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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在茶叶加工领域的研究进展

赵熙粟本文郑红发黄怀生袁英芳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湖南长沙410125)

茶起源于我国，是世界三大天然软饮料之一。

唐代的《本草拾遗》一书就提到“诸药为各病之药，

茶为万病之药”。茶叶因富含茶多酚、咖啡碱、氨

基酸、茶多糖、维生素、芳香类物质等生物活性成

分而具有抑菌、抗病毒、防癌抗癌等多种保健功能。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

利用生物体系，结合先进的工程技术手段和其他基

础学科的理论，根据人们的需要改造生物体或加工

生物原料，从而满足人们需求的综合性科学技术Ⅲ。

生物技术包括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基因

工程等工程技术。

近年来，我国茶叶工作者在其常规加工技术研

究方面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在茶叶加工领域发挥

了很大作用，然而由于传统技术自身的局限及对产

品质量更高的需求，许多问题用传统的加工技术已

无法解决。要使我国茶业在质量、产量、新产品开

发及综合利用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必须进行技术

创新。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酶工程、细胞工程、

发酵工程、转基因技术等一系列现代生物技术的建

立，使生物技术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活跃的

高新技术领域。如今现代生物技术在茶叶加工领域

中的应用，给茶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飞跃。

1生物技术在茶叶加工领域的研究现状

1．1醇工程在茶叶加工中的应用

酶工程在茶叶加工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利用

酶的高效生物催化功能，促进茶叶内不利及无效成

分的有益转化，改善茶叶的色香味形品质及营养价

值等综合品质。现茶叶加工中应用较多的外源酶主

要有多酚氧化酶，单宁酶，纤维素酶，果胶酶，蛋

白酶，淀粉酶等。谭振初等瞳1利用茶幼果作为多酚

氧化酶的载体应用于红碎茶的加工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80年代毛清黎口咕1等对外源纤维素酶、果

胶酶及多酚氧化酶提高红碎茶品质进行了较系统

的研究，提出了适于茶叶加工应用的粗酶制剂的生

产方法及制茶工艺配套技术：通过电镜及HPLC分

析研究认为外源水解酶提高茶叶品质的生化机理

在于外源酶水解叶组织细胞壁中不溶性多糖产生

生化破损作用，使发酵茶胚酸化，提高多酚氧化酶

活性，促使茶黄素形成及叶绿素降解，红碎茶水浸

出物、茶色素等品质成分含量增加，外形色泽和颗

粒明显改善，从而较全面地改善红茶内外品质。单

宁酶主要用于处理在速溶茶和液体茶饮料生产中

出现的“冷后浑”现象岫1，其作用机理是切断儿茶

素上没食子酸的酯键，释放出没食子酸，形成相对

分子质量较小的水溶物，从而达到澄清的目的川。

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作用是破坏茶叶细胞壁，使纤

维素降解，果胶溶出旧’91。外源单宁酶、果胶酶的

加入能有效提高微滤功效和微滤液的生化得率，并

且微滤中的水浸出物、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

糖、儿茶素的得率都有较大提高n0’111。p．葡萄糖苷

酶是将茶鲜叶中香气前体物质转化成游离态香气

成分的关键酶。游小清等u引从槠叶种中提取的13．

糖苷酶粗品可使夏季烘青绿茶中芳樟醇及香叶醇

的含量提高l～3倍，明显改善夏季绿茶香气。曾晓

雄等“副在红碎茶加工中添加蛋白酶可使氨基酸含

量提高21．5％，茶红素提高20％以上，茶褐素明显

下降，使滋味增强且更醇和，汤色变亮，香气变好。

另有研究表明夏季绿茶加工过程中添加木瓜蛋白

酶能明显提高茶汤中氨基酸的含量，有效降低夏茶

的苦涩味““。

酶工程还可用于茶氨酸的合成和茶色素的生

产。目前合成茶氨酸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在化学合

成法和微生物发酵法基础上的酶转化法n引。此技术

是利用特定酶的催化作用，使某些化合物转化成相

应的L．氨基酸。汪东风等适当改进茶多酚工业化生

产设备，运用酶技术成功地实现了天然茶色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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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生产n钔。

近年来酶的固定化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研究报道多集中在多酚氧化酶、单宁酶、葡萄糖苷

