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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

酵素饮品及其制备方法，涉及保健食品技术领

域。该茶酵素饮品的成分包括的原料以重量比计

为茶1-5份，功能性食材1-5份，糖类物质2-10份，

发酵剂0.1-2份，功能性低聚糖1-10份，水70-95

份。本发明方法以茶及功能性食材为原料，采用

多种微生物梯度发酵及二次螯合技术，使得茶及

功能性食材中的营养成分充分酵解，形成易于被

人体充分吸收的小分子物质，极大程度的保留了

茶及功能性食材中的营养成分，使得酵素产品品

质更加稳定，产品的营养成分及功能效果得到增

强。其制备方法简单易行，适于工业化生产；试验

表明，食用本发明制备的茶酵素，具有通便润肠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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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按重量比计的原料如

下：茶1-5份，功能性食材1-5份，糖类物质2-10份，发酵剂0.1-2份，功能性低聚糖1-10份，水

70-95份；

所述发酵剂为酵母菌、醋酸菌和乳酸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其特征在于，所述茶为红

茶、绿茶和普洱茶的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性食

材为火麻仁、决明子、杏仁、郁李仁、胖大海和桃仁中的一种或几种，添加量为重量份1-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其特征在于，所述糖类物质

为葡糖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及蜂蜜中的一种或几种，添加量为重量份2-10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其特征在于，酵母菌为伊萨

酵母、乳酸克鲁维酵母、许旺酵母、德克酵母及巴斯德酵母中的一种或几种；

醋酸菌为奥尔兰醋酸杆菌、木醋杆菌、巴氏醋杆菌、许氏醋酸杆菌、恶臭醋酸杆菌及沪

酿1.01醋酸杆菌中的一种或几种；

乳酸菌为干酪乳酸菌、青春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及保

加利亚乳杆菌中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性低

聚糖为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半乳糖、低聚异麦芽糖、大豆低聚糖中的一种或几种，功能

性低聚糖添加量为重量份1-10份。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步骤1.筛选茶叶原料，称取重量份1-5份，粉碎，加入茶叶重量1-5倍的水打浆，得到茶

叶浆汁，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

步骤2.以茶叶重量1-5倍无菌水溶解重量份2-10份的糖类物质，加入到盛有茶叶浆汁

的发酵容器中；

步骤3.将重量份0.1-2份的酵母菌菌种接入到茶叶浆汁中，于25-36℃下进行一次发

酵，发酵时间为1-30d，得到茶叶发酵原液。

步骤4.将所选的重量份为1-5份的功能性食材粉碎后加入1-5倍食材重量的水，灭菌并

加入无菌糖水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接种重量份为0.1-2份的酵母菌，于25-36℃下进行

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30d，得到功能性食材发酵原液；

步骤5.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添加重量份为0.1-

2份的醋酸菌，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温度25-35℃，发酵时间60-90d，得到二次发酵液；

步骤6.上述混合发酵液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灭菌处理，添加重量份0.1-2份的乳酸

菌至二次发酵液中进行发酵，发酵温度35-42℃，发酵时间为30-60d，得到三次发酵液；

步骤7.将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酵液添加功能性低聚糖重量份为1-10份，经过滤

后，灭菌，灌装，得到茶酵素饮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茶

及功能性食材浆汁灭菌条件为60-110℃灭菌1-20min。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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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剂接种量为重量份0.1-2份，一次发酵条件为25-36℃发酵1-30d；二次发酵条件为25-35

℃发酵60-90d；三次发酵条件为35-42℃发酵30-60d。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为布袋过滤、碟片离心过滤、管式离心过滤或陶瓷膜过滤的一种。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灭菌为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的一种；

所述水为纯净水。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430476 A

3



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保健食品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每日的运动量大幅减少，

加之饮食日益简单化、精致化，容易导致肠胃不适性疾病的产生，其中便秘是一种最常见的

症状。正常情况下，人类肠道内的有益菌群和有害菌群是处于平衡状态，他们相互制约、相

互依赖地共存，维系着人体微生态的平衡。肠道菌群平衡对人体的营养状态、生理功能、细

菌感染、药物效应、毒素反应、免疫反应及衰老过程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0003] 酵素(Enzyme)一词源于日本，即常说的“酶”。而现在市场上广受青睐的被称作“酵

素”的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通常是以一种或多种新鲜果蔬、谷物、菌菇、中草药等为主要原

