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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

(57)摘要

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涉及一种发

酵茶自动化加工方法，特别是金花菌茶的加工方

法，其加工工艺步骤为：散茶喷雾--回潮--微波

杀菌--接种--发花--干燥。本发明实现了金花菌

茶的自动化发酵，工序简单自动化，解决了高压

蒸汽杀菌制成的茶具有水汽味的问题，同时发酵

过程中通入的空气经过过滤处理，有效解决杂菌

污染问题，控制温湿度为金花菌适宜生长温度，

利于金花菌迅速生长，有效缩短生产周期，发酵3

~5天即可得到满披金花的金花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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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金花菌茶粉的制备：首先从茯砖茶中分离出金花菌，纯化培养，接种于灭菌后散茶中

发花，得到发花良好的金花菌茶，干燥后将其粉碎即得金花菌茶粉；

2）散茶喷雾：将散茶去杂，喷雾处理；

3）回潮：喷雾后的水分附着用茶叶表面并不能迅速扩散至茶叶内部，而回潮过程使得

散茶表面水分扩散至茶叶内部，回潮一定时间后，可使散茶水分分布均匀；

4）微波杀菌：喷雾回潮后的散茶进行微波杀菌处理；

5）接种及发花：将粉末状的金花菌茶粉均匀散于杀菌后的散茶表面，控制适宜的温湿

度进行发花培养；

6）干燥：发花后的散茶进行真空干燥；

其中，步骤2）中所述的喷雾为常温水经喷嘴喷出，喷雾用水量为散茶质量的20%~25%；

步骤3）中所述的回潮时间为2~3个小时；步骤4）中所述的微波杀菌为间隔杀菌，杀菌功率

2000w，每隔1min杀菌10s，杀菌时间3~5min；步骤5）中所述的金花菌茶粉为挂满金花菌的散

茶粉碎所得，添加量为散茶质量的3%~5%，发花至散茶表面挂满黄色颗粒，发花控制湿度60%

~70%，温度24~30℃，并将装置通气口打开，通入经过滤的空气；步骤6）中所述的干燥为微波

干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

后散茶水分含量5%~7%；

所述发酵工艺过程均在一个发酵装置中完成，所述发酵装置包括壳体（21），所述壳体

（21）的上端与下端分别设置有上通气口（1）、下通气口（10），壳体（21）的上部固定安装有温

湿度传感器（2），壳体（21）的后壁上固定安装有喷雾管（3），壳体（21）中固定有多个置物架

纱网（17），壳体（21）的左右侧壁上固定有喷粉盒（4、6、8、11、13、15）以及微波管（5、7、9、12、

14、16），壳体（21）上固定安装有发酵装置门（22），发酵装置门（22）的中间位置固定有观察

视窗（18）、右上侧竖向固定有微型电脑控制屏（19）、右下侧固定有控制开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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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茯砖茶因其独特的品质特点和保健功效，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其所

特有的金花菌已成为大家关注及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茯砖中金花的生长，显著影响茶叶

内含物质成分的变化，金花菌发花过程中产生一系列代谢酶，如纤维素酶、多酚氧化酶等，

使茶叶内含物质发生水解、转化、氧化、聚合，形成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提升茶叶品

质。同时，金花菌本身具有降脂、抑菌、抗肿瘤、抗氧化等功效，并能够分泌一些特殊的功能

活性成分。

[0003] 目前，对于金花菌的分离鉴定，人工接种、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并先

后后利用金花菌发酵白茶、乌龙茶、散茶等原料，此外已有关于金花菌接种于不同植物材料

中生长的相关报道，但目前金花菌茶发酵工艺比较复杂，原料处理中多用高压蒸汽杀菌，使

得发酵后的茶叶具有水汽味，影响口感，同时发酵过程容易被杂菌污染，无法实现工业化生

产。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该工

艺采用微波杀菌，避免制得的金花菌茶产生水汽味；同时发酵过程中通入的空气经过过滤

处理，有效解决杂菌污染问题；控制温湿度为金花菌适宜生长温度，利于金花菌迅速生长，

有效缩短生产周期，发酵3~5天即可得到满披金花的金花菌茶，并且发酵过程均在一个装置

容器内完成，发酵过程可实现自动化控制。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金花菌茶粉的制备：首先从茯砖茶中分离出金花菌，纯化培养，接种于灭菌后散

