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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花茶为广西壮族传统用药和新资源食品ꎬ含有黄酮、多糖、皂苷、茶多酚、挥发油、氨基酸、矿质元素等成分ꎬ具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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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ꎬ为有效开发和利用金花茶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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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Ｃｈｉ) 为山茶科山茶属金花茶组植物ꎬ是山茶科中最早发现开金黄色花朵

的物种ꎬ主要分布于我国广西和越南北部 [１] ꎬ被誉为“ 植物界的大熊猫” 、“ 茶族皇后” 等ꎬ１９８４ 年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ꎬ２０１０ 年被批准为国家新资源食品 [２] ꎮ 金花茶为广西壮族传统用药ꎬ在« 广西中药材
标准» [３] 中记载用于治疗咽喉炎、肾炎、痢疾、肿瘤、便血、高血压和月经不调等病症ꎮ 从发现至今ꎬ科研工
作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ꎮ 本文对金花茶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研究进行综述ꎬ以期为
有效开发和利用金花茶提供依据ꎮ

１

化学成分研究
金花茶含有 ４００ 多种化学成分ꎬ其中包括黄酮类、多糖类、皂苷类、茶多酚、挥发油等生物活性物质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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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糖类、蛋白质、脂肪、纤维素、维生素、氨基酸、矿质元素等营养成分ꎮ
１.１

生物活性物质分析

１.１.１

黄酮类

有关金花茶总黄酮含量测定的研究较多ꎬ但得到的结果差异较大ꎬ可能与其产地、部位及

提取方法的不同有关ꎮ (１) 茶叶ꎮ 赵鸿杰等 [４] 采用«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 [５] 的方法ꎬ测得老叶
和嫩叶总黄酮含量仅为 ０.３２％ꎻ陈全斌等 [６] 采用沸水浸提ꎬ测得含量为 ０.７２％ꎻ黄永林等 [７] 采用 ５０ 倍 ７０％

乙醇在 ７０ ℃ 下浸提 ２ ｈꎬ测得含量为 ３.４３％ꎻ朱华等 [８] 采用 １００ 倍 ７５％乙醇水浴回流提取 ２ ｈꎬ测得含量为

１.８５％ꎻ湛志华 [９] 采用水煮、大孔树脂吸附和 ７５％乙醇洗脱的方法ꎬ测得含量为 ２.３３％ꎻ而牛广俊等 [１０] 参考
唐前等 [１１] 的方法ꎬ测得含量高达 ５.０４％ꎮ 黄兴贤等 [１２] 研究表明ꎬ新叶>１ ａ 叶龄>２ ａ 叶龄ꎬ总黄酮含量分
别为 １０.１５％、３.０８％、２.２９％ꎮ (２) 茶花ꎮ 苏建睦等 [１３] 采用 ５０ 倍 ７０％乙醇于 ７０ ℃ 中水浴回流提取 ２ ｈꎬ测
得含量为４.８０％ꎮ林华娟等 [１４] 参考边永玲等 [１５] 方法测得含量为 ８.５０％ꎮ 李石容 [１６] 采用 ４５ 倍 ２０％乙醇 ７０

℃ 下 ３００ Ｗ 超声提取 １ 次ꎬ测得含量为 １３.７０％ꎮ 牛广俊等 [１０ꎬ１７－１９] 采用 ４ 种方法提取ꎬ测得含量分别为

１３.５１％、１７.１８％、１５.８８％、１３.６３％ꎮ 牛广俊等 [１０] 表明ꎬ不同部位的总黄酮含量排序为:花>果壳>叶>芽尖ꎬ
分别为 １３.６３％、７.２６％、５.０４％、２.０３％ꎮ 张可锋等 [２０] 和覃兰芳等 [２１]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片中含有黄酮苷元
槲皮素 １２９.８１ μｇｇ －１ 、木犀草素 ３７１.６９ μｇｇ －１ 、山奈酚 ７４.９ μｇｇ －１ 、山奈素 １７ ~ １１０ μｇｇ －１ ꎮ

１.１.２

多糖类

由于提取方法及取样部位的不同ꎬ金花茶多糖含量也存在一定差异ꎮ 许子竞等 [２２] 用 ４６

倍水在 ８７ ℃ 下超声提取 ５４ ｍｉｎꎬ共提 ３ 次ꎬ测得鲜叶多糖含量为 ６.６８％ꎻ韦璐等 [２３] 用 ５０ 倍水在 ８０ ℃ 超声
提取 １.０ ｈꎬ得到多糖含量为 ３.１％ꎻ刘茜等 [２４] 用 ２６ 倍水在 ７７ ℃ 下微波提取 １０ ｍｉｎꎬ测得茶花多糖含量为

