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７ 卷 第 ２ 期

亚热带农业研究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陈彬ꎬ杨云ꎬ林振传ꎬ等.茶尘特性与除尘措施研究进展[ Ｊ] .亚热带农业研究ꎬ２０２１ꎬ１７(２) :１３１－１３６.

ＣＨＥＮ Ｂｉｎꎬ ＹＡＮＧ Ｙｕｎꎬ ＬＩＮ Ｚｈｅｎｃｈｕ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ａ ｄｕｓ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ｕｓ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 .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１ꎬ１７(２) :１３１－１３６.

茶尘特性与除尘措施研究进展
陈

彬１ ꎬ 杨

云１ ꎬ 林振传２ ꎬ 林宏政１ ꎬ 柳镇章１ ꎬ 孙

云１

(１.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ꎻ２.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ꎬ福建 福鼎 ３５５２００)
摘要: [ 目的] 深入了解茶叶加工中茶尘特性、危害及除尘措施ꎮ [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并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分析与总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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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尘是茶叶加工过程中受到外力作用而折断、粉碎以及生产环境中产生的细小颗粒物质混合后形成
的粉尘ꎬ对人体健康、茶叶品质及生产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１] 规定ꎬ工作
场所茶尘浓度不能超过 ２ ｍｇｍ －３ ꎻ日本劳动省根据日本茶叶卫生学会提出的要求ꎬ规定车间茶叶粉尘浓
度必须在 １０ ｍｇｍ －３ 以内 [２] ꎮ 由于受加工工艺、技术设备和车间环境的限制ꎬ现实车间的茶尘浓度远高
于规定的标准ꎬ茶尘问题已成为茶叶清洁化生产亟需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３] ꎮ 解决茶尘问题的关键在于了
解其发生源头ꎬ掌握茶尘颗粒的特性ꎬ科学合理地制订防尘措施和选用除尘设备ꎮ 因此ꎬ本文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并结合生产实际ꎬ阐述茶尘产生的主要来源、特性和危害ꎬ对茶叶除尘技术研究进行综述ꎬ并提出除
尘措施的新思路ꎬ旨在为茶叶生产中的除尘、降尘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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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尘的主要来源与特性

１.１

主要来源
粉尘指粒径小于 ７５ μｍ 的固体悬浮颗粒 [４] ꎮ 茶尘既是一种生产性粉尘ꎬ又是一种植物性混合粉尘ꎬ

其组成成分主要是粒径小于 １０ μｍ 的微小颗粒物质 [５－６] ꎮ 茶尘主要来源于两方面:(１) 茶鲜叶在加工( 如
烘干、筛分、风选、拣剔和匀堆等) 过程中由于水分散失ꎬ柔软度逐渐下降ꎬ加之受到摩擦、挤压和切揉等内
外部机械力作用ꎬ导致茶叶粉碎、折断产生的微小颗粒物ꎻ(２) 加工环境中夹杂的煤灰、泥沙 [７] 和微生物 [８]
等非茶类物质ꎮ 茶叶精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茶尘量最多ꎬ毛茶需要通过传输带的水平运动和提升机的上下
运动来运送ꎬ在此期间毛茶受到前后和上下不同程度的振动从而形成茶尘 [９] ꎻ茶叶筛分机依靠转动和抖

动的机械力ꎬ使茶叶通过不同大小筛孔而筛分ꎬ此过程由于运动幅度较大且碰撞剧烈ꎬ也会造成茶尘的分
散 [１０] ꎻ风选机是根据茶叶重量、形状、受风面积的不同ꎬ利用均匀的空气流将物料分离 [１１] ꎬ这一过程中风
力会加剧茶尘的产生和扩散ꎻ色选机与拣梗机功能类似ꎬ主要是将茶叶与梗以及其他异物分离ꎬ茶梗在下
落过程中被压缩的空气打击 [１２] ꎬ快速形成茶尘ꎻ热风烘干会将茶叶上的茶尘吹起造成污染ꎻ匀堆机工作时
也容易形成碎末茶尘ꎮ 综上所述ꎬ传输、分筛、风选、色选拣剔、烘干、匀堆等未封闭的加工工序是茶尘产生
和逸散的主要原因ꎮ
茶叶初加工过程中也会产生茶尘ꎬ如闽北乌龙茶做青时通过燃烧木炭控制车间温度和进行加温萎凋ꎬ
木炭燃尽后的烟尘受到风的影响会造成逸散和积累ꎮ 此外ꎬ白茶生产中鲜叶原料主要选用多毫茶树品种
( 如福鼎大毫茶、政和大白茶) ꎬ在加工过程中茶毫容易脱落ꎬ人员的走动和加工过程中机械产生的风力会
造成茶毫漂浮ꎬ形成茶尘ꎮ
１.２

