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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柠檬茶，其制备方法为：

a）用冷开水浸泡茶叶，在5-8℃下萃取8-12h，过

滤，得茶萃取液；b）将新鲜柠檬切片，将所述柠檬

片在微波功率为6-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微波

处理30-60s，即时冷却；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置

于茶萃取液中在低温真空下浸渍，得茶汁柠檬

片；e）将茶汁柠檬片速冻，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

片真空冷冻干燥，即得柠檬茶。本发明通过将柠

檬片微波处理、茶叶冷萃取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将

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在茶叶萃取液中真空浸渍、

冷冻干燥等一系列低温物理工艺加工，最终得到

了色泽呈浅黄绿色、复水性好、兼具茶叶和柠檬

风味及营养保健功能的柠檬茶，其加工工艺简单

实用、操作性好，易于工业化生产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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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柠檬茶，其特征在于，通过以下方法制备：

（a）用冷开水浸泡茶叶，茶叶与冷开水的质量比为1:  50-100，在5-8℃下萃取8-12h，过

滤，得茶萃取液；

（b）将新鲜柠檬切片，将所述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6-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微波处理

30-60s，即时冷却；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和步骤（a）得到的茶萃取液按质量比为1:5-10混合，在温度为5-

10℃、真空度为300-500  Pa下真空浸渍3-6h，得茶汁柠檬片；

（d）将所述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3.5-4 .5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

燥，即得柠檬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柠檬茶，其特征在于，步骤（a）所述冷开水是指将饮用水烧开

后冷却至5-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柠檬茶，其特征在于，步骤（b）所述柠檬片的厚度为3-5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柠檬茶，其特征在于，步骤（b）所述即时冷却是指将微波处理

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5min使柠檬片冷却至10-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柠檬茶，其特征在于，步骤（d）所述真空冷冻干燥的具体步骤

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

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

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

6.一种柠檬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用冷开水浸泡茶叶，茶叶与冷开水的质量比为1:  50-100，在5-8℃下萃取8-12h，过

滤，得茶萃取液；

（b）将新鲜柠檬切片，将所述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6-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微波处理

30-60s，即时冷却；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和步骤（a）得到的茶萃取液按质量比为1:5-10混合，在温度为5-

10℃、真空度为300-500  Pa下真空浸渍3-6h，得茶汁柠檬片；

（d）将所述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3.5-4 .5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

燥，即得柠檬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柠檬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所述即时冷却是指

将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5min使柠檬片冷却至10-12℃。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柠檬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所述真空冷冻干燥

的具体步骤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小时；  30

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

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柠檬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d）所述茶汁柠檬片

速冻之前用质量百分比浓度为10-20%的海藻糖水溶液喷洒包裹于所述茶汁柠檬片上，使包

裹后的茶汁柠檬片增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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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柠檬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果深加工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柠檬茶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柠檬富含维生素C及其它多种微量元素，日常饮用具有预防感冒、抗癌等作用，多

饮冲泡柠檬水可使肠胃通畅，达到瘦身效果；同时在我国有大量的人群饮用茶，茶中含有茶

多酚、儿茶素等营养成分，可起到醒脑提神、利尿解乏、缓解疲劳、抗辐射、抗衰老等功效；所

以茶品开发人员很容易想到将柠檬和茶叶两者相结合加工为茶饮料，预期使最终的茶饮料

兼具柠檬和茶叶两者独特的清新气息和保健功能。目前，市面上的柠檬茶等风味固体冲饮，

都是由柠檬、茶叶等破碎后热风或喷雾干燥而成的粉末状，全过程受热程度高，营养成分破

坏严重，而且为了掩饰制造过程风味香气的损失，还人工添加了香精等添加剂风味物质。也

有将柠檬和茶叶制备为可直接饮用的液态饮料，如CN104719532A公开了一种柠檬茶，所述

柠檬茶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柠檬果汁10%～30%、白砂糖1%～2%、茶叶粉0.1%～

0.2%、  山梨酸钾0.01%、柠檬酸钠0.01%、柠檬酸  0.01%、安赛蜜0.005%、阿斯巴甜0.005%、羧

甲基纤维素钠0.001%～0.005%、D-异抗坏血酸钠0.001%～0.005%、其余为水。同时公开了其

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柠檬榨汁；将茶叶鲜叶切碎并磨成粉末，加入80℃的温水制备出

