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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嫩栗香绿茶的加工方法，其

制作方式是：以小叶品种嫩度为1芽1叶或1芽2叶

初展的鲜叶为原料，采用特定的设施摊青工艺技

术进行摊放作业，经电磁杀青装置三段式杀青处

理后，采用适当轻揉或中揉工艺破坏叶内细胞组

织，随后通过烘干加烘焙的工艺进行干燥作业，

获得具有特殊嫩栗香、滋味鲜爽的绿茶产品。本

发明通过分步精准控制设施摊青的参数和补水

缓摊技术，实现内含成分的缓慢定向转变，真正

实现“高温杀青、先高后低”的效果，既有好的香

气，又保持优异滋味和色泽品质，固定并突出嫩

栗香风味特色。本发明以茶产品好喝、好闻、价格

实惠为目的，实现内质风味的提升，从而为消费

者提供一种滋味鲜爽、香气中带有明显嫩栗香的

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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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嫩栗香绿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1）选用小叶种的茶树品种，嫩度为1芽1叶或1芽2叶初展的鲜叶作为制作原料；

（2）鲜叶采制时期在3月下旬至4月中旬期间，鲜叶氨基酸含量在3.5-5.0%，茶多酚含量

25-28%；

（3）采用设施摊青系统对鲜叶进行摊放处理，摊青系统的环境温度控制在25-27℃，相

对湿度控制在60-70%，同时每隔1h通风5min，达到输入O2，排出CO2的效果，让鲜叶进行缓慢

而持续的呼吸作用和物质转换；

（4）鲜叶摊青至含水率70%时，利用补水缓摊技术，将设施摊青系统的环境湿度提高至

80-85%，同时喷洒少量水分在鲜叶表面，一方面让脂类香气前体物质更多转换，另一方面让

已形成的氨基酸、可溶性糖的降解类品质成分尽量保留，直至含水率66-68%；

（5）将摊青叶上电磁滚筒杀青机进行杀青作业，杀青时需借助电磁滚筒杀青机的加热

性能和机械性能，采用先高后低的原理，分成三段进行调控，充分利用前期摊青积累的物质

储备；

（6）杀青叶利用熟化提香技术，待叶温稍加冷却后，即装入食品级塑料袋中系紧，中间

尽量不留有空气，进行闷熟提香处理；

（7）对杀青叶进行揉捻处理，揉捻时间60-90min，至揉捻叶稍粘手，有少量茶汁溢出即

可；

（8）揉捻叶下机后进行解块处理，一方面去除团块，利于外观和品质一致，另一方面，让

茶汁重新回到细胞中，有助于优异香气品质的形成；

（9）在制品利用电磁滚烘机进行初干作业，初烘的工艺参数为：热风温度100℃，筒壁温

度设定为110-120℃，投叶量在35-45kg/h，初烘后含水率控制在20-25%；

（10）将初烘叶放在冷却贮叶槽上进行摊凉处理0.5-1h；

（11）将在制品采用焙笼的低温烘焙方式进行足火干燥，以获得较佳的嫩栗香风味特

色；

其中步骤（5）杀青处理条件：前段温度设置为270-280℃，中段温度设置为240-250℃，

后段温度设置为220℃，投叶量控制在35-45kg/h；杀青叶的含水率控制在50-55%；

其中步骤（6）闷熟提香处理时间为1.0-2.0h，待塑料袋内壁有水珠集聚，叶质变柔软即

进入下一道工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嫩栗香绿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以轻揉、中

揉为主，至揉捻叶稍粘手，有少量茶汁溢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嫩栗香绿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1）烘焙时的

温度控制在50-60℃，至含水率6%以下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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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嫩栗香绿茶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茶叶加工领域，涉及一种嫩栗香绿茶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茶叶是一种嗜好性健康型饮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理念的不断提升，茶叶

香气、口感等内质风味优异与否将成为消费者选择茶类的首要条件。

[0003] 绿茶是六大茶类之一，也是目前我国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多的茶类。就综合品质而

