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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花葵茶及其制备方法，

以金花葵全株为主要原料，搭配地参，绞股蓝，枸

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组成复方配料，比例混合，

可以达到改善人体微循环，提高机体抗氧化能

力，疏通血管，降血压、降血糖，护肝，促进人体健

康，增强免疫力等作用。另外本发明提供的金花

葵药性平和，味甘淡，无明显药味，又有调理之

功，适合长期饮用，有病治病，无病调理；且原料

组成科学，配比恰当，使得金花葵茶不仅具有丰

富的营养成分，而且保健效果明显，可有效抗炎、

提高免疫力、调节血脂等，改善心脑血管及微循

环功能，提高抗氧化能力，长期饮用，对抗氧化、

抗衰老辅助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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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花葵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花葵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花葵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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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金花葵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选取采摘金花葵黄色鲜花，颜色转红色的鲜花去掉；采摘金花葵主侧枝偏上部位的

鲜叶，按鲜叶原有大纹路撕开成小页片，杂色叶去掉；采摘地参主干支的鲜叶，杂色叶去掉；

采摘绞股蓝鲜叶；

S2)金花葵鲜花去蒂，并在80℃下初烘10～15min，然后在60℃下足烘10小时至花手捻

即碎，即得金花葵干花；

S3)将金花葵鲜叶、地参鲜叶、绞股蓝鲜叶按比例进行摊青处理至含水量65～75％，控

制堆积厚度不超过5cm，摊青时间1～4h，即得茶叶；

S4)然后将步骤S3)得到的茶叶投入蒸锅进行杀菌处理，具体为：在蒸锅内水沸腾5min

后投入步骤S3)得到的茶叶，控制茶叶的堆积的厚度为3～6cm，然后焖杀3min，再敞开2min，

取出茶叶放凉；

S5)将步骤S4)得到的茶叶烘烤至含水量为50～60％，放凉；

S6)将步骤S5)得到的茶叶进行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80～100℃，时间为20-30min，然

后进行冷却揉捻；再在温度80～100℃下翻炒20-30min，然后冷却；

S7)将步骤S6)得到的茶叶在80℃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30～60min至茶叶手

捻即碎，得到成品1；

S8)将原料金花葵干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用清水清洗2～3遍；

S9)将步骤S8)得到的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分别摊放在平台

上晾晒，晾晒时间4～5小时，收起；

S10)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S9)得到的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

混合熏蒸，熏蒸2～5min后停止通入蒸汽，静置0.5～1h。

S11)将步骤S10)得到的混合物进行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80～100℃，时间为20～

30min，然后进行冷却。

S12)将步骤S11)得到混合物在80℃下初烘15min，然后在60℃下足烘40～90min，至含

水量控制在10％以下，得到成品2；

S13)磨粉处理，将步骤S2)得到的金花葵干花、步骤S7)得到的成品1和步骤S12)得到的

成品3送入磨粉机磨粉，20～30目即可。

S14)灭菌处理，将步骤S13)得到的混合物，放在杀菌釜内进行灭菌处理，杀菌釜内温度

控制120℃，杀菌时间为15min，得灭菌后的混合料。

S15)将步骤S14)得到的灭菌后的混合料置于烘干设备中55℃烘干30-45min，混合料水

分含量最后控制在≤8％，真空包装、常温通风保存。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7)中，初烘茶叶至水分含量为20～

30％，足烘茶叶至水分含量不大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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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葵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花葵领域，尤其是一种金花葵茶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花葵，又名黄蜀葵，菜芙蓉，野芙蓉，是一年生草本锦葵科秋葵属植物，有的地区

