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叶科学 2013，33（3）：242~252 

Journal of Tea Science                                           投稿平台：http://cykk.cbpt.cnki.net 

 

收稿日期：2012-11-20             修订日期：2013-01-2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9GJF00047）、四川省科技厅优势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科技专项（12CGZHZX0579） 

作者简介：陈智雄(1987—  )，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茶叶加工技术与理论研究。*通讯作者：guinian5612@sina.com 

黑茶调节脂质代谢的物质基础及机理研究进展 

陈智雄，齐桂年*，邹瑶，李建华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黑茶调节脂质代谢的作用已在各类研究中被报道，关于其活性物质及作用机理的研究也已逐渐展开。本

文总结了黑茶中主要活性成分及特殊成分的化学特性和含量差异，并对黑茶的安全性作了评价。在此基础上，

结合各类成分的功能机理研究，探讨了它们调节脂质代谢的途径或方式，同时对黑茶多成分、多途径的降脂机

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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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 on Mechanism of Regulating Lipid 

Metabolism by Active Ingredients of Dark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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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regulating lipid metabolism by dark tea has been proved through various studies, while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nd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are explored gradually. In this paper, the chemical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ive and special ingredients in dark tea have been summarized, and the safety assessment of 

dark tea has also been made. Based on these, the way of regulating lipid metabolism by these ingredients has been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s on their mechanisms of function. The lipid-lowering mechanism of dark tea, 

and its multiple effect of various active ingredients were discussed and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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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作为一类特殊消费群体的生活必需

品，自然有其区别于其他茶类的特殊功能。随

着黑茶功能研究的开展，其单纯药理作用的验

证已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更多的研究重

点已转向活性物质的探索及作用机理的研究。

黑茶特殊的渥堆工序使其粗老原料的化学成

分发生改变，包括某些物质的降解和新化合物

的产生 [1-3]，这些成分造就了黑茶特殊的品质

和药理功效，特别是其降脂作用，备受研究者

关注 [4-6]。国内外至今尚未探明黑茶中所有的

化学组分，其中具体发挥作用的物质也不能十

分确定，其确切的作用机制尚未研究透彻。为

理清研究思路，找准突破口，笔者总结了黑茶

中主要活性成分的研究进展，及其与黑茶降脂

作用的关系和机理，以期为进一步探索黑茶中

活性成分的组成、结构及功能机理提供参考。 

1 黑茶主要活性成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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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鲜叶原料的成熟度较高外，黑茶同

其他茶类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后发酵工艺，

在微生物的参与和湿热作用下，茶叶中的生

化成分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最终使黑茶中

的化学成分在含量、结构、活性等方面有别

于其他茶类。 

1.1 茶多糖（Tea Polysaccharide，TPS） 

茶多糖是从茶叶中提取的活性多糖的总

称，既有酸性多糖又有中性多糖，其含量随

着鲜叶成熟度的增加而增加，大多是与蛋白

质紧密结合的糖蛋白复合物，分子量主要分

布在 4 万~10 万之间。黑茶中的 TPS 主要有两

个来源，一是茶叶本身所固有的及加工过程中

转化的；二是由微生物代谢所生成的，如酵母

菌的细胞壁含有甘露聚糖、葡聚糖成分等 [7]。 

龚加顺等[8]研究发现，普洱茶鲜叶原料中的

多糖组分含有较高的糖醛酸，而成品茶中的多

糖组分则含有较高的中性糖和蛋白质。杨泱[9]

