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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

的微球及在天然可食性牙膏的应用。所述包裹茶

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是通过乳酸/羟基乙酸共

聚物将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进行包

裹得到，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以茶叶提取物与金

属离子络合物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天然可食性的

儿童牙膏，通过独特的包裹技术，使茶叶提取物

的金属络合物在配方中稳定存在，从而使产品拥

有很好的抗菌、抑制牙菌斑、预防龋齿、清新口

气、清洁口腔，健康牙龈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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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其特征在于，是通过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和抗

氧化剂的混合溶液将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进行包裹得到，其中，茶叶提取物与

金属离子的络合物的含量为20％～60％wt，所述金属离子为锌离子、亚锡离子或银离子。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1)将茶叶提取物溶于pH值为5～7的磷酸缓冲液中，配制成茶叶提取物水溶液，搅拌情

况下，加入金属盐溶液，沉淀，过滤后得到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

(2)称取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溶解于乙醇中，形成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溶液，加入抗

氧化剂，得到混合溶液；

(3)采用流化床工艺，将混合溶液喷雾至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表面，得到包

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化床工艺是设定进风温度为40

～60℃，进料速度为30～60ml/min。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PLGA的平均分子量大小为20000

～200000，乳酸和羟基乙酸的摩尔比为2:3～3:2。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化剂为维生素E、维生素C、植

酸或谷胱甘肽中的一种以上。

6.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在制备口腔护理用品中的应用。

7.一种含有权利要求1所述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的牙膏，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组分，以重量百分数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牙膏，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湿剂是山梨醇、甘油或赤藓糖醇中

的一种以上。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牙膏，其特征在于，所述稳定剂是焦磷酸四钠或焦磷酸四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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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以上。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牙膏，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是天然皂树木提取物、月

桂醇肌氨酸钠或椰油酰谷氨酸钠中的一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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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及在天然可食性牙膏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口腔护理用品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及

在天然可食性牙膏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龋病是儿童牙齿最常见的口腔问题。目前比较公认的龋齿的发病机理是三联学

说，即细菌、食物与宿主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龋齿的发生。简单讲，某些细菌(主要是变形

链球菌和伴放线放线杆菌)分解口腔残留的食物产酸，导致牙釉质脱矿，从而产生龋齿。

[0003] 根据牙齿萌出时间和形态，儿童期牙齿龋病的发生也有不同。婴幼儿乳牙萌出后，

由于幼儿长时间含着装有甜奶或甜饮料的奶瓶，特别是含奶瓶睡觉，很容易造成婴幼儿龋。

3～6岁是儿童患龋的高峰期。该阶段牙弓开始发生变化，出现牙间隙，为换牙做准备，但易

造成食物嵌塞，引发邻面龋。同时，由于人在睡眠期间口腔运动少，唾液分泌量低，口腔的自

洁作用差，刷牙后睡前再进食易患龋病和牙龈炎。学龄儿童最大的口腔变化是换牙，新萌出

的“六龄齿”(第一恒磨牙)，其咀嚼功能最强大，也最容易发生龋齿。

[0004] 针对儿童牙齿与口腔的生理特点，若不注重儿童口腔健康，很有可能导致儿童过

早地出现牙齿龋坏、疼痛等口腔疾病，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学习、生活及全身健康。

[0005] 早晚刷牙是儿童预防龋齿，保持口腔健康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使用一些添加了具

有抗菌或防龋功效成分的儿童牙膏，能有效减少龋齿的发生。因此，目前市面上的儿童往往

添加了氟化物，如氟化钠或单氟磷酸钠来达到防蛀的效果，但由于6岁以下儿童的吞咽功能

没有发育完全，过量的摄入氟元素会导致氟斑牙，甚至会出现氟骨症，严重影响儿童的健

康。因此开发一款无氟防蛀、天然可食性儿童牙膏成为市场的需要。

[0006] 茶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抗龋作用得到多方面的证书，其防龋机理主要有3个方面。

