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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1)清洗2)柑子预处理：大红柑洗干

净后，蒂部所在的区域开一开口，将柑分成盖体

和柑主体两部分；将柑内部的果肉清除；3)柑皮

二次处理：将步骤2)处理后的柑皮的脐部和蒂部

去除，并在蒂部和脐部开设透气孔，再用清水将

盖体和柑主体清洗干净并杀菌处理，以去除残留

的果汁，再将柑皮自然晾干；4)生晒：将数个导热

体用薄膜包裹，并将包裹有数个导热体的薄膜填

充于柑皮内，并将柑皮内部填充满，柑皮放置于

阳光下自然晒干，直至柑皮硬化；5)装茶：将晒干

后的柑皮内的薄膜与导热体一并取出，将云南普

洱茶、姜茶混合均匀后组成的茶叶填充入柑皮内

部，并盖上盖体，得到成品；6)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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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清洗：选择大小均匀的广东新会大红柑，然后再用清水把柑果表面清洗干净并进行

杀菌处理；

2)柑子预处理：大红柑洗干净后，蒂部所在的区域开一类椭圆形开口，将柑分成盖体和

柑主体两部分；盖体为类似椭圆形，将柑内部的果肉清除；

3)柑皮二次处理：将步骤2)处理后的柑皮的脐部和蒂部去除，并在蒂部和脐部开设透

气孔，再用清水将盖体和柑主体清洗干净并杀菌处理，以去除残留的果汁，再将柑皮自然晾

干；

4)生晒：将经过无菌处理的数个导热体用耐高温食品级薄膜包裹，并将包裹有数个导

热体的耐高温食品级薄膜填充于柑皮内，并将柑皮内部填充满，将填充有导热体的柑皮放

置于阳光下自然晒干，直至柑皮硬化；

5)装茶：将晒干后的柑皮内的薄膜与导热体一并取出，将云南普洱茶、姜茶混合均匀后

组成的茶叶填充入柑皮内部，并盖上盖体，得到成品；

6)陈化：将成品放置于自然通风、无异味、阴凉、干燥、避光的环境下保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

的组分：老生姜60～80份、红糖1.5～8份、灵芝1.5～5份、连翘叶4～6份、红枣5～8份、海藻3

～4.5份、甘草2～4.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

的组分：老生姜65份、红糖5份、灵芝2份、连翘叶5份、红枣5份、海藻4.5份、甘草3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体为钢珠、铁球、

玻璃珠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体的直径为2～

4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体为3mm的钢珠。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盖体为类似椭圆形，

所述薄膜采用蒸煮级CPP薄膜。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蒂部和脐部开设透

气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柑皮的重量与茶叶的重量

比为3:7～3:8。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

茶与姜茶按质量比为5:1～5:3质量比混合。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

茶与姜茶按质量比为5:2质量比混合。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329508 A

2



一种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茶叶，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饮料。经国内外有关专家的临床试验证

明，茶叶具有降低血脂、减肥、抑菌、助消化、暖胃、生津、止渴、醒酒解毒、消食去腻、降火明

目、宁心除烦、清暑解毒等多种功效；茶中含有的茶多酚，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和生理活性，

是人体自由基的清除剂，可以阻断亚硝酸胺等多种致癌物质在体内合成。它还能吸收放射

性物质达到防辐射的效果，从而保护女性皮肤。传统的茶叶种类很多，包括绿茶、红茶、普洱

茶、花茶、黑茶、白茶等。

[0003] 柑普茶，它用广东新会大红柑和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普洱茶为原料制作而成的一

种茶，是普洱茶的一种。其特点一是入口甘醇、香甜，有独特的花香味和陈香味，这是由于新

会柑的果香味特别，普洱茶长期吸附了柑皮的果香味所致。二是保健作用突出，发挥出新会

陈皮"理气"的功效。

[0004] 姜茶是一种饮品，用茶叶少许，生姜几片去皮水煎，饭后饮服。可发汗解表，温肺止

咳，对流感、伤寒、咳嗽等疗效显著。饭后饮用姜茶，有发汗解表、温肺止咳的功效，有利于治

疗流感、伤寒、咳嗽。

[0005] 但是现有柑普茶成分单一，口感和营养成分也很单一，且未见将姜茶应用到柑普

茶中。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问题而提供了一种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该柑普姜茶

结合了柑普茶与姜茶的功效，其营养价值高，且具有透气性，易干燥，茶叶的保质期长，柑皮

不易霉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清洗：选择大小均匀的广东新会大红柑，然后再用清水把柑果表面清洗干净并

