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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饮料工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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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生产条件下金花茶饮料浸提的基本工艺，及防止金花茶饮料出现货架期浑浊的澄清工艺。通
过多因素正交实验，确定了金花茶饮料的最佳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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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studied the basic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yellow flower camellia beverage in the productive condition

and the clarified technology to prevent yellow flower camellia beverage from being cloudy in shelf life. Throu沙the multifactor

orthogonal trial,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best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yellow flower camellia b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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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茶，植物学名是C.chrysantha(Hu) Tuyama,
系山茶科、山茶属、金花茶组植物，与中国名茶同科

属。1933年首次被我国科学家发现[[11。据统计，目前

世界上金花茶自然存量只有108万株，主要分布在广西

防城港境内热带雨林沟谷地带，广西防城港成为了金花

茶分布中心和发源地[21。金花茶含有特殊的黄色色泽遗

传基因KNA在植物界十分罕见，是世界珍惜植物种质资

源，被誉为 “茶族皇后”[2],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记载:“山茶产南方，

深冬开花，红瓣黄蕊··⋯ 亦有黄色者”，“山茶嫩叶

炸熟水可食，亦可蒸晒作饮’'[31。金花茶的性状微苦，

涩，平。利尿消肿，对咽喉炎痢疾，水肿等有疗效

[41。据陈即惠等人测定[51，金花茶叶水浸出物富含Ge,

Mo. V, Mn等微量元素，并且具有显著的降脂功效，

水浸出物抗菌实验表明，对白色葡萄球菌、福氏痢疾

杆菌、绿浓杆菌、乙型链球菌、白喉杆菌等效果较好。

本研究是作为金花茶饮料生产工艺的一个探讨，为该饮

料的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金花茶干叶由广西防城港市金花茶有限公司提供;咖

啡碱、碱性乙酸铅、盐酸、硫酸、酒石酸亚铁、磷

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茶氨酸、硫酸锌、亚铁氰

化钾、葱酮、葡萄糖，以上均为AR级，西安化玻采

供站提供。

    浸提试验用水为饮料生产用纯净水，电导率<, 811 s/cnilo

1.2 仪器和设备

    UV-1601紫外分光光度计、DR-HW-2型电热恒温水

浴锅、GB204METTLER分析天平、CS 101-2A鼓风电热

恒温干燥箱、KDN-08快速凯氏定氮仪、干燥器、0

75铝制烘皿、PYX-DHS-BS-II培养箱。

1.3 方法

1.3.1 金花茶有效成分浸提

    金花茶叶~破碎((1-2CM2 )~水提取 一过滤 ~取
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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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金花茶有效萃取成分的测定方法

1.3.2.1 水浸出率的测定 磨碎样品5g，于500m1锥
形瓶中加450m1水在一定的时间、温度条件下浸提，浸

提完毕后立即趁热减压过滤，滤液冷却后在500m1容量

瓶定容，吸50m1滤液在已知重量的铝制烘皿蒸干后在

103士2℃的恒温干燥箱内烘3h，干燥器内冷却后称重。

与样品重计算水浸出率。

1.3.2.2 游离氨基酸总量的测定 采用苟三酮显色法

(GB 8314-87) o

1.3.2.3 蛋白质含量测定 凯氏定氮法。

1.3.2.4 多酚类含量的测定 酒石酸亚铁比色法(GB8313-

87)。

1.3.2.5 咖啡碱含量测定 标准曲线比色法(GB312-87) o

1.3.2.6 可溶性糖分测定 蕙酮比色法。

1.3.3 茶乳生成量测定

    在640nm下测定茶汤蚀度，茶乳酪量用ABS值表示[6]

1.3.4 金花茶饮料的灌装

    金花茶饮料液~杀菌(95 0C，300s)-- PET瓶热灌装
()86-C)~倒瓶杀菌()30s)~冷却(蕊40-C)