从普洱茶中分离出 TPS-Ⅰ和 TPS-Ⅱ两种较纯

的多糖，前者为淡黄色粉状的中性糖蛋白，后

者为酸性糖蛋白，且二者的水解物通过液相色

谱检测到均含有鼠李糖、葡萄糖和蔗糖，它们

相应在 TPS-Ⅰ和 TPS-Ⅱ中的摩尔比分别为

1.477∶0.5923∶0.3202 和 1.469∶0.7414∶0.379；

通过对 TPS-Ⅰ和 TPS-Ⅱ功能活性的初步评

价，认为二者是普洱茶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对

不同茶类的茶多糖含量测定结果表明，黑茶的

茶多糖含量最高[10-11]，且活性比其他茶类强[12]。

在渥堆过程中可能由于糖苷酶、蛋白酶等水解

酶的作用，形成了相对长度较短的糖链和肽链，

而短肽链比长肽链更易被吸收，且生物活性更

强，这可能是黑茶茶多糖活性优于其他茶类的

原因之一。 

1.2 多酚类物质 

1.2.1 黄 烷 醇 类 （ Flavanol ） 和 黄 酮 类

（Flavanoids）化合物 

从黑茶中分离鉴定出的多酚类化合物主

要有简单儿茶素、简单酚性化合物、黄酮类化

合物以及黄酮类配糖体等[13-15]；其中表儿茶素

（ Epicatechin ， EC ） 和 没 食 子 儿 茶 素

（Gallocatechin，GC）是检出率最高的黄烷醇

类化合物，杨梅素（Myricetin）是检出率最高

的黄酮类化合物[13-16]；而诸如表没食子儿茶素

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EGCG）

等酯型儿茶素的含量则极低 [16]。黑茶中能检

测出杨梅素、槲皮素（Quercetin）和芦丁

（Rutin）等黄酮类物质 [17-18]，但未发现甲基

化儿茶素类化合物的存在 [19]。Zhihong Zhou

等 [15]还从普洱茶中分离鉴定出两个新的 8-C

取代黄烷-3-醇（8-C Substituted Flavan-3-ols）

化合物（图 1），分别命名为普洱茶素 A（Puerins 

A）和普洱茶素 B（Puerins B）。 

从量上来看，黑茶中大部分儿茶素的含量

以及茶多酚总量均明显低于绿茶、乌龙茶和红 

 

 

 

 

 

 

 

 

 

 

  

普洱茶素 A（Puerins A）：R=H 

普洱茶素 B（Puerins B）：R=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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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个新的 8-C 取代黄烷-3-醇化合物 

Fig. 1 Two New 8-C Substituted Flavan-3-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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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20-23]，唯有 EC 含量存在高于红茶和绿茶的