第一，抑制葡糖基转移酶的活性，减少葡聚糖的合成；第二，抑制致龋菌的生长，很多研究证

实茶多酚可以一直口腔变形链球菌、粘性放线菌、乳酸杆菌等多种致龋菌的生产和产酸；第

三，茶多酚可以影响致龋菌在牙齿表面的粘附聚集，减少致龋菌斑的生成。卢林等进行茶多

酚抗菌斑作用体内研究结果表明，使用0.5％的茶多酚乙醇溶液漱口后，可明显减少牙菌斑

在牙面的堆积，使菌斑指数下降33％。冯希平等将茶多酚的涂膜作用于乳牙，观察期对乳牙

的防龋作用，实验结果显示，茶多酚涂膜可使被涂布乳牙的新患龋率下降66％。

[0007] 专利申请公布号CN  104586714A公布了一种植物牙膏，添加了绿茶提取物5-10份；

[0008] 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3191036A公布了一种含甜茶提取物的牙膏，甜茶多酚的重量

含量为2-21％；

[0009] 专利申请号201310412797公开了一种绿茶牙膏，添加了绿茶提取物2～5％

[0010] 专利申请公布号CN  104306297公布了一种以蜂胶酊、山芝麻提取物为主要功效成

分的儿童防蛀牙膏；

[0011] 专利申请公布号CN  103800259  A公布了一种以蜂胶酊、山芝麻提取物、木瓜蛋白

酶为主要活性成分的儿童防蛀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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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1889970A公布了一款以维生素E醋酸酯、木糖醇、珍珠粉、乳

钙、葡萄糖酸锌、和葡萄糖钙共同作用的不含氟天然可食性儿童保健牙膏；

[0013] 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1889969A公布了一款以维生素E醋酸酯、木糖醇、珍珠水解

液、乳钙、葡萄糖酸锌和维生素D2等不含氟天然可食性儿童营养牙膏；

[0014] 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5078782A公布了一款不含糖精钠及氟的可食儿童弱碱性补

钙牙膏及其制备方法。

[0015] 茶叶提取物中的主要功效成分——茶多酚的酚羟基容易被氧化而失去活性。研究

表明茶多酚水溶液在室温下有效期只有18小时。因此，将茶叶提取物加入到牙膏中，茶多酚

氧化变成茶黄素，会导致牙膏膏体变色、活性丧失。

发明内容

[0016] 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及在天然可食性牙膏的

应用。该牙膏添加维生素E为抗氧化剂，通过独特的包裹技术，使茶叶提取物的金属络合物

在配方中稳定存在，从而使产品拥有很好的抗菌、抑制牙菌斑、预防龋齿、清新口气、清洁口

腔，健康牙龈的功效。同时，本发明所涉及的儿童牙膏不含酒精、激素、色素、防腐剂、月桂醇

硫酸酯钠、糖精钠、石油来源的成分，安全无毒，即使儿童吞服，也没有毒副作用。

[0017] 本发明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8] 一种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其特征在于，是通过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将

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进行包裹得到，其中，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的

含量为20％～60％wt，优选40％，所述金属离子为锌离子、亚锡离子或银离子。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

[0020] (1)将茶叶提取物溶于pH值为5～7的磷酸缓冲液中，配制成茶叶提取物水溶液，搅

拌情况下，加入金属盐溶液，沉淀，过滤后得到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

[0021] (2)称取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溶解于乙醇中，形成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溶液，加

入抗氧化剂，得到混合溶液；

[0022] (3)采用流化床工艺，将混合溶液喷雾至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表面，得

到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

[0023] 所述流化床工艺是设定进风温度为40～60℃，进料速度为30～60ml/min；

[0024] 所述PLGA的平均分子量大小为20000～200000，乳酸和羟基乙酸的摩尔比为2:3～

3:2。

[0025] 所述抗氧化剂优选微生物E、维生素C、植酸或谷胱甘肽中的一种以上；

[0026]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在口腔护理用品中的应

用。尤其是牙膏、口香糖。

[0027] 除此之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含有所述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的牙膏，

包括以下组分，以重量百分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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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0030] 其中包裹茶叶提取物络合物的微球的添加量优选0.2～1％，最佳添加量为0.4～

0.8％；

[0031] 所述保湿剂是山梨醇、甘油或赤藓糖醇中的一种以上。

[0032] 所述摩擦剂是二氧化硅、二水合磷酸氢钙或碳酸钙中的一种以上。

[0033] 所述增稠剂是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硅酸铝镁或角叉菜胶中的一种以上。

