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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属于

茶叶加工技术领域，该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准备：将清洗干净的青钱柳和南非叶的带柄

全叶晾干，然后按照青钱柳和南非叶6:4的重量

比，称取青钱柳和南非叶，将其混合后杀青，再进

行摊晾、揉捻和干燥，得到混合备用料；S2、发酵：

将上述混合备用料与食用酒精按重量比1:1混

合，发酵30～50h，取出摊晾，脱苦提香，得到青南

茶；S3、磨粉：将上述青南茶通过粉碎装置粉碎成

碎末状，然后再通过磨粉机磨粉，得到青南茶粉；

S4、装袋：将上述青南茶粉检验合格后，包装成袋

泡茶，对同时患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老年患者

具有显著效果，长期饮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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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准备：将清洗干净的青钱柳和南非叶的带柄全叶晾干，然后按照青钱柳和南非叶6:

4的重量比，称取青钱柳和南非叶，将其混合后杀青，再进行摊晾、揉捻和干燥，得到混合备

用料；

S2、发酵：将上述混合备用料与食用酒精按重量比1:1混合，发酵30～50h，取出摊晾，脱

苦提香，得到青南茶；

S3、磨粉：将上述青南茶通过粉碎装置粉碎成碎末状，然后再通过磨粉机磨粉，得到青

南茶粉；

S4、装袋：将上述青南茶粉检验合格后，包装成袋泡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通过杀青

机杀青，杀青锅温度控制在210～230℃，叶温控制在90～1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中，所述磨粉

机包括机体(1)、电机(3)、转动轴(12)、上磨盘(5)、下磨盘(6)和侧磨盘(8)；

所述机体(1)上设置有进料口(13)和出料口(10)，所述上磨盘(5)位于所述下磨盘(6)

下方，所述侧磨盘(8)位于所述下磨盘(6)四周，所述上磨盘(5)与所述下磨盘(6)之间设置

有第一粉末间隙(15)，所述侧磨盘(8)与所述下磨盘(6)之间设置有第二粉末间隙(11)；

所述上磨盘(5)上开设有下料孔(7)，所述下料孔(7)与所述第一粉末间隙(15)连通，所

述第一粉末间隙(15)与所述第二粉末间隙(11)连通，所述上磨盘(5)和所述侧磨盘(8)均固

定在所述机体(1)内壁上；

所述电机(3)安装在所述机体(1)上，所述转动轴(12)下端固定在所述电机(3)输出轴

上，上端穿过所述下磨盘(6)且插设在所述上磨盘(5)底部，所述下磨盘(6)固定在所述转动

轴(12)上，所述转动轴(12)与所述上磨盘(5)转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磨粉机还包括防堵

装置，所述防堵装置用于穿通所述下料孔(7)，以使所述下料孔(7)保持通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堵装置包括气缸

(91)、固定板(92)和插针(93)；

所述气缸(91)固定在所述机体(1)上，所述固定板(92)和所述插针(93)均位于所述机

体(1)内，所述固定板(92)位于所述上磨盘(5)上方，所述插针(93)固定在所述固定板(92)

底部且用于穿通所述下料孔(7)；

所述气缸(91)用于带动所述固定板(92)和所述插针(93)上下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插针(93)和所述下

料孔(7)的直径均由上往下逐渐变小，所述插针(93)直径小于所述下料孔(7)直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92)底部固

定有第一振动器(94)，以使所述插针(93)在所述下料孔(7)内振动。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磨盘(5)与所述

下磨盘(6)之间的间隙由中心向四周逐渐变宽，所述侧磨盘(8)与所述下磨盘(6)之间的间

隙由上往下逐渐变窄；

所述上磨盘(5)与所述下磨盘(6)之间的最窄间隙要宽于所述侧磨盘(8)与所述下磨盘

(6)之间的最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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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磨盘(6)直径由

上往下逐渐变小，以使所述第二粉末间隙(11)由上往下逐渐靠近下磨盘(6)中心；

所述下磨盘(6)四周表面设置有第一磨齿(14)，所述侧磨盘(8)上设置有第二磨齿

(16)，所述第一磨齿(14)和所述第二磨齿(16)均位于所述第二粉末间隙(11)内。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1)外壳上安

装有第二振动器(4)，所述第二振动器(4)为仓壁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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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青钱柳乃冰川四纪幸存下来的珍稀树种，仅存于中国。青钱柳被誉为植物界的大

熊猫，医学界的第三棵树。人们知道，医学界的第一棵树——柳树，产生了阿司匹林，消炎杀

菌、抗血栓，揭开了人类健康史的第一次变革。继心脑血管、癌症、肿瘤之后，高血糖现已成

为人类的第二大杀手，这时人们发现了青钱柳，并将其芽叶炮制成青钱柳茶。

[0003] 南非叶味苦涩性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适用于降血压、降胆固醇、糖尿病、风热

