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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加工工艺现状及发展对策
谭海运 1袁2
渊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袁西藏拉萨 850000曰 2 省部共建青稞和牦牛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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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食品安全越来越受重视袁同时食品加工领域受到了高度关注遥青稞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作物之一袁是西藏第一大粮食作物袁也是西藏最具优势的特色作物遥青稞是影响西藏自治区农业发展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
稳定的基本因素遥本文针对青稞加工工艺的现状进行探讨袁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袁以期加快青稞产业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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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land Barley Proces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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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忆s living standards袁food safety draw more and more attention.At the same
time袁people has received the attention to food processing field.Highland barley is one of the oldest plants in the world.It is also the first major food
crops of Tibet袁and it is the most dominant features of Tibet crops.Highland barley is the basic factors to affect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improve people忆 s living standard and social stability.In this paper袁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highland barley processing
technology were discussed袁an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barle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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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是大麦属禾谷类作物袁又名裸大麦尧元麦尧米大麦袁

整体来看袁青稞产品产业化程度较低袁产品科技含量

是藏族人民的传统农作物袁是西藏第一大粮食作物袁亦是西

低袁西藏青稞加工业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遥当前袁青稞加工工

藏最大的优势特色作物袁被称为野离天最近的植物冶遥凡有作

艺现状如下遥一是青稞产品质量良莠不齐袁在青稞加工设备尧

物分布的地方都有青稞种植袁最低种植海拔约 1 000 m袁最高

种植海拔超过 4 500 m遥现代研究表明袁青稞的营养成分全

加工环境尧产品质量尧产品包装尧工艺流程等方面尚未建立
统一标准[4]曰二是青稞加工存在副产品浪费的现象袁青稞综

面袁长期食用青稞对人体大有裨益遥青稞低糖低脂袁蛋白质

合利用率不高袁比如青稞麸皮膳食纤维含量高袁但是只能作

和纤维含量丰富袁营养比例科学遥长期食用青稞有助于调节

为肥料袁其价值未得到充分利用曰三是在青稞加工工艺的优

血糖袁起到清肠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袁能够提升人体自身免

化过程中袁有些区域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袁运作手段简单袁存

疫力遥

在严重的隐患遥

近年来袁随着人类现代健康理念的形成袁特别是对青稞
营养品质及其保健作用研究的深入和对西藏青稞 茁-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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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发展青稞产业的优势

2.1 资源独特优势

糖含量优势的认可袁西藏自治区内外科研机构和企业争相投

与其他农作物相比袁青稞生存能力强遥同时袁长期在不

入青稞新型系列食品开发和传统食品的工厂化生产开发袁

同区域种植袁各区域均形成大量适合本地区域的青稞资源类

陆续开发的青稞啤酒尧青稞麦片尧青稞速溶粉尧青稞 茁-葡聚

型袁有一定的发展潜力遥

糖胶囊尧青稞精米等产品受到区内外市场欢迎袁已经形成了
很大的生产规模遥因此袁开展青稞基础营养成分和功能成分

2.2 生产优势较大

目前袁西藏青稞的良种覆盖率已经达到 90%以上袁优良

的研究利用技术尧青稞新型食品配方与生产工艺改进优化对

品种和实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袁标准化尧有机化生产步伐加

于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农牧民经济效益尧建设美

快袁有效提高了青稞的增产潜力遥

丽西藏具有重要意义遥
1 青稞加工工艺现状

2.3 食品安全优势

长期以来袁青稞加工存在着诸多问题袁如技术工艺落后尧

西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尚未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的
地区之一袁基本上没有较大的工业污染遥青稞及其他作物病

生产规模小 [1-2]曰传统产品区域特点过于明显袁新产品开发

虫害种类少尧危害程度低袁没有大量化学农药等污染物的使

慢袁市场空间受到限制曰产品科技含量低袁附加值和增值率

用需求遥由于农牧民生产生活习惯袁西藏的化肥施用量一直

小曰市场开拓能力差袁限制生产能力上不去等 遥这些问题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袁故农业面源污染也较小遥这些因素使西