别名叫黏干或山榆皮。在200多个秋葵植物中最具食用、药用、保健功能，有较高的利用价

值。

[0003] 金花葵适应性较强，各地均可种植。喜温暖、阳光充足的环境，耐寒、耐热、喜湿、耐

盐碱，耐40℃高温和-10℃低温。对土壤要求不是很严，在近水边肥沃砂质壤土生长繁茂，开

花多。株高可达2米以上，植株冠径1.5～2米。根茎粗壮。河北地区已有大面积种植，在太行

山东部山麓地区及晋中、晋南地区也有很多金花葵人工种植基地。

[0004] 金花葵花药食兼用，《嘉佑本草》记载：黄蜀葵花主治小便淋漓及催生、治诸恶疮。

《本草纲目》已记载金花葵的药用价值，能清热、凉血、解毒。其花无毒，具有清利湿热、消炎

镇痛之功效，内服主治五淋、水肿，外用治疗汤水烫伤。果实、种子具有补脾健胃、生肌功效，

治疗消化不良、不思饮食、跌打损伤等。

[0005] 金花葵鲜花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其生物黄酮含量比目前在生物黄酮生产中广

泛应用的银杏、大豆等含量高近百倍，是目前已知植物资源中含量最高的。其所含全价蛋白

质、高聚糖胶、膳食纤维、微量元素硒、锌、多种不皂化物等，具有显著调节人体内分泌、免疫

力，增加人体抗力，改善心脑血管及微循环功能，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抗心脑缺血、缺氧，

抗炎、镇疼，抗疲劳、抗衰老、抗癌、防癌、降血脂功效。此外，其丰富的天然植物雌激素，对于

延长女性青春期，减轻或避免中老年更年期综合症也有奇效。

[0006] 目前金花葵常制作成代茶饮，现有金花葵代茶饮功能单一，组方单一，没有全面从

药性、功效上综合考虑。

发明内容

[0007]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金花葵茶及其制备方法，能够有效抗炎、提高

免疫力、调节血脂等，改善心脑血管及微循环功能，提高抗氧化能力，长期饮用，对抗氧化、

抗衰老辅助效果明显。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金花葵茶，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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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优选地，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11]

[0012] 优选地，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13]

[0014]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一种金花葵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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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S1)选取采摘金花葵黄色鲜花，颜色转红色的鲜花去掉；采摘金花葵主侧枝偏上部

位的鲜叶，按鲜叶原有大纹路撕开成小页片，杂色叶去掉；采摘地参主干支的鲜叶，杂色叶

去掉；采摘绞股蓝鲜叶；

[0017] S2)金花葵鲜花去蒂，并在80℃下初烘10～15min，然后在60℃下足烘10小时至花

手捻即碎，即得金花葵干花；

[0018] S3)将金花葵鲜叶、地参鲜叶、绞股蓝鲜叶按比例进行摊青处理至含水量65～

75％，控制堆积厚度不超过5cm，摊青时间1～4h，即得茶叶；

[0019] S4)然后将步骤S3)得到的茶叶投入蒸锅进行杀菌处理，具体为：在蒸锅内水沸腾

5min后投入步骤S3)得到的茶叶，控制茶叶的堆积的厚度为3～6cm，然后焖杀3min，再敞开

2min，取出茶叶放凉；

[0020] S5)将步骤S4)得到的茶叶烘烤至含水量为50～60％，放凉；

[0021] S6)将步骤S5)得到的茶叶进行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80～100℃，时间为20-

30min，然后进行冷却揉捻；再在温度80～100℃下翻炒20-30min，然后冷却；

[0022] S7)将步骤S6)得到的茶叶在80℃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30～60min至茶

叶手捻即碎，得到成品1；

[0023] S8)将原料金花葵干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用清水清洗2～3遍；

[0024] S9)将步骤S8)得到的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分别摊放在

平台上晾晒，晾晒时间4～5小时，收起；

[0025] S10)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S9)得到的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

片，混合熏蒸，熏蒸2～5min后停止通入蒸汽，静置0.5～1h。

[0026] S11)将步骤S10)得到的混合物进行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80～100℃，时间为20～

