

[002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冰析现萃饮料中还加入糖形成调味茶饮料，或加

入果汁形成果汁茶饮料，或加入奶形成奶茶饮料。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冰析茶及冰析现萃茶饮料的制作方法加工完成制成品，

不但能保留茶叶滋味和香气，体现滋味浓郁苦涩味低，香气以花香为主，持久稳定。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实施例，即但

凡以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仍属本发明专利

涵盖范围之内。

[0026] 一、做青处理：

[0027] 分别按照表1-3所述空白和各实施例中的做青条件操作：

[0028] 表1：实施例1-10为龙井43茶叶/薮百种茶叶做青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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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表2：实施例11-38为铁观音茶叶/黄金桂茶叶/水仙茶叶/凤凰单枞茶叶做青叶表

[0031]

[0032] 表3：实施例39-44为阿萨姆茶叶/云南大叶种茶叶做青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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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做青处理，分别为龙井43、薮百种、铁观音、黄金桂、水仙、凤凰单枞、阿萨姆、云南

大叶种等品种为原料，采摘其鲜叶，经过摊放2～6小时，茶叶失水率达到7％～20％，摊放叶

进行摇青，摇青破坏摊放叶的叶缘细胞，使茶叶中青草气充分挥发，产生酶促反应，叶脉透

亮，出现浓厚的花果香，摇青时间2～4小时，再晾青1～3小时，返复3～5次，茶叶失水率

15％-50％，制成水槽茶叶(做青茶叶)；

[0035] 不同品种茶叶不同做青条件按照实施例1～38操作完成后，对水槽茶叶按照茶叶

审评要求进行专家审评，称取茶叶3g，茶水比1：50，水温控制60℃，10分钟，分别对茶叶香

气、滋味和苦涩味三个因子进行评价。专家品评结果如表4，结果显示：

[0036] 1、茶树品种对茶叶做青后香气影响较大，各种茶叶品种附带茶叶香气前体组分不

同，经过茶叶做青也呈现出不同茶叶香气，茶叶称龙井43带有清香部分处理也带有花香，薮

百种则呈现出清花香气，铁观音带有的香气为类似兰花花香，黄金桂带有香气为类似桂花

香，水仙带有香气为花香，凤凰单枞带有浓郁的蜜兰，阿萨姆品种茶叶带麦香，云南大叶种

则带有香气为蜜香带果香。做青茶叶叶缘的部分破碎使茶叶自身带有酶与香气前体发生酶

促反应的结果。

[0037] 2、品评结果显示茶叶随着茶叶嫩度的降低茶叶附带青草味也有加重，苦涩味也有

呈现出上升趋势，丰富感和鲜爽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验证了随着茶叶嫩度降低，茶鲜叶的

木质化加剧，其主要呈苦味物质酯型儿茶素类和花青素含量也有所上升，导致茶叶的鲜爽

程度下降，苦涩味加重。

[0038] 3、摊放时间短、摇青和晾青时间不足，茶叶中香叶醇醛类物质不能得到完全的挥

发，茶香气得到不到有效释放。

[0039] 表4专家品评价和风味总体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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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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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二、冷冻化和干燥处理：

[0043] 以中小叶种实施例11为例进行下一步的冰冻化和冻干处理。按照表5以下步骤进

行冷冻化和干燥处理：

[0044] 表5茶叶的冰冻化及干燥处理条件实施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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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冰冻化处理：做青茶叶实施例11进行冰冻化处理，处理温度-25℃--196℃，放置

0.5小时～4小时，快速冰冻化处理将茶叶的酶促反应速率暂时终止，使茶叶中香气和滋味

物质得到完全锁定和保存。冰冻化茶叶形成冻干状，其物理属性从叶质柔软转而形成为干

脆、易碎的茶叶晶体状，茶叶经过磨碎至7～40目，其失水率达到50％～75％，茶叶磨碎后其

外形趋于一致化，匀整提高，茶叶在萃取过程中浸出率一致，较少茶饮料生产过程品质的批

次化差异和能耗的浪费，完成磨碎后茶叶放置在-20℃～-40℃冰库，形成冰析茶。

[0047] 干燥处理，冰冻化茶叶原料冷库中取出，-20℃～-40℃直接放置在冷冻干燥设备

中，设置温度梯度从-20℃至35℃，每小时升高2℃～10℃，处理12小时～24小时得到冻干冰

析茶，茶叶含水率2％～10％。或热风干燥冰冻化茶叶原料，从冷库中取出放置在烘干设备

中，冰析茶在120℃～180℃下烘干，茶叶含水率2％～10％，得到热干冰析茶。茶叶经过干燥

处理，茶叶香气和滋味物质氧化或转化保留。

[0048] 称取茶叶3g，茶水比1：50，水温控制60℃，10分钟，分别对茶叶感官和整体风味进

行评价，专家品评结果如表6。

[0049] 表6冰析茶感官评价和风味总体评价结果

[0050]

[0051] 结果显示：做青茶叶在冰冻化处理过程如高于-25℃以上实施，茶叶细胞内水分逐

步形成不规则晶体并膨胀，挤压破碎细胞壁，在经过冷冻干燥工艺时，会加剧茶叶酶促氧

化，产生氧化味。实施例48设置冷冻干燥最高温度过高，茶叶外形出现焦边爆点和茶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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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香气易出现异味。

[0052] 冰析现萃茶饮料

[0053] 采用冰析茶(冰析茶、或冻干冰析茶，或热干冰析茶)进行冰析现萃茶饮料，分别按

照表7所述的实施例21-26中的条件制备冰析茶叶茶饮料

[0054] ①采用上述冰析茶，按照茶水比例1：20～1：60加入RO水，水温控制在10℃～80℃，

萃取时间0.2-4小时进行萃取，萃取完成后，固液分离，冷却、离心，过滤得到现萃茶汁。

[0055] ②调配：抽取现萃茶汁，然后加入剩余去离子水，以调配茶饮料总量为基准，加入

食品添加剂0.2％～0.8％，调整茶汤PH在5.0～7.0之间，茶饮料的白利度(Brix)在0.15～

0.45％，即得到冰析鲜萃饮料；

[0056] ③包装：将制得的冰析现萃饮料高温杀菌后填充于PET瓶中，即获得冰析鲜萃饮

料。

[0057] 冰析茶通过现萃工艺，将茶叶所保留香气滋味物质充分释放于水中，其香气以花

香为主，高长、滋味醇厚，清澈，回甘。

[0058] 以冰析现萃饮料实施例21-26样品作为评价，按照饮料7分制评判风味可接受性，

5.5分以上为风味良好，可接受。专家组各自品评，品评结果如表8

[0059] 表7：冰析鲜萃饮料加工操作条件表。

[0060]

[0061] 表8：冰析鲜萃饮料专家品评结果表

[0062]

[0063] 通过表8的专家组风味审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冰析茶叶进行得到冰析现萃饮料，

不但能使茶叶香气和滋味得到较大提升，为茶饮料新类型的香气提供可能，而且对茶叶的

香气和滋味保持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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