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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籽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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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油茶籽是油茶树的主要经济产物，具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油茶籽中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具

有极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本文综述了油茶籽的药食两用价值和开发利用现状，总结了油茶籽的研究和开
发方向，为油茶籽的综合高效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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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茶 籽 是 山 茶 科 山 茶 属 植 物 油 茶（Cam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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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的提了“移山茶”和“收茶子”。明末徐光启的《农

oleifera Abel.）的成熟种子，又名山茶籽、茶树籽、茶籽、

政全书》首次较全面反映油茶生产应用，据推测油茶

用历史，与油橄榄、椰子、油棕并称为世界四大木本油

的应用和功效都有详细的记载，
《农政全书》记载茶油

茶子心等。油茶树在我国具有 1000 多年的栽培和利

应有 1000 多年的应用历史。古代典籍和本草对油茶

料植物，其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西、浙江等 14 个

“能疗一切疮疥，涂数次即愈。其性寒，能退湿热”；

方千米，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8 年产油茶籽 243 万吨。

食之，泽发生光，诸油惟此最为轻清，故诸病不忌”；

省市，据 2013 年中国林业网报道种植面积约 35900 平

《随息居饮食谱》记载“茶油烹调肴馔，日用皆宜，蒸熟

目前，我国油茶籽主要是榨取茶油，制取粗品茶皂素，

《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茶籽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散

茶籽壳、茶枯等副产物大都被丢弃或作燃料肥料等，

瘀，止痛”的功效；
《四川中药志》记载茶籽能“行气，润

对茶籽及其副产物的开发利用不充分。为全面提升

肠，杀虫”；
《湖南药物志》
《中华本草》等都有记载茶

我国油茶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科技部启动了

籽、茶油具有“清热解毒，润肠杀虫”的作用。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油茶产业升级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针对油茶籽的食用药用价值开发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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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价值

加值的产品，因此油茶籽及其副产品拥有巨大的开发

油茶籽富含茶油、茶籽蛋白、茶皂素、茶籽多糖、

空间和潜在的市场规模。本文综述了油茶籽药食两

淀粉、矿物质等物质，其中茶油、茶籽多糖、茶籽蛋白、

用价值，对油茶籽的开发方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

淀粉是主要可食用部分。

讨，在此基础上以期为油茶籽的产品开发提供新思
路，充分利用好油茶资源。
1

油茶的历史沿革与本草记载
油茶的应用自明代的农书开始出现相关记载，明

初俞宗本的《种树书》最先记载了对野生油茶的利用，

2.1

茶油
茶油是从油茶籽仁中提取的脂肪，种仁含油率达

48.18%[1]，其不饱和脂肪酸高达 90%，主要包括油酸、

亚油酸、亚麻酸、二十碳烯酸以及二十二碳烯酸等[2]，
其中油酸含量在 73.40%-81.82% 之间[3]。不饱和脂肪
酸对人体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能够调节脂代谢、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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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与橄榄油相比，茶油的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更高，其脂肪组成见表 1，理化特征参数见表 2[4-5]。
茶油中还含有角鲨烯、维生素 E、维生素 D、和胡萝卜

开发成具有抗疲劳功能的复方茶油软胶囊；刘友佳[8]
开发了一种具有辅助降血脂作用的保健茶油；管天
球[9] 向茶油中添加茶多酚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等开

素等，并且茶多酚、皂苷等活性物质是橄榄油不具有

发成具有调补脾胃、润肠通便、抗氧化的复合型多功

的，茶油的食用价值可媲美甚至优于橄榄油。除此之

效保健茶油等。茶油还具有较强的经皮渗透能力，易

外，由于茶油碘值小，凝固点低、不皂化物含量少，稳

穿过角质层，能使其他有效成分穿过的阻力降低，因

定性好，耐贮藏，是糖果、烘焙和冷冻食品等的上等原

此开发出了婴儿护肤油、护肤霜、护手霜等产品[10-12]。

茶油在医用方面也有开发潜力，2015 版《中国药

料。茶油还可应用于粉末油、色拉调味品、起酥油、人
[6]

造奶油、蛋黄酱等食品工业 。

典》一部收载茶油作为注射用油，茶油有温和不刺激

茶油不仅具有良好的食用价值，而且在保健品，

的特性，也有用于医用敷料、护理液中的研究[13-14]。

护肤品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曾勇[7] 将茶油
表1
茶油（%）

表2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80.64

8.07

0.26

76.16

橄榄油（%）

7.14

0.77

棕榈酸

棕榈烯酸

硬脂酸

花生酸

顺-11-二十碳烯酸

8.13

0.11

2.01

0.23

0.54

10.88

指标或组成

茶油

橄榄油

碘值

83-89

80-88

193-196

折光指数（25℃）
不皂化物（%）

1.468-1.470

0.5-0.9

0.5-1.5

0.912-0.917

比重（20℃/40℃）
维生素 E（mg/Kg）

188-196

1.467-1.469
-5-10

脂肪凝固点（℃）

510-750

0.71

3.54

0.45

0.30

和没有细胞毒性，植物多糖的应用是热门研究领域[16]。

茶油与橄榄油理化特征参数

皂化值

2.2

山茶油和橄榄油的脂肪酸组成

-3-7

0.910-0.915
70-190

茶籽蛋白
油茶籽经榨油后茶籽饼粕中蛋白质的含量在

16% 以上，其所含蛋白质由 17 种氨基酸组成，其中色

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赖氨酸、
缬氨酸和蛋氨酸 8 种氨基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15]，其
氨基酸的组成和含量均符合联合国粮食组织（FAO）与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推荐值，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
资源。茶籽蛋白可开发成蛋白粉，蛋白饮料、焙烤或
冲调食品的蛋白质强化剂，能作为酱油等发酵产品的
[15]

