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卷 第 5期
2006年 10 月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理 工 版 )
Journal ofK unm ingU n 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1 N o. 5
Oc.t 2006

普洱茶微波干燥试验研究
周利平, 彭增华, 谭 蓉, 何明奕, 赵晓军, 李 云
(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保护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3)

摘要: 为了深入研究微波在食品干燥中的应用, 通过微波干燥普洱饼茶实验, 证明了微波干燥普
洱茶不仅可以大幅度缩短干燥时间, 提高生产效率, 而且在节能、
环保以及保持营养等方面都有
很好的效果. 这对提高普洱茶的质量以及形成加工的规模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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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M icrow ave D rying of PUER TEA
ZHOU L i p in g, PENG Zeng hua, TAN Rong, HE M ing y,i ZHAO X iao ju n, L I Yun
( Research Section ofM a ter ia l Protection, Kunm ing Un 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 logy, K unm 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 A test is conducted on the dry in g PUER TEA by m icrow ave. Resu lts show that the m eth od o f m icro
w ave dry ing is h igh ly effic ien ,t energy- sav ing, and env ironm en tally - friend ly. Thus, m icrow ave drying w ill
play a very im portant role in im prov ing the qua lity o f tea and en la rg in g the scale o f product io n.
K ey w ord s: PUER TEA; m icrow ave dry ing; w ater lo ss ratio

0引 言
云南地处亚热带高原, 独特的气候以及自然地貌、
土壤、生态环境, 为茶树的生长和繁衍提供了最佳的
栖息之地. 六大茶山为普洱茶加工提供了充分的原料来源. 由于普洱茶在祛病、养身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
功效, 近年来, 倍受消费者的青睐. 目前, 普洱茶干燥还没有一种较成熟的方法应用于生产, 现用的加工方
式大多是采用太阳光辐射干燥或燃煤干燥, 这两种干燥方法既费时又费力, 而且受天气条件及设备影响
大, 因此就会有可能影响普洱茶的品质、
生产效率, 且不易形成生产规模化和规范化. 本文针对普洱饼茶干
燥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合微波干燥的优点, 提出了微波干燥普洱茶的思路, 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最后
得出了微波干燥普洱茶的最佳工艺, 并对干燥效率、
功耗等方面进行了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与仪器
普洱饼茶: 数饼.
微波生产线 ( 如图 1) : 包括控制、
原料入口、
微波干燥、保温、风机、
出料口等部分.
TL- 02链条天平, S /N854048红外测温仪.
1. 2 实验方法
生产线进料方式为: 普洱茶从原料入口进生产线, 投料方式如图 1所示. 干燥线共分四个单元, 每个单
元包括微波干燥和保温两部分, 饼茶先进入微波干燥部分, 然后通过带传动进入保温箱. 通过四个单元后,
最后从出料口输出, 从而完成整个干燥过程. 本实验首先从单台微波炉得出干燥饼茶的温度及失水率曲
线, 再由此曲线确定微波生产线上的干燥工艺. 因为普洱茶属于后发酵茶, 所以茶中的有益菌不能受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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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这就要求严格控制温度及失水率, 需通过试验得出最佳的功率组合, 且此工艺既不能影响普洱茶的品
质, 又不影响干燥效率. 最后根据此工艺, 再对 135饼普洱茶进行干燥效率及功耗测定.

2 实验分析
2. 1 微波干燥特性
微波干燥不同于常规干燥方法, 常规干燥时, 物料的温度
由外至里依次升高, 失水速度由外至里逐渐减小, 这种干燥方
法的缺点是: 里层含水量远大于外层, 易在外层形成干燥壳,
影响干燥速度及质量. 对于普洱饼茶, 外层失水过多很容易产
生脱落, 影响饼茶的外观. 而微波干燥时, 物料由里向外 逐层
升温, 同样失水也是从里向外, 这样就不易形成干燥壳, 且失
水快而均匀. 微波干燥 物料, 失 水率受 加热时间 及功率的 影
响. 通过微波单台干燥饼茶试验得出了饼茶干燥温度及 失水
率曲线, 分别如图 2、图 3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微波干燥时
温度与时间成 正比关系, 随着加 热时间的 延长, 温度也在 升
高. 而失水率先是逐渐减小, 然后增加, 最后再逐渐较小, 最后减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饼茶本身含水量已经
很低, 水分不易再散失.