酶等酶的固定化技术方面。屠幼英等n刀探讨了固定

化多酚氧化酶酶膜催化儿茶素生产茶黄素的最佳

反应条件，确定了酶膜法生产高纯度茶黄素的5

个重要因素及最佳组合。李荣林等n刚利用海藻酸钠

包埋和戊二醛交联两种固定化技术共同作用对多

酚氧化酶进行固定，并对其化学性质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采用自制的壳聚糖为载体对单宁酶固定化，

酶活力回收、偶联效率均较高n9、制。。刘如石等采用

海藻酸钙凝胶对单宁酶进行固定化，酶活力回收率

高达60．6％；酶促反应的最适pH值、最适温度等

性质的研究结果表明固定化单宁酶稳定性优于单

宁酶乜¨。李英波等瞳21对p葡萄糖苷酶的固定化技

术进行了研究。

1．2发酵工程在茶叶加工领域中的应用

发酵工程是生物工程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生物技术产业化的重要环节，是～门利用微生物的

生长快、培养条件简单、代谢途径特殊等特点，采

用工程菌株来生产各种有用物质的工程技术。发酵

工程技术是应用于茶叶上最早的生物技术，我国传

统的黑茶加工中的渥堆过程就是通过微生物分泌

的胞外酶及释放的微生物促使茶叶中内含物发生

复杂的变化，从而形成黑茶特有的品质风味。近年

来随着茶业的飞速发展，茶叶深加工急剧升温，发

酵工程在茶叶深加工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增多。吴谦

等∞1以绿茶为主要原料，取汁后使用酵母轻度发

酵，研制出清澈透明，清凉爽口的发酵茶。潘立元

等啪1讨论了绿茶汽酒酵母发酵工艺，并对发酵过程

中pH值、糖度、菌种生长量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龚加顺等乜51利用优势菌种黑曲霉发酵晒青绿茶，研

究表明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主要的化学品质成分

含量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可在短时间内生产熟

普洱茶，其理化成分含量可达到陈年普洱茶的水

平。丘晓红等‰3在茶汤中接入木醋杆菌和酵母菌，

发酵生产出营养丰富的细菌纤维素茶饮料。王振康

等心"利用发酵技术研制的夏芝菌茶和川杰菌茶富

2

含低聚糖，是一类很有开发前景的新型茶类。夏涛

等乜81采用发酵工程原理，建立了茶鲜叶匀浆悬浮发

酵体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基础研究，提出了其

发酵体系的优化模型。

发酵技术还可用于茶叶综合利用。用茶叶下脚

料可发酵生产木糖酶和过氧化物酶等多种酶制齐j。

利用茶叶下脚料固体发酵技术生产出的粗酶液不

仅果胶酶和纤维素酶活性高，且抗酚性较强，用于

加工红碎茶增质效果明显，特别适于酶法制茶工艺

应用曙引。另外用固体发酵法可从低档茶叶及茶渣中

制取高蛋白质饲料等啪1。

1．3细胞工程在茶叶保健功能成分开发利用中的

应用

茶叶中富含咖啡碱、茶碱、茶氨酸、茶多酚、

儿茶素等多种次生代谢产物。这些物质具有抑制癌

细胞繁殖、降血糖、抗氧化、降血脂、防辐射等众

多保健功能。而且它们中的许多成分已经应用到了

食品、医药、保健及日用化工产品的生产中，极大

地提高了茶的应用价值。为了获取各种有用的次生

代谢产物，目前茶叶上主要是采用成茶提取工艺，

但工艺复杂，成本较高，而利用细胞培养法生产具

有不与传统饮料茶争原料、便于产业化的优点，受

到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在植物组织培养合成茶氨

酸的研究中，日本学者证实向培养基中添加前体物

质盐酸乙胺时，可大幅度提高愈伤组织中的茶氨酸

合成量口川，并且每天进行少量补充盐酸乙胺，茶氨

酸合成量比一次性加入的效果要好b2㈡1。陈瑛等泓】

对茶树愈伤组织茶氨酸合成中的适宜激素组合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袁弟顺等旧副通过对根尖部位的细