３.４０％ꎮ 牛广俊等 [２５] 对不同部位金花茶多糖含量进行比较表明ꎬ芽尖>茶花>果壳>叶ꎮ 赵鸿杰等 [４] 发现
金花茶嫩叶的多糖含量高于老叶ꎮ 覃梦琳 [２６] 采用毛细管电泳测得金花茶多糖的组成为:阿拉伯糖、葡萄
糖、鼠李糖、甘露糖、半乳糖和半乳糖醛酸ꎬ其物质的量之比为 ０.１３ ∶ ０.１９ ∶ ０.０９ ∶ ０.０５ ∶ ０.１６ ∶ ０.０３ꎮ

１.１.３

皂苷类

韦璐等 [２７] 以 ４７ 倍水在 ７０ ℃ 超声提取 ５０ ｍｉｎꎬ测得茶叶皂苷含量为 １５.１６％ꎻ牛广俊等 [１７]

以 ４８ 倍 ５１％乙醇超声提取 ５３ ｍｉｎꎬ测得花的皂苷含量为 １３.２６％ꎬ而林华娟等 [１４] 测得花的皂苷含量为

７.０％ꎮ 赵鸿杰等 [４] 发现ꎬ老叶皂苷含量高于嫩叶ꎬ老叶含量为 １.２２％ꎬ而嫩叶为 １.０６％ꎮ 牛广俊等 [１０] 对不
同部位总皂苷含量比较表明ꎬ花>果壳>叶>牙尖ꎬ分别为 １１.４１％、５.４９％、５.０６％和 ４.９３％ꎮ 苏琳 [２８] 从金花
茶叶中分离鉴定出 ４ 种皂苷ꎬ分别为人参皂苷 Ｒｇ １ 、人参皂苷 Ｆ３ 、人参皂苷 Ｆ１ 、越南参皂苷 Ｒ １６ ꎮ

１.１.４

茶多酚

牛广俊等 [１８] 以 ８ 倍 ５１％ 乙醇超声提取 ５３ ｍｉｎꎬ得到花的茶多酚含量为 ６.２５％ꎻ颜栋美

等 [２９] 以 ３０ 倍 ３０％乙醇浸提 ２０ ｍｉｎꎬ再用 ５００ Ｗ 的微波辐射 ４０ ｓꎬ再常温浸泡 １ ｈꎬ得到粗老干叶中茶多酚
含量为 ９.３６％ꎻ苏建睦等 [１３] 参考文献[３０] 测得茶多酚含量为 ４.６４％ꎻ赵鸿杰等 [４] 和闫鼎羽等 [３１] 采用同种
方法测定都表明ꎬ嫩叶茶多酚含量远高于老叶ꎬ其中赵鸿杰等 [４] 测出嫩叶茶多酚含量高达 １６.５７％ꎮ 牛广
俊等 [１０] 测得茶多酚含量为:花>叶>果壳>芽尖ꎬ分别为 ４.０８％、２.３５％、２.２８％和 ０.５３％ꎮ 林华娟等 [１４] 和湛
志华 [９] 采用酒石酸亚铁法分别检测花和叶表明ꎬ花茶多酚含量为 ４.４２％、叶为 ９.６６％ꎮ 金花茶叶中茶多酚
主要含有没食子酸、儿茶素和表儿茶素 [３２] ꎬ其中没食子酸含量约为 ０.０７ ｍｇｇ －１[３３] ꎮ

１.１.５

挥发油

郑亭亭 [３４] 分别采用水蒸气蒸馏、超声提取和超临界萃取ꎬ其中超临界萃取得油率最高

(０.４５ ｍｇｇ －１ ) ꎬ提取条件为:萃取压力 １５ ~ １８ ＭＰａꎬ温度 ４５ ℃ ꎬ萃取时间 １.５ ｈꎮ

１.２

主要营养成分分析
金花茶的主要营养成分包括糖类、蛋白质、纤维素、脂肪、维生素、氨基酸和矿质元素等ꎮ 林华娟等 [１４]

和赵鸿杰等 [４]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花的水溶性糖、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灰分含量分别为 ３９.００％、５.６０％、