茶中发花，得到发花良好的金花菌茶，干燥后将其粉碎即得金花菌茶粉；

[0008] 2）散茶喷雾：将散茶去杂，常温水喷雾处理；

[0009] 3）回潮：喷雾后的散茶水分并不能迅速扩散至茶叶内部，而回潮过程使得散茶表

面水分扩散至茶叶内部，回潮一定时间后，可使散茶水分分布均匀；

[0010] 4）微波杀菌：喷雾回潮后的散茶进行微波杀菌处理；

[0011] 5）接种及发花：将粉末状的金花菌茶粉均匀散于杀菌后的散茶表面，控制适宜的

温湿度进行发花培养；

[0012] 6）干燥：发花后的散茶进行微波干燥。

[0013]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喷雾为常温水经喷嘴喷出，喷雾用水量为散茶质量的20%~
25%。

[0014]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述的回潮时间为2~3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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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步骤4）中所述的微波杀菌为间隔杀菌，杀菌功率2000w，每隔1min杀菌

10s，杀菌时间3~5min。

[0016] 进一步地，步骤5）中所述的金花菌茶粉为挂满金花菌的散茶粉碎所得，添加量为

干茶的3%~5%。发花至散茶表面挂满黄色颗粒，发花控制湿度60%~70%，培养温度24~30℃，培

养时间3~5天，至散茶表面挂满金花；并将装置通气口打开，通入经过滤的空气。

[0017] 进一步地，步骤6）中所述的干燥为微波干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

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散茶水分含量5%~7%。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发酵工艺过程均在一个发酵装置中完成，所述发酵装置包括壳体

21，所述壳体21的上端与下端分别设置有上、下通气口110，壳体21的上部固定安装有温湿

度传感器2，壳体21的后壁上固定安装有喷雾管3，壳体21中固定有多个置物架纱网17，壳体

21的左右侧壁上固定有喷粉盒4、6、8、11、13、15以及微波管5、7、9、12、14、16，壳体21上固定

安装有发酵装置门22，发酵装置门22的中间位置固定有观察视窗18、右上侧竖向固定有微

型电脑控制屏19、右下侧固定有控制开关20。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0] 本发明采用喷雾后回潮处理散茶，可使散茶中水分分布均匀，且不经过高温处理

过程，减少茶叶中营养成分的损失；

[0021] 微波杀菌处理散茶，相较于高压蒸汽灭菌，灭菌温度低，灭菌时间短，对散茶中有

效成分影响小，且制得的金花菌茶无水汽味，感官品质较好；

[0022] 采用金花菌茶粉通过鼓风散入散茶中，可使散茶中金花菌粉分布均匀，利于散茶

发花均匀；

[0023] 发花过程中控制温湿度为金花菌适宜生长温度，利于金花菌迅速生长，有效缩短

生产周期，发酵5天即可得到满披金花的金花菌茶；

[0024] 并且发酵过程均在一个装置容器内完成，发酵过程可实现自动化控制，操作简单，

利于工业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中发酵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中发酵装置的主视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中置物架纱网的俯视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中喷雾管的俯视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中发酵工艺的流程图；

[0030] 图中，上通气口1，温湿度传感器2，喷雾管3，喷粉盒4、6、8、11、13、15，微波管5、7、

9、12、14、16，下通气口10，置物架纱网17，观察视窗18，电脑控制屏19，控制开关20，壳体21，

发酵装置门22。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介绍：

[0032] 本申请实施例中，

[0033]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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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金花菌茶粉的制备：

[0036] a、首先从茯砖茶中分离出金花菌，纯化鉴定，PDA培养基扩培备用；

[0037] b、然后散茶处理：散茶2kg，常温水喷雾处理，回潮2~3小时至含水量25%~30%，微波

功率2000w，每隔1min杀菌10s，杀菌时间3~5min；

[0038] c、将扩培好的金花菌制成1*108~5*10
8个/ml的金花菌液，金花菌液为无菌水刮取

纯化菌种制成的菌悬液，采用血球计数板计数接种于处理后的散茶，接种量相对于干茶为

80~120ml/kg，培养时间3~5天，培养温度24~30℃，湿度60%~70%，至散茶表面挂满金花；微波

干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

后散茶水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0039] d、干燥后的金花菌茶，采用实验用小型粉碎机粉碎至80目，得金花菌茶粉，备用；

[0040] 2）散茶喷雾：将散茶去杂，采用常温水喷雾处理，喷雾用水量20%~25%；

[0041] 3）回潮：回潮2~3小时后，使散茶水分分布均匀，得到含水量为25%~30%的散茶。

[0042] 4）微波杀菌：喷雾回潮后的散茶进行微波杀菌处理，杀菌功率2000w，每隔1min杀

菌10s，杀菌时间3~5min。

[0043] 5）接种及发花：将粉末状的金花菌茶粉均匀散于杀菌后的散茶表面，控制适宜的

温湿度进行发花培养。金花菌茶粉添加量为散茶质量的3%~5%。发花至散茶表面挂满黄色颗

粒，发花控制湿度60%~70%，温度24~30℃，培养时间3~5天，并将装置通气口打开，通入经过

滤的无菌空气；

[0044] 6）干燥及包装：发花后的散茶进行微波干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

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散茶水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包装。

