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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茶叶制造技术领域的一种霍

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S1：

采摘萎凋，S2：杀青闷叶，S3：揉捻闷黄，S4：烘干

提香，主要是利用鲜叶采摘提高茶叶标准，通过

二次杀青、揉捻及多次闷黄来促进茶叶稳定发

酵，利于茶叶内含物转变，使成品茶叶颜色褐黄，

汤色杏黄明亮，香气醇和，滋味甘醇，该工艺因制

作过程可控性强，可实现机械化批量生产，充分

利用现有茶叶鲜叶资源，增加霍山黄茶产品品

种，有利于解决夏秋季茶叶生产；调动茶农采摘

积极性，延长茶叶采摘期，提高茶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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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采摘萎凋：选金鸡种茶树鲜叶分级采摘，采后及时把鲜叶放阴凉处摊晾，采摘的鲜

叶在入库后放入萎凋槽进行萎凋处理；

S2：杀青闷叶：将萎凋处理后的鲜叶后放入桶径为60CM的滚筒杀青机进行初次杀青，鲜

叶初次杀青出锅后放入竹篾簸箕中摊凉，厚度为5CM，待茶叶凉透后，叶片回软后再进行二

次杀青，茶叶鲜叶经二次杀青出锅后堆入木桶摊平，上覆干棉布保温，进行闷叶，闷叶至叶

片变黄回软后开始揉捻；

S3：揉捻闷黄：将经闷叶后的茶叶放入桶径35CM电动揉捻机，每次6kg进行揉捻，先空压

揉捻4分钟后，再逐渐加压揉捻16分钟后减压，再空压揉捻4分钟，揉捻好的茶叶经解块后放

入竹篾簸箕堆积，上覆八成干湿布，放入闷黄室进行闷黄，在工作电压为12KV，内置16烘盘，

总面积为8.8平方米的提香机内经初闷初烘，复闷复烘，三闷三烘后使茶叶含水量降至15-

20％，将三烘后茶叶摊凉后放入木桶或铁桶进行四闷。

S4：烘干提香：将闷黄后茶叶放入竹烘炕，每炕10kg，用木炭火烘干，使其含水量降至

10％左右时摊凉4小时成毛茶，将毛茶放入竹烘炕用木炭火提香，使其含水量降至5％以下

即为成品，趁热装入铁桶存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茶

树鲜叶分级采摘中，茶树鲜叶按照一芽一叶、一芽二叶或者一芽三叶分级采摘，各等级大小

均匀，且不采雨水叶、露水叶和病虫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萎

凋处理中，温度为25-30℃，时间2-3小时，处理后鲜叶含水量控制在60-7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2

中，初次杀青的温度为265℃-285℃，时间1.5-2分钟，二次杀青的温度为200℃-220℃，时间

1.5-2分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2闷

叶中，堆积厚度15CM，时间1小时，且每20分钟翻堆一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3初

闷中，堆积厚度为10CM，温度25℃-30℃，空气湿度80％-85％，每4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

时间18小时，后撒入工作电压为12KV，内置16烘盘，总面积为8.8平方米的提香机烘盘进行

初烘；初烘厚度1CM，温度为70℃，时间为20分钟，茶叶经初烘后含水量控制在35-4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3二

闷中，将初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堆积进行二闷，堆积厚度15CM，温度25℃-30℃，空气

湿度80％-85％，每6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18小时，后撒入提香机烘盘进行二烘；二

烘厚度1CM，温度70℃，时间20分钟，茶叶经二烘后含水量控制在25-3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3三

闷中，将二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堆积进行三闷，堆积厚度15CM，温度25℃-30℃，空气

湿度80％-85％，每6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24小时，后撒入提香机烘盘进行三烘；三

烘厚度1CM，温度70℃，时间10分钟，茶叶经三烘后含水量控制在15-2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3四

闷中，将三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装入木桶或铁桶进行四闷，温度25℃-30℃，空气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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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80％-85％，每12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48小时后进行提香。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4

中，竹烘炕的口径为120CM，每炕10kg，木炭火烘干的温度为100℃，每2分钟翻动一次，烘干

时间10分钟，木炭火提香温度120℃，每2分钟翻动一次，提香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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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制造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霍山黄茶是安徽省霍山县特产，为轻发酵茶，具有黄叶黄汤，香气醇和，滋味甘醇

的特点；并有降糖降脂，调理肠胃的功效。主要产品有霍山黄芽茶、霍山黄大茶。霍山黄芽茶

为高档名优茶，取4月25日前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茶叶鲜叶制作而成，质优价高；霍山黄大