３０.００％、１.９４％和 ５.１３％ꎬＶ Ｃ 、Ｖ Ｅ 含量分别为 ９００、５ ２００ ｍｇｋｇ －１ ꎬ花、叶的 Ｖ Ｃ 和 Ｖ Ｅ 含量比较为:花 >老
叶>嫩叶ꎮ 林华娟等 [１４] 研究还发现ꎬ金花茶花中含有 １６ 种氨基酸ꎬ脯氨酸含量最高ꎬ苏氨酸和亮氨酸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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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ꎻ而赵鸿杰等 [４] 研究表明ꎬ老叶和嫩叶中均含有包括 ７ 种必须氨基酸在内的 １６ 种氨基酸ꎬ谷氨酸、赖氨

酸、亮氨酸和天冬氨酸含量较高ꎬ蛋氨酸含量最低ꎬ老叶总氨基酸含量 ６％、嫩叶 ５.３７％ꎬ且两者的酚氨比均
小于 ８ꎬ适合制作绿茶ꎮ 金花茶叶和花富含矿质元素ꎬ叶中钙、镁、钠、钾、磷、铜、铁、锌、硼含量较高ꎬ此外
还含有少量锗、钼、钴、钒、锰和镍等ꎬ其中老叶中钙、锰、铁、锌、硒、镁和钠含量显著高于嫩叶ꎬ嫩叶的钾和
磷含量高于老叶 [４ꎬ３５] ꎻ花中锰、铁、铜、铝、锶、锌、铜、磷、钾、钠含量较高ꎬ此外还含有少量锗、钙、镁、镍、钼、
铬、银、钒、镓、硒、铷、锶等 [１４ꎬ３６－３８] ꎮ

２

药理作用研究
金花茶的药理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抗肿瘤、抗氧化、抗衰老、降血糖、降血脂、抗菌和抗过敏等方面ꎮ

２.１

抗肿瘤

２.１.１

叶

对于金花茶叶抗癌作用的研究较多ꎬ其抗癌范围包括肝癌、胃癌、肺癌、鼻咽癌、淋巴癌、乳腺

癌、肉瘤等ꎮ 欧超 [３９]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浓缩液具有抗黄曲霉素 Ｂ１ 致肝癌作用ꎬ能抑制 ＣＹＰ３Ａ４ 酶活力

及 ＧＳＴ￣Ｐｉ 和 ＳＴＡＴ３ 蛋白表达ꎬ减少前致癌物代谢以及阻止细胞分裂和恶性增殖ꎬ降低致癌性和肝损伤ꎬ
从而达到保护肝脏作用ꎻ李翠云等 [４０] 和段小娴等 [４１] 研究均表明ꎬ金花茶叶提取物有抑制二甲基亚硝胺致

大鼠肝癌的作用ꎬ并有一定量效关系ꎻ李翠云等 [４０]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能抑制体外培养的人肝癌 ＢＥＬ￣
７４０４ 细胞株的生长繁殖ꎻＺｈｕ ｅｔ ａｌ [４２]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乙醇、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提取物对人肝
癌 ＨｅｐＧ２ 细胞株具有增殖抑制能力ꎻ韦锦斌等 [４３]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水层、正丁醇层和乙酸乙酯层提取

物对人胃腺癌 ＳＧＣ￣７９０１ 细胞株、人大细胞肺癌 Ｈ４６０ 细胞株、人肝癌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ＢＥＬ￣７４０４ 细胞株和人
高分化鼻咽癌 ＣＮＥ￣１ 细胞株肿瘤均有抑制作用ꎬ且作用大小为:水>正丁醇层>乙酸乙酯层ꎬ水层部分可能
含有抗肿瘤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ꎮ 孔桂菊等 [４４]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正丁醇提取物对乌拉坦诱导的小鼠肺
癌有预防作用ꎻ朱华等 [４５] 和于大永等 [４６]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醇提物能够抑制人低分化鼻咽癌 ＣＮＥ￣２ 细胞
和人组织细胞型淋巴癌 Ｕ９３７ 细胞的增殖ꎻ李琳等 [４７]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水提物能够抑制人胃癌 ＭＧＣ￣８０３

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ꎬ作用的最佳时间为 ４８ ｈꎮ 黄悦等 [４８]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乙醇、正丁醇和乙酸乙酯

提取物对人胃癌 ＭＧＣ￣８０３、ＨＧＣ￣２７、ＳＧＣ￣７９０１ 细胞和人乳腺癌 ＭＤＡ￣ＭＢ￣４３５ 细胞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ꎬ
其中乙醇和乙酸乙酯提取物还对小鼠肉瘤 Ｓ１８０ 细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ꎮ