性或血热性皮肤病及皮肤瘙痒的治疗；对闪光、老花眼、近视及青光眼也有显著的功效。南

非叶作为抗癌草药在东南亚及中国台湾等地区民间应用较多，而中国大陆则对此较为陌

生。

[0004] 青钱柳茶长期饮用，虽然可以降血糖，但是并没有明显的降血压功效，有鉴于此，

本发明提供一种将青钱柳和南非叶混合加工制成的“青南茶”。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准备：将清洗干净的青钱柳和南非叶的带柄全叶晾干，然后按照青钱柳和南非

叶6:4的重量比，称取青钱柳和南非叶，将其混合后杀青，再进行摊晾、揉捻和干燥，得到混

合备用料；

[0009] S2、发酵：将上述混合备用料与食用酒精按重量比1:1混合，发酵30～50h，取出摊

晾，脱苦提香，得到青南茶；

[0010] S3、磨粉：将上述青南茶通过粉碎装置粉碎成碎末状，然后再通过磨粉机磨粉，得

到青南茶粉；

[0011] S4、装袋：将上述青南茶粉检验合格后，包装成袋泡茶。

[0012] 进一步优选为：在步骤S1中，通过杀青机杀青，杀青锅温度控制在210～230℃，叶

温控制在90～105℃。

[0013] 进一步优选为：在步骤S3中，所述磨粉机包括机体、电机、转动轴、上磨盘、下磨盘

和侧磨盘；

[0014] 所述机体上设置有进料口和出料口，所述上磨盘位于所述下磨盘下方，所述侧磨

盘位于所述下磨盘四周，所述上磨盘与所述下磨盘之间设置有第一粉末间隙，所述侧磨盘

与所述下磨盘之间设置有第二粉末间隙；

[0015] 所述上磨盘上开设有下料孔，所述下料孔与所述第一粉末间隙连通，所述第一粉

末间隙与所述第二粉末间隙连通，所述上磨盘和所述侧磨盘均固定在所述机体内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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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电机安装在所述机体上，所述转动轴下端固定在所述电机输出轴上，上端穿

过所述下磨盘且插设在所述上磨盘底部，所述下磨盘固定在所述转动轴上，所述转动轴与

所述上磨盘转动配合。

[0017]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磨粉机还包括防堵装置，所述防堵装置用于穿通所述下料孔，

以使所述下料孔保持通畅。

[0018]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防堵装置包括气缸、固定板和插针；

[0019] 所述气缸固定在所述机体上，所述固定板和所述插针均位于所述机体内，所述固

定板位于所述上磨盘上方，所述插针固定在所述固定板底部且用于穿通所述下料孔；

[0020] 所述气缸用于带动所述固定板和所述插针上下移动。

[0021]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插针和所述下料孔的直径均由上往下逐渐变小，所述插针直

径小于所述下料孔直径。

[0022]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固定板底部固定有第一振动器，以使所述插针在所述下料孔

内振动。

[0023]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上磨盘与所述下磨盘之间的间隙由中心向四周逐渐变宽，所

述侧磨盘与所述下磨盘之间的间隙由上往下逐渐变窄；

[0024] 所述上磨盘与所述下磨盘之间的最窄间隙要宽于所述侧磨盘与所述下磨盘之间

的最窄间隙。

[0025]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下磨盘直径由上往下逐渐变小，以使所述第二粉末间隙由上

往下逐渐靠近下磨盘中心；

[0026] 所述下磨盘四周表面设置有第一磨齿，所述侧磨盘上设置有第二磨齿，所述第一

磨齿和所述第二磨齿均位于所述第二粉末间隙内。

[0027]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机体外壳上安装有第二振动器，所述第二振动器为仓壁振动

器。

[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将青钱柳和南非叶复配，得到“青南茶”，饮

用时，将其用80℃左右的开水泡饮即可，味道可口，对同时患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老年患

者具有显著效果，长期饮用，效果更好。为了提高青南茶的研磨细度，本发明在上磨盘与下

磨盘之间设置有用于初次研磨的第一粉末间隙，在侧磨盘与下磨盘之间设置有用于二次研

磨的第二粉末间隙，研磨效果好，且不易堵塞。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主要用于体现磨粉机的内部结构；

[0030] 图2是图1中A结构的放大示意图，主要用于体现第一磨齿和第二磨齿的配合结构。

[0031] 图中，1、机体；2、支腿；3、电机；4、第二振动器；5、上磨盘；6、下磨盘；7、下料孔；8、

侧磨盘；91、气缸；92、固定板；93、插针；94、第一振动器；10、出料口；11、第二粉末间隙；12、

转动轴；13、进料口；14、第一磨齿；15、第一粉末间隙；16、第二磨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33] 实施例1：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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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S1、准备：将清洗干净的青钱柳和南非叶的带柄全叶晾干，然后按照青钱柳和南非

