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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砖茶加工工艺及保健功效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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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湖南黑茶系类产品中，茯砖茶的加工过程最复杂、时间最长，茯砖茶因其独特的风味和保健功效也

是最受消费者喜爱的黑茶。本文对近年茯砖茶的加工工艺及其保健功效进行综述，并对茯砖茶研究的发展方

向进行展望，从而为茯砖茶的加工利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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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ing of Fuzhuan brick tea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longest among all kinds of Hunan dark tea 

products. Fuzhuan brick tea is popular for its unique fl avor and healthcare effect. In this paper, the processing and 

healthcare effect of Fuzhuan brick tea in recent years are reviewed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zhuan brick tea 

is discussed, which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Fuzhuan brick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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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砖茶是黑茶的一种，属紧压茶，是以黑

毛茶为原料，经过毛茶筛分、半成品拼配、汽蒸

渥堆、压制成型、发花干燥和成品包装等工艺制

成[1]。“发花”是茯砖茶加工的关键工序，因而

对茯砖茶的研究多集中在发花工艺，发花过程中

的微生物、生化反应及工艺条件均影响茯砖茶的

品质。 

茯砖茶特殊的加工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黑茶具有良好的保健功效。近年，随着对茯

砖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采用动物实验与人体临

床试验相结合，并进行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流

行病学方向的研究调查，研究表明，茯砖茶对人

体内所含的类脂肪化合物、血脂、血糖、血压及

胆固醇有显著的降低作用[2]；经常饮用还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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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人体体质、延缓衰

老，起到保健功效和预防疾病作用[3-5]。日益增

多的茶学、医学及微生物学实验和临床实践，均

显现了茯砖茶药理功效的多样性[6]。

1  茯砖茶加工工艺
1.1  茯砖茶中主要微生物

“发花”是将黑毛茶压成砖坯后，送入烘

房，在合适的条件下生长出冠突散囊菌这种有益

菌的过程[7]。冠突散囊菌俗称“金花”，金花越

多，茶叶的内含成分转化越好，茯砖茶的品质越

高。可根据金花数量和质量判辨茯砖茶品质的优

劣，所以金花的茂盛程度是评判茯砖茶品质特征

性指标。刘作易等[8]研究表明，金花能促进茯砖

茶产生较丰富的氨基酸，对改进茶叶风味也有一

定作用。有较多研究对“金花”优势菌进行鉴

定，结果表明，茯砖茶中的优势菌为散囊菌属微

生物（表1）。

表 1  茯砖茶中“金花”优势菌鉴定
优势菌株 主要类型代表 其他菌属 来源

散囊菌 谢瓦氏曲霉(Aspergillus chevalieri）
冠突曲霉(Aspergillus cristatum)

青霉、黑曲霉、镰刀霉、根霉、交
链孢霉、弯孢霉

温琼英[9-10] 

散囊菌 冠突散囊菌Eurotium cristatum (Raper&Fennell) 
Malloch & Cain，无性型名称为针刺曲霉

（Aspergillus spiculosus Blaster），异名为冠突曲
霉（Aspergillus cristatum Blater)

黑曲霉、青霉 齐同祖[11]

灰绿曲霉群 谢瓦氏曲霉间型变种（Aspergillus chevalieri var.
intermidius）

米曲霉、黑曲霉、青霉 刘作易[12]

散囊菌 冠突散囊菌、间型散囊菌、匍匐散囊菌、谢瓦散
囊菌、阿姆斯特丹散囊菌、赤散囊菌

黑曲霉、毛霉、拟青霉、草酸青
霉、短密青霉

王志刚[13]

散囊菌 8株冠突散囊菌(Eurotium cristatum)、3株谢瓦
散囊菌(Eurotium chevalieri)、2株肋状散囊菌
(Eurotium costiforme)、1株阿姆斯特丹散囊菌

(Eurotium amstelodami)和1株蜡叶散囊菌(Eurotium 
herbariorum)

3株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

胡治远[14]

散囊菌 冠突散囊菌(Eurotium cristatum) 曲霉、青霉 张浩[15]

散囊菌 冠突散囊菌(Eurotium cristatum) / 彭晓赟[16]

散囊菌 蜡叶散囊菌(Eurotium herbariorum) 产紫青霉(Penicillium 
purpurogenum)、产黄青霉(P. 

chrysogenum)、青霉(Peni-cillium 
sp.)、酱油曲霉(Aspergillus sojae)