料，经多种有益菌发酵产生的一种营养丰富、风味优良的功能性发酵产品。酵素中含有丰富

的功效酶、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多酚类化合物、低聚糖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美白

抗氧化、抗菌消炎、减肥助消化、解酒护肝、提高免疫力、抗疲劳、抗衰老、清除自由基、改善

肠内微生物平衡与润肠通便等功效。

[0004] 茶是最受人们喜爱的健康饮料之一，茶叶中的化学成分经分离鉴定的已知化合物

有500多种，其中有机化合物有450种以上。茶叶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

许多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功效成分如茶蛋白、茶多酚、茶多糖、咖啡碱、茶叶皂甙、茶氨酸、

茶色素等。其具有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抗血栓、增强机体免疫力、抗氧化、抗菌和抗辐射

等生理功能。随着对茶叶成分、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发现茶叶具有广泛的医疗保健作用，

作为保健食品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0005] 目前，以茶为原料的保健饮品较少，开展有利于深入挖掘茶在保健食品领域的研

究十分必要。现有技术中，尚未有以茶及所选功能性食材为原料制备酵素饮品的技术文献

报道。本发明以茶及功能性食材为原料，辅助添加糖类物质和发酵剂，采用纯种梯度发酵及

二次螯合技术，开发一种天然的，具有润肠通便功效的茶酵素产品，并说明其制备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润肠通便功能的茶酵素饮品及其制

备方法，通过纯种梯度发酵和二次螯合技术得到茶酵素原液，其制备方法简单易行，适于工

业化生产；且制备的茶酵素饮品具有良好的通便润肠的功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

茶酵素饮品，主要包括按重量比计的原料如下：茶1-5份，功能性食材1-5份，糖类物质2-10

份，发酵剂0.1-2份，功能性低聚糖1-10份，水70-95份；所述发酵剂为酵母菌、醋酸菌和乳酸

菌。

[0008] 优选的，所述茶为红茶、绿茶和普洱茶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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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功能性食材为火麻仁、决明子、杏仁、郁李仁、胖大海和桃仁中的一种

或几种，添加量为重量份1-5份。

[0010] 优选的，所述糖类物质为葡糖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及蜂蜜中的一种或几

种，添加量为重量份2-10份。

[0011] 优选的，酵母菌为伊萨酵母、乳酸克鲁维酵母、许旺酵母、德克酵母及巴斯德酵母

中的一种或几种；醋酸菌为奥尔兰醋酸杆菌、木醋杆菌、巴氏醋杆菌、许氏醋酸杆菌、恶臭醋

酸杆菌及沪酿1.01醋酸杆菌中的一种或几种；乳酸菌为干酪乳酸菌、青春双歧杆菌、两歧双

歧杆菌、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及保加利亚乳杆菌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优选的，所述功能性低聚糖为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半乳糖、低聚异麦芽糖、大

豆低聚糖中的一种或几种，功能性低聚糖添加量为重量份1-10份。

[0013] 一种具有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步骤1.筛选茶叶原料，称取重量份1-5份，粉碎，加入茶叶重量1-5倍的水打浆，得

到茶叶浆汁，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

[0015] 步骤2.以茶叶重量1-5倍无菌水溶解重量份2-10份的糖类物质，加入到盛有茶叶

浆汁的发酵容器中；

[0016] 步骤3.将重量份0.1-2份的酵母菌菌种接入到茶叶浆汁中，于25-36℃下进行一次

发酵，发酵时间为1-30d，得到茶叶发酵原液。

[0017] 步骤4.将所选的重量份为1-5份的功能性食材粉碎后加入1-5倍食材重量的水，灭

菌并加入无菌糖水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接种重量份为0.1-2份的酵母菌，于25-36℃下

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30d，得到功能性食材发酵原液；

[0018] 步骤5.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添加重量份为

0.1-2份的醋酸菌，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温度25-35℃，发酵时间60-90d，得到二次发酵液；

[0019] 步骤6.上述混合发酵液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灭菌处理，添加重量份0.1-2份的

乳酸菌至二次发酵液中进行发酵，发酵温度35-42℃，发酵时间为30-60d，得到三次发酵液；

[0020] 步骤7.将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酵液添加功能性低聚糖重量份为1-10份，经

