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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配红砖茶及其制备方

法，该复配红砖茶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原料：红

茶80～90份、黄精4～6份、黄芪5～8份、枸杞6～8

份、甘草2～4、石斛5～8、红枣8～10。本发明制备

的祁门红茶具有提神消疲及养胃护胃功效；黄芪

具有补气健脾、提高免疫力、消炎、排毒利尿消肿

功效；黄精具有滋阴润肺、益肾补气功效；枸杞性

平，味甘，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能；同时

还具有补气益肾、缓解疲劳功效，对当下职场人

士具有较好的养生和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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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配红砖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原料：

红茶80～90份

黄精4～6份

黄芪5～8份

枸杞6～8份

甘草2～4份

石斛5～8份

红枣8～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配红砖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原料：

红茶82～88份

黄精5～6份

黄芪6～7份

枸杞5～7份

甘草3～4份

石斛6～7份

红枣9～10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配红砖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原料：

红茶85份

黄精5份

黄芪6份

枸杞7份

甘草3份

石斛6份

红枣9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复配红砖茶，其特征在于，所述红茶为祁门红

茶。

5.一种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权利要求1-4中的各原料备用；

2)将所述步骤1)称取的黄芪、黄精、枸杞、甘草、石斛、红枣进行冷冻干燥，粉碎成颗粒，

粒度为5～7mm；

3)将所述步骤2)得到的颗粒混合均匀，然后放入蒸锅内蒸，蒸软后放入砖型模具中压

制成形，自然冷却后，烘干即得复配红砖茶，装袋密封保存。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蒸锅

内蒸汽温度：110℃～120℃，蒸料时间：20～30s。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砖型

模具由24个小砖茶构成，小砖茶尺寸长2.5cm、宽1.5cm、高0.8cm，一次压制成型24块。

8.根据权利要求5-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烘干工艺依次采用微波干燥、低温烘干、培香干燥三种干燥方式，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以微波为热源干燥复配红砖茶，干燥含水率至10％-15％，干燥过程中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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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抽湿，并控制紧压茶温度为40～50℃；

第二阶段：烘干温度，35～40℃，持续时间1～2天，烘干含水率≤8％，得到紧压茶成品；

第三阶段：培香干燥，温度60-65℃，持续时间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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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配红砖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复配红砖茶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体质虚弱、容易疲劳、常感乏力是当下职场人士多数会出现的症状，这主要是因为

当下人工作繁忙、缺乏体育锻炼、经常熬夜耗阴、饮食不规律等造成，属于亚健康身体状态，

现有统计研究已表明：职场人士的亚健康比例已超过半数，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亚健康比

例在增加。职场人士身体健康状态与城市发展和繁荣兴旺有重大关系，因此对职场人士身

心健康状态的预防和保健刻不容缓。

[0003] 祁门红茶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茶之一，具有香高馥郁“似花似蜜”、滋味浓醇鲜爽、茶

汤红艳明亮等品质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品饮祁门红茶不仅具有养胃护胃、促进消化等功

效，同时还可以让人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0004] 黄精是传统补益类中药，有很好的滋肾润肺，补脾益气作用。它入肺经用于主要治

疗肺虚之佳品，如阴虚肺燥的干咳少痰，及久咳，及肺虚喘咳等症，入肾经用于肾虚精亏的

头晕，乏力、腰膝酸软，须发早白等。在增强免疫力、调节机体平衡、延缓衰老等方面，都具有

极大应用价值；黄芪味甘，性微温，有补中益气，益气固表，托毒生肌，通经活络的作用，对缓

解体质虚弱，易疲劳乏力等身体状态有较好的溢处；枸杞性平，味甘，内含甜菜碱、胡萝卜

素、玉蜀黍黄素、维生素Bl、B2、C、钙、磷、铁、亚油酸及多种氨基酸。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的功能，最适合体质虚弱、抵抗力差的人使用。甘草性味甘、平，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

痰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等功效。石斛为兰科植物，归胃、肾经，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