刘石泉[17]

1.2  茯砖茶发花技术研究
1.2.1  茯砖茶发花基础技术研究  “发花”的实

质，是在一定的温度、湿度条件下，有益优势

菌——冠突散囊菌大量生长繁殖，并借助其体内

的物质代谢及分泌的胞外酶的作用，实现色、

香、味成分的转化，形成茯砖茶特有的品质风

味[18]。

较多学者研究了茯砖茶的发花工艺。欧阳

规香等[19]研究发现，茯砖茶发花实质是冠突散囊

菌在砖坯内自然生长发育的过程，影响发花质量

的内在原因有茶叶含水量、含梗量、茶砖厚度

等；影响发花质量的外在因素主要取决于环境的

温度和湿度；烘房空气的相对湿度是影响茯砖茶

发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发花初期和茂盛期烘房

湿度控制在75 %，发花较容易且质量较好。研

究发现，茯砖茶含水量22 %~25 %时，发花较容

易且发花质量较好；含水量低于22 %时，虽然

杂菌的生长受到抑制，但是金花菌的生长繁殖也

受到了影响，导致发花数量和质量都下降；如果

含水量26 %以上，茯砖茶发花较容易且发花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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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较鲜艳，但是由于含水量高也利于其他微生物

的生长且易有霉变现象发生[20]。

茯砖茶的含梗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

茯砖茶的品质，这是因为茯砖茶的含梗量与茯砖

茶的通气情况相关，一般将含梗量控制在20 %

以下[21]，夏明等[22]研究得出含梗量在16.5 %为最

佳发花条件。

1.2.2  茯砖茶发花改进技术研究  黄建安等[23]采用

发花诱导剂添加至茶叶中进行发花，可将发花时

间稳定在9 d；且使用发花诱导剂发花后的样品

香气物质含量高于传统发花样。研究用有机盐、

淀粉、蔗糖3种发花过程中所需成分作为发花诱

导剂进行“发花”试验，结果表明，蔗糖对诱导

发花有一定效果，经蔗糖处理过的茶叶“发花”

能提前3 d，且金花茂盛、普遍、颗粒大、色泽

鲜黄[19]。在茯砖茶加工过程中添加天然物质，并

对产品进行感官评价，结果表明，添加天然物质

后的产品发花效果较好，对产品香气、滋味等也

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24]。

茯砖茶发花改进技术不仅体现在发花诱导

剂的研究，研究者对传统的自然发花工艺也进行

了改进和创新。欧阳规香等[19]将发花茂盛、色泽

鲜黄的成品茯砖茶捣碎，80目筛网过筛，去掉茶

叶梗、茶叶碎片和杂质，留下“金花”颗粒，再

将“金花”颗粒用冷凝水浸泡，配制成接种液，

均匀喷洒于待处理砖坯的表面后发花，结果表

明，此法能使“发花”周期提前5 d。夏明等[22]