情况 [23]。齐桂年等 [24]发现四川黑茶加工过程

中茶多酚变化减少的主要是儿茶素类；

Yuerong Liang 等[25]所分析的 7 个普洱茶样品

的平均儿茶素总量只有 8.41 mg/g。 

1.2.2 没食子酸（Gallic acid，GA） 

黑茶加工过程中，在以酯型儿茶素为主的

多酚类成分氧化衍生成茶色素的同时，会伴随

着 GA 的大量生成，使得黑茶中的 GA 含量普

遍高于其他茶类[26-27]。折改梅等[28]研究发现，

老茶树和台地茶的晒青毛茶制成普洱茶后，

GA 的含量均显著增加，其中老茶树晒青毛茶

制作的普洱茶 GA 含量增加达 10 倍左右。宋鲁

彬[29]分析了茯砖、花砖、青砖、黑砖、六堡茶、

普洱茶、沱茶的 GA 含量，发现这些黑茶的 GA

含量均较高，尤以普洱茶的含量最高。 

1.3 茶色素 

茶色素（Tea pigments）是指以儿茶素为

主的多酚类化合物在茶叶加工过程中经氧化

聚合而生成的水溶性色素混合物，主要包括茶

黄素（Theaflavins，TFs）、茶红素（Thearubigins，

TRs）和茶褐素（Theabrownines，TBs）。在黑

茶渥堆和干燥过程中，多酚类有色氧化产物的

转化与积累最快，其总的趋势是 TF 和 TR 显

著下降，TB 大量积累[30]。罗龙新等[31]测得红

碎茶中（ TF+TR） /TB=1.52，而普洱茶中

（TF+TR）/TB=0.33。尽管黑茶与红茶在原料

上具有相似的 HPLC 图谱[32]，加工过程中都

有酶促作用和湿热作用的参与，但在黑茶的

HPLC 图谱上没有找到类似红茶图谱中 TF 和

TR 的特征峰形[14,32]，而采用 MS 又能够从黑

茶中检出少量茶黄素和茶黄酸 [14]，说明黑茶

与红茶在色素类多酚氧化产物的组成与结构

上差异很大。 

TB 是黑茶的特征成分，因其来源于多酚

类物质、TF 和 TR 等的进一步氧化聚合，故

可推测 TB 的分子量应远超过 TR 的分子量范

围（700~40 000 Da）。现有研究认为，TB 为

含有多苯环的苯多酚类高聚物，结合蛋白质残

基、多糖、甲基和酸类物质（包括羧酸基以及

酚羟基），而咖啡碱和儿茶素的含量较低 [33-35]。

秦谊等[36]利用 BaCl2 和 Ca(CH3COO)2 沉淀法

成功测定了 TB 中的羧酸基（1.975 mmol/g）

和酚羟基（5.805 mmol/g），说明酚羟基为 TB

中的主导酸性官能团。杨大鹏 [37]用稀盐酸对

TB 进行酸解，所得产物经分离纯化后得到一

种疑似由丙三醇和磷酸盐脱水缩合而成的化

合物 C3H8Na2O9P2。 

1.4 主要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 

黑曲 霉（ Aspergillus niger ）、青霉 属

（Penicillium）、酵母属（Saccharomyces）和

根霉属（Rhizopus）是从各类黑茶中分离出的

较为常见的微生物，其中黑曲霉、青霉属和酵

母属对黑茶品质化合物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

用 [38-39]。这些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包括多种酶

类、有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

生理活性物质（如辅酶Ⅰ、辅酶 A）等[40]；而

代谢产生的水解酶又可以分解多糖、脂肪、蛋

白质、纤维素、果胶等物质[41]，水解产物大多

为单糖、氨基酸、水化果胶和可溶性碳水化合

物[31]。 

冠突散囊菌（Eurotium cristatum）可在茯

砖茶“发花”过程中形成黄色闭囊壳，俗称“金

花”[42-43]，是表征茯砖茶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也是茯砖茶区别于其他黑茶的重要特征 [44]。

尽管陈云兰等 [45]从康砖茶和青砖茶的成品茶

中也分离出冠突散囊菌，但检出率不高。冠突

散囊菌能产生多种胞外酶（如多酚氧化酶、果

胶酶、纤维素酶、蛋白酶等） [46]，其自身提

取物及代谢产物均被证实具有生物活性 [47-49]。 

1.5 其他活性成分 

他汀类化合物已在部分黑茶中被发现，如

普洱熟茶中的洛伐他汀（Lovastatin） [50]，是

普洱茶的重要活性成分之一 [51]，它在普洱茶

水提物中有内酯环结构（活性前体结构，图 2）

和羟基酸结构（活性结构，图 3）两种存在形

式，而在乙酸乙酯提取物中全部以内酯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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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52]。薛水英 [12]研究发现，只有普洱熟茶

中才含有洛伐他汀，普洱生茶、绿茶、红茶中

都不含有洛伐他汀，且不同的普洱熟茶中洛伐

他汀的含量差异很大 [53]；徐小江 [54]发现茯砖

茶中有与洛伐他汀极性相当的成分存在，但

HPLC-MS 分析结果显示，茯砖茶醇提和水提

物中均不存在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另外，黑

茶中常见的微量元素如铬（Cr）、锰（Mn）、

硒（Se）、锌（Zn）等均是对人体有益的微量

元素，CARMEN CABRERA 等[56]发现普洱茶

中的 Cr 含量（371.4 ng/g）明显高于其他茶类，

而 Mn、Se、Zn 的含量（分别为 431.7、55.0、

65.1 ng/g）总体上与其他茶类相差不大，普洱

茶也被视为 Cr 的安全摄入源。 

 

 

 

 

 

 

 

 

 

 

2 安全性 

2.1 黑茶浸出物的安全性 

研究者相继从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角度研

究了普洱茶的饮用安全性，认为正常剂量的普

洱茶是安全无毒的[57-58]，对原核细胞、真核细

胞、生殖细胞都没有致突变性[59]。温志杰等[60]

