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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茶智能化做青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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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深入了解乌龙茶智能化做青技术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ꎮ [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总结分析ꎮ [ 结果] 阐述了做
青技术对乌龙茶品质的影响及乌龙茶智能化做青技术研究进展ꎻ分析了乌龙茶做青设备存在的问题ꎬ并提出智能化技术在
做青工艺上的应用方向ꎮ [ 结论] 应用智能化技术开发清洁化、连续化和智能化的做青装备是乌龙茶做青技术的发展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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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最大的产茶国ꎬ茶叶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１] ꎮ 乌龙茶是我国特有茶类ꎬ素以滋味醇厚、花果

香浓郁、品类繁多而闻名ꎬ主产于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ꎬ其中福建乌龙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７５％ 左
右 [２] ꎮ 乌龙茶初制工艺为:鲜叶、萎凋、做青、杀青、揉捻( 包揉) 、干燥 [３－４] ꎬ其中做青包括摇青和晾青两个
重复交替的过程ꎬ是形成乌龙茶独特品质的关键工序 [５] ꎮ 目前ꎬ乌龙茶初制已实现各加工工序机械化ꎬ并
逐渐向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ꎬ但优质乌龙茶生产仍沿袭传统加工工艺ꎬ智能化水平落后ꎬ现代
化设施更新较慢ꎬ现代科技对乌龙茶产业的贡献率不高 [６] ꎮ 乌龙茶做青工艺受制于环境条件ꎬ且过于依

赖加工者的经验ꎬ如何提升做青品质ꎬ减少人工成本ꎬ提高做青智能化程度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ꎮ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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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阐述了做青工艺对乌龙茶品质的影响以及乌龙茶智能化做青技术研究进展ꎬ提出乌龙茶做青智能化
的发展方向ꎬ以期为新型智能化做青设备的研发提供参考ꎮ

１

做青对乌龙茶品质的影响
做青包括摇青和晾青两个过程ꎬ是乌龙茶品质形成的关键工序ꎮ 摇青破坏了乌龙茶叶缘细胞组织ꎬ晾

青则促进茶叶内含物发生化学变化ꎬ以形成乌龙茶独有的色、香、味品质ꎮ 做青技术与环境因子是影响乌
龙茶品质的主要因素 [７－８] ꎮ

１.１

做青技术

做青技术包含不同时间与程度的晒青、摇青、摊青、凉青、发酵等操作ꎬ综合影响茶叶的水分含量、滋味

和香气品质等 [９] ꎮ

１.１.１

对青叶水分变化的影响

青叶水分变化与成茶品质关系密切 [１０] ꎮ 摇青的机械力刺激使青叶梗脉

中的水分向叶 片 转 移ꎬ 表 现 为 “ 还 阳” 状 态ꎻ 晾 青 使 叶 片 中 的 水 分 再 通 过 气 孔 逐 步 散 发ꎬ 为 “ 退 青” 状
态 [１１－１２] ꎮ 潘玉华 [１３] 研究表明ꎬ做青过程中鲜叶水分含量呈波动性下降趋势ꎬ认为“ 还阳” 现象由叶梗水分

向叶片转移及叶片破损后呼吸作用产生大分子水解、末端氧化形成水分共同造成ꎮ 黄皓等 [１４] 研究表明ꎬ
做青过程中鲜叶水分含量平均下降 １６.７９％ꎮ 郭雅玲等 [１５] 提出水势可作为判断做青水分的新参数ꎬ认为
做青时水分由梗流向叶片ꎬ做青工艺引起的茶梢水分传输、扩散效应明显ꎮ

１.１.２

对滋味的影响

乌龙茶滋味

[１６－１７]

做青过程中ꎬ青叶的水浸出物、茶多酚、咖啡碱、可溶性糖等含量的变化综合影响

ꎮ 黄福平 [１８] 研究表明ꎬ随着做青的进行ꎬ乌龙茶多酚类、水浸出物、可溶性糖含量呈下降

趋势ꎬ并随着摇青强度的提高而加速下降ꎻ咖啡碱含量则呈上升趋势ꎻ摇青能促进氨基酸转化ꎬ且摇青强度
越大ꎬ青叶内氨基酸总量越少ꎮ 黄毅彪等 [１９] 研究认为ꎬ振动做青有利于提高乌龙茶氨基酸总量和咖啡碱
含量ꎮ 刘彬彬 [２０] 研究发现ꎬ随着做青的进行ꎬ新品系‘６０６’ 和‘ 黄旦’ 的氨基酸总量与咖啡碱含量变化趋
势相反ꎮ 因此ꎬ做青方法及鲜叶原料会影响乌龙茶生化成分含量的变化趋势ꎮ