通过人工培养茯砖茶中“金花”菌，加无菌水制

成菌悬液喷洒于砖面进行“发花”，结果证明了

人工接种“发花”的可行性。

1.2.3  散茯茶发花技术研究  近年，随着人们对茯

砖茶的喜爱，考虑到散茶更适合携带、饮用方便

等特点，许多学者对散茶发花技术进行了研究。

黄浩等[25]采用人工接种“金花”菌至散茶，控制

与发花相关的环境条件，即茶胚含水量、发花空

气湿度、发花温度等，发花所需时间由传统的12 

d缩减至5 d，得到了品质更优异的黑茶。

常秋 [26]在黄浩建立的散茶发花工艺基础

上，通过单因素实验优化发花过程中茶坯含水

量、接种比例、发花温度、相对湿度4个因素，

根据感官评价，确定散茶发花的最佳工艺为：茶

坯含水量 26 %，接种量 1:45，培养温度 24 ℃，

相对湿度 68 %，制得的散茯砖茶茶条紧结、颜

色黑褐、金花茂盛；冲泡后，汤色金黄明亮、金

花花香浓郁、滋味醇和、叶底黑褐。

李佳莲等[27]研究微型茯砖茶发花技术，黑

毛茶直接接种冠突散囊菌，压制成质量约5 g的

圆柱形茯砖茶，再发酵制作成微型茯砖茶。研究

茶叶的含水量、蒸制时间、渥堆温度及渥堆时

间，结果表明，茶叶含水量26 %，蒸制时间10 

min，渥堆温度70 ℃，渥堆2 h，得到的茶叶汤

色红艳透明、香气浓郁、滋味甜香醇和；此工艺

生产的微型茯砖茶不仅饮用方便，可直接冲泡，

且色、香、味比普通茯砖茶品质更佳。

研究者以炒青绿茶为原料，加水5 %回软茶

叶，封袋，微波灭菌，无菌冷却，人工接种“金

花”菌种子液15 %，剪口半密封状，置于30 ℃

培养箱发酵7 d，取出发酵好的茶叶在60 ℃的烘

箱中烘干储存制得人工发酵黑散茶。这种黑散茶

发酵时间短，散茶分装简单，发酵30 d后制成的

成品散茶茶叶色泽金黄，香气纯正带菌花香，青

草气得到一定程度消除，苦涩味明显改善，滋味

醇爽，基本符合茯砖茶的品质特点[28]。

贾洪信等[29]以黑毛茶为原料，研究其发花过

程，并探讨原料含水量、汽蒸时间、接种量、渥

堆时间及温度、发花温度及添加剂种类（淀粉、

有机盐、蔗糖）对散茶发花效果的影响，得出当

原料含水量为 28 %~32 %，汽蒸时间为8~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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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量为0.5 ‰~1.0 ‰，发花温度为28 ℃时，适

当添加蔗糖有利于早发花，发好花，缩短生产周

期，提高茶叶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2  茯砖茶保健功效研究
2.1  降血糖作用

茯砖茶香清不粗，味厚不涩，陈化时间较

长的茶砖沏泡出来香气纯正，口感醇和甘爽，这

源于砖茶内所含的茶多糖。茶多糖通过提高机体

抗氧化功能和增强肝脏葡萄糖激酶活性发挥降血

糖作用[30]。

研究证实了茯砖茶对代谢综合症，包括胰

岛素抵抗、糖耐量受损、II 型糖尿病、肥胖、

高血压等有治疗和预防作用，有望从茯砖茶中

发现治疗糖尿病的药物[31]。研究发现黑毛茶、

金花茯砖茶均能减轻糖尿病小鼠的症状；降低

血糖浓度、提升胰岛素浓度、降低血清胆固醇

（TC）、甘油三酯（TG）浓度[32]。

2.2  降血脂作用

少数民族主要食用高热量食品却罕见高血

脂病症，多项研究表明，与其常年饮用茯砖茶习

惯有关。茯砖茶的功能成分与脂蛋白酶相结合可

激活蛋白酶，加强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临床实验表明，茯砖茶不仅可抗衰老，还

可降血压并加强冠脉血流量等作用[33]。刘勤晋等

[34]研究茯砖茶提取液的保健功能，结果表明，茯

砖茶浸出液有明显的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

肖文军等[35]以低中高3种速溶茯砖茶的剂量饲喂

大鼠30 d，结果表明，茯砖茶有降低大鼠体重、

TG、TC及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的作

用；以料液比为1:1000 浸提茯砖茶1 h制成茯砖

茶饮料，以1000 mL/d剂量进行人体试饮34 d，

结果表明，受试者TG和TC下降显著， HDL-C上

升显著，低密度脂蛋白（LDL-C）也有下降，但

差异不显著；受试者均无不良反应发生，血常

规、血糖、肝肾功能均无异常变化。由此表明，

茯砖茶有很好的辅助调节血脂作用。吴朝比等[36]

研究发现，高剂量茯砖茶能显著降低高血脂模型

大鼠血浆和肝匀浆液中TG、TC和肝系数，升高

血清中HDL-C的含量，还能改善肝脏的病变情

况。刘素英[37]研究了茯砖茶对大鼠血脂和体重的

影响，结果表明，高剂量的茯砖茶水提取物对大

鼠有显著的降血脂作用，但低剂量的效果不明

显，二者均对大鼠体重增长有抑制作用。王珊[38]