质、果胶类物质结合生成的络合物【6,7]。从表1可以看

出，虽然金花茶中咖啡碱与茶多酚含量与茶叶相比较

低，但是，也有较高的氨基酸与蛋白质含量，如果浸

提的时间较长，温度较高，大量浸提出了粗蛋白、果

胶等物质，同样有可能引起产品在货架期内引起茶乳酩

沉淀。较高的提取温度与浸提时间也会引起金花茶中黄

酮类功能性成分的破坏[81

2.2 加水量对金花茶浸提效果的影响
    在温度为60 0C，浸提时间为30min条件下，用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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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加水f对金花茶叶水漫出率的影响

Fig. 1                The effect of amount on the extraction rate of yellow
                          flower cam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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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金花茶主要成分对浸提方式的影响分析

    PET透明包装的茶饮料在贮存期常会出现絮状沉淀

物(排除微生物污染)，主要是因为原材料茶中含有茶多

酚、蛋白质、咖啡碱。沉淀主要成份为茶多酚、咖

啡碱、及蛋白质络合引起的蛋白性沉淀[7]。虽然对人体

无任何影响，但对货架期产品产生负面影响。金花茶

与传统茶叶相比，也含有咖啡碱、茶多酚、蛋白质、

氨基酸。金花茶与茶叶主要组成成分比较见表to

    在一般的茶饮料生产中常会发生茶乳酪的沉淀，研

究认为是由于茶叶中的茶多酚、咖啡碱;茶多酚与蛋白

70     80

    加水量(倍)

90      100

图2 加水R对金花茶叶浸提液主要营养成分含f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 of water amount on the contents of nutrients

components of yellow flower camellia leaves extracted liquid

表1 金花茶与茶叶主要组成成分比较

Table 1  Content of main compositions, compare with tea and

yellow camellia

氨基酸

壹乎 Content of  Amino 石昆 Theine_一刃
Title ‘ 口 Protein

                  dryings     acid        phenol   content

                  (%) (%) (%) (o g) (%)

金花茶 93.16       1.57         3.43       11 5.67

20

印

20

·
15

ll0

242

Yellow flower camellia

茉香绿茶 94.79

Moxiang green tea

云雾绿茶 93.73

Yunwu green tea

1.34

1.86

26.28

28.96

净水浸提，研究加水量对金花茶叶浸提效果的影响，实

验效果见图1、图20

    从图1与图2可以看出，加水量在90-100倍之间

浸提，水浸出率、可溶性糖浸出率、茶多酚浸出率趋

于平稳，因此，加水量宜选在100倍左右合适，再增

加水量，容易造成胶体、粗蛋白等浸出，有可能造成

后浑浊，影响产品在货价期稳定性。

2.3 浸提温度与浸提时间的确定

    在浸提加水量为100倍时，浸提温度与浸提时间对

浸提效果的影响见图3、图4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在70℃温度下随着浸提时间延

长，金花茶叶的水浸出物逐渐升高，12min前水浸出率

增长较快，但在12min后浸出率增长逐渐缓慢。图4可

以看出随温度的升高，水浸出率升高较快，但是在80 "C

以上浸提，容易浸提出金花茶叶的蜡质、胶体、粗蛋

白等物质‘吕]，容易造成金花茶饮料在货假期出现浑浊、

沉淀。较高的浸提温度也容易造成金花茶黄酮类营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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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茶汤)相比，浑浊度增大，分析认为是由于低温下茶
汤溶液中的茶多酚、蛋白质、果胶类聚集产生络合物

引起。如果不把上述可能引起沉淀的多酚、蛋白质、

果胶物质除去，就可能引起产品在货架期内引起络合物

沉淀[7)。实际生产过程中茶汤浸提后应在10℃以下冷藏

贮存，以使有可能产生沉淀的物质充分络合，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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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70℃温度下金花茶漫提时间与漫出率曲线
The curve of the extraction rate and extract times

      temperature for yellow flower camellia

                        表2 漫提液冷处理后浦袋精度对过滤效果的比较

              Table 2  Compare of filtrated effect by different filtrated precision
under 70                after extracted solution cool treatment

滤袋精度(u)

过滤前茶汤透光率(%)

过滤后茶汤透光率(%)

过滤后风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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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提温度(℃)

        图4 漫提时间IOmin时浸提温度与浸出率曲线

Fig.4 The curve of extraction rate and extraction temperature by
                10 min for yellow flower camellia