仅影响了青稞产业链的延展袁也阻碍了青稞产业价值链的

藏蓝天碧水的洁净环境得以长期保持袁从生产源头上有效

提升遥

保障了食品安全遥

[3]

2017 年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野西藏边境县特色农业增
产增效技术模式引进与示范冶渊XZ201702NB06冤曰西藏自治
区 2018 年科技富民强县稳边专项渊XZ201801NA05冤遥
作者简介 谭海运渊1978-冤袁男袁陕西西安人袁副研究员袁从事农业资源
方面的研究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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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市场优势
西藏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袁也带动了西藏特色资源的开
发袁青稞加工产品的种类不断增加袁质量不断提升袁产品开
始批量进入内地市场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袁外向消费市场逐
渐形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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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稞加工工艺的优化对策

企业袁以起到带头帮扶的作用遥

一是优化青稞加工工艺袁大力开发青稞的营养尧保健尧

随着对青稞研究的不断深入袁青稞加工业将不断发展袁

药用和工业等多种用途袁向多品种尧系列化尧精深加工方向

这不仅体现了青稞品质的特色性与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力袁

发展袁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袁最大限度地挖掘青稞的增值潜

有效地促进青稞产业的迅速发展袁也将有利于提高农民种

力遥研发青稞大众化食品袁开辟综合利用方式遥对现代工艺

植青稞的积极性遥今后袁应继续加强农民对青稞加工工艺

升级优化袁开发更多适合大众的食品袁特别是营养价值高尧

的正确认知袁利用科学合理的手段袁落实工作措施袁同时随

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5]遥二是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袁将青稞

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袁加工深入精细袁宣传力度加大袁

产业的种植尧收购尧加工尧运输尧销售尧服务等环节串通袁形成

营销渠道拓宽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青稞加工产业迅速

一条完整的青稞产业链袁充分挖掘青稞食品的营养价值尧药

发展遥

用价值袁鼓励企业开展青稞新产品研发 遥三是构建青稞加
[6]

工工艺的创新团队袁打造育种科研尧栽培尧繁育尧加工尧销售
等先进技术袁并进行推广与示范遥让科研技术人员深入生产
一线袁找到青稞加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袁及时解决生产中可
能出现的情况遥构建产学结合体系袁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袁
提升服务能力袁加快青稞产业的发展遥四是培育青稞领军产
业遥以青稞资源为基础袁利用地区尧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资金袁
明确青稞产业的发展方向袁提升产业规模规划遥同时袁吸引
国内外的投资商将青稞产业作为重点帮扶对象袁开创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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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试制的乌龙茶审评时没有经过精制拣剔袁故整碎和净

龙茶袁紧结度不比福建优质乌龙茶差袁而较一般乌龙茶好袁

相当袁而内质上各项因子都较一般乌龙茶强遥

进行对比袁审评结果见表 1遥可以看出袁试制的上梅州品种乌

度较优质乌龙茶差遥香气略逊于优质乌龙茶袁其他因子与之

表 1 乌龙茶感官审评
名称
乌龙茶渊自制冤
八马铁观音
1725 铁观音

条索
尚圆结
尚紧结
圆结

色泽
深绿色
黄褐色
沙绿色

整碎
稍有碎茶
有碎茶
匀整

净度
纯净
有黄片
纯净

3 结论与讨论
用婺源野上梅州冶品种可制出较好的乌龙茶袁虽用较老的

3 叶尧4 叶袁但紧结度不比其他乌龙茶差袁也做出了乌龙茶的

香气和汤色袁只是没有优质乌龙茶浓郁的花果香袁有待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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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气
清高袁带花香
有陈闷气
花果香浓

汤色
黄亮
橙黄
绿黄

滋味
醇厚
醇和
浓醇

叶底
黄绿显红边
暗绿略有红边
黄绿红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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