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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单宁酶改善绿茶滋味品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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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利用外源单宁酶改善夏茶滋味品质成分和组成，实验设计了在传统绿茶加工工艺的揉捻工序中，添

加不同浓度的外源单宁酶，比较不同处理的成品茶在多酚类物质、儿茶素和氨基酸含量方面的差异，分析单宁酶

提高夏季绿茶品质的效果。结果表明：单宁酶处理和对照相比，茶叶中茶多酚总量无显著性差异，但儿茶素的组

成变化很大，其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明显下降；氨基酸总量有所增加，其中谷氨酸等一些低阈值

氨基酸含量增加更为明显。这些成分变化对改善夏季绿茶滋味有积极意义，在夏茶加工中添加外源单宁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苦涩味，从而提高茶汤的鲜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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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green tea quality with exotic tannas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annase were mixed with tea leaves in the rolling period of the traditional tea process, and  biochemical compositions were

analysed in samples of made t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content of polyphenols has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the treated samples, while the content of amino acid rises slightly in treated sample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sample. A prominent finding was obtained that tannase application substantially de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catechin-gallate

including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 in total catechins but increases some taste-sensitive amino accids such as Glu. These

chang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mproving tea quality, which implies that the harshness of green tea could be reduced and

mellowness could be enhanced by adding some quantity of tannase in tea processing from fresh leaves plucked in summer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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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酶在茶叶加工中的应用已有些研究[1]，但大多

集中在深加工领域，在改善成品茶品质方面则很少涉

及。单宁酶是一种水解酶，在有关茶饮料工业和茶产

品开发中有不少的研究与应用[ 2 -5 ]。首先，利用其对茶

乳酪的转溶作用，在液态茶和速溶茶加工中用来减少或

避免茶饮料中沉淀或冷后浑的产生[6]；其次，利用这种

转溶作用，添加外源单宁酶可以减轻茶叶浓缩液过滤时

膜的污染和堵塞 [ 7 ]。另外，王赞苗和李永刚研究认为，

在水体系中单宁酶对酯型儿茶素有较好的水解作用，并

提出了单宁酶应用的适宜 pH 值条件[8]。

夏季采摘加工的绿茶，往往因其涩味重或滋味粗

淡，饮用价值不高，以致很多绿茶产区在加工春茶后

放弃夏季原料的采摘，造成茶园资源很大浪费。添加

外源单宁酶是否能够改变夏茶中儿茶素等呈味成分的组

成和提高茶叶滋味品质?至今还没有研究文献和技术专利

报道。本实验以夏季采摘的茶鲜叶为原料，在加工过

程中添加外源单宁酶，研究单宁酶对传统绿茶呈味成分

的影响，探索提高夏季绿茶品质的新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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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茶鲜叶为 8 月份的 1 芽 2～3 叶，采于浙江

江山市的鸠坑品种。

酶制剂：单宁酶(Tannase)，来源于米曲霉菌，活

力 500U/g，购自日本 KIKKOMAN 公司。

1.2 实验方法

成品茶样制备采用烘青绿茶的一般工艺：滚筒杀青

→揉捻→烘干。其中酶处理茶样需要在揉捻中，根据

茶叶和酶剂量的比例要求，加入不同浓度的单宁酶水溶

液，而对照茶样则加入同容积的水，其他加工条件相

同。实验采用同一批鲜叶原料，经杀青后充分混匀，

随机分组处理，对照和各外源酶处理均重复三次，并

随机取样，分析茶多酚、儿茶素和氨基酸等呈味成分。

1.3 测定方法

1.3.1 多酚类总量测定

按 GB8313 — 87 酒石酸铁比色法[9]。

1.3.2 氨基酸总量测定

按 GB8314 — 87 茚三酮比色法[9]。

1.3.3 儿茶素及其组分的测定

参照 Bailey 等的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进
行分析，以各组分峰面积进行定量 [ 1 0 ]。分析条件：岛