２.１.２

花

金花茶花醇提物能抑制人结肠癌 ＨＣＴ１１６ 细胞和人组织细胞型淋巴癌 Ｕ９３７ 细胞ꎬ且抑制

ＨＣＴ１１６ 细胞效果更明显 [４６] ꎮ 金花茶花水提物可抑制人宫颈癌 Ｈｅｌａ 细胞株和人食管鳞状上皮癌细胞株
的增殖和凋亡 [４９－５１] ꎮ

２.１.３

种子

金花茶种子醇提物能抑制 ＨＣＴ１１６ 和 Ｕ９３７ 细胞ꎬ且抑制 Ｕ９３７ 细胞效果更明显 [４６] ꎮ 金花茶

种子乙醇提取物的正丁醇萃取物为其重要的抗肿瘤活性成分ꎬ能诱导人子宫颈癌 ＨｅｌａＳ３ 细胞和人前列腺

癌 ＰＣ３ 细胞凋亡 [５２－５３] ꎻ此外乙醇提取物的水溶部分也是抗癌活性的有效部位ꎬ对人宫颈癌 ＨｅｌａＳ３ 细胞、
人前列腺癌 ＰＣ３ 细胞、人肺癌 Ａ５４９ 细胞和乳腺癌 ＭＣＦ￣７ 细胞增殖均有抑制作用 [５４－５５] ꎮ

２.２

抗氧化

金花茶的花、果、芽尖、叶的水提物对自由基均有清除作用ꎬ但对不同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存在明显差
异ꎮ 在清除 ＡＢＴＳ ＋ 能力上:花>果壳>芽尖>叶ꎻ在清除 ＤＰＰＨ能力上:花>果壳>芽尖>叶ꎻ在 Ｏ －２ 抑制率
上:芽尖>果壳>花>叶ꎬ当生药浓度达到 ２５.０ ｇＬ －１ 时ꎬ花、芽尖、果壳对ＯＨ 消除率均大于 ５０％ꎬ但均小
于抗坏血酸ꎬ总体来说抗氧化能力:芽尖>花>果壳>叶 [２５] ꎮ 就具体成分的抗氧化作用而言ꎬ金花茶多酚具
有明显清除ＯＨ、ＤＰＰＨ、Ｏ －２ 、ＮＯ －２ 活性的能力 [５６] ꎬ与绿茶多酚一样具有很好的抗氧化能力ꎬ清除自由基
能力的大小依次为:Ｈ ２ Ｏ ２ >ＯＨ>Ｏ －２ [５７] ꎻ黄酮能有效清除ＯＨ、Ｏ －２ 、ＲＯＯ和 ＤＰＰＨꎬ且对 ＯＨ和 ＤＰ￣

ＰＨ的清除率呈剂量关系 [１５ꎬ５８] ꎻ花的总皂苷可作为天然自由基清除原料 [５９] ꎬ对ＯＨ、Ｏ －２ 、ＮＯ －２ 和 Ｈ ２ Ｏ ２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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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

有一定的清除作用ꎬ其中对ＯＨ 的清除作用最强 [６０] ꎮ

２.３

抗衰老
金花茶营养丰富且富含多种延缓衰老作用的成分ꎮ 卢春毅等 [６１] 用金花茶煮水饲喂衰老大鼠ꎬ发现金

花茶能降低衰老大鼠肝脏和睾丸的 ＭＤＡ 含量ꎬ并提高 ＳＯＤ 活性ꎬ能通过上调 ｂｃｌ￣２ 表达和下调 ｂａｘ 表达
抑制衰老大鼠肝脏和睾丸组织细胞凋亡ꎬ且高浓度时作用较强ꎮ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ＡＧＥｓ) 能够加速人
体的衰老ꎬ引起各种慢性退化性疾病ꎬ所以降低 ＡＧＥｓ 可以起到抗衰老和预防各种慢性退化性疾病ꎮ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６２]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中的酚类化合物可能通过清除甲基乙二醛抑制 ＡＧＥｓ 的形成ꎮ

２.４

降血糖
夏星等 [６３－６４]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提取物毒性低ꎬ能显著提高糖尿病小鼠胰岛素水平ꎬ缓解胰腺病理性

