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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的应用
杨四润，
马 燕，周红杰
（云南农业大学普洱茶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

摘 要：茶多酚是茶叶的特征成分之一，约占茶叶干物质总量的 20%~30%。由于含有多个活性羟基，使
其具有多种抗氧化、抗衰老、杀菌、预防心脑疾病等诸多保健功效，现已成为医药、食品、畜牧业等方面开
发的热点，且已经开发出茶多酚含片、胶囊、减肥产品、美容产品等。茶多酚的抗氧化、杀菌、抗衰老等活
性较强，因此能作为抗氧化剂在粮油食品、水产品、肉制品、方便食品等方面有较好的应用；而能起到抗
菌消炎、
减肥、降压等功效能在医药、美容等方面广泛应用；同时也能应用于化工、畜牧业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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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ea Polyphenols

Yang Sirun, Ma Yan, Zhou Hongjie

(College of Pu’er Tea,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Yunnan, China)

Abstract: Tea polyphenol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ingredients in tea, which occupies about 20%-30% of the

total dry matters. Tea polyphenol containing multiple active hydroxyls holds multiple health care functions

such as antioxidation, anti-aging, sterilization, and preventing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nd it had become the hot spot of development in medicine, food, animal husbandry and other aspects. Tea

polyphenols tablet, capsule, weight loss products, beauty products and others were already developed. Because

the tea polyphenol had relatively strong antioxidant, sterilizing and anti-aging activities, it might be used as the
antioxidants in cereals, oils and foodstuffs, aquatic products, meat products and convenient food. Meanwhile, it
might be widely applied in medicine and cosmetology due to its functions such as anti-inflammation, weight
loss and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and moreover, it could also be used in chemical indu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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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茶多酚主要包括儿茶素类、黄酮、黄酮醇类、花青

滋病（HIV 病毒）的作用，并能清除体内过剩的自由基、
阻止脂质过氧化，提高机体免疫力，延缓衰老。同时，

素、花白素类、酚酸以及缩酚酸类，其中主要是儿茶

茶多酚还有抑制细菌生长，防止食物腐败变质，
消除异

素。由于茶多酚化学结构中带有多个活性羟基，对人

臭，水溶性强等特征，因此，在食品、油脂、保健、医药、

体保健极为有利。现代许多医学研究发现，茶多酚是

精细化工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一种新型的天然抗氧化剂，具有抗肿瘤、抗衰老、去脂
减肥的功效，还可以降低血糖、血脂和胆固醇及抑制艾

目前，国内外有关茶多酚的应用研究已有很多方
面，主要在抗癌方面 [1]，茶多酚具有增强机体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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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
防癌、
抗肿瘤、抗辐射、抑菌、
抗病毒、降血糖和

样芽孢杆菌、枯草杆菌的抑制作用特别强，
其抑菌圈范

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抗衰老等多种天然生物活性

围明显，抑制作用强；对变形杆菌和沙门氏菌的抑制作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茶多酚在医药、农业、日用

用次之，其抑菌圈较为模糊；
对大肠杆菌的抑制作用则

[5]

欠佳。茶多酚在鲜肉和鲜牛奶中的防腐效果较好，其

对茶多酚在食品、日用化工、农业、医学、
酶工程等几个

中对牛奶的防腐效果更好。蓝蔚青等 [11] 通过实验，认

方面进行详细阐述，而王利等 [6] 也很好的把茶多酚的

为在相同的贮藏期内，经茶多酚溶液处理后的带鱼段

应用进行阐述，而近年来茶多酚主要应用于畜牧业、医

的 pH、TVB-N 及菌落总数明显低于冷藏对照组，而感

学方面，此文根据近两年的有关茶多酚的一些最新研

官值优于未经处理的对照组茶多酚具有较强的抗氧化

究应用进行阐述。

作用，采用 6 g/L 茶多酚保鲜液浸渍处理带鱼，在第 10

1 茶多酚的研究现状

天其感官品质无显著变化，且比对照组延长了至少 3

[2-4]