之功效。红枣性温、味甘，具有益气补血、健脾和胃、袪风功效、养血安神等功效。

[0005] 因此，提供一种针对职场人士补中益气、提神解乏的保健饮品具有很实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复配红砖茶及制备方法，该复配红砖茶即保持了祁

门红茶的品质特点和品饮习惯，同时还增加了补中益气、提神解乏、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养

血安神的功能。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复配红砖茶，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原料：

[0009] 红茶80～90份

[0010] 黄精4～6份

[0011] 黄芪5～8份

[0012] 枸杞6～8份

[0013] 甘草2～4份

[0014] 石斛5～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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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红枣8～10份。

[0016] 优选的，所述一种复配红砖茶，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原料：

[0017] 红茶82～88份

[0018] 黄精5～6份

[0019] 黄芪6～7份

[0020] 枸杞5～7份

[0021] 甘草3～4份

[0022] 石斛6～7份

[0023] 红枣9～10份。

[0024] 优选的，所述一种复配红砖茶，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原料：

[0025] 红茶85份

[0026] 黄精5份

[0027] 黄芪6份

[0028] 枸杞7份

[0029] 甘草3份

[0030] 石斛6份

[0031] 红枣9份。

[0032] 优选的，所述红茶为祁门红茶。

[0033] 进一步地，一种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称取上述所述的各原料备用；

[0035] 2)将所述步骤1)称取的黄芪、黄精、枸杞、甘草、石斛、红枣进行冷冻干燥，粉碎成

颗粒，粒度为5～7mm；

[0036] 3)将所述步骤2)得到的颗粒混合均匀，然后放入蒸锅内蒸，蒸软后放入砖型模具

中压制成形，自然冷却后，烘干即得复配红砖茶，装袋密封保存。

[0037]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蒸锅内蒸汽温度：110℃～120℃，蒸料时间：20～30s。

[0038]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砖型模具由24个小砖茶构成，小砖茶尺寸长2 .5cm、宽

1.5cm、高0.8cm，一次压制成型24块。

[0039]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烘干依次采用微波干燥、低温烘干、培香干燥三种干燥方

式，具体步骤如下：

[0040] 第一阶段：以微波为热源干燥复配红砖茶，干燥含水率至10％-15％，干燥过程中

辅以真空抽湿，并控制紧压茶温度为40～50℃；

[0041] 第二阶段：烘干温度，35～40℃，持续时间1～2天，烘干含水率≤8％，得到紧压茶

成品；

[0042] 第三阶段：培香干燥，温度60-65℃，持续时间4～8h

[0043] 经由上述的技术方案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如下：

[0044] 1、本发明制备的祁门红茶具有提神消疲及养胃护胃功效；黄芪具有补气健脾、提

高免疫力、消炎、排毒利尿消肿功效；黄精具有滋阴润肺、益肾补气功效；枸杞性平，味甘，具

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能。

[0045] 2、同时，该复配红砖茶还具有补中益气、提神解乏、调理脾胃、促进消化等功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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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职场人士亚健康状态，增强体质具有显著效果。

[0046] 3、本发明制备的复配红砖茶具有配比稳定、易携带、利于延长品质保存期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8] 实施例1

[0049] 一种复配红砖茶，包括下述重量份原料：祁门红茶85份、黄精5份、黄芪6份、枸杞7

份、甘草3、石斛7、红枣9。

[0050] 上述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51] (1)选取品质优的祁门红茶，备用；

[0052] (2)将黄芪、黄精、枸杞进行冷冻干燥，粉碎成颗粒，粒度为6mm，分别得黄芪、黄精、

枸杞颗粒；

[0053] (3)各原料按重量份比例拼配混匀，放入蒸锅内蒸，蒸锅内蒸汽温度：115℃，蒸料

时间：25s；

[0054] (4)蒸软后放入砖型模具中压制成形，砖型模具共24个小砖茶构成，小砖茶尺寸长

2.5cm、宽1.5cm、高0.8cm，重量5克；

[0055] (5)自然冷却后烘干，第一阶段：以微波为热源干燥复配红砖茶，干燥含水率至

13％，干燥过程中辅以真空抽湿，并控制紧压茶温度为45℃；第二阶段：烘干温度，38℃，持

续时间1.5天，烘干含水率8％；第三阶段：培香温度60℃，持续时间6h；

[0056] (6)将培香好的复配红砖茶装袋真空密封保存，即得复配红砖茶。

[0057] 实施例2

[0058] 一种复配红砖茶，包括下述重量份原料：祁门红茶90份、黄精6份、黄芪8份、枸杞8

份、甘草2、石斛8、红枣10。

[0059] 上述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60] (1)选取品质优的祁门红茶，备用；