津 LC-10A 液相色谱仪，色谱柱 shim-pack CLS-ODC
6.0mm × 150mm；紫外检测波长 280nm；梯度洗脱，流

动相 A 为 2 % 乙酸，从 9 2 %～6 9 %，B 为乙晴，流速

1.5ml/min，检测时间为 50min。

1.3.4 氨基酸组分测定

采用日立 835-5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氨基酸组

分 [ 9 ]。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源单宁酶对成品绿茶中氨基酸和多酚类物质总量

的影响

在茶叶加工过程中利用不同浓度的单宁酶水溶液处

理揉捻叶 15min 后，茚三酮比色法测定，结果不同浓度

外源酶处理的成品绿茶中氨基酸总量比对照增加，其中

1.0% 浓度处理的茶叶中氨基酸总量和对照相比有显著性

差异。酒石酸铁比色法测定结果，在各种浓度处理中，

多酚类物质总量以及酚氨比值(TP/AA)与对照相比均无显

著性差异。

2.2 不同揉捻时间对单宁酶作用的影响

在一般绿茶加工中，揉捻时间从 10～25min 不等。

为此，本实验选择两个水平的单宁酶处理浓度，进一

步比较分析了 15min和 25min两个揉捻时间外源单宁酶处

理对茶叶主要呈味成分的影响。结果表明：揉捻中单宁

酶作用时间对绿茶中多酚类物质和氨基酸含量均无明显

影响。结合表 1 和表 2 的实验数据，可以说明单宁酶对

茶叶中多酚类总量没有影响，而氨基酸总量在外源单宁

酶处理后增加，并且外源单宁酶处理对茶叶中多酚类物

质和氨基酸含量的改变与处理时间的长短关系不大。

2.3 单宁酶处理对茶叶中儿茶素总量及其组分的影响

图1   儿茶素在不同单宁酶浓度作用下的变化趋势

Fig.1    Change trend of catechin content in green tea treated with
different amounts of tan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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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茶素是绿茶中多酚类物质的最主要成分。HPLC
测定分析结果表明，和多酚类物质总量变化趋势相同，

在所有浓度的单宁酶处理中，绿茶中儿茶素总量变化与

对照相比较亦不明显，且各浓度处理间也未见明显差

异，但儿茶素的构成却有较大变化(图 1)，其中酯型儿

茶素和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在单宁酶处理中

都有明显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与单宁酶浓度有一定的

正相关性，即随着揉捻中单宁酶添加浓度的增加，酯型

儿茶素下降幅度呈现扩大趋势。EGCG 是绿茶中的主要酯

型儿茶素，其比例的下降能明显改善茶汤的苦涩味。

单宁酶浓度(%) 0(CK) 0.5 1.0 1.5
多酚类(%) 28.58 ± 0.7 29.57 ± 1.0 28.57 ± 1.2 29.02 ± 0.9
氨基酸(%) 2.204 ± 0.01 2.242 ± 0.02 2.320 ± 0.01a 2.300 ± 0.20
酚氨比

12.93 ± 0.37 13.18 ± 0.48 12.31 ± 1.13 12.69 ± 1.30
(TP/AA)

表1   揉捻中添加单宁酶对氨基酸和多酚类物质总量的影响(x±s)
Table 1   Effects of adding tannase in tea processing on total

amounts of amino acids and polyphenols  (x ± s)

注：a.在 0.05 水平和对照相比有显著性差异；揉捻时间为 15min。

单宁酶浓度(%)
                    0.5                     1.5

15min 25min 15min 25min
多酚类(%) 29.57 ± 1.04 28.81 ± 0.16 29.02 ± 0.92 29.28 ± 0.18
氨基酸(%) 2.24 ± 0.02 2.31 ± 0.09 2.30 ± 0.20 2.36 ± 0.04
酚氨比

13.18 ± 0.48 12.38 ± 0.60 12.69 ± 1.30 12.46 ± 0.16
(TP/AA)

表2   不同揉捻时间单宁酶作用效果的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tannase effects on amino accids and
polyphenols contents in green tea between different rolling

duration(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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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单宁酶处理对茶叶氨基酸组成的影响