化工和食品工业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方元超等

茶多酚中由于带有活性羟基而作为食品添加剂，

天的二级鲜度货架期。刘文伟等[12]研究茶多酚泥蚶中

能在消除有害自由基、抗菌活性、
除臭等方面有显著效

副溶血性弧菌的抑制效果，实验表明茶多酚能很好的

果，同时还有抗衰老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因

抑制副溶血性弧菌，同时不产生对品质不利的负面影

此，
茶多酚可以广泛用于食品作为优良的保鲜剂、祛臭

响。

剂、
防褪色剂。其有很强的抗菌作用（包括皮肤病菌和

1.2 医学方面

口腔病菌）和抑制氧化酶作用（如酪氨酸酶、突变链球

于蕾等 [13] 研究表明，茶多酚的表面能随着其含量

菌的葡萄糖转移酶、乌氨酸脱羧酶、脂氧化酶、淀粉酶

的增加而提高，其原因是茶多酚的含量增加，儿茶类物

[7]

等） ，它可防治皮肤病、皮肤过敏症、去皮肤色素和防

质即含酚羟基类物质的含量增加，使得形成氢键的几

皱、防龋牙、齿斑、牙周炎、口臭等。同时，它可以防止

率会进一步加大，氢键增多，
所以导致分子之间作用力

太阳光线对皮肤的伤害，另外，还可以消除口臭。因

增大，因而使茶多酚的表面能提高。对于其清除自由

此，
茶多酚可以在化妆品和日用品上作为抗氧剂、保质

基的能力、抗肿瘤能力有所增强，
扩大了其在医药等行

剂、
防皱剂、
皮肤增白剂、防辐射剂、防晒剂及特殊化妆

业的应用范围。

品添加剂等，以及用于日用化妆品上，如浴皂、浴液、洗

1.2.1 抗癌 研究认为茶叶起保健作用主要是由于多酚

发剂、
洗涤剂、
牙膏、牙粉、漱口剂、防口臭剂等，
增加这

类物质[14]，特别是占鲜叶干物重 30%黄酮和黄酮醇[15]，

些产品的功能。

近年来许多研究进展认为良好保健作用归因于丰富的

许多研究表明茶多酚能降血压、抗凝血、
降血脂肥

儿茶素(-)-epigallocatechin-3-gallate[16-18]。Wang[19]、Muto
等研究表明一些绿茶茶多酚包括 EGCG 能有效抑制

胖、防治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等心血管病、降血糖、防

[20]

治糖尿病、
杀菌抗病毒；防治胃肠道、
呼吸道、流感等疾

人和小鼠细胞色素 P450A1 的活性。2002 年 Feng[21]研

病；
防治肝炎、
抗衰老和增强免疫机能；
健齿、防治牙周
炎、防龋齿、消臭解毒等疗效而在医学上广泛应用，近

究认为红茶多酚能有效抑制人细胞色素 P450A1 在肝
癌细胞 G2 中的活性，同时会减少细胞色素 P450A1 的

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主要研究把茶多酚作为抗癌药物

蛋白和 mRNA 的表达。Dana L Anger[22]研究证明从 3-

进 行 研 究 ，研 究 比 较 热 的 是 绿 茶 中 的

甲基胆蒽资料小鼠实验可知红、绿、白茶和茶多酚对细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EGCG) 在 医 学 上 的 较 好

胞色素 P4501A(CYP1A)酶活力的有诱导作用。高洋

的保健功效。以下分别从这几个方面介绍茶多酚的研

等 [23] 研究表明茶多酚对 HeLa 细胞的生长有明显抑制

究现状。

作用并诱导 HeLa 细胞凋亡，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活

1.1 食品方面

化 Caspases 从而诱导细胞凋亡。毛小强等[24]茶多酚对

茶多酚是一种天然的保鲜剂 [8]、防腐剂，在食品、

人前列腺癌 Pc-3M 细胞具有增殖抑制、促进凋亡作用，

水产品中都有广泛应用励建荣等 研究表明茶多酚具

与上调 caspase-3 基因的转录与表达有关。李媛媛等[25]

