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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茶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采青、晾

青、三次摇青、萎凋、揉捻、发酵、烘焙。采用本发

明的制作方法制得的铁观音中黄酮类化合物的

含量为14.8mg/g，而采用传统制作工艺制得的铁

观音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仅为7.48mg/g。可见

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含有更多的可供人体吸收

的黄酮类物质，相比于普通的铁观音具有更高的

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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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茶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采青：以初展一芽三叶的标准采摘铁观音茶青；

2）晾青：将采摘到的铁观音茶青收回到车间，以18～20℃摊凉120～180分钟；

3）三次摇青：将步骤2）制得的晾青叶进行第一次摇青，持续时间为2～4分钟；

之后将其扒箕摊凉，持续时间为60～80分钟；再开始第二摇青，持续时间为5～7分钟；

之后将其再次进行扒箕摊凉，持续时间为90～100分钟，再进行第三次摇青，根据茶青

嫩度，持续时间为15～40分钟，进行第三次摇青时，要摇到茶叶水分去除三分之一，直至散

发有花果香味；

4）萎凋：将步骤3）制得的摇青叶上扒箕摊凉，进行萎凋，持续时间为25～35小时，应萎

凋至茶叶缩水，直至手摸有刺感；具体的，可先将其进行日光萎凋5～8小时，再将其进行静

置萎凋6～10小时，之后再重新进行日光萎凋5～7小时，静置萎凋9～10小时；避免日光萎凋

持续时间过长，破坏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将其营养成分充分显现出来；

5）揉捻：将步骤4）制得的萎凋茶叶揉捻成条；

6）发酵：将步骤5）制得的揉捻茶叶运到发酵间进行发酵，发酵至能均匀闻到茶叶具有

清新度，持续时间为5～9小时；

7）烘焙：将步骤6）制得的发酵茶叶进行烘焙，再去除三分之一水分，直至手摸茶叶有刺

感；

8）进行多次压包整形，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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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的制作方法，尤其是指一种红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酮类物质近年来其药用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具有保护肝肾，降低血管的

脆性，降低血脂和胆固醇，防治老年高血压和脑溢血等功能。

[0003] 类黄酮是植物的第二大代谢物，广泛分布于植物界中，可以分为六类。茶中的类黄

酮主要为黄烷醇和黄酮醇。

[0004] 而现有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茶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普遍偏少，因此缺乏一种茶叶

制作方法能将茶叶中的类黄酮充分释放出来供人体吸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红茶制作方法，其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茶叶制作工艺无法将茶

叶中的类黄酮充分释放出来的缺陷。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红茶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采青：以初展一芽三叶的标准采摘铁观音茶青；

[0009] 2)晾青：将采摘到的铁观音茶青收回到车间，以18～20℃摊凉120～180分钟；

[0010] 3)三次摇青：将步骤2）制得的晾青叶进行第一次摇青，持续时间为2～4分钟；

[0011] 之后将其扒箕摊凉，持续时间为60～80分钟；再开始第二摇青，持续时间为5～7分

钟；

[0012] 之后将其再次进行扒箕摊凉，持续时间为90～100分钟，再进行第三次摇青，根据

茶青嫩度，持续时间为15～40分钟；

[0013] 4)萎凋：将步骤3）制得的摇青叶上扒箕摊凉，进行萎凋，持续时间为25～35小时；

[0014] 5)揉捻：将步骤4）制得的萎凋茶叶揉捻成条；

[0015] 6)发酵：将步骤5）制得的揉捻茶叶运到发酵间进行发酵，持续时间为5～9小时；

[0016] 7)烘焙：将步骤6）制得的发酵茶叶进行烘焙，再去除三分之一水分，直至手摸茶叶

有刺感；

[0017] 8)进行多次压包整形，成品。

[0018] 进一步的，步骤3）中，进行第三次摇青时，要摇到茶叶水分去除三分之一，直至散

发有花果香味。

[0019] 进一步的，步骤4）中，应萎凋至茶叶缩水，直至手摸有刺感。

[0020] 进一步的，步骤6）中，应发酵至能均匀闻到茶叶具有清新度。

[0021]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1、采用本发明的制作方法制得的铁观音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为14.8mg/g，而采

用传统制作工艺制得的铁观音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仅为7.48mg/g。可见本发明制得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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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含有更多的可供人体吸收的黄酮类物质，相比于普通的铁观音具有更高的保健功效。

[0023] 2、在本发明的制作方法重烘焙、重发酵、重萎凋，制成后的干茶呈半球形，有成熟

果香和炭火的香气，茶汤颜色较深，如琥珀般橙红明亮，滋味甘醇，口感独特，介于乌龙茶和

红茶之间；其冷泡热泡均可，而冷泡更能突出甘醇的滋味。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一种红茶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采青