[004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46] 实施例1

[0047] 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8] 1）金花菌茶粉的制备：

[0049] a、首先从茯砖茶中分离出金花菌，纯化鉴定，PDA培养基扩培备用；其中，纯化鉴定

为形态特征鉴定；PDA培养基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0050] b、然后散茶处理：散茶2kg，常温水喷雾处理，回潮2~3小时至含水量25%~30%，微波

功率2000w，每隔1min杀菌10s，杀菌时间3~5min；  茶按是否压制来分，可分为压制茶和散

茶。未压制的茶都可称为散茶，包括未压制的普洱、黑茶、红茶、绿茶、青茶、黄茶等，散茶未

压制成片、团的茶叶。

[0051] c、将扩培好的金花菌制成1*108~5*10
8个/ml的金花菌液，金花菌液为无菌水刮取

纯化菌种制成的菌悬液，采用血球计数板计数接种于处理后的散茶，接种量相对于干茶为

80ml/kg，培养时间5天，培养温度24~30℃，湿度60%~70%，第一天培养温度25±1℃，第二天

及第三天培养温度27±1℃，第四及第五天培养温度29±1℃，至散茶表面挂满金花；微波干

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

散茶水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0052] d、干燥后的金花菌茶，采用实验用小型粉碎机粉碎至80目，得金花菌茶粉，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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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发酵时需用本法制备金花菌茶粉，二批发酵可用首批发酵所得金花菌茶粉碎制得金花

菌茶粉。

[0053] 2）散茶喷雾：将散茶去杂，采用常温水喷雾处理，喷雾用水量20%~25%；

[0054] 3）回潮：回潮2~3小时后，使散茶水分分布均匀，得到含水量为25%~30%的散茶。

[0055] 4）微波杀菌：喷雾回潮后的散茶进行微波杀菌处理，杀菌功率2000w，每隔1min杀

菌10s，杀菌时间3~5min。

[0056] 5）接种及发花：将粉末状的金花菌茶粉均匀散于杀菌后的散茶表面，控制适宜的

温湿度进行发花培养。金花菌茶粉添加量为散茶质量的5%。发花至散茶表面挂满黄色颗粒，

发花控制湿度60%~70%，温度24~30℃第一天培养温度25±1℃，第二天及第三天培养温度27

±1℃，第四及第五天培养温度29±1℃，并将装置通气口打开，通入经过滤的无菌空气；

[0057] 6）干燥及包装：发花后的散茶进行微波干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

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散茶水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包装。

[0058] 实施例2

[0059] 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0] 1）金花菌茶粉的制备：

[0061] a、首先从茯砖茶中分离出金花菌，纯化鉴定，PDA培养基扩培备用；纯化鉴定为形

态特征鉴定；PDA培养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0062] b、然后散茶处理：散茶2kg，常温水喷雾处理，回潮2~3小时至含水量25%~30%，微波

功率2000w，每隔1min杀菌10s，杀菌时间3~5min；

[0063] c、将扩培好的金花菌制成1*108~5*10
8个/ml的金花菌液，金花菌液为无菌水刮取

纯化菌种制成的菌悬液，采用血球计数板计数接种于处理后的散茶，接种量相对于干茶为

100ml/kg，培养时间4天，培养温度24~30℃，湿度60%~70%，第一天培养温度25±1℃，第二天

及第三天培养温度27±1℃，第四天培养温度29±1℃，至散茶表面挂满金花；微波干燥，微

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散茶水

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0064] d、干燥后的金花菌茶，采用实验用小型扣压式万能粉碎机紫外杀菌处理粉碎至80

目，得金花菌茶粉，备用。首批发酵时需用本法制备金花菌茶粉，二批发酵可用首批发酵所

得金花菌茶粉碎制得金花菌茶粉。

[0065] 2）散茶喷雾：将散茶去杂，采用常温水喷雾处理，喷雾用水量20%~25%；

[0066] 3）回潮：回潮2~3小时后，使散茶水分分布均匀，得到含水量为25%~30%的散茶。

[0067] 4）微波杀菌：喷雾回潮后的散茶进行微波杀菌处理，杀菌功率2000w，每隔1min杀

菌10s，杀菌时间3~5min。

[0068] 5）接种及发花：将粉末状的金花菌茶粉均匀散于杀菌后的散茶表面，控制适宜的

温湿度进行发花培养。金花菌茶粉添加量为干茶的4%。发花至散茶表面挂满黄色颗粒，发花

控制湿度60%~70%，温度24~30℃第一天培养温度25±1℃，第二天及第三天培养温度27±1

℃，第四天培养温度29±1℃，并将装置通气口打开，通入经过滤的无菌空气。

[0069] 6）干燥及包装：发花后的散茶进行微波干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

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散茶水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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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0070] 实施例3