进行杀菌处理；

[0010] 2)柑子预处理：大红柑洗干净后，蒂部所在的区域开一类椭圆形开口，将柑分成盖

体和柑主体两部分；盖体为类似椭圆形，将柑内部的果肉清除；

[0011] 3)柑皮二次处理：将步骤2)处理后的柑皮的脐部和蒂部去除，并在蒂部和脐部开

设透气孔，再用清水将盖体和柑主体清洗干净并杀菌处理，以去除残留的果汁，再将柑皮自

然晾干；

[0012] 4)生晒：将经过无菌处理的数个导热体用耐高温食品级薄膜包裹，并将包裹有数

个导热体的耐高温食品级薄膜填充于柑皮内，并将柑皮内部填充满，将填充有导热体的柑

皮放置于阳光下自然晒干，直至柑皮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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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5)装茶：将晒干后的柑皮内的薄膜与导热体一并取出，将云南普洱茶、姜茶混合均

匀后组成的茶叶填充入柑皮内部，并盖上盖体，得到成品；

[0014] 6)陈化：将成品放置于自然通风、无异味、阴凉、干燥、避光的环境下保存。

[0015] 本发明的柑普茶的茶叶选用普洱茶与姜茶混合搭配，不仅具有普洱茶的功效与口

感，同时还具有姜茶的功效与口感，两者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搭配，进而增强了柑普茶的保健

功效，使柑普茶增加补气清热、驱寒补血，益气养颜、减肥、延缓衰老等功效，明显提高了茶

叶的营养价值，在饮茶的同时对身体进行调节，服用方便。本发明的制作工艺中去除了柑皮

的脐部和蒂部，同时在在脐和蒂开设透气孔，由于柑的脐和蒂有苦涩的味道，会影响茶叶的

口感，在脐和蒂开设透气孔，一方面可以在晒制过程上下透气、易于水份的排出，干品在陈

化过程中更自然陈化，越陈越香，品质稳定；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脐和蒂的苦味影响茶的口

感。同时，本发明生晒工艺，通过向柑皮内部填充钢珠或者玻璃珠或铁球体这些导热体，放

置于太阳下生晒，太阳的热量会传导给传热体，传热体将热量散发给果皮内腔，从而对果皮

的内部进行自然干燥，从而达到柑皮内外同时晒干的效果，相对于传统的生晒方法，大大减

少了晒干时间，由原来的生晒所需时间为10天以上大大减少到3至4天，避免因天气原因而

导致果皮发霉的情况，且柑皮内外受热均匀，果皮药效不会流失，本发明采用传热体对果皮

内部晒干，再向晒干后的果皮内部填充茶叶，本发明将钢珠用CPP薄膜包裹再放置于柑皮

内，可避免钢珠上热量过高将柑皮内部皮焦化，从而影响其美观和口感。

[0016] 优选地，所述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老生姜60～80份、红糖1.5～8份、灵芝

1.5～5份、连翘叶4～6份、红枣5～8份、海藻3～4.5份、甘草2～4.5份。

[0017] 老生姜：具有健胃、祛寒、解毒、防暑和镇呕等功效，广泛用于治疗头痛、关节炎、伤

风、发寒、咳嗽、运动障碍、胀气、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疾病。

[0018] 灵芝：灵芝自古以来就有“仙草”、“瑞草”之称，中华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一直视灵芝

为滋补强壮、固本扶正、延年益寿的珍贵中草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中医药典籍《神农本草

经》里记载365种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在上品的120种中药中，灵芝排列高于人参，为上

上药，灵芝及其有效成分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可用于防治慢性支气管炎、神经衰弱、高血

脂症、冠心病、肝炎、白细胞减少症、肿瘤等多种疾病。其“扶正固本”作用尚可用于久病体虚

及中老年保健，可增强体质、延缓衰老。

[0019] 连翘叶：据《本草纲目》、《中药大辞典》、《神农本草经》的记载，连翘叶可治心肺积

热、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利咽润喉，长期服用令人面悦好、明目清心、轻身耐老，令人焕发青

春活力。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连翘叶有保护肝脏、抗油脂氧化、抗衰老、调节免疫功能和增强