有良好的抗茵作用和抗氧化活性，能有效抑制微生物

认为绿茶多酚 EGCG 通过调节后生机制来恢复 Era 的

的生长及延缓脂肪氧化，提高鱼丸的凝胶性能，
延长梅

表达，结合组蛋白脱乙酰酶后作用加强，消除乳腺癌细

鱼鱼丸的货架期，且其添加量为 200~300 mg/kg 时保

胞，起到抗癌的作用。

鲜效果显著。潘素君等[10]对茶多酚对常见致病菌的抑

1.2.2 抗氧化 王建钧等[26]长期慢性酒精摄入对睾丸功

制作用进行了研究，测定了茶多酚对这些致病菌的最

能具有氧化损害作用，TP 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抗氧

低抑制浓度，结果表明，茶多酚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蜡

化剂减轻这种氧化作用，其机制与清除自由基、
抑制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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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过氧化反应有关。Mark Lehnert 等[27]对雌性大白鼠

细胞壁的完整性，使得碱性磷酸酶渗出，继而使细胞膜

喂养茶多酚提取物 100 mg/kg 或经过出血性休克处

的通透性增加，导致金属离子、
蛋白质的渗漏使细胞代

理，结果表明茶多酚减少活性氧/活性氮形成，有益于

谢发生紊乱，逐渐破坏细胞结构，从而起到抑菌作用。

出血性休克复苏。ShawnM Arent 等 认为服用高浓

王恩智等 [43] 茶多酚浓度 62.5 mg/mL 时能抑制金黄色

度红茶茶黄素后，能提高恢复力、减少氧化压力和对长

葡萄球茵的生长。低于这个浓度，金黄色葡萄球菌能

时间间歇性厌氧导致的肌肉酸痛有延缓作用。李继媛

够生长；而高于这个浓度，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无生长。

[28]

[29]

等 通过小鼠动物实验，茶多酚可提高小鼠血液抗氧
化能力，以血清 SOD 活性增强为主要表现。韩秀萍

1.4 其他方面

[30]

费燕娜等 [44] 通过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聚乳

茶多酚与光子结合治疗黄褐斑表皮型的疗效最优且口

酸的纳米纤维膜及茶多酚/聚乳酸复合纳米纤维膜，实

服茶多酚对表皮型远期疗效维持最理想。

验表明茶多酚/聚乳酸复合纳米纤维膜对大肠杆菌和

1.2.3 精神疾病 许多证据显示天然茶多酚治疗氧化压

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良好的抗茵作用，并且随着纺丝液

力导致的活性氧在精神疾病方面起重要作用，从而起

中 TP 含量的增加，抗菌性能不断提高，对金黄色葡萄

到自由基清除剂和 金 属 螯 合 剂 的 作 用。绿 茶 中 的

球茵的抗菌效果也更好。茶多酚为绿色植物制剂，对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EGCG) 在 降 低 各 种 精 神

饮用水具有消毒作用，可探索将其作为辅助消毒剂，
以

[31]

[32]

疾病发生的风险 。孙萍等 研究认为茶多酚在一定

减少氯消毒副产物的产生。试验表明茶多酚作为辅助

浓度可有效拮抗冈田酸(OA)引起的皮层神经元的损

消毒剂有较强的消毒持续性，不影响出水色度指标，
茶

伤，
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多酚作为辅助消毒剂的适宜投加量为 3 mg/L，茶多酚

1.2.4 其他 Rosanna Di Paola 等 有研究表明，绿茶茶

辅助消毒的药剂成本为 0.30 元/m3[45]。0.05%、0.1%剂

多酚提取物对肺病的治疗有很好的作用，同时也为肺

量的绿茶多酚能够预防老年 C57BL/6J 小鼠学习记忆

[33]

[34]

病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李学鸣等 研究表明茶多酚

功能的减退。其抗氧化作用和调节神经突触相关蛋白

对小鼠营养性肥胖确有减肥作用，茶多酚常用剂量

的表达为其可能的作用机制[46]。杨诚等[47]将茶多酚应

(200 mL/(g·d) 减 肥 效 果 不 明 显 ，中 、高 剂 量 (400、

用于羊毛媒染性能测试中，结果表明在茶多酚 TP-98

600 mL/(g·d))才有显著的减肥效果，茶多酚进食前服
[35]