１.１.３

对香气的影响

香气是乌龙茶感官评价的重要因子ꎮ Ｔａｋｅｏ ｅｔ ａｌ [２１] 、梁晓岚等 [２２] 研究表明ꎬ做青

可加速形成半发酵茶的典型香气ꎬ摇青使萎凋叶中的高分子不挥发性成分通过水解、氧化分解ꎬ形成乌龙
茶特有的挥发性物质ꎮ 摇青可明显提升乌龙茶中乙酸￣顺 ３￣乙烯酯、苯甲酸￣３￣乙烯酯、顺茉莉酮、苯已腈、
α￣法呢烯、橙花叔醇、茉莉内酯、异丁子香酚、苯乙酸和吲哚等香气成分 [１２] ꎮ 研究发现ꎬ做青可提高与萜类
物质合成有关的基因 ＧＧＤＰＳ、ＣｓＩＤ、ＣｓＭＶＫ、ＣｓＴＰＳ 的表达量ꎬ甚至可达最大值 [２３－２６] ꎮ 王尔茂等 [２７] 研究表
明ꎬ机械做青鲜叶的酶促氧化速度与程度高于手工做青ꎬ内含物质过分水解、氧化ꎬ特征香气组成比例失
调ꎬ香气表现低于手工做青ꎮ

１.２

做青环境
乌龙茶做青环境影响因子主要有空气温湿度与气流因子ꎬ环境因子参数过高或过低会导致青叶生化

反应过快或过慢ꎬ从而影响成茶品质 [２８] ꎮ 乌龙茶做青最适宜的气候条件是 “ 北风天” ꎬ 其温度为 １８ ~

２３ ℃ ꎬ湿度为 ６０％ ~ ７０％ꎬ且伴有微风ꎮ 施兆鹏 [２９] 、金心怡 [３０] 研究表明ꎬ乌龙茶最适做青温度为 ２２ ~

２５ ℃ ꎬ相对湿度为 ６０％ ~ ８０％ꎮ 孙云等 [３１] 提出ꎬ乌龙茶低温做青温度以 ２２ ~ ２３ ℃ 为宜ꎬ温度过低不利于
内含物转化ꎬ且耗时长ꎬ内含物消耗过多ꎬ使成品茶滋味鲜醇但淡薄且不耐冲泡ꎬ香气清细且带青气ꎬ品质
下降ꎮ 游小妹等 [３２] 比较了人工控制温湿度的空调做青与自然环境做青方式发现ꎬ两者咖啡碱与氨基酸总
量差别不明显ꎬ但自然环境做青的茶多酚总量和酚氨含量较高ꎮ

２
２.１

乌龙茶智能化做青技术
智能化做青原理
乌龙茶做青设备属于农业机械ꎮ 仲继林 [３３] 提出农业机械智能化技术可分为 ３ 个部分ꎬ一是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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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系统ꎬ负责数据信息采集ꎻ二是决策系统ꎬ负责对采集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分析ꎻ三是执行系统ꎬ负责
执行机械操作ꎮ 智能化做青是将做青传统工艺与智能化技术相结合ꎬ最终实现“ 机器代替人” ꎮ 而做青工
艺的核心是“ 看青做青ꎬ看天做青” ꎬ要达到此要求ꎬ需依靠信息采集系统来“ 看青、看天” ꎬ由决策系统对采
集的数据结合工艺要求进行分析ꎬ为执行系统实现“ 做青” 提供决策支持ꎬ最终摆脱传统做青工艺对制茶
师傅的依赖ꎮ
２.２

智能化做青技术
前人在做青技术与设备创新、智能化控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ꎮ 乌龙茶生产由最初的纯手工操作ꎬ不

断改革创新ꎬ使做青技术和设备不断优化升级ꎬ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ꎬ并向智能化迈进ꎮ
２.２.１

做青设备

优良的做青设备是获得高品质乌龙茶的关键ꎮ 目前常用的滚筒做青机研制于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ꎬ是以手工做青的水筛摇青、层架晾青原理为基础研发的 ６０ 型单列三桶做青机ꎬ该设备实现了
摇晾一体做青 [３４－３５] ꎮ 八十年代初ꎬ前人研制了具有正反转及变速功能的双筒式乌龙茶做青机ꎬ内设风管
可完成冷热风输送ꎬ减少气候环境对做青的影响 [３４] ꎮ 由于乌龙茶传统做青机存在晾青摊叶厚度大、透气
性差等问题ꎬ金心怡等 [３６] 研发了新型滚筒做青机ꎬ具有局部加热功能和良好的通风性ꎬ采用电子开关实现
做青过程自动控制ꎬ有效改善乌龙茶萎凋ꎬ提升做青效果ꎮ 苏益平等 [３７] 提出做青智能控制技术并进入实
用阶段ꎬ为乌龙茶智能化做青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ꎮ 郝志龙等 [３８] 、金心怡等 [３９] 研制了集振动、晾青、做
青环境控制为一体的新型乌龙茶振动做青设备ꎮ 该设备气流稳定且温湿度分布均匀ꎬ缩短了做青时间ꎬ提
高了生产效率ꎬ能耗节约 ５０％ꎬ毛茶品质相较传统做青显著提升ꎮ 徐金伟 [４０] 研制的乌龙茶水筛摇青机ꎬ模
拟手工水筛摇青运动方式ꎬ使叶缘组织均匀摩擦损伤ꎬ解决了手工水筛摇青劳动强度大、工效低、不能大规
模化生产等问题ꎮ