对六堡茶进行急性毒性试验，证明六堡茶无毒

害作用。肖文军等[61]采用药物毒理学实验方法

研究茯茶对大鼠的毒理反应，结果表明茯茶对

雌雄大鼠均无明显毒副作用，属实际无毒物。 

2.2 黑茶中氟含量的安全性 

茶叶中氟化物含量因产区、品种、加工方

式等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62]，马立锋等 [63]测

得黑茶平均氟含量为(296.14±246.07) mg/kg。

高大可等 [64]对黑毛茶样品进行分析表明，内

销产品氟含量基本低于 300 mg/kg；而边销产

品由于原料粗老且拼配比例不同，故部分产品

氟含量会高于 300 mg/kg。近年来黑茶降氟技

术取得了一定进展，企业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降

氟措施，均能将产品的氟含量控制在 300 

mg/kg 以内[65]。在现有的各种降氟手段中，适

当提高原料嫩度并进行合理拼配，是当前被普

遍认同的安全可行的有效降氟措施[64,66]。 

2.3 黑茶微生物的安全性 

王志刚等 [67-68]用卤虫生物测试法先后对

冠突散囊菌培养液和菌体提取物进行毒性实

验，证实了冠突散囊菌是无毒的；许爱清 [69]

对小鼠进行经口急性毒性试验，证明冠突散囊

菌是安全无毒物，且低剂量冠突散囊菌悬液具

有调节肠道菌群功能；黑曲霉在发酵过程中不

产生有害物质，在食品饮料加工行业中广泛应

用 [70]；而普洱茶提取物则对革兰氏阳性葡萄

球 菌 和 杆 状 菌 [71] 、 李 斯 特 菌 （ Listeria 

monocytogenes） [72]等影响食品安全的有害细

菌具有抑制作用。 

分子式(Formula):C24H36O5；分子量(MW)=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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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洛伐他汀内酯环结构 

Fig. 2 Structure of Lovastatin(lactone form) 

图 3 洛伐他汀羟基酸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Lovastatin(hydroxy aci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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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Formula):C24H38O6；分子量(MW)=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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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茶中活性成分调节脂质代谢的研究 