研究了茯砖茶降脂代谢的具体化学成分，结果表

明，茯砖茶中的冠突散囊菌产降胆固醇类物质的

洛伐他汀，因此，研究证实了茯砖茶具有降低胆

固醇的作用。

2.3  减肥作用

研究发现，茯砖茶可促进胃蛋白酶、胰蛋

白酶对蛋白质的酶解，改进人体肠道功能、肠胃

功能，同时对脂肪酶活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

制肠道对脂肪的吸收，因此，茯砖茶有促进人体

新陈代谢、降低人体对脂肪摄取的功效[39]。

黄群等[40]通过模拟人体胃肠环境，研究不

同发酵时期的冠突散囊菌黑茶发酵液对脂肪酶、

淀粉酶和蛋白酶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冠突散

囊菌黑茶发酵液能显著提高α-淀粉酶、蛋白酶活

性，并有效抑制脂肪酶活性，进而利于淀粉、蛋

白质消化吸收，抑制脂肪分解吸收。杨抚林[41]同

样采用体外模拟胃液实验，证实冠突散囊菌黑茶

发酵液对胃蛋白酶活性有促进作用，但对脂肪

酶活性有抑制作用，发酵72 h的发酵液提高胃蛋

白酶活性3.98倍，降低脂肪酶活性46 %；在模拟

肠液中，发酵72 h的发酵液可提高α-淀粉酶活性

1.59倍，提高胰蛋白酶活性3.45倍，降低脂肪酶

活性14 %，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王蝶等[42]研究了茯砖茶和绿茶对营养型肥

胖大鼠的减肥作用，结果表明，喂饲茯砖茶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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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大鼠脂肪细胞中脂滴含量均明显减少，脂肪