言，绿茶可以分为名优绿茶和大宗绿茶两类；就外形而言，绿茶可以分为扁形、条形、针形、

卷曲形、圆形、芽形、尖形等；就色泽而言，绿茶可以分为翠绿型、嫩绿型、银绿型、苍绿型、墨

绿型等；就香气而言又可分为毫香、清香、栗香、花香等几类。栗香是优质绿茶所拥有的特征

香型之一，主要表现为熟栗子或嫩玉米的香气特色。松阳香茶、信阳毛尖、海南云雾等国内

知名绿茶产品均具有典型的栗香风味品质。栗香的产生与鲜叶品种、原料品质和加工工艺

等有关。根据栗香在类型、强度等外在表征上的差异，感官评审中又可细分为嫩栗香、板栗

香、熟栗香等不同特征，三者中以嫩栗香最为受消费者喜好。

[0004] 目前对于栗香的制作技术已有一定的报道，吴光伦等提出了一种通过后期提香作

业获得栗香茶的加工技术，其关键在于运用了辉锅提香技术或者远红外提香技术。刘碧清

等通过研究也提出了一种栗香茶的加工技术，该技术与传统加工工艺技术相比较，其关键

在于：1是鲜叶在摊放时加以人为手工翻拌，促进其适度脱水，从而提升酶活性，促进内含物

充分转化；2是采用烘焙机加人工辅助提香，充分发展了茶叶中各种香气成分的含量，进一

步加强各内含成分的转化和聚合，形成了愉快而特殊的栗香香气。然而对于嫩栗香的技术

描述却未见报道，嫩栗香是一种揉合了嫩香和栗香的特殊香型，较栗香更为高级，其对原料

和内质成分的要求以及对工艺技术的要求，相对栗香而言亦更为严格。随着消费者对绿茶

内质风味喜好的回归，相信今后对绿茶香型的获得、特征香气成分的形成和转化等的研究

将日益透彻。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顺应现代茶叶消费理念和消费潮流，提供一种嫩栗香绿茶的加工

方法，是从特定要求的鲜叶原料入手，通过对传统加工工艺技术的改进优化，将特殊工艺融

入绿茶加工流程，通过传统工艺与特殊工艺的有机组装、整合和完善，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具

有嫩栗香，口感鲜爽的新型绿茶产品。

[0006] 本加工方法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0007] (1)选用小叶种的茶树品种(如龙井43、中茶108等，大叶种茶树品种不合适)，嫩度

为1芽1叶-1芽2叶初展的鲜叶是制作原料；

[0008] (2)鲜叶采制时期在3月下旬至4月中旬期间，鲜叶氨基酸含量在3.5-5.0％，茶多

酚含量25-28％。

[0009] (3)采用设施摊青系统对鲜叶进行摊放处理，摊青系统的环境温度控制在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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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控制在60-70％，同时每隔1h通风5min(设施摊青系统由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自行研制，专利号：ZL201420171821.7)，达到输入O2，排出CO2的效果，让鲜叶进行缓慢而

持续的呼吸作用和物质转换。

[0010] (4)鲜叶摊青至含水率70％时，利用补水缓摊技术，将设施摊青系统的环境湿度提

高至80-85％，同时喷洒少量水分在鲜叶表面，一方面让脂类香气前体物质更多转换，另一

方面让已形成的氨基酸、可溶性糖等降解类品质成分尽量保留，直至含水率66-68％。

[0011] (5)将摊青叶上电磁滚筒杀青机(宁波市余姚姚江源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80-A型

电磁滚筒杀青机)进行杀青作业，杀青时需借助电磁滚筒杀青机先进的加热性能和机械性

能，采用先高后低的原理，分成三段进行调控，充分利用前期摊青积累的物质储备；杀青处

理条件：前段温度设置为270-280℃，中段温度设置为240-250℃，后段温度设置为220℃，投

叶量控制在35-45kg/h；杀青叶的含水率控制在50-55％。

[0012] (6)杀青叶利用熟化提香技术，待叶温稍加冷却后(叶温冷却有助于护绿)，即装入

食品级塑料袋中系紧，中间尽量不留有空气，进行闷熟提香处理；一般处理时间为1 .0-

2.0h，待塑料袋内壁有水珠集聚，叶质变柔软即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0013] (7)对杀青叶进行揉捻处理，揉捻时间60-90min，以轻揉、中揉为主，至揉捻叶稍粘