过滤后，灭菌，灌装，得到茶酵素饮品。

[0021] 优选的，茶及功能性食材浆汁灭菌条件为60-110℃灭菌1-20min。

[0022] 优选的，发酵剂接种量为重量份0.1-2份，一次发酵条件为25-36℃发酵1-30d；二

次发酵条件为25-35℃发酵60-90d；三次发酵条件为35-42℃发酵30-60d。

[0023] 优选的，所述过滤为布袋过滤、碟片离心过滤、管式离心过滤或陶瓷膜过滤的一

种。

[0024] 优选的，所述灭菌为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的一种；所述水为纯净水。

[0025] 有益效果

[0026] 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效果：传统酵素是自然发酵产品，其发酵耗时较长，不利于高

效生产，且在自然发酵过程中，杂菌生长可能会对有益菌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产生不良副产

物，影响酵素品质。相对于传统发酵工艺而言，本发明以茶及功能性食材为原料，进行梯度

发酵处理，基于酵母发酵、醋酸发酵、乳酸发酵的梯度代谢和转化作用，原料中的营养成分

被充分酵解，提高了酵素中各类维生素、氨基酸等功效成分含量，极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料中

的营养成分；同时梯度发酵使产品中次生代谢物成分更加丰富，形成易于人体吸收的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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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物质，提高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率，使有益活性成分快速抵达细胞发挥作用。发

酵结束后，发酵液中的成分之间继续发生缓慢而持续的化学反应，使各种酶之间相互作用，

达到协同增效作用，全面提升和持久保存酵素功能活性；制备的茶酵素饮品口感更加柔和，

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产品的营养成分及功能效果得到增强、结构更饱满。本发明制备的茶酵

素饮品具有增强人体消化能力、清理肠胃、抗氧化、保肝护肝和通便润肠的功效，进而提高

了茶酵素饮品的营养保健价值。本发明充分利用茶叶的抗氧化功能，益生元对消化道益生

菌群的促进功能以及次生代谢活性物质的保健功能的协同增效作用对人体生理功能进行

综合调节。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以茶及功能性食材为原料，采用梯度发酵及二次螯合技

术，抑制有害菌生长及副产物产生，食用安全；加快发酵速度，缩短发酵时间，提高生产效

率，创造更大价值。其制备方法简单易行，适于工业化生产；同时，所获得的茶酵素具有良好

的通便润肠功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实施例对本发明不做任

何形式的限制。

[0028] 实施例1

[0029] 将红茶称取1.0份，粉碎，加入红茶重量1倍的水打浆，得到红茶浆汁，在60℃条件

下灭菌20min，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以红茶重量1倍无菌水溶解的2.0份葡萄糖，加

入到盛有红茶浆汁的发酵容器中，将0.1份的伊萨酵母菌种接入到红茶浆汁中，于25℃下进

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30d，得到红茶发酵原液。将1.0份的火麻仁粉碎后加入1倍火麻仁

重量的水，在60℃条件下灭菌20min，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并加入火麻仁重量1倍无菌水

溶解的2.0份葡萄糖，接种0.1份伊萨酵母菌种，于25℃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30d，得

到火麻仁发酵原液。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添加0.1份

奥尔兰醋酸杆菌，于25℃条件下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时间为90d，得到二次发酵液。上述发酵

液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巴氏杀菌处理，添加0.1份干酪乳酸菌至二次发酵液中进行发

酵，在35℃条件下发酵60d，得到三次发酵液。向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酵液中添加1.0

份低聚果糖，经布袋过滤后，瞬时高温灭菌，灌装，得到茶酵素饮品。

[0030] 实施例2

[0031] 将绿茶称取2.0份，粉碎，加入绿茶重量3倍的水打浆，得到绿茶浆汁，在70℃条件

下灭菌15min，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以绿茶重量2倍无菌水溶解3.0份的果糖，加入

到盛有绿茶浆汁的发酵容器中，将0.3份的乳酸克鲁维酵母菌种接入到绿茶浆汁中，于28℃

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25d，得到绿茶发酵原液。将2.0份的决明子粉碎后加入3倍决

明子重量的水，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并加入决明子重量2倍无菌水溶解的3.0份果

糖，接种0.3份乳酸克鲁维酵母菌，于27℃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25d，得到决明子发

酵原液。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添加0.3份许氏醋酸杆

菌，于27℃条件下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时间为85d，得到二次发酵液。上述发酵液经二次发酵

完毕后，进行瞬时高温灭菌处理，添加0.3份青春双歧杆菌至二次发酵液中进行发酵，在36

℃条件下发酵55d，得到三次发酵液。向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酵液中添加3.0份低聚

