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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保健食品饮料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及其制备方法。包

括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茯砖茶15-20

份，普洱茶10-15份，决明子5-8份，荷叶5-8份，桑

葚4-6份，洛神花4-6份，菊花4-6份，甘草1-2份，

陈皮1-3份，山楂1-3份，蜂蜜3-7份，甜度为饮料

总质量的3.5-4 .5％。本发明的天然清脂减肥茶

饮料，含有减肥瘦身作用的茯砖茶、普洱茶及具

有减脂功效的多种药食同源性药材，使其可以满

足人体健康的基本需求的同时，又具有显著的清

脂减肥作用，保障了减肥人群的瘦身目标。亦可

满足糖尿病患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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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茯砖

茶15-20份，普洱茶10-15份，决明子5-8份，荷叶5-8份，桑葚4-6份，洛神花4-6份，菊花4-6

份，甘草1-2份，陈皮1-3份，山楂1-3份，蜂蜜3-7份，甜度为饮料总质量的3.5-4.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

制备而成：茯砖茶18份，普洱茶12份，决明子7份，荷叶6份，桑葚5份，洛神花5份，菊花5份，甘

草1份，陈皮2份，山楂2份，蜂蜜3份，甜度为饮料总质量的4％。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按如下质量份数称取原料清洗：茯砖茶15-20份，普洱茶10-15份，决明子5-8份，荷

叶5-8份，桑葚4-6份，洛神花4-6份，菊花4-6份，甘草1-2份，陈皮1-3份，山楂1-3份；

(2)向茯砖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A；

(3)向普洱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B；

(4)向决明子中加入其质量3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C；

(5)将荷叶、桑葚、洛神花、菊花、甘草、陈皮、山楂放入同一容器中，加总质量50倍的清

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D；

(6)将浸泡液A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A；

(7)将浸泡液B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B；

(8)将浸泡液C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5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C；

(9)将浸泡液D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5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D；

(10)将清液A、清液B、清液C、清液D混合均匀后再次过滤，得到水提物；

(11)向水提物中加入甜味剂后搅拌；

(12)140℃超高温瞬时灭菌10s进行灌装。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甜味剂为

木糖醇、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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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保健食品饮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肥胖是人体内脂肪积聚过多所致的现象。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肥胖不仅影响

形体美，而且给生活带来不便，更重要是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诸如冠心病、高血压及心肌梗

塞等，加速衰老和死亡。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不当、缺乏运动等原因，越

来越多的人出现体重超重、过度肥胖的问题。具有清脂减肥作用的保健食品也因此成为食

品开发领域的一个热点。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消费者在关注对减肥食品功效性

的基础之上，更注重其天然性。相比市面上通过抑制食欲和加速代谢减少吸收为主要功效

的具有安全风险的减肥药物而言，研制一种天然绿色的减肥茶饮料成为当前人们的迫切需

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及其制备方法，以帮助人们消脂减肥、刮

油去腻、轻身健美、提高生命活力和生活质量。满足人体健康的基本需求的同时，又具有显

著的清脂减肥作用，保障了减肥人群的瘦身目标。亦可满足糖尿病患者食用。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

制备而成：茯砖茶15-20份，普洱茶10-15份，决明子5-8份，荷叶5-8份，桑葚4-6份，洛神花4-

6份，菊花4-6份，甘草1-2份，陈皮1-3份，山楂1-3份，蜂蜜3-7份，甜度为饮料总质量的3.5-

4.5％。

[0005] 进一步的，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茯砖茶18份，普洱茶12份，决明子7

份，荷叶6份，桑葚5份，洛神花5份，菊花5份，甘草1份，陈皮2份，山楂2份，蜂蜜3份，甜度为饮

料总质量的4％。

[0006] 上述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按如下质量份数称取原料清洗：茯砖茶15-20份，普洱茶10-15份，决明子5-8