分的破坏从而降低金花茶的保健效果(91。考虑到实际工

业化生产的工艺连续性，进一步实验确定实际生产工艺

应定为80 0C , 12min浸提，保证较高的浸提效率及工业

化的连续生产。

2.4 不同温度下贮存对金花茶浸提液浑浊程度的影响

    由于茶类浸提液中含有茶多酚、咖啡碱，同时叶

片中的蛋白质、果胶类物质也部分溶入茶汤中，容易

造成 “冷后浑”的茶乳酪沉淀现象‘110 800C, 12min

过滤去除。不同过滤精度滤袋过滤效果(以溶液透光率

表示)比较如表20
    从表2可以看出，0.2 u滤袋过滤的同时使金花茶汤

风味变淡，滤掉了很多风味物质。使用1u的滤袋过滤，

在除去络合物的同时，基本保持了原有风味。511. 101,

滤袋过滤络合物基本上很少去除。实际生产中宜采用1p

滤袋过滤。研究认为，茶乳的形成多在前1-2h[71。为

保证工业化连续生产，茶汤冷却贮存时间应在60min左

右为佳。

2.5 金花茶饮料澄清工艺多因素正交实验‘川

    添加0 -CD能有效的包埋茶多酚、蛋白质等形成茶

乳的主要物质，利用微胶囊，使其微胶囊化，切断相

互间的络合，防止冷后浑的形成[r01。在浸提时加入0-

CD，将有可能络合的成分包埋;再通过降低茶汤温

度，加速可能出现的络合物沉淀，再通过过滤袋过滤。

2.5.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设计 采用3因素3水平按L9

(34)表布置试验，研究不同的0 -CD添加量、茶汤冷却

            表3 正交试验因案水平

Table 3  The factor and its level of orthogonal test

因素 Factor

水平

Level

A                   B                 C

S -CD浓度 茶汤浓度 冷却温度

            0.03 '

                0     10    20     30     40     50

                      贮放温度(℃)

      图5 不同温度下金花茶漫提液贮放24h ABS值变化

Fig. 5 The change of ABS for yellow flower camellia extracted
          solution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by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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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条件下提取的茶汤浓度为1%的金花茶浸提液，在

不同温度下存放24h，测定茶汤吸光度结果如图50

    图5可以看出，金花茶浸提液在10℃以下贮放，

ABS值会有明显升高，和其他温度下贮放的金花茶浸提

温度、冷却时茶汤浓度对过滤前后茶汤的澄清度(透光

率)的影响(表3)0

2.5.2 正交试验结果及分析

    通过正交实验结果(表4)的直观分析，因素A的，
极差最大，其次是B，最后是C，可见决定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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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表4 以34)正交试验及结果分析”
1.0(34) orthogonal test and analysis of test result

一 ....曰州.........

                                      A R            C                     E
    序号

Serial number

T(%)

  ii -CD浓度(%)
fl -CD Consistence

  茶汤浓度(%)
consistence of YFA

冷却温度(℃)     空白

Free Column

透光率差(过滤后一过滤前)
    Tr-smi"A.DA Minn.

1                   1

2                   1

3                   1

4                   2

5                   2

6                   2

7                   3

8                   3

9                   3

Ki                 7.06

儿 11.18

K3                 12.69

R                  1.88

  1

  2

  3

  1

  2

  3

  1

  2

  3

10.42

7.92

12.59

1.55

10.30

8.92

11.71

0.93

  1

  2

  3

  3

  1

  2

  2

  3

  1

11.82

9.07

10.04

0.32

(96.7今93.85) 2.89

(94.75-94.07) 0.68

(96.20-92.71)3.49

(96.42-93.21) 3.21

(95.56-91.66) 3.90

(96.48-92.41) 4.07

(95.印-91.28) 4.32

(95.34-92.00)3.34

(95.56-90.53) 5.03

T=30.93

一一一Q-一一一一一一之-一— -一一一一一B3一一一一一一一 C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1) R:极差; Q:每一个因素的最优水平。

R: The range; Q: The best level of each factor.

果的主次顺序为 A--B--C。最佳组合为A3B3C3,

即Y  -CD浓度为0.9%、茶汤浓度为1%、茶汤冷却温

度为10 *C.

工作中会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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