用量 5%、pH 4.1、90℃时浸渍 60 min 后进行媒染处理，

用的减肥效果比进食后服用效果好；付华 研究认为

可达到中色，并具有良好的色牢度。耐洗、
耐摩擦和耐

茶多酚对牙周膜细胞信号通道、因子有影响、且对牙周

光牢度均在 3 级以上，
沾色牢度可达到 5 级。

成纤维细胞分化和增殖有影响，从而能有效抑制牙周

2 茶多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36]

炎；李晓莉等 认为茶多酚能提高移居高原人群部分

茶多酚虽然有很多保健功效，但是很多机理研究

[37]

视听觉认知功能；Chwan-Li Shen 等 认为绿茶多酚能

还不是很清楚，诸如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虽有共识，
然

[38]

有效防止妇女骨质疏松。姚祥鑫等 茶多酚可降低动

而与其他天然抗氧化剂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较少，不

脉粥样硬化兔模型的血脂水平、降低脂肪肝的发生发

同天然抗氧化剂之间是否存在互作，这种互作是协同

展；Haim Shapiro 等 研究表明多酚物质对阻止或减

增效还是拮抗消弱，作用机理以及对其客观评价体系

轻大肠炎和胰腺炎有很好的作用。

该如何建立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茶多酚在医疗疾病

1.3 畜牧业

方面作用相当突出，但是由于技术以及其它方面的原

[39]

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抗应激、抗菌抗病毒、参与机

因，现在尚未能作为一种天然药物和保健品，取代其它

体免疫调节、调节脂类代谢、改善生产性能、舒缓肠胃、

抗癌、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同时茶多酚中分离

改善畜产品品质、通便止泻等作用而应用于养猪、养鸡

提纯技术还不够完善，多酚类物质中其它成分开发利

[40]

等畜牧业中。近年来，刘卫东等 研究表明，饲料中添

用不多，这些成分有很好的应用价值，所以说茶多酚的

加茶多酚有利于改善固始鸡的脂类代谢，茶多酚能降

开发利用前景比较大。

低试鸡血液中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

3 茶多酚今后研究的方向

固醇的含量，明显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

运用酶工程、基因工程、胶囊包埋技术等生物技术

量，降低鸡的腹脂率和肝脂率。刘德义等 以研究茶

应用与茶多酚产品开发技术中，更好的了解 TP 与其他

多酚对固始鸡心脏、
肝脏、肌胃中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含

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提高药物选择性和药效，
系统的

[41]

[42]

量的影响。孙京新等 茶多酚对假单胞菌有很强的抑

明确其作用机制，为茶多酚在医药领域的应用提供科

菌作用；
当茶多酚作用于菌体细胞后，能够逐步破坏其

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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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igdon J V, Frei B. Tea catechins and polyphenols: health effects,

消炎以及促进皮肤微循环，作为化妆品常用来治疗和

metabolism, and antioxidant functions[J]. Crit Rev Food Sci Nutr,

预防因微生物繁殖导致的粉刺、狐臭、头屑和头皮瘙痒
等，
同时也可以在化工材料中应用，可以作为一种天然
无毒的化工材料添加剂而应用。

2003,43:89-143.
[19] WANG Z Y, DAS M, BICKERS D Ret al. Interaction ofep
icatechins derived from green tea with rat hepatic cytochrome P-450
[J]. Drug Metab Dispos,1988,16:98-103.

茶多酚中的儿茶素类、黄酮醇类、酚酸类、花色苷

[20] MUTO S, FUJITA K, YAMAZAKI Y, et al. Inhibition by green tea

及苷元等各类物质单体提取利用不多，可以开发相应

catechins ofme tabolic activation of procarcinogens by human
cytochrome P450[J]. Mutat. Res.,2001,479:197-206.

的保健产品。
茶多酚的保健机理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通

[21] FENG Q, TORII Y, UCHIDA K, et al. Black tea polyphenols,
theaflavins, prevent cellular DNA damage by inhibiting oxidative

过研究使人们更明确茶多酚的保健机理，更好的应用

stress and suppressing cytochrome P450 1A1 in cell cultures[J]. J.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

Agric. Food Chem.,2002,50:213-220.
[22] Dana L Anger, Maria-Alexandra Petre, Denis J. Crankshaw.
Heteroactivation of cytochrome P450 1A1 by teas and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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