木糖，经管式离心过滤后，巴氏灭菌，灌装，得到紫皮石斛酵素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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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实施例3

[0033] 将普洱茶称取3.0份，粉碎，加入石斛重量3倍的水打浆，得到普洱茶浆汁，在80℃

条件下灭菌12min，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以普洱茶重量3倍无菌水溶解4.0份的蔗

糖，加入到盛有普洱茶浆汁的发酵容器中，将0.6份的许旺酵母菌种接入到普洱茶浆汁中，

于29℃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20d，得到普洱茶发酵原液。将3.0份的郁李仁粉碎后加

入3倍郁李仁重量的水，在80℃条件下灭菌12min，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并加入郁李仁重

量3倍无菌水溶解的4.0份蔗糖，接种0.6份许旺酵母菌种，于29℃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

间为20d，得到郁李仁发酵原液。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

后添加0.6份恶臭醋酸杆菌，于28℃条件下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时间为80d，得到二次发酵

液。上述发酵液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巴氏杀菌处理，添加0.6份两歧双歧杆菌至二次发

酵液中进行发酵，在37℃条件下发酵50d，得到三次发酵液。向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

酵液中添加5.0份低聚半乳糖，经蝶式离心过滤后，巴氏杀菌，灌装，得到紫皮石斛酵素饮

品。

[0034] 实施例4

[0035] 将红茶称取4.0份，粉碎，加入红茶重量4倍的水打浆，得到红茶浆汁，在90℃条件

下灭菌10min，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以红茶重量4倍无菌水溶解5.0份的麦芽糖，加

入到盛有红茶浆汁的发酵容器中，将0.8份的德克酵母菌种接入到红茶浆汁中，于30℃下进

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5d，得到红茶发酵原液。将4.0份的胖大海粉碎后加入4倍胖大海

重量的水，在90℃条件下灭菌10min，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并加入胖大海重量4倍无菌水

溶解的5.0份麦芽糖，接种0.8份德克酵母菌种，于31℃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5d，得

到胖大海发酵原液。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添加0.8份

沪酿1.01醋酸杆菌，于29℃条件下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时间为75d，得到二次发酵液。上述发

酵液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瞬时高温灭菌处理，添加0.8份嗜酸乳杆菌至二次发酵液中进

行发酵，在38℃条件下发酵45d，得到三次发酵液。向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酵液中添

加6.0份低聚异麦芽糖，经陶瓷膜过滤后，瞬时高温灭菌，灌装，得到紫皮石斛酵素饮品。

[0036] 实施例5

[0037] 将绿茶称取5.0份，粉碎，加入绿茶重量5倍的水打浆，得到绿茶浆汁，在100℃条件

下灭菌8min，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以绿茶重量5倍无菌水溶解6.0份的乳糖，加入到

盛有绿茶浆汁的发酵容器中，将1.0份的巴斯德酵母菌种接入到绿茶浆汁中，于32℃下进行

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0d，得到绿茶发酵原液。将5.0份的火麻仁和杏仁混合粉碎后加入5

倍火麻仁和杏仁重量的水，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并加入火麻仁和杏仁重量5倍无菌

水溶解的6.0份乳糖，接种1.0份巴斯德酵母菌，于34℃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0d，得

到火麻仁和杏仁的发酵原液。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

添加1.0份木醋杆菌，于30℃条件下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时间为70d，得到二次发酵液。上述

发酵液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巴氏杀菌处理，添加1.0份鼠李糖乳杆菌至二次发酵液中进

行发酵，在40℃条件下发酵40d，得到三次发酵液。向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酵液中添

加8.0份大豆低聚糖，经陶瓷膜过滤后，瞬时高温灭菌，灌装，得到紫皮石斛酵素饮品。

[0038] 实施例6

[0039] 将普洱茶称取3.0份，粉碎，加入石斛重量4倍的水打浆，得到普洱茶浆汁，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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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灭菌5min，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以普洱茶重量4倍无菌水溶解8.0份的葡糖

糖及蔗糖，加入到盛有普洱茶浆汁的发酵容器中，将1.5份的乳酸克鲁维酵母菌和德克酵母

菌种接入到普洱茶浆汁中，于33℃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5d，得到普洱茶发酵原液。

将3.0份的决明子和桃仁混合粉碎后加入4倍决明子和桃仁重量的水，在105℃条件下灭菌

5min，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内，并加入决明子和桃仁重量4倍无菌水溶解的8.0份葡糖糖及