抗应激能力。制作成连翘叶茶饮用，对气血流通不足造成的血凝气聚、温热、湿热、热毒瘀热

等症状有很好的缓解效果；同时，连翘叶中含有多于总抑制胰脂肪酶活性的物质，具有减肥

作用(不同连翘叶炮制品抑制胰脂肪酶活性比较[J]山西大学学报2018)。

[0020] 甘草和海藻向组合使用，能够对人体的免疫力得到增强，但是也据报道显示，甘草

和海藻的用量之间存在一个协同和拮抗作用，进而对于甘草和海藻的使用，将其限定在一

定的范围配比之间能够使得甘草和海藻相互之间的功效得到增强。

[0021] 传统的柑普茶，均采用单一的茶叶，本发明通过添加了姜茶与普洱茶混合使用，且

姜茶中添加了灵芝、连翘叶、甘草、海藻中药成分，增加了姜茶中的功能成分，并通过原料配

比过程的配比控制，使得相互组分之间的主要成分发生协同作用，进而增强了姜茶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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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提高了柑普茶茶的品质，使柑普增加驱寒补血、补气清热、减肥、延缓衰老等功效，在

饮茶的同时对身体进行调节，服用方便。

[0022] 所述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老生姜65份、红糖5份、灵芝2份、连翘叶5份、红

枣5份、海藻4.5份、甘草3份。

[0023] 优选地，所述导热体为钢珠、铁球、玻璃珠中的一种。

[0024] 优选地，所述导热体的直径为2～4mm。

[0025] 优选地，所述导热体为3mm的钢珠。

[0026] 优选地，所述盖体为类似椭圆形，所述薄膜采用蒸煮级CPP薄膜。

[0027] 优选地，在所述蒂部和脐部开设透气孔。

[0028] 优选地，柑皮的重量与茶叶的重量比为3:7～3:8。

[0029] 优选地，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茶与姜茶按质量比为5:1～5:3质量比混合。

[0030] 优选地，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茶与姜茶按质量比为5:2质量比混合。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柑普茶的茶叶选用普洱茶与姜茶混合搭配，不仅具

有普洱茶的功效与口感，同时还具有姜茶的功效与口感，两者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搭配，进而

增强了柑普茶的保健功效，使柑普茶增加补气清热、驱寒补血，益气养颜、减肥、延缓衰老等

功效，明显提高了茶叶的营养价值，在饮茶的同时对身体进行调节，服用方便；本发明获得

了一种口感好，气味芳香，保质期长、不易发霉的具有驱寒补血、化痰止咳、降脂减肥、养颜

美容以及抗动脉硬化、抗衰老柑普姜茶。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说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作为本发明的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柑普姜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5] 1)清洗：选择大小均匀的广东新会大红柑，然后再用清水把柑果表面清洗干净并

进行杀菌处理；

[0036] 2)柑子预处理：大红柑洗干净后，蒂部所在的区域开一类椭圆形开口，将柑分成盖

体和柑主体两部分；盖体为类似椭圆形，将柑内部的果肉清除；

[0037] 3)柑皮二次处理：将步骤2)处理后的柑皮的脐部和蒂部去除，并在蒂部和脐部开

设透气孔，再用清水将盖体和柑主体清洗干净并杀菌处理，以去除残留的果汁，再将柑皮自

然晾干；

[0038] 4)生晒：将经过无菌处理的数个3mm钢珠用蒸煮级CPP薄膜包裹，并将包裹有数个

钢珠的CPP薄膜填充于柑皮内，并将柑皮内部填充满，将填充有钢珠的柑皮放置于阳光下自

然晒干，直至柑皮硬化，所需时间为3-4天；

[0039] 5)装茶：将晒干后的柑皮内的CPP薄膜与钢珠一并取出，将云南普洱茶、姜茶按照

质量比为5:3比例混合均匀的填充入柑皮内部，填充时，用手压一压，控制柑皮的重量与茶

叶的重量比为3:7，并盖上盖体，得到成品；

[0040] 6)陈化：将成品放置于自然通风、无异味、阴凉、干燥、避光的环境下保存，保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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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

[0041] 本实施例的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老生姜60份、红糖1.5份、灵芝1.5份、连

翘叶5份、红枣5份、海藻3份、甘草3份。

[0042] 该姜茶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3] 1)挑选新鲜老生姜，清洗、切片备用；

[0044] 2)将姜片、红枣以及水共同放入锅中熬煮15～20分，随后放入红糖再熬制3～5分，

滤渣备用；

[0045] 3)将灵芝、连翘叶、海藻、甘草以及水放入锅中熬煮25～30分，滤渣备用；本实施例

的灵芝为切为0.1-4立方公分的颗粒。

[0046] 4)将上述滤渣全部放入制粒机加工，粒子大小通过筛网选择，随后放入烘干设备

中烘干，时间为15～20分钟，温度在40℃～60℃。

[0047] 实施例2

[0048]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4)中的钢珠换成采用4mm的铁球，本

实施例的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老生姜65份、红糖5份、灵芝2份、连翘叶5份、红枣5