份，荷叶5-8份，桑葚4-6份，洛神花4-6份，菊花4-6份，甘草1-2份，陈皮1-3份，山楂1-3份；

[0008] (2)向茯砖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A；

[0009] (3)向普洱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B；

[0010] (4)向决明子中加入其质量3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C；

[0011] (5)将荷叶、桑葚、洛神花、菊花、甘草、陈皮、山楂放入同一容器中，加总质量50倍

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D；

[0012] (6)将浸泡液A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A；

[0013] (7)将浸泡液B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B；

[0014] (8)将浸泡液C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5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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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9)将浸泡液D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5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D；

[0016] (10)将清液A、清液B、清液C、清液D混合均匀后再次过滤，得到水提物；

[0017] (11)向水提物中加入甜味剂后搅拌；

[0018] (12)140℃超高温瞬时灭菌10s进行灌装。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的甜味剂为木糖醇、蜂蜜。

[0020] 茯砖茶属于六大茶类黑茶中的珍贵品种，自古就有“生命之茶”的美誉。其色泽黑

褐油润、金花茂盛、口感醇厚、回甘绵滑。其消食化滞、和胃润肠、杀腥解腻、通便利尿、降脂

减肥的饮用功能为其他茶类所不及。茯砖茶的减脂能力高于其它任何茶类，其中主要活性

成分包括茶多酚、茶多糖、茶色素及咖啡碱等。茶多酚是茶叶中多酚类物质的总称，包括儿

茶素类、花色苷类、黄酮类、黄酮醇类和酚酸类等。其中儿茶素可以抑制脂肪及胆固醇的合

成，降低血液中脂肪的含量；茶多糖及茶色素可促进胃蛋白酶、胰蛋白酶对蛋白质的酶解，

改进人体肠胃功能；咖啡碱的刺激作用更能提高胃液的分泌量，从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

茯砖茶所特有的益生菌即冠突散囊菌能显著提高α-淀粉酶、蛋白酶活性，并有效抑制脂肪

酶活性，进而利于淀粉、蛋白质消化吸收，抑制脂肪分解吸收。

[0021] 本发明为调和各种中药的药性，特别加入具有调和功效的甘草。《名医别录》记载，

甘草无毒，主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为九土之

精，安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

[0022] 本发明中所用的桑葚含有丰富的酸性物质，可加速脂肪和蛋白质分解，能治疗腹

胀腹泻，具有健脾胃助消化的功效。并且桑葚含有大量花青素，能有效防止脂肪进入小肠后

被人体吸收，同时令脂肪顺利排出体外，不易造成积聚。桑葚中含有一种天然化合物：芦丁，

可激活棕色脂肪，促进新陈代谢，帮助减肥。

[0023] 根据2017年卫生部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本发明所采用的决明

子、荷叶、桑葚、山楂、菊花、甘草及陈皮均为典型既可食用又可药用的药食同源性食品。而

洛神花是可用于保健食品的药食同源性食品。“药食同源”即“医食同源，药食同根”，药食同

源中药兼具了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来源于天然，无任何毒副作用。

[0024] 本发明的优势在于以茯砖茶为基础上加入了普洱茶。普洱茶被誉为“瘦身明星”，

一杯普洱只含有约4卡路里的热量，通过其中茶多酚、维生素C等多种有效成分一起作用，协

助脂肪的分解和消化。饮用普洱茶不仅仅可以做到清肠排毒，而且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

食物的摄入，利于减肥。

[0025] 本发明的优势在于合理配伍药性使得药效得以最大发挥。所用荷叶和玫瑰茄等具

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荷叶减肥，令人瘦劣”，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荷叶奉为瘦身的

良药。荷叶中的芳香族化合物能有效溶解脂肪、化浊去腻，防止脂肪积滞体内。对于慢性疲

劳的压力一族、少喝多动却依旧难以瘦身的气滞型肥胖等，更能起到双重瘦身效果。同时荷

叶还有极佳的利水功效，促使久坐少动的上班族、容易水肿、脾虚、气虚者体内多余的脂肪

和滞留电解液排出，达到瘦身效果。荷叶中的荷叶碱含有多种有效的化脂生物碱，能有效分

解体内的脂肪并排出体外。荷叶碱能密布人体肠壁上，形成一层脂肪隔离膜，阻止脂肪吸

收，防止脂肪堆积。洛神花又名玫瑰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C，

有“植物红宝石”的美誉。洛神花口感酸甜，可以去除油腻，消除胀气，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胆