手，有少量茶汁溢出即可，勿重揉，亦不能有大量茶汁溢出。

[0014] (8)揉捻叶下机后应进行解块处理，一方面去除团块，利于外观和品质一致；另一

方面，让茶汁重新回到细胞中，有助于优异香气品质的形成。

[0015] (9)在制品利用电磁滚烘机(宁波市余姚姚江源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6CST-80D型

电磁滚烘机)进行初干作业，初烘的工艺参数为：热风温度100℃，筒壁温度设定为110-120

℃，投叶量在35-45kg/h，初烘后含水率控制在20-25％。

[0016] (10)将初烘叶放在冷却贮叶槽(专利号：ZL200520116840.0)上进行摊凉处理0.5-

1h；

[0017] (11)将在制品采用焙笼的低温烘焙方式进行足火干燥，以获得较佳的嫩栗香风味

特色。烘焙时的温度控制在50-60℃，至含水率6％以下即可。

[0018] 本发明以茶产品好喝、好闻、价格实惠为目的，基于特定品质的鲜叶原料，通过对

传统工艺技术进行改进、优化，将特殊工艺融入总体的加工流程，实现内质风味的提升，从

而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滋味鲜爽、香气中带有明显嫩栗香的绿茶的加工方法。本发明的特点

还在于：(1)是选择具有特定品质要求的鲜叶原料，而这些品质要求是跟嫩栗香特征香气物

质的形成和积累有关的；(2)是通过分步精准控制设施摊青的参数和补水缓摊技术，实现内

含成分的缓慢定向转变，为后续制作积累丰富的基础物质；(3是结合电磁滚筒三段杀青技

术，真正实现“高温杀青、先高后低”的效果，获得好的香气的同时，滋味和色泽品质也能保

持优异；(4)是通过滚烘同时干燥技术，进一步优化香气品质；(5)是结合低温烘焙技术，固

定并突出嫩栗香风味特色。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结合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嫩栗香绿茶加工所用鲜叶原料为：采摘品种为龙井43，嫩度为1芽1叶-芽2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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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展为主的茶鲜叶50kg，鲜叶采摘时期为3月25日。

[0022] 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23] (1)采用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自行研制的设施摊青系统对鲜叶进行摊放处理，

摊青系统的环境温度控制在25℃，相对湿度控制在65％，同时设定每隔1h通风5min(设施摊

青系统由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自行研制，专利号：ZL201420171821.7)，让鲜叶进行缓慢

而持续的呼吸作用和物质转换。

[0024] (4)鲜叶摊青至含水率70％时，利用补水缓摊技术，将设施摊青系统的环境湿度提

高至85％，同时喷洒少量水分在鲜叶表面，一方面让脂类香气前体物质更多转换，另一方面

让已形成的氨基酸、可溶性糖等降解类品质成分尽量保留，直至含水率66-68％。

[0025] (5)将摊青叶上电磁滚筒杀青机(宁波市余姚姚江源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80-A型

电磁滚筒杀青机)进行杀青作业，杀青时需借助电磁滚筒杀青机先进的加热性能和机械性

能，采用先高后低的原理，分成三段进行调控，充分利用前期摊青积累的物质储备；杀青处

理条件：前段温度设置为270℃，中段温度设置为250℃，后段温度设置为220℃，投叶量控制

在40kg/h；杀青叶的含水率控制在50-55％。

[0026] (6)杀青叶利用熟化提香技术，待叶温稍加冷却后(叶温冷却有助于护绿)，即装入

食品级塑料袋中系紧，中间尽量不留有空气，进行闷熟提香处理；处理时间为1.0h，待塑料

袋内壁有水珠集聚，叶质变柔软即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0027] (7)对杀青叶进行揉捻处理，揉捻时间70min，以轻揉、中揉为主，至揉捻叶稍粘手，

有少量茶汁溢出即可，勿重揉，亦不能有大量茶汁溢出。

[0028] (8)揉捻叶下机后应进行解块处理，一方面去除团块，利于外观和品质一致；另一

方面，让茶汁重新回到细胞中，有助于优异香气品质的形成。

[0029] (9)在制品利用电磁滚烘机(宁波市余姚姚江源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6CST-80D型