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同胞长期食用高脂食

物，但肥胖和高脂血症患病率却较低，黑茶

作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其活性功能因

此而备受关注。研究者通过动物实验 [73-75]、

临床实验 [76]、细胞水平实验 [77]、高通量筛选
[78]及分子水平实验 [79]验证了黑茶具有调节脂

质代谢的作用，同时通过动物实验 [80-83]和细

胞水平实验 [84]发现黑茶的降脂效果优于其他

茶类。 

3.1 多酚类物质调节脂质代谢的机理 

3.1.1 调节脂质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 

Tzong-Der Way 等 [85]研究发现，经分离纯

化得到的普洱茶 PR-3-5s 组分可明显降低脂

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基因

的 表达， 同时抑 制乙酰 辅酶 A 羧化酶

（Acetyl-CoA carboxylase，ACC）的活性，

使脂肪酸合成途径受限，从而抑制细胞脂质

形成。相关研究认为，普洱茶降低 FAS 基因

表达的作用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 LKB1 途

径提高了腺苷活化蛋白激酶（AMPK）的磷酸

化水平 [85-86]，二是在细胞信号传导过程中抑

制了 PI3K/Akt 和 JNK 信号通路 [87]。普洱茶

PR-3-5s 组分经分析主要为 EGCG、ECG、

GCG、CG，这揭示了黑茶中儿茶素（特别是

酯型儿茶素）调节脂质代谢的一种途径，但

这一类儿茶素在黑茶中的含量远远低于它在

绿茶中的含量 [16]，而黑茶的降脂效果却优于

绿茶 [80]，说明黑茶的降脂功效并非单一途径

或单一成分作用的结果，或者黑茶中还存在

更高活性的降脂成分。 

傅冬和等 [88]和张冬英等 [89]对黑茶中提取

的单体成分进行高通量药物筛选，发现 GA、

ECG、EGCG 对 FXR（法尼酯衍生物 X 受体）

模型有显著激活作用，其中 EGCG 的激活倍

数最高；而 GA、GC、MDBA（3-甲氧基-4,5-

二羟基苯甲酸）对 PPARγ（过氧化物酶增殖体

活化受体 γ）模型有显著激活作用。已有研究

表明，FXR 和 PPARγ 均能通过调控一系列基

因的表达，在胆汁酸和脂质等代谢中发挥重要

作用。激活 FXR 模型可促进 VLDL（极低密

度脂蛋白）和 CM（乳糜微粒）中的 TG 水解，

从而降低 VLDL 和 LDL 的水平，增加 HDL

的合成，减少血浆中 TG 的水平[90]，同时 FXR

还可通过抑制 SREBP-lc（甾醇调节元件结合

蛋白-1c）和激活 PPARα（过氧化物酶增殖体

活化受体 α）来减少 TG 的合成；而激活 PPARγ

模型可调节脂肪细胞信号转导，诱导脂肪细胞

特异性基因的产生，使细胞中脂肪酸分解代谢

增加，从而减少与代谢综合症相关的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91-92]。 

3.1.2 调节脂肪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 

揭国良 [93]从普洱茶中分离出的特异多酚

类组分 PEF8 具有比 EGCG 更强的活性，通过

HPLC 分析没有发现单体多酚、茶黄素和没食

子酸；PEF8 可以通过改变细胞内活性氧的含

量，诱导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核转录

因子-ĸB（NF-ĸB）的表达增加，降低磷酸化

氨基末端蛋白激酶（P-JNK）的表达，从而引

起汇合前的前脂肪细胞的活力降低，抑制前脂

肪细胞的增殖，诱导前脂肪细胞的凋亡[94]。 

3.1.3 抑制胆固醇体内合成途径 

Chi-Hua Lu 等 [95]对黑茶多酚类物质在人

肝癌细胞株内抑制胆固醇生物合成进行研究

表明，与简单儿茶素、槲皮素、杨梅素相比，

没食子儿茶素及酯型儿茶素具有更强的抑制

胆固醇生物合成的能力，它可能是通过抑制甲

羟戊酸合成途径中的鲨烯环氧酶而起作用。 

3.1.4 抑制消化酶活性，减少对外源性脂肪的

消化吸收 

Nakai M 等 [96]发现没食子酰基的存在能

增强儿茶素对胰脂肪酶活性的抑制作用，如黑

茶中 EGCG 对胰脂肪酶活性的半抑制浓度

（IC50）为 0.349 μmol/L，而表没食子儿茶素

双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3,5-digallate）

的 IC50 值则为 0.098 μmol/L，后者表现出更高

的抑制活性。黑茶茶多酚通过抑制胰脂肪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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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使食物中脂肪的分解减少，从而减少小肠

