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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处理对绿茶汁品质的影响

陈小强，苏丽慧，叶  阳，林  智，王川丕，谭俊峰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国家茶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茶及饮料植物产品加工与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

浙江 杭州      310008 )

摘   要：以料液比 1:30(m/V)绿茶水为对象，采用 100、200 和 300MPa 压力于室温处理加工绿茶汁，常压(0.1MPa)
间隔振摇提取 30min 为对照。超高压处理加工的绿茶汁茶多酚浸出率比对照高 52%～78%、游离氨基酸浸出率高

26%～39%、水溶性糖浸出率低 11%～24%，过氧化物酶的残留活性降低 5%～47%；色差分析表明超高压加工的

绿茶汁黄绿色度更深。

关键词：超高压处理；绿茶汁；品质成分

Effect of Ultra-high Pressure (UHP) Treatment on Quality of Green Tea Juice

CHEN Xiao-qiang，SU Li-hui，YE Yang，LIN Zhi，WANG Chuan-pi，TAN Jun-feng
(Key Laboratory of Machining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ea and Beverage Plant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Tea Industry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Tea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08, China)

Abstract ：A mixture of green tea and water (1:30, m/V) was treated for 10 min by ultra-high pressure (UHP) of 100, 200 and

300 MPa at room temperatur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UHP treatment on quality of green tea juice using the sample obtained with

interval shaking at normal pressure (0.1 MPa) as a contro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UHP treatments of 100, 200 and 300

MPa resulted in a marked increase in leaching rate of polyphenols and free amino acids by 52% － 78% and 26% － 39%,

respectively, and a decrease in water-soluble sugar by 11% － 24% and in residual peroxidase (POD) activity by 5% － 47%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UHP-treated green tea juice had deeper yellow-green color tha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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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要求

食品企业既要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且还要尽

量保持其原有营养成分和新鲜度。而传统的热力加工技

术对一些产品特别是热敏性产品的色、香、味、功能

性及营养成分等具有破坏作用，如经过热浓缩工艺、热

力杀菌加工的果汁、果酱等新鲜产品容易失去了其原有

的新鲜度，甚至还产生异味，影响产品质量。

超高压处理(ultra high-pressure processing，UHPP)
技术是当前备受学界和产业界重视的一项食品高新技

术。1986 年日本京都大学林力丸搏士首次发表采用非热

高压(101.3～1013MPa)加工食品的报告，UHPP 技术开始

引起食品界极大的关注。超高压处理技术也就从石油化

工生产开始走入食品工业[1]。食品的超高压处理就是在

密封的超高压容器内，用水等作为媒介，对食品施加

100～1000MPa 压力。目前超高压技术已经在果蔬汁、

肉类、水产品等食品加工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本实验开展超高压处理技术在热敏性产品绿茶汁中

的加工研究，通过分析绿茶汁的特征性品质成分如茶多

酚、游离氨基酸、水溶性糖和过氧化物酶等，评价超

高压技术应用于绿茶汁加工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低档炒青茶片，龙井 -43 茶树品种采制，中国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提供。

葡萄糖和茶氨酸标准品    Sigma 公司；其他试剂为

国产分析纯。

HPP.L2 -600/0.6型超高压处理设备    天津华泰森淼生物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UV-255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Shimadzu
公司；CT-310 色差仪    Minolta 公司；铝箔袋    市售。



61※基础研究 食品科学 2009, Vol. 30, No. 17

1.3 方法

1.3.1 绿茶汁的超高压加工方法

绿茶片经粉碎后，按料液比 1:30(m/V)加水密封于铝

箔袋中，当即置于高压容器，于室温下进行超高压处

理，压力值分别为 100、300 和 500MPa，保压时间为

10min。以相同料液比绿茶水在常压(0.1MPa)、室温环

境间隔振摇 30min(期间每隔 5min 振摇数次)作为对照。绿

茶汁处理完毕后当即用三层滤纸减压抽滤，滤液定容至

100ml，得待测样品液，快速进行茶多酚、氨基酸、水

溶性糖、过氧化物酶等功能成分以及茶汁色泽分析。

1.3.2 绿茶汁中品质成分分析

茶多酚测定：茶叶总多酚含量测定采用酒石酸亚铁

分光光度法，参见国标 GB/T8313 － 2002 操作方法 7.3.2。
茶叶游离氨基酸测定：茶游离氨基酸总量测定采用

茚三酮显色法，参见国标 GB/T8314 － 2002 操作方法

7.3.2 和 7.3.3。
水溶性糖含量测定：蒽酮 - 硫酸法测定 [ 2 ]。

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POD)活性测定：采用愈

疮木酚法。酶反应体系包括 3ml 0.05mol/L pH6.0、1ml
3% 过氧化氢、1ml 0.024mol/L 愈疮木酚、1ml 蒸馏水和

1ml 样品液。反应体系于 37℃保温 15min 后，测定波长

470nm 处吸光度。

                                  
超高压处理后样品吸光度

POD相对活性(%)=————————————× 100
                                           对照样品吸光度

绿茶汁色差分析：采用色彩色差计测各处理茶样的

L * 、a * 、b * 值，测定 3 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压处理对绿茶汁茶多酚、氨基酸和水溶性糖浸