[0034] 所述甜味剂是木糖醇、三氯半乳糖、甜菊糖苷或安赛蜜中的一种以上。

[0035] 所述稳定剂是焦磷酸四钠或焦磷酸四钾中的一种以上。

[0036] 所述天然香精是薄荷、甜橙、草莓或苹果中的一种以上。

[0037] 所述表面活性剂是天然皂树木提取物、月桂醇肌氨酸钠或椰油酰谷氨酸钠中的一

种以上。

[0038]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所具有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39] 1.本发明涉及一种天然可食性的儿童牙膏。该牙膏采用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

络合物为主要活性成分；与现有的儿童牙膏相比，即安全，又有很好的抗菌、预防龋齿、健康

牙龈的功效。

[0040] 2.本发明为提高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在配方中的稳定性，采用乳酸/

羟基乙酸共聚物为包裹材料，添加抗氧化剂，将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包裹成微

球，提高了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在配方中的稳定性。

[0041] 3.本发明涉及的牙膏配方生产工艺简单可行。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43] 本发明所涉及的茶叶提取物的提取工艺：将茶叶粉碎后，加入5倍量体积的9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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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乙醇，加热至50℃萃取6小时，过滤收集萃取液用旋转蒸发仪在60℃减压蒸馏回收乙醇。待

乙醇基本除去后，再用乙酸乙酯超声萃取茶多酚1小时，然后将萃取液过滤，用旋转蒸发仪

在65℃下减压蒸馏出乙酸乙酯，再用石油醚脱色即得。

[0044] 实施例1～5：

[0045] (1)将茶叶提取物溶于pH值为7的磷酸缓冲液中，配制成10％wt的茶叶提取物水溶

液，搅拌情况下，加入2％wt的乳酸锌溶液，至沉淀完成；收集茶叶提取物-锌离子络合物，50

℃烘干。

[0046] (2)PLGA溶解于20倍量(质量体积比，g/ml，1gPLGA，加20ml的乙醇)的乙醇中，形成

PLGA溶液，加入维生素E；

[0047] (3)采用流化床工艺，将PLGA混合溶液喷雾至茶叶提取物与锌离子的络合物表面，

形成带有薄膜层的包裹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络合物的微球，流化床的进风温度为40℃，

进料速度为60ml/min.

[0048] 本发明所采用的牙膏的配方为下表，制备工艺如下：

[0049] 1)将摩擦剂、增稠剂按配方称好，至粉料罐中搅拌均匀待用

[0050] 2)将甜味剂，稳定剂在去离子水中混合搅拌均匀待用；

[0051] 3)将保湿剂，按配方称好在液料罐中混合待用；

[0052] 4)将香精，按配方称好，待用。

[0053] 5)打开制膏机的真空系统，将真空度抽至-0.46MPa；吸入步骤2和3的物料，同时开

动搅拌器，将真空度抽至-0.75MPa，抽搅10分钟。

[0054] 6)导入步骤1中的物料，并保持真空度在-0.4MPa，直到将步骤1中的物料进完，抽

真空至最大(-0.10MPa)，搅拌15分钟。

[0055] 7)分别加天然香精、表面活性剂、茶叶提取物微粒，搅拌3分钟；抽真空至最大(-

0.10MPa)，搅拌20分钟，即得。

[0056] 本发明实施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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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实施例1、实施2、实施例3儿童牙膏的制备方法，如上述。

[0059] 对照实施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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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茶叶提取物的稳定性考察：

[0062] 按实施例2及实施例5制备儿童牙膏，置于室温与40度烘箱中，放置3个月，采用

HPLC的方法检测牙膏中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含量的变化，结果如下：

[0063]

[0064] 产品的稳定性测试结果表明，采用包裹技术将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包

裹后，茶叶提取物在配方中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0065] 牙膏抗菌效果测试；

[0066] 采用最小抑菌浓度的方法，评价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实施例5牙

膏抗致龋菌的效果，测试菌种为变形链球菌和乳酸杆菌。这两种细菌是龋齿的最主要的致

病菌。

[0067] 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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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添加了包裹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络合物的牙膏具有很好

的抗致龋菌的效果，与未进行包裹的产品相比，对茶叶提取物与金属离子的络合物进行包

裹后，其抑菌效果也得到了提升。

[007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

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

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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