对脂质的吸收，增加外源脂肪的排出。 

3.2 茶色素调节脂质代谢的机理 

黑茶中的茶褐素类物质可显著降低高脂

血症大鼠血清中总胆固醇（TC）、甘油三脂

（TG）及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升高

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并减少大鼠肝

脏脂肪沉积，预防脂肪肝形成 [75,97-98]，而黑

茶茶黄素与茶红素的降脂活性研究则鲜见报

道，关于降脂机理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茶褐素

展开。 

3.2.1 提高脂肪分解代谢酶活性，促进体内脂

肪分解 

激素敏感性脂肪酶（Hormone-sensitive 

lipase，HSL）是最早发现和克隆的脂肪细胞

内分解甘油三酯的脂肪酶，是动物脂肪分解代

谢的限速酶，并在脂质代谢的多个环节发挥作

用[99]。高斌等[100]发现大鼠肝脏和附睾脂肪组

织中的 HSL 活性及其 mRNA 表达量在普洱茶

茶褐素作用下可显著增强，表明茶褐素能促进

体内脂质，特别是甘油三酯的降解，起到降血

脂效果，并认为提高机体组织中 HSL 活性及

其 mRNA 表达量是茶褐素降血脂的重要作用

机理之一。 

3.2.2 抑制脂肪酸合成酶活性，减少脂肪合成 

姜波等 [55,101]研究表明，以茶褐素为主的

四川边茶提取物能抑制脂肪酸合成酶（FAS）

的活性，造成丙二酸单酰辅酶 A 浓度的升高，

阻滞生脂通路以减少脂肪的合成；同时还发现

该提取物对 FAS 有可逆和不可逆抑制双重作

用，而 FAS 中的酮酰还原酶（KR）结构域并

不是该抑制剂的作用位点。 

3.3 茶多糖的降脂作用 

吴文华等[102]、吴文俊[103]等发现普洱茶中

茶多糖能使高脂饮食小鼠血清中 TG、TC、

LDL-C 水平全面降至正常值范围，同时升高

HDL-C 水平，且茶多糖用量与其降脂效果之间

可能存在量效关系。而关于黑茶茶多糖降脂机

理方面的研究却鲜见报道，黑茶茶多糖在降脂

活性方面与其他茶类是否存在差异，其调节脂

质水平的途径及作用靶点等均有待进一步研

究。 

3.4 其他活性成分调节脂质代谢的研究 

3.4.1 他汀类物质 

普洱茶中存在的洛伐他汀对胆固醇生物

合成的第一步限速酶 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

酶 A 还 原 酶 （ 3-hydroxy-3-methylglutary 

coenzyme A reductase，HMGR）有竞争性抑制

作用，能阻断甲羟戊酸的形成，抑制胆固醇的

生物合成，并使得肝细胞中大量表达低密度脂

蛋白受体（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LDLR），加快清除血液中的 LDL，起到降血

脂作用[51-52]。 

3.4.2 微量元素 

黑茶中富含铬、锰、硒、锌等微量元素[56]，

这些有益微量元素的存在与机体的脂质代谢

不无关系。例如，铬能增加人体内胆固醇的分

解和排泄；硒能作为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成分

而使脂肪酸按正常 β-氧化渠道继续氧化下去；

锌酶作为重要的金属酶类参与了体内脂质、碳

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等代谢过程。 

3.4.3 有益微生物 

袁勇等 [47]对“金花”孢子粉提取物进行

降脂效果筛选，得出醇提物和萃余水层部分分

别作用脂肪肝细胞 24、48 h 时都能使细胞内

甘油三酯含量降低，且与阳性药物辛伐他汀和

血脂康效果相当，具有较好的降脂效果。 

综上所述，现今研究对黑茶调节脂质代谢

物质基础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儿茶素、没食子

酸、茶褐素、茶多糖、洛伐他汀以及一些特异

多酚类物质上。在调节机制方面，以黑茶多酚

类物质的研究较深入，没食子酸被发现参与了

多条调节途径，而黑茶多糖在这方面的研究较

缺乏。这些研究揭示了黑茶能减少外源脂质的

消化吸收，抑制细胞内脂质的生物合成，同时

促进它在体内的氧化分解及转运排出，其中各

成分的作用途径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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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与展望 

4.1 特殊成分的活性研究，活性物质的分离纯化 

黑茶中存在的特殊成分，如没食子酸衍生

物[104]、普洱茶素 A 和 B
[15]等是研究黑茶活性

功能与机理的重要物质基础，但这些成分是否

存在活性尚不清楚，仍需通过试验加以探索。

在探索途径方面，除了现有的研究靶点，还有

一些与脂质代谢相关的酶值得关注，如卵磷脂

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CAT）、酰基辅酶 A-胆

固醇酰基转移酶（ACAT）、二酰甘油酰基转移

酶（DGAT）等，未来可借助代谢组学的方法

对其进行研究。 

茶多糖、茶褐素以及 3.1.2 中的特异多酚

类组分是黑茶中含量高、具活性的复杂多聚

体，但在分离和鉴定上存在很大难度，这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活性功能的研究。因此，利