茶叶质量浓度为10%的茶汤；按上述配方比例混合均匀，得到柠檬茶半成品；高温加热杀菌，

得到柠檬茶。该方法主要采用了物理榨汁、调配制备了液态柠檬茶，制备方法简单，操作性

好，但是通过榨汁、高温制备茶汤以及高温杀菌等工艺，其柠檬和茶叶的生物活性营养成份

已大大下降，而且添加了大量添加剂，已失去了原有的柠檬和茶叶的独特的清香气息。为了

避免食用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同时起到养生保健之功效，或许人们更愿意饮用组合式茶品，

如直接将干燥后的柠檬片配以一定比例的茶叶制成饮品，直接泡水饮用，这种饮品定具有

茶叶和柠檬的清香气息，而且也预想能够同时具有了茶叶和柠檬二者的保健功能，但是事

实并非这样，根据研究报道，从养生保健功能的角度讲，柠檬和绿茶是不宜一起冲泡饮用

的，因为在热水冲泡下绿茶中的大量的氨茶碱和柠檬中的柠檬酸会发生化学反应，使二者

失去原有保健作用，而且口感相对较涩。与此同时，市面上销售的柠檬片大都是风味单一的

原有柠檬风味，就算有茶香的柠檬片也是添加香精或香料喷洒于柠檬片表面后冻干而成，

只有茶香，而无茶叶实际营养成分和口感物质在内。因此，若能开发一款兼具柠檬和茶叶风

味，营养素合理搭配又不丧失二者之保健功效的高端新茶品，无疑是饮品界的福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柠檬茶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现有柠檬茶叶饮品成分

复杂、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感官风味较差、营养成分不协调、功能性较差的问题，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饮品选择。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柠檬茶，通过以下方法制备：

[0005] （a）用冷开水浸泡茶叶，茶叶与冷开水的质量比为1:  50-100，在5-8℃下萃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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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06] （b）将新鲜柠檬切片，将所述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6-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微波

处理30-60s，即时冷却；

[0007]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和步骤（a）得到的茶萃取液按质量比为1:5-10混合，在温度

为5-10℃、真空度为300-500  Pa下真空浸渍3-6h，得茶汁柠檬片；

[0008] （d）将所述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3.5-4.5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

干燥，即得柠檬茶。

[0009] 本发明步骤（a）所述茶叶是指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优选绿茶；所述冷开水是

指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5-8℃。

[0010] 本发明步骤（b）所述柠檬片的厚度为3-5mm。

[0011] 本发明步骤（b）所述即时冷却是指将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

5min使柠檬片冷却至10-12℃

[0012] 本发明步骤（d）所述真空冷冻干燥的具体步骤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

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

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

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

[0013] 本发明在步骤（d）所述茶汁柠檬片速冻之前用质量百分比浓度为10-20%的海藻糖

水溶液喷洒包裹于所述茶汁柠檬片上，使包裹后的茶汁柠檬片增重3-5%。

[0014]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柠檬茶的制备方法：其步骤为：

[0015] （a）用冷开水浸泡茶叶，茶叶与冷开水的质量比为1:  50-100，在5-8℃下萃取8-

12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16] （b）将新鲜柠檬切片，将所述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6-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微波

处理30-60s，即时冷却；

[0017]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和步骤（a）得到的茶萃取液按质量比为1:5-10混合，在温度

为5-10℃、真空度为300-500  Pa下真空浸渍3-6h，得茶汁柠檬片；

[0018] （d）将所述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3.5-4.5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

干燥，即得柠檬茶。

[0019]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步骤（a）所述茶叶是指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优选绿茶和

白茶；绿茶搭配柠檬片的风味更为和谐；所述冷开水是指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5-8℃。

[0020]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步骤（b）所述柠檬片的厚度为3-5mm。

[0021]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步骤（b）所述即时冷却是指将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

冷风隧道，3-5min使柠檬片冷却至10-12℃

[0022]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步骤（d）所述真空冷冻干燥的具体步骤为：仓内真空度控制

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

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

[0023]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在步骤（d）所述茶汁柠檬片速冻之前用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10-20%的海藻糖水溶液喷洒包裹于所述茶汁柠檬片上，使包裹后的茶汁柠檬片增重3-5%；

在工艺步骤配合该工艺，可以协同提高该产品在后期贮藏过程中风味的持久性和感官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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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

[0024] 本发明通过将柠檬片在特定功率和时间下进行微波处理、茶叶冷萃取以及在特定

条件下将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在茶叶萃取液中真空浸渍、冷冻干燥等一系列低温物理工艺