2. 2 工艺分析
据报道, 对市场上现已销售的普洱茶品质鉴定表明:
大多不合格普洱茶都是因为水分或者是灰分超标. 灰分
含量超标主要是原料采用的原因, 干燥对灰分含量影响
不大. 而水分超标主要是因为普洱茶干燥工艺不成熟, 不
能很好地控制干燥时间及温度, 从而影响普洱茶的水分
含量. 因为微波干燥时温度与时间成正比, 失水率与功率
也成正比关系, 所以如果采用微波干燥普洱茶, 可以通过
调控干燥时间及功率来控制普洱茶的含水量, 这一点通
过实验已得到证明. 这对控制普洱茶的含水量有很重要
的意义. 通过试验表明: 干燥后的饼茶出生产线后, 由于
还存在余温, 每饼茶还会继续失水 3~ 5 g, 所以干燥过程
中失水率应保持在 0. 30% 左右, 不宜过高, 以免失水过

表 1 微波干燥饼茶温度及失水率变化
T ab. 1 The variation of temp eratu re and lose
w ater ab ility on PUER TEA dryn ess in m icrowave
序号

初重 /g

1

359. 3

2

温度 /

末重 /g

失水率 /%

33. 0

358. 0

0. 36

358. 9

33. 5

354. 4

1. 25

3

360. 0

38. 0

358. 6

0. 38

4

358. 7

33. 5

357. 6

0. 30

5

358. 4

33. 5

356. 8

0. 45

6

359. 0

33. 0

358. 1

0. 25

7

358. 9

37. 0

357. 5

0. 39

多, 影响普洱茶的品质. 另外根据工艺要求, 干燥过程中
8
361. 0
32. 0
359. 8
0. 33
最高温度不能超过 55 , 否则会破坏普 洱茶中的有益
注: 1) 此九饼茶是从试验的 135饼茶中随机抽取;
菌. 综合考虑到对温度及失水率的要求, 通过多组试验最
2) 温度为饼茶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平均值.
后得出了微波干燥普洱茶的最佳工艺: 微波生产线的四
个单元, 每单元加热 80 s、
保温 80 s, 为了加快干燥速度, 生产线上还加有两台风机. 按照此工艺, 干燥的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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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温度及失水率如表 1所示. 可以看出, 干燥过程中温度不高于 40 , 没有超过要求的极限温度, 失水率
也集中在 0. 30% 左右, 均在要求的范围内, 所以干燥后的饼茶可以达到标准.
2. 3 效率及功耗计算
按照传统干燥方法, 在天气情好的情况下, 饼茶需要在阳光下晾晒 3~ 4 d, 这种干燥方法既耗时又耗
力, 而且受天气的制约. 另外, 煤燃烧干燥, 此种方法干燥程度难以控制, 且污染大. 而相反微波干燥操作灵
活、
卫生, 且不受过多条件的约束. 通过试验得出: 干燥 135饼普洱茶, 计前期准备时间, 共用时 95 m in, 平
均每饼用时 42 s. 按照每工作日 8 h计算, 一天的产量可达到 683饼. 照此结论, 一条生产线完全可以满足
一小型茶场的要求. 本次试验共耗电 1. 9 kW h, 平均 0. 02 kW h /饼 , 按实验地每度电 0. 45元计算, 一饼普洱
茶的加工成本为 0. 01元. 因此相比其它干燥方法来说, 微波干燥不但功耗小、
卫生, 而且操作方便, 更容易
实现普洱茶加工的流水线操作.

3结 论
通过饼茶干燥实验, 得出了微波干燥普洱茶的最佳工艺: 每饼茶共加热 320 s、保温 320 s. 为了不影响
普洱茶的品质, 此工艺是在控制温度及失水率的基础上得出的. 并进一步测定了干燥效率及功耗等多方面
测定, 结果表明它不仅不会影响普洱茶的品质, 反而可以改善. 相对传统干燥方法, 干燥效率有很大的提
高, 而加工成本却有所下降. 更重要的是, 微波干燥不会污染环境, 对环保事业也有一定的贡献. 综合以上
优点, 可以看出微波干燥普洱茶是完全可行的, 它对加快普洱茶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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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单一筑堤、
防洪堤、
堤防三个环节, 实行综合治理洪灾;
5) 解决下游泸江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 增加泸江水资源量, 扩大和改善建水坝区有
效灌溉面积;
6) 退田还湖只解决了异龙湖部分面源污染问题, 彻底治理异龙湖, 还需要进行点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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