30min，然后进行冷却。

[0027] S12)将步骤S11)得到混合物在80℃下初烘15min，然后在60℃下足烘40～90min，

至含水量控制在10％以下，得到成品2；

[0028] S13)磨粉处理，将步骤S2)得到的金花葵干花、步骤S7)得到的成品1和步骤S12)得

到的成品3送入磨粉机磨粉，20～30目即可。

[0029] S14)灭菌处理，将步骤S13)得到的混合物，放在杀菌釜内进行灭菌处理，杀菌釜内

温度控制120℃，杀菌时间为15min，得灭菌后的混合料。

[0030] S15)将步骤S14)得到的灭菌后的混合料置于烘干设备中55℃烘干30-45min，混合

料水分含量最后控制在≤8％，真空包装、常温通风保存。

[0031] 优选地，步骤S7)中，初烘茶叶至水分含量为20～30％，足烘茶叶至水分含量不大

于6％。

[003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花葵茶及其制备方法，以金花葵全株为主要原料，搭配地参，

绞股蓝，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组成复方配料，比例混合，可以达到改善人体微循环，提高

机体抗氧化能力，疏通血管，降血压、降血糖，护肝，促进人体健康，增强免疫力等作用。另外

本发明提供的金花葵药性平和，味甘淡，无明显药味，又有调理之功，适合长期饮用，有病治

病，无病调理；且原料组成科学，配比恰当，使得金花葵茶不仅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而且保

健效果明显，可有效抗炎、提高免疫力、调节血脂等，改善心脑血管及微循环功能，提高抗氧

化能力，长期饮用，对抗氧化、抗衰老辅助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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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金花葵茶，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34]

[0035] 上述技术方案，以金花葵全株为主要原料，搭配地参，绞股蓝，枸杞子，决明子，山

楂片组成复方配料，比例混合，可以达到改善人体微循环，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疏通血管，

降血压、降血糖，护肝，促进人体健康，增强免疫力等作用。另外本发明提供的金花葵药性平

和，味甘淡，无明显药味，又有调理之功，适合长期饮用，有病治病，无病调理；且原料组成科

学，配比恰当，使得金花葵茶不仅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而且保健效果明显，可有效抗炎、提

高免疫力、调节血脂等，改善心脑血管及微循环功能，提高抗氧化能力，长期饮用，对抗氧

化、抗衰老辅助效果明显。

[0036] 金花葵，味甘，性凉，归肝、肾、脾，具有镇痛，抗炎的作用，能够显著调节人体微循

环、内分泌、降血脂、增加人体抵抗力、改善心脑血管功能、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及抗癌、防

癌等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金花葵含有天然黄铜类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E及多种微

量元素等。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选用的金花葵(包括金花葵干花、金花葵叶、金花葵根茎和

金花葵籽)中天然总黄酮的含量在3.97wt％；上述含量比为金花葵干花、金花葵叶、金花葵

根茎和金花葵籽的平均含量比。不饱和脂肪酸量占76.6wt4％，其中油酸43.89wt％，亚油酸

32.35wt％，棕榈油酸0.4wt％；

[0037] 在本发明中，金花葵干花的重量份数为3～5份；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金花葵干花

的重量份数为3.5～4.5份；在其他实施例中，金花葵干花的重量份数为4份。

[0038] 在本发明中，金花葵叶的重量份数为1～3份；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金花葵叶的重

量份数为1.5～2.5份；在其他实施例中，金花葵叶的重量份数为2份。

[0039] 在本发明中，金花葵根茎的重量份数为1～3份；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金花葵根茎

的重量份数为1.5～2.5份；在其他实施例中，金花葵根茎的重量份数为2份。

[0040] 在本发明中，金花葵籽的重量份数为1～3份；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金花葵籽的重