茶为大宗茶，取5月份后的一芽三叶以上茶叶鲜叶制作而成，价格及档次都极低。介于霍山

黄芽茶与霍山黄大茶之间的中档大众茶，制作方法各异，品质各异，无法批量生产，无法推

向市场，只有茶农自制自饮。而这一时期茶叶鲜叶产量大、品质高，茶农弃采严重，造成资源

大量浪费。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干茶黄褐，香气醇和，汤色黄亮，滋味甘醇的霍山小黄茶制

作工艺，填补霍山黄茶中档大众茶生产空缺，充分利用茶叶鲜叶资源，增加霍山黄茶产品品

种，提高茶农收入。

[0003] 基于此，本发明设计了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以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干茶黄褐，香气醇和，汤色黄亮，滋味甘醇的霍山小黄

茶加工制作工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采摘萎凋：选金鸡种茶树鲜叶分级采摘，采后及时把鲜叶放阴凉处摊晾，采摘

的鲜叶在入库后放入萎凋槽进行萎凋处理；

[0007] S2：杀青闷叶：将萎凋处理后的鲜叶后放入桶径为60CM的滚筒杀青机进行初次杀

青，鲜叶初次杀青出锅后放入竹篾簸箕中摊凉，厚度为5CM，待茶叶凉透后，叶片回软后再进

行二次杀青，茶叶鲜叶经二次杀青出锅后堆入木桶摊平，上覆干棉布保温，进行闷叶，闷叶

至叶片变黄回软后开始揉捻；

[0008] S3：揉捻闷黄：将经闷叶后的茶叶放入桶径35CM电动揉捻机，每次6kg进行揉捻，先

空压揉捻4分钟后，再逐渐加压揉捻16分钟后减压，再空压揉捻4分钟，揉捻好的茶叶经解块

后放入竹篾簸箕堆积，上覆八成干湿布，放入闷黄室进行闷黄，在工作电压为12KV，内置16

烘盘，总面积为8.8平方米的提香机内经初闷初烘，复闷复烘，三闷三烘后使茶叶含水量降

至15-20％，将三烘后茶叶摊凉后放入木桶或铁桶进行四闷。

[0009] S4：烘干提香：将闷黄后茶叶放入竹烘炕，每炕10kg，用木炭火烘干，使其含水量降

至10％左右时摊凉4小时成毛茶，将毛茶放入竹烘炕用木炭火提香，使其含水量降至5％以

下即为成品，趁热装入铁桶存放。

[0010]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1茶树鲜叶分级采摘中，茶树鲜叶按照一芽一叶、一芽二叶或

者一芽三叶分级采摘，各等级大小均匀，且不采雨水叶、露水叶和病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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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1萎凋处理中，温度为25-30℃，时间2-3小时，处理后鲜叶含

水量控制在60-70％。

[0012]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2中，初次杀青的温度为265℃-285℃，时间1.5-2分钟，二次

杀青的温度为200℃-220℃，时间1.5-2分钟。

[0013]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2闷叶中，堆积厚度15CM，时间1小时，且每20分钟翻堆一次。

[0014]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3初闷中，堆积厚度为10CM，温度25℃-30℃，空气湿度80％-

85％，每4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18小时，后撒入工作电压为12KV，内置16烘盘，总面

积为8.8平方米的提香机烘盘进行初烘；初烘厚度1CM，温度为70℃，时间为20分钟，茶叶经

初烘后含水量控制在35-45％。

[0015]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3二闷中，将初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堆积进行二闷，堆

积厚度15CM，温度25℃-30℃，空气湿度80％-85％，每6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18小

时，后撒入提香机烘盘进行二烘；二烘厚度1CM，温度70℃，时间20分钟，茶叶经二烘后含水

量控制在25-35％。在所述步骤S3二闷中，将二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堆积进行三闷，

堆积厚度15CM，温度25℃-30℃，空气湿度80％-85％，每6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24小

时，后撒入提香机内进行三烘；三烘厚度1CM，温度70℃，时间10分钟，茶叶经三烘后含水量

控制在15-20％。

[0016]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3二闷中，将二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堆积进行三闷，堆

积厚度15CM，温度25℃-30℃，空气湿度80％-85％，每6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24小

时，后撒入提香机内进行三烘；三烘厚度1CM，温度70℃，时间10分钟，茶叶经三烘后含水量

控制在15-20％。

[0017]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3四闷中，将三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装入木桶或铁桶

进行四闷，温度25℃-30℃，空气湿度80％-85％，每12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48小时

后进行提香。

[0018]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4中，竹烘炕的口径为120CM，每炕10kg，木炭火烘干的温度为