[0071] 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72] 1）金花菌茶粉的制备：

[0073] a、首先从茯砖茶中分离出金花菌，纯化鉴定，PDA培养基扩培备用；纯化鉴定为形

态特征鉴定；PDA培养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0074] b、然后散茶处理：散茶2kg，常温水喷雾处理，回潮2~3小时至含水量25%~30%，微波

功率2000w，每隔1min杀菌10s，杀菌时间3~5min；

[0075] c、将扩培好的金花菌制成1*108~5*10
8个/ml的金花菌液，金花菌液为无菌水刮取

纯化菌种制成的菌悬液，采用血球计数板计数接种于处理后的散茶，接种量相对于干茶为

120ml/kg，湿度60%~70%，培养温度28±1℃，培养时间3天，至散茶表面挂满金花；微波干燥，

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散茶

水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0076] d、干燥后的金花菌茶，采用实验用小型粉碎机粉碎至80目，得金花菌茶粉，备用。

首批发酵时需用本法制备金花菌茶粉，二批发酵可用首批发酵所得金花菌茶粉碎制得金花

菌茶粉。

[0077] 2）散茶喷雾：将散茶去杂，采用常温水喷雾处理，喷雾用水量20%-25%；

[0078] 3）回潮：回潮2~3小时后，使散茶水分分布均匀，得到含水量为25%~30%的散茶。

[0079] 4）微波杀菌：喷雾回潮后的散茶进行微波杀菌处理，杀菌功率2000w，每隔1min杀

菌10s，杀菌时间3~5min。

[0080] 5）接种及发花：将粉末状的金花菌茶粉均匀散于杀菌后的散茶表面，控制适宜的

温湿度进行发花培养。金花菌茶粉添加量为干茶的5%。发花至散茶表面挂满黄色颗粒，发花

控制湿度60%~70%，培养温度28±1℃，培养时间3天，至散茶表面挂满金花；并将装置通气口

打开，通入经过滤的无菌空气。

[0081] 6）干燥及包装：发花后的散茶进行微波干燥。微波脱水效率按0.8~1kg/千瓦/时

计，根据散茶实际脱水量确定干燥功率，控制干燥后散茶水分含量5%~7%，即得到金花菌茶，

包装。

[008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金花菌茶自动化发酵工艺，工艺过程简单，操作简便，

该工艺采用微波杀菌，避免制得的金花菌茶产生水汽味；同时发酵过程中通入的空气经过

过滤处理，有效解决杂菌污染问题；控制温湿度为金花菌适宜生长温度，利于金花菌迅速生

长，有效缩短生产周期，发酵5天即可得到满披金花的金花菌茶，并且发酵过程均在一个装

置容器内完成，发酵过程可实现自动化控制。

[0083] 参见图1~图4中所示：

[0084] 发酵装置包括壳体21，所述壳体21的上端与下端分别设置有上、下通气口110，壳

体21的上部固定安装有温湿度传感器2，壳体21的后壁上固定安装有喷雾管3，壳体21中固

定有多个置物架纱网17，壳体21的左右侧壁上固定有喷粉盒4、6、8、11、13、15以及微波管5、

7、9、12、14、16，壳体21上固定安装有发酵装置门22，发酵装置门22的中间位置固定有观察

视窗18、右上侧竖向固定有微型电脑控制屏19、右下侧固定有控制开关20。

[0085] 其中空心长方体形的壳体21中设置温湿度传感器2与电脑控制屏19进行连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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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传感器2检测的温湿度进行显示；

[0086] 其中电脑控制屏19中设有中央处理器CPU对温湿度传感器2、喷雾管3、微波管、以

及喷粉盒进行控制，从而实现智能化控制。

[0087] 其中，观察视窗18可以是透明的硅玻璃，便于对发酵装置中的发酵状态进行观察。

[0088] 结果表明：由本发明方法得到的金花菌茶发花率达100%，得到的金花菌茶表面挂

满金花，有菌花香，茶汤香气浓郁，滋味醇厚。此方法制得的金花菌茶品质优良，质量稳定，

适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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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1

CN 105230827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