电磁滚烘机)进行初干作业，初烘的工艺参数为：热风温度100℃，筒壁温度设定为110℃，投

叶量在35kg/h，初烘后含水率控制在20-25％。

[0030] (10)将初烘叶放在冷却贮叶槽(专利号：ZL200520116840.0)上进行摊凉处理1h；

[0031] (11)将在制品采用焙笼的低温烘焙方式进行足火干燥，以获得较佳的嫩栗香风味

特色。烘焙时的温度控制在50-60℃，至含水率6％以下即可。

[0032] 实施例2

[0033] 一种嫩栗香绿茶加工所用鲜叶原料为：采摘品种为中茶108，嫩度为1芽2叶初展为

主的茶鲜叶50kg。鲜叶采摘时期为4月10日。

[0034] 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35] (1)采用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自行研制的设施摊青系统对鲜叶进行摊放处理，

摊青系统的环境温度控制在28℃，相对湿度控制在65％，同时设定每隔1h通风5min(设施摊

青系统由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自行研制，专利号：ZL201420171821.7)，让鲜叶进行缓慢

而持续的呼吸作用和物质转换。

[0036] (4)鲜叶摊青至含水率70％时，利用补水缓摊技术，将设施摊青系统的环境湿度提

高至85％，同时喷洒少量水分在鲜叶表面，一方面让脂类香气前体物质更多转换，另一方面

让已形成的氨基酸、可溶性糖等降解类品质成分尽量保留，直至含水率66-68％。

[0037] (5)将摊青叶上电磁滚筒杀青机(宁波市余姚姚江源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80-A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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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滚筒杀青机)进行杀青作业，杀青时需借助电磁滚筒杀青机先进的加热性能和机械性

能，采用先高后低的原理，分成三段进行调控，充分利用前期摊青积累的物质储备；杀青处

理条件：前段温度设置为275℃，中段温度设置为250℃，后段温度设置为220℃，投叶量控制

在40kg/h；杀青叶的含水率控制在50-55％。

[0038] (6)杀青叶利用熟化提香技术，待叶温稍加冷却后(叶温冷却有助于护绿)，即装入

食品级塑料袋中系紧，中间尽量不留有空气，进行闷熟提香处理；处理时间为1.0h，待塑料

袋内壁有水珠集聚，叶质变柔软即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0039] (7)对杀青叶进行揉捻处理，揉捻时间80min，以轻揉、中揉为主，至揉捻叶稍粘手，

有少量茶汁溢出即可，勿重揉，亦不能有大量茶汁溢出。

[0040] (8)揉捻叶下机后应进行解块处理，一方面去除团块，利于外观和品质一致；另一

方面，让茶汁重新回到细胞中，有助于优异香气品质的形成。

[0041] (9)在制品利用电磁滚烘机(宁波市余姚姚江源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6CST-80D型

电磁滚烘机)进行初干作业，初烘的工艺参数为：热风温度100℃，筒壁温度设定为120℃，投

叶量在35kg/h，初烘后含水率控制在20-25％。

[0042] (10)将初烘叶放在冷却贮叶槽(专利号：ZL200520116840.0)上进行摊凉处理1h；

[0043] (11)将在制品采用焙笼的低温烘焙方式进行足火干燥，以获得较佳的嫩栗香风味

特色。烘焙时的温度控制在50-60℃，至含水率6％以下即可。

[0044] 实施例3

[0045] 以传统工艺所制茶产品为对照样，连同上述两种工艺加工的茶产品一起进行感官

审评，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整套技术所制的绿茶样品，汤色明亮，香气带嫩栗香，

滋味鲜爽，较传统工艺绿茶样品的风味品质显著为好。

[0046] 表1不同加工工艺处理绿茶样感官审评结果

[0047] 处理样 汤色 香气 滋味

实施例1样 绿亮 嫩栗香显 鲜爽略带回甘

实施例2样 绿亮 嫩栗香显，持久 鲜爽

传统工艺绿茶样1 黄绿明亮 稍带栗香 尚醇爽

传统工艺绿茶样2 绿尚亮 香尚高，稍带栗香 尚鲜爽

[0048] 注：1.传统绿茶工艺：车间自然摊青至70％含水率－传统滚筒杀青机杀青至55-

60％含水率－揉捻轻重轻方式30min－120℃初烘至含水率20-25％-100℃复烘至足干；2.

从感官审评结果可以看出，新工艺技术所加工产品在香气、口感上要好于传统工艺，且新工

艺能够获得明显的嫩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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