量份数为1.5～2.5份；在其他实施例中，金花葵籽的重量份数为2份。

[0041] 地参：苦，寒，归肺、胃、肾经。别称虫草参，银条菜，地蚕子，地环，属地笋类，植物

名，名贵的中草药，且具有提神醒脑、开胃化食、补肝肾两虚、强腰膝筋骨之效。在本发明中，

地参的重量份数为5～15份；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地参的重量份数为8～12份；在其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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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地参的重量份数为10份。

[0042] 绞股蓝：性微寒，味苦，归肺、脾、肾经，可以降压降脂降糖，咽喉炎、慢性气管炎，癌

症等，以及适合肥胖糖尿病患者。另外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适合身体虚弱多病的人群。

促睡眠，延缓衰老，适合亚健康状态的人。在本发明中，绞股蓝的重量份数为5～15份；在本

发明的实施例中，绞股蓝的重量份数为8～12份；在其他实施例中，绞股蓝的重量份数为10

份。

[0043] 枸杞子：性味甘、平，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在本发明中，枸

杞子的重量份数为5～15份；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枸杞子的重量份数为8～12份；在其他实

施例中，枸杞子的重量份数为10份。

[0044] 决明子：性味偏苦，属于清热泻火的中药，归肝经、大肠经。具有清热明目、润肠通

便的功效。在本发明中，决明子的重量份数为5～15份；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决明子的重量

份数为8～12份；在其他实施例中，决明子的重量份数为10份。

[0045] 山楂片：性味归经，味酸，甘，性微温。助消化，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降低血压和

胆固醇、软化血管及利尿和镇静作用。在本发明中，山楂片的重量份数为5～15份；在本发明

的实施例中，山楂片的重量份数为8～12份；在其他实施例中，山楂片的重量份数为10份。

[004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一种金花葵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S1)选取采摘金花葵黄色鲜花，颜色转红色的鲜花去掉；采摘金花葵主侧枝偏上部

位的鲜叶，按鲜叶原有大纹路撕开成小页片，杂色叶去掉；采摘地参主干支的鲜叶，杂色叶

去掉；采摘绞股蓝鲜叶；

[0048] S2)金花葵鲜花去蒂，并在80℃下初烘10～15min，然后在60℃下足烘10小时至花

手捻即碎，即得金花葵干花；

[0049] S3)将金花葵鲜叶、地参鲜叶、绞股蓝鲜叶按比例进行摊青处理至含水量65～

75％，控制堆积厚度不超过5cm，摊青时间1～4h，即得茶叶；

[0050] S4)然后将步骤S3)得到的茶叶投入蒸锅进行杀菌处理，具体为：在蒸锅内水沸腾

5min后投入步骤S3)得到的茶叶，控制茶叶的堆积的厚度为3～6cm，然后焖杀3min，再敞开

2min，取出茶叶放凉；

[0051] S5)将步骤S4)得到的茶叶烘烤至含水量为50～60％，放凉；

[0052] S6)将步骤S5)得到的茶叶进行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80～100℃，时间为20-

30min，然后进行冷却揉捻；再在温度80～100℃下翻炒20-30min，然后冷却；

[0053] S7)将步骤S6)得到的茶叶在80℃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30～60min至茶

叶手捻即碎，得到成品1；

[0054] S8)将原料金花葵干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用清水清洗2～3遍；

[0055] S9)将步骤S8)得到的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分别摊放在

平台上晾晒，晾晒时间4～5小时，收起；

[0056] S10)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S9)得到的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

片，混合熏蒸，熏蒸2～5min后停止通入蒸汽，静置0.5～1h。

[0057] S11)将步骤S10)得到的混合物进行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80～100℃，时间为20～

30min，然后进行冷却。

[0058] S12)将步骤S11)得到混合物在80℃下初烘15min，然后在60℃下足烘40～9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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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含水量控制在10％以下，得到成品2；