用现代分离纯化技术及光谱、质谱分析技术，

借鉴植物化学的新型研究手段对这些化合物进

行分离纯化及结构鉴定，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4.2 实验方法设计与材料选择上的问题 

在对黑茶降脂效果进行评价的报道中，不

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差异，如在黑茶

能否显著降低 TG 或提高 HDL-C 水平的问题

上说法不一等，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实

验方法设计或所选茶叶本身存在差异。如采用

红茶的成分分析方法不适合分析黑茶 [14]；黑

茶的级别或年份 [81,101]不同，其内含成分的含

量及活性会存在差异；普洱茶加工（生茶与熟

茶）和贮藏（干仓与湿仓）方式不同，其内含

成分及活性将发生变化等 [95]。这些都是造成

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但部分研究对此

并未做出明确交代，在实验设计方面也有所欠

缺。因此，今后的研究应更加注重规范实验设

计，同时确保材料的代表性与可比性，以提高

实验结果的说服力与参考价值。 

消化吸收 合成 

TG TC 

HDL 

LDL 

胰脂肪酶活性 

茶多酚 

甲羟戊酸途径 

洛伐他汀 

HMGR 活性 

合成 

氧化分解 氧化分解 

转运排出 LXR 

？(黑茶提取物) 

铬  

前脂肪细胞的

活力与增殖 

特异多酚类 

(不含单体多酚、TF、GA) 

酯型儿茶素 

FAS 表达 

ACC 活性 
AMPK 

磷酸化 

FAS 活

性  

PPARα 

茶褐素 

SREBP-lc 

FXR GA、ECG、
EGCG 

GA、GC、MDBA 

PPARγ 

HSL 活 性 及

mRNA 表达 

 

硒  

？(黑茶

提取物) 

PI3K/Akt、

JNK 通路 

茶褐素 

图 4 黑茶中活性成分调节脂质代谢途径示意图 

Fig. 4 Diagram of lipid regulating metabolism by active ingredients of dark tea 

注：→：激活或正调控；┥：抑制或负调控。  

Note: →  Indicates activation or positive regulation. ┥  Indicates inhibition or negativ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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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于不同茶类提取物及各成分间功能差

异的研究 

不同茶类调节脂质代谢的效果不同，如研

究者发现黑茶能调节 TG 和 TC 的水平，且对

TG 的调节作用最显著；而绿茶对 TC 水平的

调节作用强于黑茶，但对 TG 的调节作用却不

显著[75,80,86]。尽管现有的研究结论仍不够全面

且存在局限性，但不排除由于不同的活性物质

基础而产生不同降脂效果的可能性。因此，关

于不同茶类及其不同成分调节脂质代谢作用

的比较研究仍需大量开展，进而探究造成其功

能差异的关键成分和机理。 

4.4 黑茶中的活性成分对黑茶安全性的影响 

黑茶中氟含量的高低及饮茶型氟中毒等

问题，一直是黑茶安全性研究的重要课题。经

调查研究发现，饮茶型氟中毒的临床表现十分

多样，并不同于饮水型氟中毒，这与黑茶中复

杂的抗氧化成分有关 [105]。张薇等[106]发现茶多

酚能通过清除氧自由基、提高机体总抗氧化能

力、减少脂质过氧化产物等抗氧化作用，来减

轻饮茶型氟中毒引起的大鼠氧化应激损伤，对

饮茶型氟中毒有一定的拮抗作用；阿斯木古

丽·克力木等[107]发现 VC 和 VE 均可使大鼠尿

氟含量显著增加，认为 VC、VE 可以促进尿

氟的排泄，减少氟的吸收，对氟中毒有一定的

拮抗作用；此外，一定浓度范围内的硒具有拮

抗高氟作用，它能促进尿氟排泄、保护骨骼系

统并调整自由基代谢 [108]。这些活性成分均常

见于黑茶中，故不排除黑茶同样具有拮抗饮茶

型氟中毒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关于饮茶型

氟中毒的调查和临床试验还需大量深入地开

展，以获得有效的数据支撑和科学论证，从而

有针对性地对我国黑茶的安全氟限量指标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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