基本特性
茶尘问题不仅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ꎬ还危害人体健康ꎬ制约茶叶生产的清洁化发展ꎮ 为提升茶叶品

质ꎬ并创造良好的加工环境ꎬ对茶尘基本特性的测定十分重要ꎮ 茶树鲜叶、加工工艺、加工设备和生产环境
均会影响茶尘特性ꎮ 同一茶类中ꎬ茶叶加工原料的老嫩程度、采摘标准及加工人员、加工时间、加工条件的
差异也会造成茶尘的特性和内含物不一 [１３] ꎮ

１.２.１

粒径与分布

李一鸣 [６] 研究发现ꎬ眉茶、花茶、工夫红茶、乌龙茶和红碎茶等 ６ 个车间 ９５％的茶尘

粒径在 １０ μｍ 以下ꎻ木文兵 [５] 利用自然沉降法测试了 ６ 个大叶种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粒径ꎬ发现茶尘
的分布面较广ꎬ粒径大小主要集中在 ２０ μｍ 以内ꎻ赵先明等 [１４] 测定了茶叶精制车间的茶尘分布ꎬ从茶尘的
积累量上看ꎬ设备旁吸入性茶尘( 粒径大于 １０ μｍ) 占 ４３.６６％ꎬ离设备 １.３ ｍ 处呼吸性茶尘( 粒径小于 ５

μｍ) 占 ５４.２４％ꎻ胡善国等 [１５] 对祁门红茶精加工车间中的抖筛、分筛、撩筛、紧门和风选 ５ 道工艺研究表
明ꎬ不同工序茶尘的物理特性差异较大ꎬ粒径小于 ２. ５ μｍ 粉尘主要集中于分筛机旁ꎬ浓度可达 ６５. ３２１

ｍｇｍ －３ ꎻ粒径在 ２.５ ~ １０ μｍ 之间的粉尘集中于撩筛机旁ꎬ最高浓度达 ２９.６６７ ｍｇｍ －３ ꎮ 总体来看ꎬ茶尘
粒径主要集中在 １０ μｍ 以下ꎮ 因此ꎬ对加工过程中茶尘浓度和分布情况进行调查时ꎬ应重点关注 ＰＭ２.５
和 ＰＭ１０ 的积累情况ꎮ

１.２.２

流动性

茶尘是一种流动性差的灰尘 [６] ꎬ粒径小、聚合性强ꎬ极易吸水致使其含水率大ꎮ 茶尘安息

角大、滑动角小ꎬ因此茶叶除尘机械中的集尘部件倾斜角应超过 ４５°ꎬ且吸尘管道应当设置足够风速以确
保茶尘滑动ꎮ 根据不同茶类的茶尘流动特性( 如休止角、滑动角) 设计门窗、百叶窗 [１６] 、集尘部件等ꎬ是除
尘控制的基础要求ꎮ

１.２.３

浸润性与吸湿性

茶尘是一种浸润性低的物料ꎬ不适宜采用湿式除尘器 [６] ꎮ 茶尘粒径越小分散度

越高ꎬ其表面积则越大ꎬ吸湿性越强ꎬ溶解速度也越快ꎮ 湿度增加后容易黏附在滤袋上ꎬ缩短滤袋使用寿
命ꎬ降低除尘效果ꎮ 因此ꎬ采用袋式除尘时要保持除尘器周围环境的干燥ꎬ滤袋材料的选择要注重集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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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３