份、海藻4.5份、甘草3份。

[0049] 实施例3

[0050]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5)中的柑皮的重量与茶叶的重量比

为3:8。本实施例的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老生姜68份、红糖5份、灵芝3份、连翘叶6

份、红枣6份、海藻3.5份、甘草2份。

[0051] 实施例4

[005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4)中的钢珠换成采用2mm的塑料球。

本实施例的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老生姜75份、红糖8份、灵芝3.5份、连翘叶4份、红

枣8份、海藻3份、甘草4份。

[0053] 实施例5

[005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姜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55] 老生姜80份、红糖6份、灵芝5份、连翘叶6份、红枣6份、海藻3.8份、甘草4.5份。

[0056] 实施例6

[005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茶、姜茶按照质量比为

5:2混合。

[0058] 实施例7

[005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茶、姜茶按照质量比为

5:1混合。

[0060] 对比例1

[0061] 本对比例采用市售的柑普茶。

[0062] 对比例2

[0063]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茶、姜茶按照质量比为

5:0.5混合。

[0064] 对比例3

[0065]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5)中云南普洱茶、姜茶按照质量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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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混合。

[0066] 对比例4

[0067]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柑普姜茶的制作工艺的不同，本对比例

的柑普姜茶的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8] 1)清洗：选择大小均匀的广东新会大红柑，然后再用清水把柑果表面清洗干净并

进行杀菌处理；

[0069] 2)柑子预处理：大红柑洗干净后，蒂部所在的区域开一类椭圆形开口，将柑分成盖

体和柑主体两部分；盖体为类似椭圆形，将柑内部的果肉清除；

[0070] 3)柑皮二次处理：将步骤2)处理后的柑皮的脐部和蒂部去除，并在蒂部和脐部开

设透气孔，再用清水将盖体和柑主体清洗干净并杀菌处理，以去除残留的果汁，再将柑皮自

然晾干；

[0071] 4)生晒：将云南普洱茶、姜茶按照质量比为5:3比例混合均匀的填充入柑皮内部，

将填充时，用手压一压，控制柑皮的重量与茶叶的重量比为3:7，并盖上盖体，将柑自然晒

干，直至柑皮自然硬化，得到成品；

[0072] 6)陈化：将成品放置于自然通风、无异味、阴凉、干燥、避光的环境下保存，保存半

年以上。

[0073] 实施例8柑普姜茶的感官评价

[0074] 对实施例1至实施例7以及对比例1至4制备的茶进行感官评价，经选取有丰富茶品

尝经验的60人进行品尝比较实施例1至7和对比例1至4的茶，采用不记名打分制，分别从产

品的发霉程度、口感、香气、喜好度进行评分，每项满分为10分，发霉程度以未有霉味，且未

见发霉现象为10分；香气以独特的柑普茶味和姜茶为10分；口感以不具有苦涩感、茶香为10

分，分数越高说明效果越好，并对是否喜欢产品的程度进行总体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0075] 表1感官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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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0077]

[0078] 从表1可看出，本发明所制备的柑普姜茶，在发霉程度、口感、香气、均得到了认可，

其中以实施例2、3、6的评价为佳，尤其是实施例2的好感度最佳，对比例1采用是市售普通的

柑普茶，其评价结果得知，在各个方面略劣于本发明；对比例2、对比例3的云南普洱茶与姜

茶按照质量比分别高于和低于本发明的云南普洱茶与姜茶的质量比，而从感官评价结果可

知，其口感、香气相对于本发明均下降，过高的姜茶含量使得其味道盖过了普洱茶，而过低

的姜茶，其口感不明显，影响了口感，本发明将普洱茶与姜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进行陈化，

果皮的香味与茶叶彼此陈化交融。对比例4的制备方法相对于本发明其生晒的方法不同，本

发明采用数个钢珠用蒸煮级CPP薄膜包裹填充于柑皮内进行晒干，采用钢珠将柑皮内腔填

充满，在生晒过程中，热量会传导给钢球，钢球将热量散发给柑皮的内部，从而对柑皮的内

部进行自然干燥，从而达到柑皮内外同时晒干的效果，相对于传统的生晒方法，大大减少了

烘干时间，且柑皮内外受热均匀，同时，将钢珠用CPP薄膜包裹再放置于柑皮内，可避免钢珠

上热量过高将柑皮内部皮焦化，从而影响其美观和口感。本发明的柑普姜茶可冲泡30～40

次，其饮用效果佳，陈化时间越久，其果皮的香味与茶叶彼此陈化交融，口感越好，具有更丰

富的营养效果以及更好药效。

[007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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