汁分泌来分解体内多余脂肪，多种有益成分同时可以养颜美容，尤其适合大多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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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发明使用蜂蜜和木糖醇作为甜味剂。蜂蜜所含热量极低，只有同等分量白砂糖

的75％。所以虽是“甜品”，但一样可达到减肥效果。此外蜂蜜还有易于吸收的维生素和矿物

质，能补充维生素B群，C、钾、钙等，不会破坏身体营养均衡，是减肥的佳品。木糖醇口感清

凉，且不会引起血糖值升高，是最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的营养性的食糖代替品。木糖醇的防

龋齿特性在所有的甜味剂中效果最好，还有效抑制链球菌生长及酸的产生，从而减少牙齿

的酸蚀，防止龋齿和减少牙斑的产生，巩固牙齿，无需担心因饮用饮料而产生牙齿问题。

[0027] 本产品的另一优势在于，无需添加防腐剂。茶多酚具有抗菌广谱性，对肉毒芽孢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霍乱弧菌等病原菌具有明显的抑制或杀死作用，并具

有强的抑菌能力和极好的选择性，并且对某些有益菌的增殖有促进作用。且茶多酚抗菌不

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另外蜂蜜里含有抗菌肽，可以起到杀灭细菌的效果。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9] (1)具有良好的减脂减肥效果，同时清肠排毒，促进代谢，从根本解决体内循环不

畅进而导致的肥胖易肿的情况。采用纯天然中草药合理配比，口味独特。所加入的甜味剂更

适合糖尿病人饮用；本发明利用茶多酚及蜂蜜的抗菌作用无需添加防腐剂，安全无副作用；

本发明中重要原料茯砖茶主要产自贵州省铜仁地区，有助于具有地方特色的天然保健饮品

的发展。

[0030] (2)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是以具有药食同源特性的茯砖茶、

普洱、决明子、荷叶、洛神花、山楂、陈皮等为主要原料，以蜂蜜、木糖醇为辅料，按原料食疗

特性合理搭配，经预处理、提取、调配、杀菌、灌装、包装等生产加工工艺制成的纯天然减肥

茶饮料。该饮料可消食去滞、刮油减肥、润肠通便、分解脂肪。适宜人群为饮食不当、水肿虚

胖及暴饮暴食者等。主要组分均可药可食，口感好，安全宜长期饮用。

[0031] (3)中药来源的天然减肥饮品具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温和、高效等优点。

[0032] (4)本发明中所用的决明子具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降脂减肥的功效，还含有有

人体必需的大量微量元素。不但可以抑制全身脂肪的合成，对体内多余的脂肪也有很好的

分解功效。搭配山楂可助清除体内毒素，增加肠胃运动的动力，控制食欲，减少脂肪积累，起

到全身去脂的效果，既不影响饮食和身体健康，还能达到瘦身的目的。

[0033] (5)山楂和陈皮的温性配伍荷叶及洛神花的寒性，性质得到了中和，药效得到最大

的发挥。

[0034] (6)本发明利用茶多酚与维生素C的增效作用使二者更利于人体吸收。原料中加入

洛神花、陈皮与山楂等含有大量维生素C。茶多酚在人体的直接吸收率并不高，若在茶中加

入1-2片山楂，则其中的维生素C可提高人体对茶多酚吸收率最高达13倍。维生素C又被叫作

瘦身激素，可以影响人体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这种激素能够影响到大脑对食欲的抑制，不

但会让心情良好，而且还会消除饥饿感。另外，维生素C可以合成肉碱，加速脂肪的消除。

[0035] (7)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纯天然清脂减肥茶饮料，颜色红亮通透，茶香与药香浑然一