果ꎬ还要注意防潮、防变质和易于清灰 [１７] ꎮ

２

茶尘的危害
茶尘会降低茶叶品质ꎬ影响生产环境和损害人体健康ꎮ 根据茶尘组成成分、分散度和浓度的不同ꎬ其

危害程度也不同ꎮ
２.１

降低茶叶品质
茶产品上附着茶尘ꎬ冲泡出的茶汤颜色较暗浊ꎬ入口滋味带苦涩味 [１８] ꎬ影响产品感官品鉴质量ꎮ 若茶

尘中带有泥土ꎬ会导致茶汤浑浊产生沉淀ꎬ且滋味中还带有泥土味 [１９] ꎮ 这类茶叶产品质量低下ꎬ严重影响
茶叶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收益ꎮ
２.２

影响生产环境
茶尘颗粒微小易悬浮ꎬ一定浓度的茶尘会影响生产车间的美观度、照明度 [２０] 和清洁度 [２１] ꎮ 茶叶加工

环境高温高湿ꎬ茶尘浓度过高会加大易燃和易爆危险 [２２] ꎮ Ｈｉｋｍａｈ ｅｔ ａｌ [２３] 测试了不同粒径茶尘对爆炸严
重程度的影响表明ꎬ粒径小于 １６０ μｍ 时ꎬ较细的茶尘比较粗的反应更加剧烈ꎮ 此外ꎬ茶尘落入加工机械
中ꎬ会导致机械磨损并缩短使用寿命ꎮ 若茶尘漂浮到加工车间外ꎬ在大气中形成气溶胶可减弱太阳的辐射
强度ꎬ改变车间周围环境的小气候ꎬ对周围生态环境和植被的呼吸及光合作用产生严重影响 [２４] ꎮ

２.３

损害人体健康

与烟草 [２５] 、面粉 [２６] 和玉米 [２７] 等植物加工生产相似ꎬ茶尘对人体的主要危害是引发加工人员的肺部和

呼吸道疾病ꎮ 茶尘悬浮在空中会形成气溶胶体ꎬ虽然大部分颗粒被阻隔在鼻腔中ꎬ但是微小颗粒物会直接
进入人体肺部ꎬ对健康产生危害ꎮ 常见因粉尘引起的疾病有肺病 [２８] 、鼻炎 [２９] 、皮肤干燥 [３０] 、呼吸道疾

病 [３１] 等ꎬ并伴随头晕、头痛、失眠、恶心、腹胀等现象 [３２] ꎬ引发人体的呼吸系统 [３３] 、神经系统 [３４] 发生病变ꎮ
粉尘最开始作用于呼吸道粘膜ꎬ引起功能亢奋ꎬ毛细血管扩张ꎬ促使分泌液增加ꎬ阻留更多的粉尘ꎬ从而引
起病变 [３５] ꎮ 若茶叶害虫( 如茶毛虫) 的毒毛脱落粘附在茶叶上ꎬ并随着加工混入茶尘ꎬ沾染在皮肤上会引
起瘙痒的过敏反应ꎮ 含有铅、铜等重金属的粉尘在呼吸粘膜上溶解还会导致人体中毒 [６] ꎮ 茶尘的二氧化
硅含量在 ３％ ~ ５％时ꎬ容易导致尘肺 [７] ꎮ

３

茶尘的控制措施
茶叶除尘受加工工艺、设备条件和环境条件等多因素影响ꎮ 对茶尘的控制可以从加工工艺的减尘、单

机设备的降尘和车间的整体除尘 ３ 个方面开展ꎮ

３.１

加工工艺的减尘

加工工艺主要指鲜叶管理( 采摘、分级等) 、初加工( 萎凋、摇青、杀青等) 和精加工( 筛分、拣剔、匀堆、

干燥等) ꎮ 调整部分工艺参数能减少茶尘产生ꎮ 在鲜叶管理方面ꎬ应避免鲜叶采摘过迟而混入老叶、老
梗ꎬ此类鲜叶纤维化、木质化严重ꎬ加工中容易粉碎ꎻ鲜叶运输中应保持环境和器具的清洁ꎻ鲜叶进厂后通
过快速清洗、脱水和烘干工序可以洗刷其灰尘和杂质ꎬ加工中应注意避免混入泥砂等各类杂质 [３６] ꎮ 初加
工时应改变传统加工设备的供能方式ꎬ推广应用生物质燃烧颗粒 [３７] 、电能等清洁化能源ꎻ调整烘干机的热
风对流供热模式ꎬ采用热传导和热辐射的烘干方法进行烘干 [３８] ꎮ 可建立茶叶加工流水线ꎬ实行自动化、清
洁化不落地生产ꎬ减少加工过程中不必要的摩擦挤压和人员走动ꎮ
３.２