损伤ꎬ增加肝糖原储备ꎬ改善胰腺结构和功能ꎬ对四氧嘧啶致高血糖小鼠有可靠的降血糖作用ꎻ陈林妹
等 [６５]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正丁醇和乙酸乙酯提取物能改善人肝癌 ＨｅｐＧ２ 细胞的胰岛素抵抗现象ꎬ且能改
善Ⅱ型糖尿病小鼠的高血糖、高血脂症状ꎻ冯桥等 [６６]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降血糖胶囊能辅助降低血糖和治
疗Ⅱ型糖尿病ꎬ治疗组有效率 ９３.３３％ꎬ对照组有效率 ６３.６６％ꎬ效果显著且安全性较高ꎮ

２.５

降血脂

金花茶叶片水提物能降低高血脂症模型大鼠血清中总胆固醇( ＴＣ) 、甘油三脂( ＴＧ) 和低密度脂蛋白

(ＬＤＬ￣Ｃ) 含量ꎬ效果与洛伐他汀相当ꎬ还能升高高血脂症模型大鼠血清中高密度( ＨＤＬ￣Ｃ) 含量 [６７] ꎻ醇提取
物能降低高血脂症模型鹌鹑的 ＴＣ 含量ꎬ但不能降低 ＴＧ 含量 [６８] ꎮ 金花茶花的水提物和醇提物均能降低
高血脂症模型大鼠血清中 ＴＣ、ＴＧ 和 ＬＤＬ￣Ｃ 含量ꎬ并能升高 ＨＤＬ￣Ｃ 含量ꎬ此外还能有效地减少油酸诱导
ＨｅｐＧ２ 细胞脂肪的积累 [６９] ꎮ 金花茶粗多糖对高血脂症小鼠也具有明显的降血脂功能ꎬ效果优于血脂康胶
囊 [７０] ꎮ

２.６

抗过敏
王永奇等 [７１] 研究表明ꎬ金花茶叶的水提物和果皮的乙酸乙酯萃取物能明显降低大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Ｅ 和白三烯的含量ꎬ具有抗 ＩｇＥ 介导的Ⅰ型过敏反应作用ꎮ

３

产品开发利用
广西当地的壮族自古就有摘金花茶叶代茶饮用的习惯 [７２] ꎮ 金花茶鲜叶的毒理学实验也表明ꎬ金花茶

无急性和亚慢性毒性ꎬ也无遗传毒性ꎬ对肝、肾、脾、胃、十二指肠、睾丸和卵巢等无损伤作用 [７３] ꎮ 黄梅华
等 [７４] 比较了金花茶花的普通粉、超微粉和纳米粉的物理特性ꎬ发现超微粉具有较高的溶解率和皂苷溶出
量ꎬ生物利用度高ꎬ有较好的开发前景ꎮ 目前已研制或正在开发的金花茶产品如下ꎮ (１) 茶制品:金花茶
红茶 [７５] 、有机茶 [７６] 、紫芽绿茶 [７７] 、花茶 [７８] ꎻ(２) 饮料制品:金花茶浓缩饮液 [７９] 、金花茶饮料 [８０] 、金花茶保
健饮料 [８１] 、金花茶酒 [８２] 和金花茶口服液 [８３] ꎻ(３) 日化用品:空气清新剂 [８４] 和护肤、洗涤用品添加剂 [８５] 以
及美白产品 [８６] ꎻ(４) 药物:治疗阴道炎的药物组合 [８７] 、金花茶叶降血糖胶囊 [８８] 和金花茶多酚 ＨＰＭＣＰ 微胶
囊 [８９] ꎮ

４

展望
金花茶作为药食同源植物ꎬ其保健功效和观赏价值逐渐被消费者认可ꎬ以广西为主的多省份对金花茶

的栽培管理、化学成分、药理药效、产品开发等进行了大量研究ꎬ研究面足够广ꎬ但不够深入ꎮ 金花茶不断
被开发为多种多样的保健品ꎬ但由于其有效成分仅分析到某一类成分ꎬ不能明确到某种物质ꎬ质量控制上
并无较好方案ꎻ金花茶花的有效成分含量远高于叶ꎬ整个花期长达 ３ 个月ꎬ但是单朵花期仅 １０ ｄ 左右ꎬ由
于金花茶花的采收、加工和贮藏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ꎬ企业的产品质量得不到规范ꎻ金花茶叶每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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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梢 １ ~ ２ 次ꎬ叶片生长较快ꎬ但是关于叶片的深加工产品较少ꎬ且相关产品也未能完全得到消费者的认
可ꎮ 因此ꎬ有必要在金花茶具体活性成分检测、质量控制和采收加工方面进行深入研究ꎬ促进金花茶产业
上一个新台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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