蔗糖，接种1.5份乳酸克鲁维酵母菌和德克酵母菌，于36℃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5d，

得到决明子和桃仁发酵原液。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

添加1.5份巴氏醋杆菌，于32℃条件下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时间为65d，得到二次发酵液。上

述发酵液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瞬时高温灭菌处理，添加1.5份保加利亚乳杆菌至二次发

酵液中进行发酵，在42℃条件下发酵35d，得到三次发酵液。向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

酵液中添加9.0份低聚果糖及低聚半乳糖，经管式离心过滤后，巴氏杀菌，灌装，得到紫皮石

斛酵素饮品。

[0040] 实施例7

[0041] 将红茶称取2.0份，粉碎，加入红茶重量3倍的水打浆，得到红茶浆汁，在110℃条件

下灭菌2min，灭菌后置于无菌发酵容器中。以红茶重量5倍无菌水溶解10.0份的蜂蜜及麦芽

糖，加入到盛有红茶浆汁的发酵容器中，将2.0份的巴斯德酵母和许旺酵母菌种接入到红茶

浆汁中，于35℃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d，得到红茶发酵原液。将2.0份的杏仁和郁李

仁混合粉碎后加入3倍杏仁和郁李仁重量的水，在110℃条件下灭菌2min后置于无菌发酵容

器内，并加入杏仁和郁李仁重量5倍无菌水溶解的10.0份果糖及麦芽糖，接种2.0份巴斯德

酵母和许旺酵母菌种，于36℃下进行一次发酵，发酵时间为1d，得到杏仁和郁李仁发酵原

液。将上述经一次发酵完毕后的发酵原液进行复配混合，混合后添加2.0份许氏醋酸杆菌及

恶臭醋酸杆菌，于34℃条件下进行二次发酵，发酵时间为60d，得到二次发酵液。上述发酵液

经二次发酵完毕后，进行巴氏杀菌处理，添加2.0份鼠李糖乳杆菌和青春双歧杆菌至二次发

酵液中进行发酵，在38℃条件下发酵30d，得到三次发酵液。向第三次发酵后得到的三次发

酵液中添加10.0份低聚木糖及低聚异麦芽糖，经蝶式离心过滤后，瞬时高温灭菌，灌装，得

到紫皮石斛酵素饮品。

[0042] 实施例8

[0043] 茶酵素饮品对小鼠的排便实验选用雄性小鼠70只，体重19-24g，按体重随机分为7

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处理1、处理2、处理3、处理4、处理5和处理6。小鼠饲养于空调室内，

室温20±2℃，湿度55±5％。标准颗粒饲料喂养，自由饮水和摄食不少于10d。

[0044] 本发明涉及的一种通便润肠功能的茶酵素饮品推荐量为100mL/d，使用实施例5所

得发酵液，换算成小鼠的剂量分别为：低剂量5mL/kg﹒bw，中剂量10mL/kg﹒bw和高剂量20mL/

kg﹒bw(人体推荐量的5倍、10倍和20倍)，对应的分别是处理1、处理2和处理3。同理使用实施

例6所得发酵液，换算成小鼠低剂量5mL/kg﹒bw，中剂量10mL/kg﹒bw和高剂量20mL/kg﹒bw分

别对应处理4、处理5和处理6。

[0045] 实验开始时对7个处理的实验小鼠灌胃2％墨汁悬浊液，剂量为1mL/20g,后按照上

述设定的剂量分别灌胃小鼠，空白对照组灌胃10mL/kg﹒bw的纯水。随后将小鼠放入笼中，每

笼一只，下垫白色干净滤纸。从灌胃墨汁开始后6h进行连续观察，记录小鼠第一次排黑便的

时间及黑便总点数。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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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表1茶酵素饮品对小鼠排首粒黑便时间及排便粒数的影响

[0047]

[0048] 注：p:检验水平； 均值；s:标准差

[0049] 统计结果显示，处理组小鼠排首粒黑便时间较对照组均具有显著性缩短，可见茶

酵素饮品可促进小鼠排便，缩短排便时间。同时6h排便点数实验结果表明，各处理与空白对

照相比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茶酵素的排黑便点数显著增加，证明本发明提供的茶酵素

饮品具有良好的通便效果。

[0050] 上述已用一般性说明和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做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发明基础

上，可以做出各种修改或改进，这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脱离本

发明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改和改进，均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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