单宁酶浓度(%)茶氨酸 精氨酸 谷氨酸 天门冬氨酸 苏氨酸 赖氨酸

0(CK) 2221.98 294.69 248.88 189.54 192.15 162.78
1.0 2231.14 298.45 259.65 197.26 192.55 165.54
1.5 2240.87 307.55 261.74 199.48 194.65 167.89

表3   不同单宁酶浓度处理对氨基酸组分的影响(mg/100g)
Table 3   Effects of adding tannase in rolling process on composi-

tions of amino acid in green tea (mg/100 g)

注：上述氨基酸为实验中含量前 6 位氨基酸，且与绿茶滋味品质显著相

关；揉捻时间为 2 5 m i n。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表明(表 3)，不同浓度的外

源单宁酶处理后，茶叶中的氨基酸组分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样品中含量前 6 位氨基酸都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

以谷氨酸最为明显，其次为天门冬氨酸。和对照相比，

1.5% 浓度单宁酶处理后，谷氨酸增加了约 6%。单宁酶

处理对茶叶中茶氨酸含量的影响不大。

在绿茶的氨基酸组成中，从绝对量上来看，以茶

氨酸为最高。因此，茶氨酸对绿茶滋味的作用无疑是

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尽管有些氨基酸含量相对较

低，但由于其味觉阈值较低，这些氨基酸同样是构成

绿茶滋味的主要成分。低阈值氨基酸含量细小的变化，

可能直接影响着茶叶的鲜醇度。谷氨酸是平常生活中鲜

味物质的主要原料来源之一，单宁酶处理后绿茶中谷氨

酸的增加对提高绿茶鲜爽度有积极的作用。

3 讨  论

绿茶中主要的呈味物质有多酚类及其氧化产物、氨

基酸、咖啡碱和可溶性糖类等。茶汤的味觉效果除了

决定于这些成分绝对含量外，还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

直接相关。一般而言，多酚类含量高的茶味浓，但如

果 EGCG 等酯型儿茶素比例大，茶汤则会呈现苦涩；而

氨基酸则能增强茶汤鲜爽度，从而提高其醇和度。在

衡量茶叶品质时，有时采用酚氨比等生化指标，即茶

汤中总茶多酚和总氨基酸(TP/AA)的比例。显然，仅用

该指标来评价绿茶品质是不够全面的。严格地说，口

感较好绿茶的生化组成特点是：茶多酚和氨基酸等有效

成分含量高，但酯型儿茶素的比例则相对较低。

从本研究不同浓度单宁酶处理茶揉捻叶以及不同揉

捻时间的实验结果来看，在绿茶加工中添加外源单宁酶

并不能显著改变茶叶中多酚类物质，对茶汤中酚氨比

(TP/AA)亦无显著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外源单宁酶

能改善绿茶中儿茶素的组成。单宁酶处理的绿茶中，酯

型儿茶素尤其 EGCG 在儿茶素或茶多酚中比例明显下降。

这种变化对茶汤滋味的直接效应是，既保证了茶汤的浓

度，但同时又减少了苦涩味和增加了茶汤醇和度。另

外，本研究还发现，使用单宁酶后一些低阈值种类氨

基酸含量增加，这会进一步明显改善茶汤的鲜爽度。

是否使用单宁酶来改善绿茶品质，因茶鲜叶原料差

异而有所选择。夏季采摘或粗老原料，酯型儿茶素在

茶多酚总量中的比例较高，而氨基酸含量则相对较低。

因此，夏季绿茶加工中添加外源单宁酶能取得较好的效

果。另外，由于生产成本方面的原因，加工绿茶饮料

大多采用中低档绿茶原料。在这些原料加工中添加一定

浓度的单宁酶，对提高饮料茶和速溶绿茶粉品质会有很

好的作用。

在具体应用单宁酶时，要注意绿茶加工中单宁酶的

添加量和单宁酶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一定范围内，单宁酶浓度似乎和其效应呈正相关。但

由于酶来源及活力差异，合适的添加量应有所不同，这

需要在实验和实践中加以掌握。其次，不同单宁酶最

适宜的 p H 值条件不完全相同，在选择单宁酶种类时，

要注意其适宜 pH 值条件和绿茶揉捻时 pH 值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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