细胞直径明显变小，且茯砖茶降低血清TG的效

果优于绿茶。李勤等[43]研究了茯砖茶水提物对高

脂性肥胖大鼠的减肥降脂功效，通过生化指标和

肥胖相关基因表达结果表明，茯砖茶水提物有减

肥和降血脂的功效。熊昌云等[44]比较了自然发酵

与人工接种发酵茯砖茶对营养性肥胖大鼠的降脂

减肥作用，结果表明，喂饲两类茯砖茶后的大鼠

体重、脂肪湿重、脂肪系数、TG、TC等指标均

低于肥胖模型组，而HDL-C则有明显提高；对

营养性肥胖大鼠人工接种发酵茯砖茶与自然发酵

茯砖茶均有降脂减肥作用，能显著改善大鼠的各

项肥胖指标，同时人工接种发酵的茯砖茶在相关

指标上均接近甚至优于自然发酵的茯砖茶。

傅冬和等[45]先后用茯砖茶水提液提取制得

三氯甲烷层、乙酸乙酯层、正丁醇层及水层样品

和茯砖茶中分离得到的6个单体化合物，对选用

的降脂减肥作用相关模型——过氧化物酶增殖体

活化受体（PPRAα、PPRAγ、PPARδ）、肝x受

体（LXR）、法尼酯衍生物x受体（FXR）及前

脂肪细胞（3T3-Ll）模型进行高通量药物筛选。

研究发现，茯砖茶各提取部位对PPARγ、PPARδ

均有激活作用，对FXR有抑制作用，对PPRAα、

3T3-Ll作用不明显；各单体化合物对所选模型均

有活性；乙酸乙酯层样品激活作用较明显，从中

分离制得到的儿茶素EGCG及ECG单体对FXR模

型有很好的激活作用，表明茯砖茶可能通过多条

降脂途径达到降脂减肥的功效，有望开发成天然

的降脂药物，对开发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有

一定理论基础[45-48]。

宋鲁彬等[49]也选择PPARδ和PPARγ两种核受

体细胞株模型评价了茯砖茶、花砖茶、青砖茶、

黑砖茶、六堡茶、普洱茶6种黑茶的抗代谢综合

症、高胆固醇血症的生理活性，以沱茶、米砖

茶为对比。结果表明，所有黑茶的热水提取成

分均对 PPARγ核受体有良好的激活能力；茯砖

茶、花砖茶、青砖茶、黑砖茶的热水提取成分对 

PPARδ核受体有激活作用，由此可见，黑茶在减

肥、高脂血症、调节糖代谢、动脉粥样硬化等方

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2.4  对人体消化道的作用

茯砖茶提取物可降低番泻叶、蓖麻油、硫酸

镁致腹泻小鼠的腹泻指数和稀便率，结果表明，

茯砖茶在抗腹泻功能上的作用机制广泛，具有抗

分泌性腹泻、渗出性腹泻和渗透性腹泻作用，作

用的部位主要在大肠和小肠；同时，对于由小肠

推进运动功能紊乱引起的腹泻，茯砖茶提取液也

有抑制作用，对小肠推进亢进的抑制作用同对其

拮抗作用相比较，对后者的作用更显著[50]。

曾婷玉等[51]用致泻剂番泻叶建立小鼠腹泻模

型，研究不同剂量茯砖茶水提物对4种肠道微生

物——大肠杆菌、肠球菌、双歧杆菌、乳杆菌数

量及肠道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高、中剂量茯

砖茶能促进肠道有益微生物的生长，对有益微生

物乳杆菌的作用尤为明显，同时还能抑制有害微

生物的增殖。这主要是由于茯砖茶中的茶多酚、

茶多糖、有机酸等成分均能作用于肠道微生物，

对肠道微生物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52-54]。

吴香兰等[55]探讨了茯砖茶水提物对小鼠肠

道免疫功能的调整作用，首先用氨苄青霉素灌胃

建立小鼠肠道菌群失调及免疫功能紊乱模型，在

此基础上对建模后的小鼠进行不同剂量茯砖茶水

提物灌胃，结果表明，茯砖茶水提物能调整肠道

菌群，显著提高小肠黏液中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secretary immunoglobulin A，sIgA）、血清中

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血清白蛋

白和总蛋白含量，同时高剂量组疗效优于低剂量

组，表明茯砖茶水提物能修复受损黏膜，对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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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有调节作用。

2.5  抑菌作用

茯砖茶中含有丰富的有效成分，主要包括

茶多酚、茶多糖、咖啡碱、氨基酸、维生素等，

茶多酚具有良好的消炎杀菌作用，能够抑制细菌

的生长。

研究茯砖茶水提取物对拜氏接合酵母、酿

酒酵母、青霉菌、蜡样芽胞杆菌、枯草杆菌、产

气荚膜梭菌等菌类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茯砖

茶浸提物对某些食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特别是

蜡样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产气荚膜梭菌和

生孢梭菌等一些芽孢形成菌[15,56]。李佳莲等[57]采

用滤纸片法研究茯砖茶浸提液、PDA原液和冠突

散囊菌PDA发酵液对细菌、酵母菌、霉菌和放线

菌的抑菌作用，结果表明，茯砖茶浸提液和冠突

散囊菌发酵液对肠道致病菌，口腔致病细菌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丁婷[58]将冠突散囊菌发酵液进行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实验，结果表

明，冠突散囊菌发酵液均对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有抑菌作用；冠突散囊菌发酵液

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直径分别

为12 mm和10 mm。

Keller等[59]对比研究了茯砖茶、绿茶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索氏志

贺菌、沙门氏菌的抑菌作用，结果表明，茯砖茶

能显著抑制索氏志贺菌的生长，与绿茶作用无显

著区别；茯砖茶与绿茶均有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作用，其中茯砖茶作用低于绿茶，且茯砖茶提

取物在5 mg/mL或以下浓度时，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为0.625 mg/mL；二

者对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沙门氏菌无明显

抑制作用。

傅冬和等[60]研究不同年份茯砖茶水提取物

的抑菌效果，结果表明，不同年份的茯砖茶对大

肠杆菌、沙门杆菌、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枯草芽孢杆菌以及志贺杆菌均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通过对比几种茯砖茶的抑菌效果，结果

表明，1996年产茯砖茶抑菌效果最差，2002年产

茶样第二，产于2009年的茯砖茶抑菌效果排第一

位，表明新生产的茯砖茶抑菌效果最好，而随着

存放时间的延长，茯砖茶的抑菌效果降低。

2.6  抗氧化作用

茶多酚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早在1995

年中国轻工总会就将其作为抗氧化剂应用于食品

工业领域[61]。

欧阳梅等 [62]研究表明，茯砖茶水提物具

有较好的清除DPPH和ABTS+自由基的能力。

胡绍德等 [63]研究表明，黑茶多酚类物质含量

为1 .1  %~10.2 %，而安化黑茶的茶多酚为6.3 

%。张小娜等 [64]用不同的溶剂提取黑茶活性成

分，并进行抗氧化研究，结果表明，茯砖茶有良

好的抗氧化活性。刘蓉等[65]用乙醇提取黑茶活性

成分进行抗氧化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

宋家乐等[66]研究分析了茯砖茶对H2O2诱发

LLC-PK1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先用不同浓度的

茯砖茶乙醇提取物预培养LLC-PK1细胞，然后用

500 μmol/L H2O2的DMEM细胞培养液继续培养，

结果表明，经不同浓度的茯砖茶乙醇提取物预处

理后，受损细胞的生存率上升，细胞内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MDA）生成量减少，并且