[0027] 以初展一芽三叶的标准采摘铁观音茶青。

[0028] 步骤二：晾青

[0029] 将采摘到的铁观音茶青收回到车间，以18～20℃摊凉120～180分钟，直至将铁观

音茶青中的热气排去，变凉为止。

[0030] 具体，可先将茶青置于18～20℃且通风良好的开放空间内摊凉15～20分钟，将杂

味去除；再将茶青置于18～20℃的密闭空间内摊凉90～130分钟，使茶青的香气相互渗透，

使最后泡出来的茶味道更加浓郁、均匀；最后将茶青从密闭空间内取出，再次置于18～20℃

且通风良好的开放空间内摊凉15～30分钟，将热气排去。

[0031] 步骤三：三次摇青

[0032] 将步骤二制得的晾青叶进行第一次摇青，持续时间为2～4分钟；

[0033] 之后将其扒箕摊凉，持续时间为60～80分钟；再开始第二摇青，持续时间为5～7分

钟；

[0034] 之后将其再次进行扒箕摊凉，持续时间为90～100分钟，再进行第三次摇青，持续

时间为15～40分钟,  其中又以20～30分钟为最佳，直至摇到茶叶水分去除三分之一，散发

有花果香味为止。

[0035] 步骤四：萎凋

[0036] 将步骤三制得的摇青叶上扒箕摊凉，进行萎凋，持续时间为25～35小时，直至茶叶

缩水，手摸有刺感为止。

[0037] 具体的，可先将其进行日光萎凋5～8小时，再将其进行静置萎凋6～10小时，之后

再重新进行日光萎凋5～7小时，静置萎凋9～10小时。避免日光萎凋持续时间过长，破坏茶

叶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将其营养成分（特别是黄酮类化合物）充分显现出来。

[0038] 步骤五：揉捻

[0039] 将步骤四制得的萎凋茶叶揉捻成条。

[0040] 步骤六：发酵

[0041] 将步骤五制得的揉捻茶叶运到发酵间进行发酵，持续时间为4～7小时，直至能均

匀闻到茶叶具有清新度为止。

[0042] 步骤七：烘焙

[0043] 将步骤六制得的发酵茶叶进行烘焙，再去除三分之一水分，直至手摸茶叶有刺感。

[0044] 步骤八

[0045] 进行多次压包整形，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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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在本发明的制作方法重烘焙、重发酵、重萎凋，乃集合了制红茶和制绿茶工艺中的

精髓，经过无数次研究试验而得出的最佳方案。其制成后的干茶呈半球形，有成熟果香和炭

火的香气，茶汤颜色较深，如琥珀般橙红明亮，滋味甘醇，口感独特，介于乌龙茶和红茶之

间；其冷泡热泡均可，而冷泡更能突出甘醇的滋味。采用该制作方法制得的铁观音中黄酮类

化合物的含量为14.8mg/g，而采用传统制作工艺制得的铁观音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仅为

7.48mg/g。可见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含有更多的可供人体吸收的黄酮类物质，相比于普通

的铁观音具有更高的保健功效。

[0047] 经过试验调查，不同地区乌龙茶黄酮类化合物总量分布状况如下表（平均值g/

100g）

[0048]

[0049] 而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为1.48g/100g，高于各个地区的茶叶

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0050] 经过试验调查，不同季节茶叶黄酮类化合物含量状况如下表（平均值g/100g）

[0051]

[0052] 而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为1.48g/100g，高于各个季节的茶叶

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0053] 经过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的检测得出，采用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中

的各成分含量如下表所示：

[0054] 检测项目 检测结论

咖啡碱 4.7g/100g

茶多酚 6.9g/100g

总氨基酸 1.7g/100g

总黄酮 1.48g/100g

维生素A 83.8ug/100g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7006630 B

5



维生素C 38.3ug/100g

维生素E 15.3mg/100g

烟酸 未检出（检出限，烟酸100ug/100g，烟酰胺120ug/100g）

维生素B1 <0.1mg/100g

维生素B6 2.04*103ug/100g

[0055] 研究表明，茶叶中咖啡碱在2～5％的范围内有提神兴奋、解酒敌烟（与茶叶中的维

生素C协同作用），强心利尿，帮助消化等作用；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中咖啡碱的含量为

4.7g/100g（100g茶叶中含4.7g咖啡碱），含量较高，并且略高于单季春茶中的咖啡碱含量。

[0056] 茶多酚是一类存在于茶树中的多羟基酚性化合物，一般在未发酵的绿茶和花茶中

含量较多，红茶中含量较少；而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中茶多酚含量为6.9g/100g，稍高于单

季茶。

[0057] 氨基酸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中氨基酸含量为1.7g/100g，

与单季茶中的氨基酸含量接近。

[0058] 此外，本发明制得的铁观音主要受众为女性，其含量中，维生素A（延缓衰老，防皱

去皱）含量为83.8ug/100g；维生素C（美白，防暗沉）含量为38.3ug/100g；维生素E（延缓衰

老、调经美颜）含量为15.3mg/100g；烟酸（促进血液循环，皮肤健康，但尼克酸形态烟酸会致

过敏）在实验检出限处，烟酸、烟酰胺均未检出；维生素B1与维生素B6（帮皮肤润滑，辅助预

防皮炎粉刺）中，维生素B1含量少于0.1mg/100g，维生素B6含量为2.04*103ug/100g。

[0059]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用此

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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