叶6:4的重量比，称取青钱柳和南非叶，将其混合后通过杀青机杀青，杀青锅温度控制在220

℃，叶温控制在90℃。然后再进行摊晾、揉捻和干燥，得到含水量在6％左右的混合备用料；

[0035] S2、发酵：将上述混合备用料与80％的食用酒精按重量比1:1混合，发酵30h，取出

摊晾，脱苦提香，得到青南茶；

[0036] S3、磨粉：将上述青南茶通过粉碎装置粉碎成碎末状，然后再进行磨粉处理，从而

得到青南茶粉；

[0037] S4、装袋：将上述青南茶粉检验合格后，包装成袋泡茶。

[003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继心脑血管、癌症、肿瘤之后，高血糖现已成为人类的第二大

杀手，而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青钱柳具有多方面的药理活性，包括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

增强机体免疫力、抗氧化、防衰老、抑菌、抗癌等。青钱柳不仅通过调节胰岛素代谢来维持正

常血糖，而且能够抑制肝糖异升来调节血糖；通过抑制α-D-葡萄糖苷酶活性，从而可抑制葡

萄糖吸收、提高对葡萄糖的耐受能力，达到降血糖作用；青钱柳还可减轻和修复胰岛细胞的

损伤，促进胰岛素分泌。因此青钱柳可通过多靶点、多途径来调节血糖以及修复、保护胰岛，

且对正常机体的血糖无影响，不会引起低血糖反应，这对于长期使用青钱柳来防治糖尿病

尤为重要。南非叶不仅可以缓解高血压，还能预防癌症，因为南非叶中含有大量的半萜内酯

和菊甙，这些物质都是天然抗氧化成分，能阻止人体内自由化生成，也能抑制自由基对人体

细胞的伤害，它能有效预防细胞癌变，另外南非叶还能阻止人体内多种致癌物质生成，这种

因素的存在，也是它能预防癌症的重要原因。将青钱柳和南非叶复配，得到“青南茶”，饮用

时，将其用80℃左右的开水泡饮即可，味道可口，对同时患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老年患者

具有显著效果，长期饮用，效果更好。

[0039] 参照图1-2，在步骤S3中，磨粉机包括机体1、电机3、转动轴12、上磨盘5、下磨盘6、

侧磨盘8和防堵装置。机体1上设置有进料口13和出料口10，进料口13位于机体1顶部，出料

口10位于机体1底部。机体1内部中空且呈圆筒状，机体1底部固定有支腿2，支腿2设置有四

个，四个支腿2均布在机体1的底部四周。机体1外壳上安装有第二振动器4，第二振动器4为

仓壁振动器且安装在机体1底部的外壳上。

[004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支腿2的设置，使得机体1稳定支撑在基础地面上，第二振动器

4的设置，主要为了防止出料口10和机体1内部堵塞，加快下料速度。

[0041] 参照图1-2，上磨盘5、下磨盘6和侧磨盘8均位于机体1内部，且上磨盘5位于下磨盘

6下方，侧磨盘8位于下磨盘6四周，上磨盘5和侧磨盘8均固定在机体1内壁上。上磨盘5上表

面和下表面均为斜面，且上磨盘5上表面和下表面均由中部向四周逐渐向上倾斜。同样的，

下磨盘6上表面也采用倾斜设计，且同样由中部向四周逐渐向上倾斜，区别在于，下磨盘6上

表面的倾斜角度相对于上磨盘5下表面要平缓一些，从而使得上磨盘5与下磨盘6之间的间

隙由中心向四周逐渐变宽。

[0042] 参照图1-2，电机3固定在机体1的底部中心，转动轴12下端固定在电机3输出轴上，

上端穿过下磨盘6中心且插设在上磨盘5底部。下磨盘6固定在转动轴12上且与转动轴12同

轴转动设置，转动轴12上端在上磨盘5内转动。上磨盘5四周表面固定在机体1内壁上，上磨

盘5与下磨盘6之间设置有第一粉末间隙15，侧磨盘8与下磨盘6之间设置有第二粉末间隙

11。上磨盘5上开设有下料孔7，下料孔7与第一粉末间隙15连通，第一粉末间隙15与第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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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间隙11连通。侧磨盘8围合在下磨盘6四周，侧磨盘8与下磨盘6之间的间隙由上往下逐渐

变窄。上磨盘5与下磨盘6之间的最窄间隙要宽于侧磨盘8与下磨盘6之间的最窄间隙，以使

青南茶在第二粉末间隙11中研磨得更加充分。下磨盘6直径由上往下逐渐变小，以使第二粉

末间隙11由上往下逐渐靠近下磨盘6中心。下磨盘6四周表面设置有第一磨齿14，侧磨盘8上

设置有第二磨齿16，第一磨齿14和第二磨齿16均位于第二粉末间隙11内。

[004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为了提高青南茶的研磨细度，本发明在上磨盘5与下磨盘6之