[0059] S13)磨粉处理，将步骤S2)得到的金花葵干花、步骤S7)得到的成品1和步骤S12)得

到的成品3送入磨粉机磨粉，20～30目即可。

[0060] S14)灭菌处理，将步骤S13)得到的混合物，放在杀菌釜内进行灭菌处理，杀菌釜内

温度控制120℃，杀菌时间为15min，得灭菌后的混合料。

[0061] S15)将步骤S14)得到的灭菌后的混合料置于烘干设备中55℃烘干30-45min，混合

料水分含量最后控制在≤8％，真空包装、常温通风保存。

[0062] 在此，金花葵干花、金花葵叶、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地参、绞股蓝、枸杞子、决明

子、山楂片均同上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0063] 上述技术方案中，以金花葵为主要原料的配方代用茶的制备方法，提高金花葵产

业的产品附加值，突出金花葵的药理价值的优势。本发明在原有制茶工艺上加以优化，以金

花葵花为主要原料，制备的代用茶口感好、营养价值高，且采用自然生态的制备方法，能有

效防止金花葵代用茶的营养成分流失，充分发挥金花葵的功效和营养价值。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的代用茶均采用天然原料制成，组成科学，配比恰当，制作工艺较简单，其原料不

仅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而且保健效果明显，可有效抗炎、提高免疫力、调节血脂等，改善心

脑血管及微循环功能，提高抗氧化能力，长期饮用，对抗氧化、抗衰老辅助效果明显。

[0064]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步骤S7)中，初烘茶叶至水分含量为20～30％，足烘茶叶至

水分含量不大于6％。

[0065]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金花葵鲜花、金花葵鲜叶、地参鲜叶、绞股蓝鲜叶在8～10月份

采摘，采摘地点为河北沧州舜华农场及周边区域。

[0066]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金花葵茶及其的制

备方法进行详细地描述，但不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67] 实施例1

[0068] 金花葵茶中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69] 3份金花葵干花、2.5份金花葵叶、1.5份金花葵根茎、2.5份金花葵籽、1.2份地参、

1.2份绞股蓝、1.2份枸杞子、1.2份决明子、1.2份山楂片；

[0070] 金花葵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1] 在河北沧州采集金花葵鲜花、金花葵叶、地参叶、绞股蓝叶若干。鲜花去蒂，在80℃

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10小时至花手捻即碎，为金花葵干花。将金花葵鲜叶、地参

鲜叶、绞股蓝鲜叶进行纱网摊青处理至含水量65％，控制茶叶堆积厚度不超过5cm，摊青时

间3.5h；蒸锅内水沸腾5min后将摊青的叶子投入，投叶的厚度为5cm，焖杀3min，再敞开杀青

2min，然后取出茶叶放凉；将茶叶放入烘干机烘干至含水量为50％，放凉；然后进行翻炒，翻

炒温度控制在100℃，时间为30min，然后进行人工揉捻15min；再在温度80℃下翻炒30min，

然后冷却；将茶叶在80℃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30min至茶叶手捻即碎，得到成品

1。再准备金花葵干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用清水清洗3遍；将金花葵根

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分别摊放在平台上晾晒，晾晒时间4小时，收起；将金

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混合后熏蒸，熏蒸5min后停止通入蒸汽，静置

1h；然后进行翻炒30min，翻炒温度控制在80℃，冷却；然后80℃下初烘15min，再在60℃下足

烘90min，至含水量控制在10％以下成品2。将以上所得成品按成品1取4份，成品2和成品3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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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1份混合后送入磨粉机磨粉，磨制至20目。然后进行灭菌处理，将混合物放如杀菌釜内，杀

菌釜内温度控制120℃，杀菌时间15min，得到灭菌后的混合料，再置于烘干机中55℃烘干

30min，混合料水分含量最后控制在≤8％。用真空袋，用真空热风机，抽真空热封，每小袋

15g，即成产品；制备的金花葵茶经开水冲泡后香味清单，口感润滑，色泽呈棕黄色且稳定，

冲泡的金花葵茶过夜后颜色偏深但润滑度增加。金花葵茶煮茶效果更佳。

[0072] 实施例2

[0073] 金花葵茶中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74] 4 .5份金花葵干花、2.5份金花葵叶、1.5份金花葵根茎、1.5份金花葵籽、1.2份地