处理，最终得到了色泽呈浅黄绿色、复水性好、兼具茶叶柠檬风味和营养保健功能的柠檬

茶。本发明的创造性在于每步中特定工艺条件的设计及其工艺中各步骤的巧妙结合，即通

过将柠檬片在特定功率和时间下进行微波处理，使柠檬片在前15s左右就达到90℃以上，这

种高温短时微波灭酶和部分脱水使柠檬中的多酚氧化酶开始失活，在随后微波脱水过程中

起到防止酶促褐变发生的作用，微波处理全程时间不超过60s，也就是在1分钟内热处理结

束，随即进入冷风隧道进行冷却处理，防止了柠檬在传统烘干脱水过程中的长时间受热导

致营养成分破坏程度大和外观因氧化反应褐变等现象的发生；采用茶叶冷浸渍萃取，茶香

物质挥发较少，大部分茶香物质会保留在萃取液中，而且由于低温萃取，茶多酚、儿茶素等

营养保健成分受破坏程度很小，更为重要的是茶叶在低温条件下其茶碱溶出度很低；通过

将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在茶叶萃取液中通过特定工艺条件的真空浸渍，在低温真空状态下

浸渍，既可避免大量的空气与柠檬和茶叶接触，又能使茶叶萃取液中的风味和营养成分不

受破坏地随萃取液快速进入柠檬组织内部，使柠檬片在干燥之前吸入一定比例的含有风味

物质和多种营养保健成分的茶叶萃取液，而且茶叶中的茶多酚、儿茶素等功能成分具有很

好的抗氧化效果，能够使产品在加工过程不发生氧化褐变；将真空浸渍后的柠檬片通过-30

℃速冻后进行特定工艺的真空冷冻干燥，保留了浸渍后柠檬片中茶叶和柠檬本身的营养成

分和风味物质，同时柠檬脱水后的组织状态经过复水可以达到新鲜柠檬的状态。本发明制

备工艺步骤缺一不可，其全过程低温处理、无任何香精、香料等食品添加剂，使最终产品不

仅兼具有茶叶和柠檬中所含有的营养保健成分，而且冲泡后使饮用者能喝到柠檬特有水果

风味，还能体验到淡淡的带有茶叶特征的口感风味。可见，本发明提供的柠檬茶是一款纯天

然、绿色、健康的高端饮品。此外，本发明提供的加工工艺简单实用、操作性好，易于工业化

生产和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实施例用于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10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5℃下萃取8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28]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4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8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5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29]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7倍重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8℃、真空度为

400  Pa下真空浸渍5h，得茶汁柠檬片；

[0030] （d）将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空

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

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柠

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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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2

[0032]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5℃，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5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6℃下萃取10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33]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3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6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3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5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8℃；

[0034]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5倍重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5℃、真空度为

500  Pa下真空浸渍6h，得茶汁柠檬片；

[0035] （d）将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3.5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

空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

持1小时；  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

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

柠檬茶。

[0036] 实施例3

[0037]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8℃，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8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8℃下萃取12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38]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5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6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4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2℃；

[0039]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10倍重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10℃、真空度为

300  Pa下真空浸渍3h，得茶汁柠檬片；

[0040] （d）将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5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

空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

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

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

柠檬茶。

[0041] 实施例4

[0042]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6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白茶，在7℃下萃取9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43]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4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7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5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44]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6倍重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6℃、真空度为

450Pa下真空浸渍4h，得茶汁柠檬片；

[0045] （d）将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空

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

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柠

檬茶。

[0046] 实施例5

[0047]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10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5℃下萃取8h，过滤，得茶萃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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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4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8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5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49]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7倍重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8℃、真空度为

400  Pa下真空浸渍5h，得茶汁柠檬片；

[0050] （d）将茶汁柠檬片用质量百分比浓度为20%的海藻糖水溶液喷洒包裹于柠檬片上，

使包裹后的柠檬片增重5%；在将包裹海藻糖的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5h，将速冻后的

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空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

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

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

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柠檬茶。

[0051] 实施例6

[0052]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5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8℃下萃取12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53]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4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3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54]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7倍质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5℃、真空度为

500  Pa下真空浸渍6h，得茶汁柠檬片；

[0055] （d）将茶汁柠檬片用质量百分比浓度为10%的海藻糖水溶液喷洒包裹于柠檬片上，

使包裹后的柠檬片增重3%；在将包裹海藻糖的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h，将速冻后的茶

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空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

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

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

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柠檬茶。

[0056] 实施例7

[0057]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8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7℃下萃取10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58]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3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6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6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59]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7倍质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10℃、真空度为