间设置有用于初次研磨的第一粉末间隙15，在侧磨盘8与下磨盘6之间设置有用于二次研磨

的第二粉末间隙11。电机3启动后，转动轴12将带动下磨盘6转动，当待磨粉的青南茶碎末通

过进料口13进入到机体1内后，会先通过下料孔7进入到第一粉末间隙15中，由于侧磨盘8和

下磨盘6是固定在机体1上，而下磨盘6在转动，因此进入到第一粉末间隙15中的青南茶碎末

将在下磨盘6和上磨盘5之间压碎、磨细，并逐步外移，从而进入到第二粉末间隙11中进行二

次研磨。为了保证研磨效果，下磨盘6下表面和上磨盘5上表面上都应该开设放射槽，且最好

是下磨盘6上的放射槽与上磨盘5上的放射槽上下啮合。下磨盘6上表面采用倾斜设计，主要

为了方便青南茶碎末快速进入到下料孔7中，为了使青南茶碎末在第一粉末间隙15中充分

进行初次研磨后，再进入到第二粉末间隙11中，本发明的上磨盘5与下磨盘6之间的间隙由

中心向四周逐渐变宽。青南茶在第二粉末间隙11中研磨后，会掉落到机体1内底部，并从出

料口10向外排出。

[0044] 参照图1-2，防堵装置用于穿通下料孔7，以使下料孔7保持通畅。防堵装置包括气

缸91、固定板92和插针93。气缸91固定在机体1顶部中心，固定板92和插针93均位于机体1

内，固定板92位于上磨盘5上方且固定在气缸91上。插针93固定在固定板92底部且用于向下

穿通下料孔7，下料孔7和插针93均设置有多个，多个下料孔7和多个插针93位置一一对应。

气缸91用于带动固定板92和插针93上下移动，以使插针93顺利插入到下料孔7中。插针93和

下料孔7的直径均由上往下逐渐变小，插针93直径小于下料孔7直径。固定板92底部固定有

第一振动器94，以使插针93在下料孔7内振动。当插针93插设在下料孔7内时，第一振动器94

开始工作。

[004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为了使青南茶快速进入到下料孔7中，本发明的下料孔7直径

由上往下逐渐变小，使得下料孔7带有一定锥度，便于快速下料。另外，为了使插针93顺利且

快速插入到下料孔7中，插针93同样带有一定锥度，降低插设阻力，防止插针93折断，延长了

插针93的使用寿命。磨粉机使用时间一长，下料孔7可能会出现下料不畅或堵塞不出料的现

象，为了克服该问题，本发明特地设计了防堵装置。当下料孔7出现下料不畅时，可启动气缸

91，使得固定板92和插针93向下移动，当插针93插入到下料孔7中后，可启动第一振动器94，

使得插针93在下料孔7中振动，使粘附在下料孔7内壁上的青南茶碎末抖落下来，从而能起

到较好的防堵作用。

[0046] 实施例2：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47] S1、准备：将清洗干净的青钱柳和南非叶的带柄全叶晾干，然后按照青钱柳和南非

叶6:4的重量比，称取青钱柳和南非叶，将其混合后通过杀青机杀青，杀青锅温度控制在210

℃，叶温控制在100℃。然后再进行摊晾、揉捻和干燥，得到含水量在7％左右的混合备用料；

[0048] S2、发酵：将上述混合备用料与80％的食用酒精按重量比1:1混合，发酵50h，取出

摊晾，脱苦提香，得到青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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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S3、磨粉：将上述青南茶通过粉碎装置粉碎成碎末状，然后再进行磨粉处理，从而

得到青南茶粉；

[0050] S4、装袋：将上述青南茶粉检验合格后，包装成袋泡茶。

[0051] 实施例3：一种青南茶的生产工艺，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52] S1、准备：将清洗干净的青钱柳和南非叶的带柄全叶晾干，然后按照青钱柳和南非

叶6:4的重量比，称取青钱柳和南非叶，将其混合后通过杀青机杀青，杀青锅温度控制在230

℃，叶温控制在105℃。然后再进行摊晾、揉捻和干燥，得到含水量在7％左右的混合备用料；

[0053] S2、发酵：将上述混合备用料与80％的食用酒精按重量比1:1混合，发酵40h，取出

摊晾，脱苦提香，得到青南茶；

[0054] S3、磨粉：将上述青南茶通过粉碎装置粉碎成碎末状，然后再进行磨粉处理，从而

得到青南茶粉；

[0055] S4、装袋：将上述青南茶粉检验合格后，包装成袋泡茶。

[005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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