[0061] (2)将黄芪、黄精、枸杞进行冷冻干燥，粉碎成颗粒，粒度为5mm，分别得黄芪、黄精、

枸杞颗粒；

[0062] (3)各原料按重量份比例拼配混匀，放入蒸锅内蒸，蒸锅内蒸汽温度：120℃，蒸料

时间：20s；

[0063] (4)蒸软后放入砖型模具中压制成形，砖型模具共24个小砖茶构成，小砖茶尺寸长

2.5cm、宽1.5cm、高0.8cm，重量4克；

[0064] (5)自然冷却后烘干，第一阶段：以微波为热源干燥复配红砖茶，干燥含水率至

15％，干燥过程中辅以真空抽湿，并控制紧压茶温度为40℃；第二阶段：烘干温度，40℃，持

续时间1天，烘干含水率8％；第三阶段：培香温度60℃，持续时间4h；

[0065] (6)将培香好的复配红砖茶装袋真空密封保存，即得复配红砖茶。

[0066]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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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一种复配红砖茶，包括下述重量份原料：祁门红茶80份、黄精4份、黄芪5份、枸杞6

份、甘草4、石斛5、红枣8。

[0068] 上述复配红砖茶的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69] (1)选取品质优的祁门红茶，备用；

[0070] (2)将黄芪、黄精、枸杞进行冷冻干燥，粉碎成颗粒，粒度为7mm，分别得黄芪、黄精、

枸杞颗粒；

[0071] (3)各原料按重量份比例拼配混匀，放入蒸锅内蒸，蒸锅内蒸汽温度：110℃，蒸料

时间：30s；

[0072] (4)蒸软后放入砖型模具中压制成形，砖型模具共24个小砖茶构成，小砖茶尺寸长

2.5cm、宽1.5cm、高0.8cm，重量5克；

[0073] (5)自然冷却后烘干，第一阶段：以微波为热源干燥复配红砖茶，干燥含水率至

10％，干燥过程中辅以真空抽湿，并控制紧压茶温度为40℃；第二阶段：烘干温度，35℃，持

续时间1天，烘干含水率≤7％；第三阶段：培香温度60℃，持续时间8h；

[0074] (6)将培香好的复配红砖茶装袋真空密封保存，即得复配红砖茶。

[0075] 实施例4

[0076] 1、将实施例1、2和3所得的一种复配红砖茶与传统祁红进行养生体验比较，通过

200名职场人士连续饮用20天，比较体验感受。其中传统祁红紧压茶制作工艺：鲜叶－萎

凋－揉捻－发酵—干燥(形成红毛茶)—蒸压—干燥(形成紧压茶)。设置基本无效果、有效

果、效果较明显3个级别评价标准，对各组体验者做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0077] 表1

[0078]

[0079]

[0080] 由表1结果可知，体验者对本发明制作的复配红砖茶对身体的养生体验效果感受

更加明显，相对于传统祁红，本发明所述的复配红砖茶效果更好。

[0081] 2、将实施例1、2和3所得的复配红砖茶与传统祁红紧压茶进行感官审评比较，结果

如表2所示：

[0082] 表2复配祁红砖茶与传统祁红紧压茶感官审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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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0084] 从表2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复配红砖茶汤色、香气、滋味均优于传统祁红紧压

茶，品饮价值更佳。

[0085] 综上，本发明制备的复配红砖茶具有补气益肾、缓解疲劳功效，对当下职场人士具

有较好的养生和保健功效。

[0086]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实施例公开的装置

而言，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相对应，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

明即可。

[0087]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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