出效果的影响

图1   超高压处理对绿茶汁茶多酚(a)、氨基酸(b)和水溶性糖(c)浸出

率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UHP on leaching rates of polyphenols (a), amino
acid (b) and water-soluble sugar (c) in green tea juice

茶多酚是茶饮料的重要特征性成分，作为绿茶饮

料，含量必须达到 500mg/kg[3]，常压(0.1MPa、30min)
间隔振摇提取，100、300 和 500MPa 超高压处理加工

(10min)的绿茶汁中茶多酚浸出率分别为 56.36、89.80、
100.06 和 85.9mg/g，超高压处理高出对照 52%～78%(图
1a)。游离氨基酸浸出率分别为 36.12、46.43、50.18 和

45.67mg/g，由图 1b，其浸出率趋势与压力相关性类似

于茶多酚。水溶性糖浸出率分别为 4 2 . 3 8、3 4 . 3 6、
37.56 和 32.40mg/g(图 1c)，超高压处理加工的绿茶汁其

水溶性糖含量反而降低。绿茶中水溶性多糖含量可达 1%～

2%[4-5]，超高压处理可能使水溶性糖的多糖发生部分变

性，而使总糖含量降低，这有利于绿茶汁体系的稳定。

2.2 过氧化物酶的残留活性分析

绿茶汁的褐变、劣变过程中过氧化物酶等氧化酶类

的酶促氧化起着重要作用。由图 2 可知，超高压处理绿

茶中的残留过氧化物酶具有钝化作用，1 0 0、3 0 0 和

500MPa 处理的酶活是对照的 95%、53% 和 60%，由于

酶类的大分子特性，高压作用可能使过氧化物酶分子的

溶液构象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了其活性。

2.3 超高压提取的绿茶汁的色泽分析

采用 L *、a *、b * 表色系测定绿茶汁的色度，可

对其进行色泽的量化比较分析。在色差分析的 L * 、

a *、b * 表色系三个分量中，L * 为明度指标，其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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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超高压处理对绿茶汁中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UHP on POD activity in green tea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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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小表示明度由明亮度逐渐变暗。绿茶汁色度分析见

表 1，超高压处理和常压振摇提取的绿茶汁汤色澄清度

较为接近；a * 为红绿色度指标，正值为红色度，负值

为绿色度；b * 为黄蓝色度指标，正值为黄色度，负值

为蓝色度，a* 和 b* 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该颜色的程度越

深。由表 1 可知，超高压加工的绿茶汁 a * 值和 b * 值

绝对值明显高于 0.1MPa 的对照处理，表明其黄绿色度

更深，且以 300MPa 程度略强。色差分析结果表明超高

压加工的绿茶汁汤色更能达到绿茶原茶的品质。

处理方式(MPa) L* a* b*
0.1 90.88 －8.26 21.76
100 89.58 －11.25 32.33
300 88.19 －11.78 35.1
500 88.37 －11.45 32.93

表1   绿茶汁的色差分析

Table 1    Effects of UHP on L*, a* and b* values of green tea juice

油状悬浮于茶汤中，这些物质综合构成了绿茶茶汤的黄

绿色度[6]。色差分析揭示，超高压处理能快速释放色素

分子，从而使绿茶汁的汤色品质提升。

3.2 绿茶中的氧化酶在茶叶杀青后其活性绝大部分失

活，但成品茶中仍有少量氧化酶的残留活性，过氧化

物酶是引起水果、蔬菜和茶汤褐变的主要酶类之一。绿

茶干茶中酶残留活性尽管较低，但其进入水溶液体系亦

能完全发挥活性，对绿茶汁(浓缩汁)的贮运及绿茶饮料

的货架期存放不利。超高压处理对过氧化物酶的“钝

化”作用可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3.3 综合品质成分浸出效率和残留酶活的抑制作用考

虑，料液比 1:30 的绿茶水以 300MPa、10min 处理最佳。

在超高压加工过程中，应该快速处理快速检测分析，才

能保证分析的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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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3.1 超高压加工绿茶汁具有时效短、小分子成分如茶

多酚、游离氨基酸等浸出率高的特点。绿茶汤色的化

学组成研究表明，绿茶中的水溶性色素如黄酮醇、花

青素、黄烷酮和黄烷醇类的氧化衍生物等是构成绿茶汤

色的主要物质，极微量的叶绿素及其降解产物以胶质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