体，回味绵长，酸甜适宜，口感柔和，符合大众口味。而且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等有害物质，绿

色健康。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说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发明所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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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无特殊说明，均市售可得。

[0037] 实施例1

[0038] (1)分别称取茯砖茶1500克，普洱茶1000克，决明子800克，荷叶800克，桑葚600克，

洛神花600克，菊花600克，甘草200克，陈皮300克，山楂300克清洗；

[0039] (2)向茯砖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A；

[0040] (3)向普洱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B；

[0041] (4)向决明子中加入其质量3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C；

[0042] (5)将荷叶、桑葚、洛神花、菊花、山楂、陈皮、甘草放入同一容器中，加总质量50倍

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D；

[0043] (6)将浸泡液A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A；

[0044] (7)将浸泡液B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B；

[0045] (8)将浸泡液C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C；

[0046] (9)将浸泡液D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D；

[0047] (10)将清液A、清液B、清液C、清液D混合均匀后再次过滤，得到水提物；

[0048] (11)向水提物中加入木糖醇7000克，蜂蜜700克后搅拌，甜度为3.5％；

[0049] (12)140℃超高温瞬时灭菌10s，无菌条件下热罐装，冷却后检验得到成品。

[0050] 实施例2

[0051] (1)分别称取茯砖茶1800克，普洱茶1200克，决明子700克，荷叶600克，桑葚500克，

洛神花500克，菊花500克，甘草100克，陈皮200克，山楂200克清洗；

[0052] (2)向茯砖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A；

[0053] (3)向普洱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B；

[0054] (4)向决明子中加入其质量3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C；

[0055] (5)将荷叶、桑葚、洛神花、菊花、山楂、陈皮、甘草放入同一容器中，加总质量50倍

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D；

[0056] (6)将浸泡液A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A；

[0057] (7)将浸泡液B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B；

[0058] (8)将浸泡液C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5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C；

[0059] (9)将浸泡液D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5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D；

[0060] (10)将清液A、清液B、清液C、清液D混合均匀后再次过滤，得到水提物；

[0061] (11)向水提物中加入木糖醇8000克，蜂蜜300克后搅拌，甜度为4％；

[0062] (12)140℃超高温瞬时灭菌10s，无菌条件下热罐装，冷却后检验得到成品。

[0063] 实施例3

[0064] (1)分别称取茯砖茶2000克，普洱茶1500克，决明子500克，荷叶500克，桑葚400克，

洛神花400克，菊花400克，甘草200克，陈皮100克，山楂100克清洗；

[0065] (2)向茯砖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A；

[0066] (3)向普洱茶中加入其质量5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B；

[0067] (4)向决明子中加入其质量30倍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C；

[0068] (5)将荷叶、桑葚、洛神花、菊花、山楂、陈皮、甘草放入同一容器中，加总质量50倍

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得到浸泡液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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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6)将浸泡液A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A；

[0070] (7)将浸泡液B加热至沸腾后，继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B；

[0071] (8)将浸泡液C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C；

[0072] (9)将浸泡液D加热至沸腾后，持续加热30分钟，过滤得到清液D；

[0073] (10)将清液A、清液B、清液C、清液D混合均匀后再次过滤，得到水提物；

[0074] (11)向水提物中加入木糖醇9000克，蜂蜜300克后搅拌，甜度为4.5％；

[0075] (12)140℃超高温瞬时灭菌10s，无菌条件下热罐装，冷却后检验得到成品。

[0076] 对实施例1-3制备得到的饮料进行感官评定，结果如下表1：

[0077] 表1感官评定表

[0078]

[0079] 感官评定分值为30为感官评价者评定后的平均值。

[0080] 由上表1可知本产品色泽清亮，呈均匀的红宝石色，茶香与药香浑然一体，回味绵

长，酸甜适宜，口感柔和，符合大众口味。

[0081]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

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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