单机设备的降尘
在加工输送过程中ꎬ彭忠 [３９] 利用对上下风机的控制ꎬ在传送带上形成自上而下的除尘风道ꎮ 在筛分

设备中ꎬ朱建一 [４０] 在旧筛分机的基础上更换了不同材料的筛板ꎬ增加茶叶的过筛率ꎬ并将原来开放式作业
的筛分机改造成封闭式作业ꎬ不仅提高了筛分效率ꎬ还最大程度地控制了筛分机产生的茶尘ꎮ 拣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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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林琴花 [４１] 利用抽风机收集茶梗分离时夹杂产生的茶尘ꎮ 在除杂设备中ꎬ林振传等 [４２] 在静电除杂设备
基础上ꎬ增设吸尘装置ꎬ利用风机将茶尘送入滚筒ꎬ再利用喷水装置进行沉降ꎮ 干燥工序中ꎬ李正山 [４３] 在
烘干机的烘干室上加装了吸尘风机ꎬ用于收集热风烘干时产生的茶尘ꎮ 郑绍伟 [４４] 开发了一种滚筒式的双
层结构烘干机ꎬ在外层壳体的下侧设置抽风机吸尘口ꎬ吸取烘干过程中产生的茶尘ꎮ 茶叶匀堆机分为行车
式和滚筒式ꎬ由于滚筒式匀堆容易造成碎茶ꎬ所以目前生产上多采用行车式匀堆机ꎮ 在匀堆过程中ꎬ输送
茶叶和进行茶叶混合操作是匀堆机产生茶尘的主要来源ꎬ可以在底部安装吸尘罩ꎬ用风机来控制茶尘
浓度 [４５] ꎮ

３.３

车间的整体除尘
车间的整体除尘主要是清除逸散茶尘ꎬ净化车间空气ꎮ 郑功宇 [４６] 对闽北乌龙茶烘焙车间的生产环境

进行参数检测显示ꎬ烘干机进料口和出料口的总茶尘量严重超标ꎬ认为提高通风系统的通风量可改善车间
环境温湿度ꎬ达到负压除尘的目的ꎮ 赵先明等 [１４] 研究表明ꎬ精制车间中不同机械( 圆筛机、抖筛、风选机和
切茶机等) 周围的茶尘组成存在极显著差异ꎬ风选机周围主要以吸入性茶尘为主ꎬ切茶机周围茶尘粒径分
布则较为一致ꎬ在车间除尘设备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ꎬ车间的地表和墙面要采用清洁化材料ꎮ 此外ꎬ茶厂
要多设置通风窗口和排气风扇ꎬ利用好通风除尘设施ꎮ 适当提高风速和降低通风除尘的高度也能够提高
除尘效果并减少车间内空气流动的死角 [４７] ꎮ 在棉纺织业中ꎬ利用空调系统对生产环境进行温湿度调控ꎬ
充分利用空调吸风和送风的功能ꎬ将含尘气体进行湿过滤后沉降ꎬ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ꎮ 净化空气的同
时利用除尘系统对机器上的落尘进行收集和清理ꎬ是空调系统和除尘系统的复合型应用 [４８] ꎮ 在茶叶加工
中合理利用复合型除尘空调系统不仅可以控制加工生产的环境条件ꎬ还可以净化车间空气ꎮ 但目前的研
究多关注空调系统对茶叶加工环境以及茶叶品质特征的影响 [４９－５０] ꎬ对空调系统的除尘效果研究尚未见报
道ꎮ 左青等 [５１] 将大豆生产车间的除尘设备分为 ３ 个相互独立、互不干扰的负压除尘系统ꎬ利用风网形成
的正负压不仅完成了产品的输送ꎬ还达到了较好的除尘效果ꎬ实现清洁化安全生产ꎮ 茶叶加工生产线的除
尘系统可以参照大豆预处理的除尘风网搭建ꎮ 需注意的是ꎬ茶叶初加工后含水率有所降低ꎬ在风网搭建和
管道选择时要注意碰撞粉碎给茶叶物料带来的影响ꎬ风网系统的风量和管道弯口角度的设计应根据茶产
品特性重新设定ꎬ避免生产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ꎮ
３.４