２.２.２

做青智能化控制现状

乌龙茶做青设备自动化、智能化一直是茶叶加工机械的研究热点ꎮ 为解决

传统乌龙茶做青设备主要依赖人工决策ꎬ做青质量不稳定等问题ꎬ前人在乌龙茶做青设备智能控制方面开
展大量研究ꎮ 刘文英 [４１] 研制的微机程控做青设备ꎬ采用微机控制链板式连续化做青机ꎬ实现做青全程自
动化ꎬ并结合红外线热源实现带雨水鲜叶的萎凋做青ꎮ 为提高程控设备的做青质量ꎬ前人研制了乌龙茶不
落地、连续化振动式做青设备ꎬ代替传统手工精细做青 [４２] ꎮ 应用电脑软件进行智能化做青ꎬ实现了做青设
备吹、摇、停自动控制ꎬ实时监控并记录做青数据ꎬ显著提升做青设备单机作业自动化水平 [４３] ꎮ 由于传统
做青设备存在单机生产用工量大、质量不稳定等问题ꎬ陈孝照 [４４] 提出基于 ＰＬＣ( 可编程控制器) 的乌龙茶
连续做青自动控制系统ꎬ包括 ＰＬＣ 程序编写、人机界面构建及变频器设置等ꎬ该系统满足乌龙茶加工连续
自动化要求ꎬ且操作简单、劳动强度低ꎮ 马成英等 [４５] 设计完成全自动旋转门摇青机和乌龙茶全自动连续
化做青装备ꎬ可完成无人值守的全自动、连续化做青ꎬ与乌龙茶初制单机设备互联ꎬ实现乌龙茶初制全过程
的自动化、连续化ꎮ 刘江平等 [４６] 采用模糊控制方法ꎬ以专家数据库的温湿度为判断标准ꎬ采集做青现场的
温湿度进行数据分析、判断和模糊决策的智能做青控制系统ꎬ自动调控摇青、晾青时间ꎬ加工的产品品质与
人工做青品质相当ꎮ 为提高做青设备智能控制精准度ꎬ林宏政等 [４７] 公布了一种新型智能化做青装置ꎬ通
过温湿度、ＲＧＢ 参数采集、电子秤重量参数采集等模块ꎬ以专家库为依据ꎬ结合模糊决策实现智能化做青ꎮ

２.３

乌龙茶智能化做青技术发展方向
乌龙茶做青工序因工艺参数难以量化ꎬ数据复杂、多样ꎬ且缺乏长期的数据积累ꎬ导致智能化做青设备

研发进度缓慢ꎮ 近年来ꎬ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迅速发展ꎬ改变了传
统农业生产模式ꎬ也是乌龙茶做青技术的发展方向ꎮ
２.３.１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的一门新技术科学

[４８]

人工智能是研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系统

ꎮ 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主要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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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ꎬ已应用于诸多农业领域 [４９] ꎮ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５０] 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ＣＡＤ 系统ꎬ用卷积神经网络提
取高级别与中级别特征ꎬ将卷积神经网络从原始图像中自动提取的强度信息和深层特征结合ꎬ对乳腺癌肿
块进行智能判断分类ꎬ效果良好ꎮ Ｌｉ ｅｔ ａｌ [５１] 基于 ＡＳＰ.ＮＥＴ 平台开发甜橙施肥专家系统ꎬ以目标甜橙种植
地理位置以及对应气候条件为依据拟定施肥计划ꎬ该系统可节省肥料使用量ꎬ并获得较高产量ꎮ 吴薇
等 [３] 用 ＲＧＢ 和 ＨＩＳ 颜色模型观察图像颜色变化ꎬ结合自组织竞争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构建武夷岩茶做青程
度预测模型ꎬ预测效果良好ꎮ 乌龙茶做青工艺调控主要依据叶形、叶温及有机挥发物等参数变化ꎬ此类参
数符合图像识别、自然语言识别与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要求ꎮ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乌龙茶做青技术ꎬ可
以根据做青叶外形特征、叶温、叶层气味等工艺参数变化综合判断决策ꎬ实时调整做青工艺ꎬ解决乌龙茶程
控做青决策方式落后和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ꎮ
２.３.２