细胞内主要抗氧化酶（catalase,CAT、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glutathione perxidase，GSH-

Px）含量也较对照组增加，并呈剂量效应关

系，表明茯砖茶乙醇提取物可有效对抗H2O2诱

发的LLC-PK1细胞。

2.7  抗肿瘤作用

宋鲁彬等[67]用HCT-8（一种体外培养的人结

肠癌细胞系）和SGC-7901（人胃癌细胞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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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细胞株研究黑茶抑制消化道癌细胞生长的作

用，结果表明，所有的黑茶均有良好的抑制消化

道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在对以3种不同极性溶

剂提取的黑茶提取物所做的抑制细胞肿瘤生长的

活性实验中还发现，对HCT-8细胞株有抑制能力

的物质极性比对SGC-7901细胞株具有抑制能力

的物质的极性高；黑茶的抑制作用可能是黑茶内

多种物质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低极性的物

质抑制能力较强。

叶飞 [68]研究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

茶、茉莉花茶及茯砖茶等6种茶叶提取物保护人

支气管上皮细胞（HBE）及抑制人肺癌细胞株

（A549）增殖作用，结果表明，6种茶叶提取物

均可抑制A549细胞增殖，并呈剂量关系；其中

茯砖茶提取物对A549细胞的抑制作用最强，细

胞活性及存活率极低。

2.8  有助于提高免疫功能

茯砖茶的粗叶含有丰富的多糖类化合物，

将茶多糖分离提纯后，对其进行体液和细胞免疫

的药效实验发现，体液和细胞均有明显的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同时有降低血清胆固醇和TG以及

血糖的趋势，这对于老年退化性疾病的防治具有

重要的意义；同时针对老年人机体抵抗力的下

降，茶多糖也能显著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69-70]。

周杰等[71]研究表明，连续口服从粗老茶中

提取的茶多糖25 mg/kg(BW)，能够增强小鼠免

疫功能。研究以大肠杆菌O157:H7感染的小鼠为

模型探讨茯砖茶水提物对大肠杆菌感染小鼠的免

疫调节作用，动物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小鼠3

种免疫功能均比对照组低，而茯砖茶灌胃能提高

小鼠中枢免疫器官的质量和体液免疫功能，且能

促进B细胞产生抗体，增加CD4+T和CD8+T淋巴

细胞数目，提高T淋巴细胞的活性，从而提高小

鼠的免疫功能[72]。

茯砖茶是含有天然硒的典型茶类，硒是合

成体内谷胱甘肽氧化酶（GSH-Px）的必要元

素，对刺激免疫蛋白及抗体的产生，提高人体抵

抗疾病能力，协助治疗冠心病等均有明显效果。

此外，茯砖茶中的脂多糖、茶多酚具有抗辐射

的作用，对长期看电视或操作电脑的人也大有

好处[73]。

3  展望

目前，关于茯砖茶的研究越来越多，技术

也在不断深入，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工艺、质量

标准建设以及功效研究，但是茯砖茶产业的发展

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茯砖茶降氟技术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由于茯砖茶产品中氟含量较高，长期饮用会

对人体造成慢性“氟中毒”，因而氟含量过高影

响我国黑茶产业的发展，应加大对茯砖茶制品除

氟技术的探索和研究。一些学者关注了利用冠突

散囊菌降低茯砖茶中氟含量的相关研究，其中包

括紫外线等辐射诱导冠突散囊菌降氟[74]、含氟化

合物诱导冠突散囊菌噬氟[14]、其他诱导突散囊菌

噬氟方法[75]。

第二，加强对茯砖茶产品生产工艺及色、

香、味的改善。传统的茯砖茶产品生产周期长，

短期发酵的茯砖茶产品青草气重，滋味苦涩，且

市场上黑茶系列产品主要集中在茶产品上，可通

过创新研发出多种黑茶复合饮料和黑茶强化食

品，如复方黑茶颗粒[76]、复方黑茶饮料[77]、金花

散茶饮料[78]、黑茶奶冻[79]等制品。

第三，大量学者研究茯砖茶保健功效，但

对茯砖茶中各项功效化学成分分析较少，茯砖茶

各种保健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黑

茶产品的要求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基础上，逐渐向

安全化、方便化、保健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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