300  Pa下真空浸渍3h，得茶汁柠檬片；

[0060] （d）将茶汁柠檬片用质量百分比浓度为15%的海藻糖水溶液喷洒包裹于柠檬片上，

使包裹后的柠檬片增重5%；在将包裹海藻糖的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h，将速冻后的茶

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空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

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

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

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柠檬茶。

[0061] 对比例1

[0062]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10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5℃下萃取8h，过滤，得茶萃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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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4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7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65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64]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7倍质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8℃、真空度为

400  Pa下真空浸渍5h，得茶汁柠檬片；

[0065] （d）将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空

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80-9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105℃，维持1

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维持2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3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3小时，即得柠

檬茶。

[0066] 对比例2

[0067]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10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5℃下萃取8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68]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4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10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2min，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69]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7倍质量的茶萃取液中，常温下浸渍5h，得茶汁柠

檬片；

[0070] （d）将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干燥，真空

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将茶汁柠檬片在-30℃下速冻4h，将速冻后的茶汁柠檬片真空冷冻

干燥，真空冷冻干燥的工艺参数为：仓内真空度控制在60-80Pa，50分钟内，加热板加热到

115℃，维持0.5小时；  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100℃，维持1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95

℃，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85℃，维持2小时；30分钟内加热板降温到75℃，维持

3小时，即得柠檬茶。

[0071] 对比例3

[0072] （a）将饮用水烧开后冷却至6℃，按绿茶与水的质量比为1:100称量，用冷开水浸泡

绿茶，在5℃下萃取8h，过滤，得茶萃取液；

[0073] （b）将新鲜柠檬切片至厚度为4mm，将柠檬片在微波功率为8kW的微波隧道中进行

微波处理50s，微波处理后的柠檬片即时通过冷风隧道，3min之内将柠檬片冷却至10℃；

[0074] （c）将冷却后的柠檬片投入到其7倍质量的茶萃取液中，在温度为8℃、真空度为

400  Pa下真空浸渍5h，得茶汁柠檬片；

[0075] （d）将茶汁柠檬片采用微波真空干燥，所述微波的功率为8kW，真空度为  100Pa，干

燥的温度为70-80℃，即得柠檬茶。

[0076] 实施例8

[0077] 一、感官评价

[0078] 干片重量:水重量=1:100，冲泡  85℃以上热水倒入装有同等重量的柠檬干片的玻

璃杯中，浸泡3分钟后，在进行口感评定。选20位从事食品感官评定实验员，进行双盲测试，

并按照以下测试表做感官评分，在测试中，实验员互不交流，在两次品尝期间用清水漱口。

以上所有实验作3次重复，将每个实验员的打分求和，满意度越好打分越高，取20人的平均

值作为最后评定分。其评定标准见表1：

[0079] 表1 感官评价指标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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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0081] 二、复水性试验

[0082] 检测方法：  将柠檬茶用95-100℃的水浸泡20  min，在漏网上沥干2min后称重，  按

下式计算：复水率/%  =（复水后物重-复水前物重）/复水后物重×100%

[0083] 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84] 表2 实施例和对比例品质检测结果

[0085]

[0086] 从感官品评的结果可知，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制作出的柠檬茶干品无明显皱缩，呈

疏松海绵多孔状，复水性好，复水后饮品具有浓郁的柠檬和绿茶特有的清香味，入口无苦涩

感，而从对比例1、2和3的检测结果发现当微波处理改变工艺或干燥工艺发生变化时，产品

的组织会不同程度的发生不可逆的收缩现象，即使进行了真空浸渍和冷冻干燥也无法很好

复原，其视觉感官和口感均发生了明显变化。

[0087] 实施例9

[0088] 观察本发明和对比例在贮藏期品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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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以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5和对比例1、2为例，对产品进行包装，包装材料为PET/

AL/LLDPE，观察贮藏1个月、3个月、6个月产品的感官、复水性及检测其微生物指标。

[0090] 其感官和复水性试验同实施例7，其微生物指标测定菌落总数与大肠菌群测定分

别按  GB4789 .2-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GB4789 .3-

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大肠菌群计数》进行。

[0091] 其检测结果见表3和表4。

[0092] 表3 实施例和对比例贮藏期感官品质检测结果

[0093]

[0094] 表4 实施例和对比例贮藏期其他品质检测结果

[0095] 从本发明和对比例贮藏期的观察可知，本发明提供制备方法得到柠檬茶其品质明

显优于现有技术，能够使产品在较长的贮藏期中保持更好的风味和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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