云计算技术应用

云计算是一种分布式计算ꎬ利用网络“ 云” 将庞大的数据分析程序分解成无数个

小程序ꎬ借助多部服务器组成的系统和各小程序分析获得结果并反馈给使用者 [５２] ꎮ 云计算技术通过输入
简单指令获得相应信息ꎬ摆脱了移动储存设备的局限ꎬ目前已应用于诸多农业领域 [５３] ꎮ 崔立晗等 [５４] 基于
阿里云数据库云计算技术ꎬ设计一款农业信息管理系统ꎬ利用该系统储存农业空间、属性等数据ꎬ实现客户
之间数据共享ꎬ使用效果良好ꎮ 刘文慧等 [５５] 开发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温室视频监控系统ꎬ利用移动终端进
行数据传输ꎬ解决了传统网络视频监控大型数据无法传输、海量视频文件无法储存与计算等问题ꎮ 乌龙茶
做青工艺存在生产实时数据量大、复杂多样等特点ꎬ符合云计算技术应用要求ꎮ 云计算技术应用于乌龙茶
做青技术可实现远程做青云平台管理ꎬ解决做青设备各单机模块数据无法反馈、沉淀、共享ꎬ做青工序信息
化、数据化程度低等问题ꎬ为做青大数据挖掘奠定基础ꎮ

２.３.３

物联网技术应用

物联网是利用传感器、射频识别和二维码等作为感知元件ꎬ通过基础网络实现

物与物、人与物的互联( 物也可以指虚拟的物) [５６] ꎬ作为提高农业设备精准化、智能化的关键技术被广泛应
用于各农业领域 [５７] ꎮ 高波等 [５８] 利用 Ｚｉｇ Ｂｅｅ 无线传感网络ꎬ建立盆栽互联网监控系统ꎬ可同时允许多个
感知终端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解决了多段终端通信压力大的问题ꎬ移动端使用效果良好ꎮ 姜喆等 [５９] 通过物联网
技术改进环境监测系统ꎬ实现智能化环境远程监测、大数据远程收集ꎬ使环境管理措施更合理ꎮ 王坤 [６０] 基
于物联网技术设计水果智能采摘质量识别检测仪ꎬ利用电子鼻、ＣＣＤ 摄像机采集水果气味、外形特征等数
据ꎬ结合计算机构建物联网平台ꎬ实现水果智能分类、识别、采摘ꎮ 传统乌龙茶做青依靠人体感官判断调整
工艺ꎬ符合物联网技术个体识别、情景感知、决策支持等应用特点 [５７] ꎮ 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乌龙茶做青技
术可以对鲜叶状态及破损情况、叶层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实时无损检测、反馈ꎬ可解决乌龙茶做青工艺参数
代表性弱、数据反馈灵敏性差、部分参数难以量化等问题ꎬ帮助做青设备实现智能“ 看青做青” ꎮ

３

小结与展望
为满足乌龙茶产业发展需求ꎬ乌龙茶加工技术及设备不断更新换代 [６１] ꎮ 做青技术是乌龙茶香气、滋

味等品质形成的关键ꎮ 目前ꎬ做青技术装备尚存在设备结构创新不足ꎬ现有设备难以满足智能化做青技术
要求ꎬ无法兼顾产量与质量等问题ꎮ 传统综合做青机产量高ꎬ但存在做青均匀性差、叶层透气性差、做青质
量差等问题ꎮ 振动做青设备与水筛摇青机做青能够保证产品质量ꎬ但产量较低ꎮ 乌龙茶做青设备单机生
产力与产品稳定性不断提高ꎬ但仍然依靠人工决策ꎬ尚不能以鲜叶原料的品种、产地、老嫩程度等参数智能
选择做青方案ꎬ做青各工艺参数尚无法做到实时监测、反馈ꎬ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化智能技术应用程度
低ꎮ 为解决上述问题ꎬ应结合机械结构优化设计ꎬ开发创新结构的乌龙茶做青连续化、智能化设备ꎬ结合基
于物联网技术的新型传感器实现做青大数据采集、反馈ꎬ利用云计算技术实现做青数据储存与处理ꎬ最终
由人工智能技术完成“ 看青做青” ꎬ利用其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ꎬ指导做青设备进行工艺决策ꎮ 目前ꎬ乌
龙茶做青设备智能化还处于起步阶段ꎬ挖掘与做青各阶段高度相关的参数ꎬ并实现该参数实时无损检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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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做青装备研发的关键点ꎬ只有探明做青过程可灵敏无损检测并与做青品质密切相关的参数ꎬ才能更
好地结合新兴智能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ꎬ开发清洁化、连续化、智能化做青装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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