参、1.5份绞股蓝、1.2份枸杞子、1份决明子、0.5份山楂片；

[0075] 金花葵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6] 在河北沧州采集金花葵鲜花、金花葵叶、地参叶、绞股蓝叶若干。鲜花去蒂，在80℃

下初烘15min，然后在60℃下足烘10小时至花手捻即碎，为金花葵干花成品。将金花葵鲜叶、

地参鲜叶、绞股蓝鲜叶进行纱网摊青处理至含水量75％，控制茶叶堆积厚度不超过5cm，摊

青时间4小时；蒸锅内水沸腾5min后将摊青的叶子投入，投叶的厚度为5cm，焖杀3min，再敞

开杀青2min，然后取出茶叶放凉；将茶叶放入烘干机烘干至含水量为60％，放凉；然后进行

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100℃，时间为30min，然后进行人工揉捻10min；再在温度100℃下翻

炒30min，然后冷却；将茶叶在80℃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60min至茶叶手捻即碎，

得到成品1。另，再准备金花葵干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用清水清洗3遍；

将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分别摊放在平台上晾晒，晾晒时间4小时，

收起；将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混合后熏蒸，熏蒸3min后停止通入

蒸汽，静置0.5小时；然后进行翻炒25min，翻炒温度控制在100℃，冷却；然后80℃下初烘

10min，再在60℃下足烘90min，至含水量控制在10％以下(成品3)。将以上所得成品按成品1

取8份，成品2和成品3各取2份混合后送入磨粉机磨粉，磨制至20目。然后进行灭菌处理，将

混合物放如杀菌釜内，杀菌釜内温度控制120℃，杀菌时间15min，得到灭菌后的混合料，再

置于烘干机中55℃烘干45min，混合料水分含量最后控制在≤8％。用真空袋，用真空热风

机，抽真空热封，每小袋15g，即成产品；制备的金花葵茶经开水冲泡后香味清单，口感润滑，

色泽呈棕黄色且稳定，冲泡的金花葵茶过夜后颜色偏深但润滑度增加。金花葵茶煮茶效果

更佳。

[0077] 实施例3

[0078] 金花葵茶中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79] 4份金花葵干花、2份金花葵叶、2份金花葵根茎、2份金花葵籽、1份地参、1份绞股

蓝、1份枸杞子、1份决明子、1份山楂片；

[0080] 金花葵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1] 在河北沧州采集金花葵鲜花、金花葵叶、地参叶、绞股蓝叶若干。鲜花去蒂，在80℃

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10小时至花手捻即碎，为金花葵干花成品。将金花葵鲜叶、

地参鲜叶、绞股蓝鲜叶进行纱网摊青处理至含水量70％，控制茶叶堆积厚度不超过4cm，摊

青时间3小时；蒸锅内水沸腾5min后将摊青的叶子投入，投叶的厚度为4cm，焖杀3min，再敞

开杀青2min，然后取出茶叶放凉；将茶叶放入烘干机烘干至含水量为55％，放凉；然后进行

翻炒，翻炒温度控制在90℃，时间为25min，然后进行机器揉捻10min；再在温度90℃下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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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in，然后冷却；将茶叶在80℃下初烘10min，然后在60℃下足烘45min至茶叶手捻即碎，得