胞培养形成高茶氨酸含量的愈伤组织，并建立了茶

愈伤组织的诱导体系。

茶叶儿茶素在医药、保健、日用化工方面有较

高的应用潜力。成浩等‰3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研

究，证实茶树培养细胞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保持其

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能力，而且可通过培养基组分

调节等方法大幅度提高儿茶素含量。

2生物技术在茶叶加工研究领域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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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大大推动了茶叶加工领域的研

究，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酶技术是解决茶叶品

质问题及开发茶叶新产品的有效途径，为了使该技

术在茶叶生产中推广应用，必须加快适于茶应用的

酶源微生物的分离筛选研究，尤其是对茶氨酸合成

酶、多酚氧化酶及p一葡萄糖苷酶等几种与茶叶品质

密切相关的酶的研究更应重视。其次，茶类不同加

工方法、工艺过程提供的生化环境也不同，具体应

用需研究相关的配套工艺技术参数，以充分发挥酶

技术增质效果，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在微生物

发酵方面，黑茶饮料和发酵液态茶饮料的研究开发

成为茶叶深加工领域的一个新兴课题。如何控制制

茶过程中有害微生物的产生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组织培养方面，应针对不同的品种和外植体来源

建立简便有效的高频植株再生体系。另外今后还应

对组织培养积累次生代谢产物形成机制进行研究，

并解决目标产物的提纯问题。

我国是茶叶的发源地，是世界产茶大国，茶叶

作为一种传统饮料在我国已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

可，具有很强的市场潜力。面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宏伟目标和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浪潮，有必

要将植物生物技术与常规茶叶加工技术相结合，充

分应用植物生物技术创造出新的加工工艺，提高茶

叶品质和茶产品的开发利用，促进茶业改良和产业

化，巩固和提高我国茶叶的国际地位和市场竞争

力，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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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尺蠖生物防治研究进展

杨培迪1高思青1宁静1’2禹利君1

(1湖南农业大学教育部茶学重点实验室湖南长沙410128

2湖南省茶叶研究所湖南长沙410125)

茶尺蠖(Ectropis ob均Na Prout)属鳞翅目，尺

蠖蛾科，中国各茶区均有发生，是浙、苏、皖茶区

重要茶树害虫之一。以幼虫食叶为害，严重发生时，

茶树叶片及嫩芽全被吃光，严重影响茶叶产量，导

致茶树早衰、耐寒力差、冬季易受冻害。为了控制

该虫，目前各茶区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但是，化

学农药不仅污染茶园生态环境，而且在杀死茶尺蠖

的同时，也杀伤了大量天敌，并造成农药残留，使

“3R”问题(农药残留量Residue，害虫抗药性

Resistance，害虫再猖獗Resurgence)越来越突出⋯。

随着中国加入WTO，茶叶农残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对进口茶叶中的

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以及非茶类夹杂物的限量

指标要求愈来愈严，检测项目也愈来愈多。因此，

必须改变单一使用化学防治的措施，走综合治理之

路。其中，生物防治是虫害综合治理的关键拉。。

本文重点介绍目前应用价值较大的生物防治

技术的研究进展。

1生物防治

1．1茶尺蠼天敌资源的研究

根据胡萃等门1，侯建文等H1的研究，茶尺蠖天

敌有50余种，其中寄生性天敌10种，捕食性天敌37

种以上，病原性天敌4种。茶尺蠖绒茧蜂占寄生性

天敌总数95％左右，是控制茶尺蠖l～2代种群密度

十分有效的寄生性天敌。蜘蛛占捕食性天敌总数的

59．4％，是制约茶尺蠖的主要捕食性天敌。潘亚飞

等哺’研究了斜纹猫蛛对茶尺蠖幼虫的捕食作用，功

能反应呈Holling型反应。Na--0．9195Nt／

( 1+0．004703Nt ) 和 Na=O．92268Nt／

(1+0．005081Nt)。自身密度反应模型分别为

E=0．*54 1 9F。0．6052和E=0．53 1 9Pm·5812。

现在至少已经发现5种茶尺蠖幼虫期的寄生性

天敌哺1：茶尺蠖绒茧蜂Apanteles sp．、单自绵绒茧

蜂Apanteles sp．、螟蛉悬茧姬蜂Champs bicolor

Szepligeti、平庸赘寄蝇Drino inconspicuaMe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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