除尘设备的应用
目前常见的除尘系统构成主要为风机、吸尘罩、通风管、净化器、集尘器等ꎮ 常见的袋式除尘设备是利

用吸尘罩和风机所产生的风力将含尘气体吸入净化器ꎬ空气通过滤芯过滤后排出ꎬ茶尘则吸附在滤袋上ꎮ
通过拍打、鼓风和脉冲等方法可使吸附在滤袋上的尘粒抖落进集尘装置ꎬ从而完成茶尘的清除和收集ꎮ 袋
式除尘效率可达 ９９.５０％ ~ ９９.９９％ꎬ但对 ＰＭ２.５ 以下的茶尘难以消除 [５２] ꎮ 当前ꎬ茶叶企业对除尘设备的集
尘装置关注过少ꎮ 在实际生产中ꎬ集尘设备的集成室、连接管道以及卸灰装置粉尘积累极为严重ꎬ随着粉
尘浓度的升高ꎬ燃爆事故发生几率也不断升高 [５３] ꎬ因此除尘设备的清理模块应当是后续研究的重点之一ꎮ
旋风除尘器是吸入含尘空气后利用离心力使茶尘与气流分离ꎬ尘粒撞击器壁落入集尘斗ꎬ旋风除尘效率可
达 ８５％ꎬ但对 ５ μｍ 以下的茶尘效果不佳ꎮ 旋风式吸尘器的工作效率与其旋转速度、风管直径相关ꎮ 旋转
速度慢、直径大ꎬ工作效率低但能吸收粒径大的茶尘ꎻ旋转速度过快ꎬ则无法适应茶尘分布范围广的工作要
求ꎮ 在袋式除尘原理的基础上ꎬ近些年出现了用水洗塔代替滤袋的茶尘处理装置 [５４] ꎮ 此外ꎬ具有分类回
收功能的除尘设备 [５５] 也有相关报道ꎮ

４

小结与展望
为了促进茶叶清洁化生产的发展ꎬ茶尘问题应得到更多关注 [５６] ꎮ 目前ꎬ大部分茶厂茶尘控制效果差ꎬ

对不同茶类茶尘来源与特性的调查较少ꎻ除尘设备的结构创新不足ꎬ现有的除尘设备无法兼顾除尘效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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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问题ꎮ 旋风式除尘器成本低ꎬ但对 ５ μｍ 以下的茶尘效果不佳ꎻ袋式除尘器除尘效果好ꎬ但成本投入
高ꎮ 此外ꎬ解决茶尘问题不仅要关注茶叶原料和加工导致的茶尘产生和逸散ꎬ还要注意人员活动与周围环
境产生的茶尘ꎮ
为解决以上问题ꎬ需要分茶类、分工艺建立统一的茶尘测定方法与分析模型ꎬ对加工过程的茶尘情况
进行详细调查ꎬ分茶类、分工艺对茶尘特性开展进一步研究ꎮ 在茶厂建设选址上ꎬ要远离烟尘污染源ꎬ做好
防风防砂工作ꎻ及时打扫加工车间ꎬ清理加工机械周围的积尘ꎬ避免二次扬尘ꎻ结合茶尘特性ꎬ合理设置厂
房门窗、生产线机械运输的角度及合理调整传送带速度ꎬ设计粉尘实时监测神经网络系统 [５７－５８] ꎻ可以采用
全管道运输物料ꎬ管道运输可以避免茶尘四散ꎬ在无生产时可以提高风量完成茶尘清理ꎬ节省人工和时间
成本ꎮ 在人员管控方面ꎬ要建立完善的卫生制度ꎬ做好车间清洁管理及员工防尘教育工作ꎮ 加工人员应带
好口罩、帽子、鞋套等个人防护用具ꎬ既能防止头发和土尘等杂物进入车间ꎬ又能保护加工人员不受粉尘影
响ꎮ 应按照厂房设计和生产加工产品的不同灵活设置除尘机组ꎬ形成小型化、多元化、复合化和智能化的
除尘系统ꎬ既要便于安装维护又要注重投资和节能问题ꎮ 茶尘治理工作的开展对茶产业发展具有深远意
义ꎬ对经济、社会和生态都有积极作用ꎬ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一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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