到成品1。另，再准备金花葵干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用清水清洗3遍；将

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分别摊放在平台上晾晒，晾晒时间5小时，收

起；将金花葵根茎，金花葵籽，枸杞子，决明子，山楂片混合后熏蒸，熏蒸2min后停止通入蒸

汽，静置0.5小时；然后进行翻炒30min，翻炒温度控制在9℃，冷却；然后80℃下初烘10min，

再在60℃下足烘90min，至含水量控制在10％以下(成品3)。将以上所得成品按成品1取12

份，成品2和成品3各取3份混合后送入磨粉机磨粉，磨制至25目。然后进行灭菌处理，将混合

物放如杀菌釜内，杀菌釜内温度控制120℃，杀菌时间15min，得到灭菌后的混合料，再置于

烘干机中55℃烘干45min，混合料水分含量最后控制在≤8％。用真空袋，用真空热风机，抽

真空热封，每小袋15g，即成产品；制备的金花葵茶经开水冲泡后香味清单，口感润滑，色泽

呈棕黄色且稳定，冲泡的金花葵茶过夜后颜色偏深但润滑度增加。金花葵茶煮茶效果更佳。

[0082] 将实施例1～5制得的金花葵茶进行泡水、泡酒，得到金花葵茶水和金花葵酒，并进

行临床观察。

[0083] 1、血压测试

[0084] 采用自愿原则，选择门诊病人120例，其中男30例，女30例，最大年龄60岁，最小年

龄18岁，临床表现为高血压。实验期间，降压药减半。

[0085] 实验方法：将病人随机分为12组，分为实验组1～10，对照组1和对照组2，12组患者

在年龄、病情等方面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其中实验组1～5分别服用实施例1～5的金花

葵茶泡水得到的金花葵茶水，实验组6～10服用实施例1～5的金花葵茶泡酒得到的金花葵

酒，对照组1服用水，对照组2服用酒，1个月为一个疗程。其中对照组1正常饮食，对照组2与

对照组1饮食相同，除此之外每天还饮30mL  10°的酒；实验组1～5与对照组1饮食相同，除此

之外每天还服用1次金花葵茶水，每次1泡，用30mL的开水冲泡；实验组6～10与对照组1饮食

相同，除此之外每天还服用1次金花葵酒，每次1包，用30mL的10°的酒浸泡；测试实验组1～

10，对照组1～2治疗前后收缩压、舒张压的数据，结果见表1。实验取每组的平均值。从表中

可以看出，坚持服用金花葵茶和金花葵泡酒的实验组1～10，收缩压血压都有明显下降，而

对照组1和对照组2没有明显下降。

[0086] 表1实验组1～10，对照组1～2的血压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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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0088] 2、血糖测试

[0089] 采用自愿原则，选择门诊病人120例，其中男30例，女30例，最大年龄60岁，最小年

龄18岁，临床表现为高血糖。

[0090] 实验方法：将病人随机分为12组，分为实验组1～10，对照组1和对照组2，12组患者

在年龄、病情等方面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其中实验组1～5分别服用实施例1～5的金花

葵茶泡水得到的金花葵茶水，实验组6～10服用实施例1～5的金花葵茶泡酒得到的金花葵

酒，对照组1服用水，对照组2服用酒，1个月为一个疗程。其中对照组1正常饮食，对照组2与

对照组1饮食相同，除此之外每天还饮30mL  10°的酒；实验组1～5与对照组1饮食相同，除此

之外每天还服用1次金花葵茶水，每次1泡，用30mL的开水冲泡；实验组6～10与对照组1饮食

相同，除此之外每天还服用1次金花葵酒，每次1包，用30mL的10°的酒浸泡；测试期间，降糖

药减半，测试实验组1～10，对照组1～2治疗前后血糖的数据，结果见表2。从结果可以看出，

坚持服用金花葵茶和金花葵泡酒的实验组1～10，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有明显下降，而对照

组1和对照组2没有明显下降。

[0091] 表2实验组1～10，对照组1～2的血糖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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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0093]

[0094] 另外，通过长期饮用本发明的金花葵茶，每日饮用50-100ml，可增加人体血液循

环，提升免疫力，对男性前列腺和性功能有改善，调理女性生理功能，改善心脑血管及促进

微循环。

[0095] 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

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

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

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

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性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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