100℃，每2分钟翻动一次，烘干时间10分钟，木炭火提香温度120℃，每2分钟翻动一次，提香

8分钟。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一种干茶黄褐，香气醇和，汤

色黄亮，滋味甘醇的霍山小黄茶制作工艺，

[0020] 1、主要是利用鲜叶采摘提高茶叶标准，通过二次杀青、揉捻及多次闷黄来促进茶

叶稳定发酵，利于茶叶内含物转变，使成品茶叶颜色褐黄，汤色杏黄明亮，香气醇和，滋味甘

醇，该工艺因制作过程可控性强，可实现机械化批量生产；

[0021] 2、本发明填补霍山黄茶中档大众茶生产空缺，充分利用现有茶叶鲜叶资源，增加

霍山黄茶产品品种，有利于解决夏秋季茶叶生产；调动茶农采摘积极性，延长茶叶采摘期，

提高茶农收入；

[0022] 3、小黄茶具有霍山黄茶的特有功效，价格低于霍山黄芽茶，口味优于霍山黄大茶，

品质优良，价格适中，是一款消费者易于接受的大众茶，市场前景广阔。

附图说明

[002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用的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313527 A

5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24] 图1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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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霍山小黄茶加工制作工艺，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0027] S1：采摘萎凋：谷雨前后至夏至前后，选金鸡种，霍山特有茶树品种，制作霍山黄茶

最佳，茶树鲜叶按一芽一叶、一芽二叶或一芽三叶分级采摘，各等级大小均匀，不采雨水叶、

露水叶、病虫叶，及时把采摘的鲜叶放阴凉处摊晾，防止烧叶。鲜叶入库后置萎凋槽进行萎

凋处理，温度为25-30℃，时间2-3小时，处理后鲜叶含水量控制在60-70％。

[0028] S2：杀青闷叶：将萎凋处理后的茶叶鲜叶放入桶径60CM的滚筒杀青机进行初次杀

青，温度265℃-285℃，时间1.5-2分钟，初杀叶放入竹篾簸箕中摊凉，厚度为5CM，待茶叶凉

透，叶片回软后进行二次杀青，温度200℃-220℃，时间1.5-2分钟，二次杀青后茶叶含水量

控制在50-60％。茶叶鲜叶经二次杀青出锅后堆入木桶摊平，上覆干棉布保温，进行闷叶，堆

积厚度15CM，时间1小时，每20分钟翻堆一次，闷叶至叶片变黄回软后开始揉捻。

[0029] S3：揉捻闷黄：将经闷叶后的茶叶放入桶径为35CM电动揉捻机，进行揉捻，每次

6kg，先无压力揉捻4分钟使茶叶条索成型；再逐渐加压至较重压力揉捻16分钟使茶叶细胞

破碎，利于茶叶发酵和快速出汤；后减压为无压力揉捻4分钟，使茶叶收汁及定型。揉捻好的

茶叶经解块后放入竹篾簸箕堆积，上覆八成干湿布，放入闷黄室进行闷黄。

[0030] A：初闷：堆积厚度为10CM，温度25℃-30℃，空气湿度80％-85％，每4小时抖开翻堆

一次，闷黄时间18小时，后撒入工作电压为12KV，内置16烘盘，总面积为8.8平方米的提香机

烘盘进行初烘；初烘厚度1CM，温度70℃，时间20分钟。茶叶经初烘后含水量控制在35-45％。

[0031] B：二闷：将初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堆积进行二闷，堆积厚度15CM，温度25

℃-30℃，空气湿度80％-85％，每6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18小时，后撒入工作电压为

12KV，内置16烘盘，总面积为8.8平方米的提香机烘盘进行二烘；二烘厚度1CM，温度70℃，时

间20分钟。茶叶经二烘后含水量控制在25-35％。

[0032] C：三闷：将二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堆积进行三闷，堆积厚度15CM，温度25

℃-30℃，空气湿度80％-85％，每6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24小时，后撒入工作电压为

12KV，内置16烘盘，总面积为8.8平方米的提香机烘盘进行三烘；三烘厚度1CM，温度70℃，时

间10分钟。茶叶经三烘后含水量控制在15-20％。

[0033] D：四闷：将三烘后茶叶放入竹簸箕摊凉后装入木桶或铁桶进行四闷，温度25℃-30

℃，空气湿度80％-85％，每12小时抖开翻堆一次，闷黄时间48小时后进行提香。

[0034] S4：烘干提香：将闷黄后茶叶放入口径为120CM竹烘炕，每炕10kg，用木炭火烘干，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0313527 A

6



温度100℃，每2分钟翻动一次，烘干时间10分钟，使其含水量降至10％左右时摊凉4小时成

毛茶。将毛茶放入竹烘炕用木炭火提香，每炕10kg，温度120℃，每2分钟翻动一次，提香8分

钟，使其含水率降至5％以下即为成品，趁热装入铁桶存放。

[0035]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36]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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