蛋白质原料。伍晓春等 对茶籽蛋白的加工方法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茶籽饼粕→脱脂→除茶皂素→碱液浸

据研究报道[17-22]，茶籽多糖主要由葡萄糖、半乳糖、甘

露糖、阿拉伯糖、鼠李糖、海藻糖 6 种单糖组成，分子量

范围在 186 kDa-458 kDa 之间，茶籽多糖具有抗氧化、
降血糖、降血脂、抗肿瘤、调节免疫等生物活性。Chen
等[23] 用 5.0 g/Kg 剂量的茶籽多糖喂养小鼠发现实验组
与空白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推断其对人类的毒性非常
低。目前，尚无含有茶籽多糖的产品上市，但其产品
的研究开发已有报道，如茶籽多糖具有降血糖的生理
活性、无毒副作用等优点，张胜[24]将其开发成具有辅助
降血糖功能的茶多糖口服泡腾片。植物多糖的研究
及产品开发已有多年，技术相对成熟，因此将技术应
用到茶籽多糖的开发上，使茶籽多糖在食品保健品、
医药和添加剂等行业得以应用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4

淀粉
淀粉是食物中主要碳水化合物的来源，油茶籽中

也含有淀粉，含量达 6.94%，仅次于脂肪，茶籽中的淀

粉经榨油后淀粉主要保留在茶枯中[25]。我国现年产茶

籽 243 万吨，榨油后茶枯产量高，可获取大量的淀粉，
用于制作食品、发酵工业、药用辅料等。韦思庆等[26]研

提蛋白质→过滤→蛋白质分离→洗涤蛋白→中和→

究发现，茶枯通过粉碎→石灰水浸泡→静置分层→湿

干燥→蛋白粉。遗憾的是，目前茶籽蛋白仍未进行规

淀粉→干燥等工艺制得到的淀粉具有透光率、吸水率

模生产和上市。

和凝沉性均低于玉米淀粉和小麦淀粉，膨胀率高于玉

2.3

茶籽多糖

米淀粉和小麦淀粉等优点，可用于糖果生产改善其透

多糖是一种极具开发潜力的天然功能性活性物

明度；添加在糕点中可提高膨松度；生产成食用淀粉

质，有超过 100 种植物多糖被提取分离，由于来源广泛
2

膜用于包裹其他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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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价值

利用前景，可开发成具有辅助降血脂功能的药品或功

油茶籽除茶油外，还富含茶皂素、黄酮类、多肽等
生物活性物质。
3.1

抗血栓作用的药物；也可开发成具有抗氧化作用的保
健品或天然食品保鲜剂。

茶皂素
茶皂素又名油茶皂苷、茶皂苷，油茶籽中茶皂素

的含量在 6.19%-19.12% 之间[27]，其在山茶属植物种普
遍存在，是由苷元，糖体和有机酸三部分组成，糖链部

分以鼠李糖、木糖、半乳糖、葡萄糖及葡萄糖酸组成的

低聚糖为主，有机酸部分则连接在 C-16、C-21 及 C-22
位上，常见的有乙酸、当归酸和肉桂酸等[28-30]，以齐墩

果烷型为苷元，构成五环三萜类皂苷。药学研究发
现，茶皂素具有抗凝血、抗血栓、保护心肌细胞、抑菌
杀菌、抑制乙醇吸收、抗生育等生物活性[31-35]。茶皂素
在心脑血管在方面也有作用，很多药学方面的专家开
展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预防血栓形成的药物的
研究开发；由于其良好的发泡和抗菌止痒的作用，现
已有将茶皂素作为洗发剂的添加剂[36]，也可将茶皂素
作为抑菌剂添加至医护用洗液中；茶皂素还具有止咳
化痰，抗炎的功效，在医药上可作祛痰止咳剂；同时茶
皂素还有抑制脂肪酶活性，具有降脂作用[37]，有将其制
成减肥产品的开发空间；此外茶皂素还有抑制乙醇吸
收，加速分解的作用，具有解酒的功能，有开发解酒药
的潜力；茶皂素还能抑制男性精子活力，具有杀精作
用，是潜在的男性用避孕药[52]。
3.2

能性食品；深入抗血栓作用机制的研究，开发成具有

3.3

多肽
油茶籽多肽是茶籽蛋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水

解物，丁丹华等[46] 使用中性蛋白酶水解茶籽蛋白后发
现茶籽多肽相对分子质量主要集中在 1000 以下，占比

高达 83.73%，氨基酸组成与茶籽蛋白相比未发生改
变。李振华[47] 通过急性毒性试验、遗传试验和亚慢性
毒性试验，对油茶籽多肽进行了安全性评价，通过试
验结果初步判定油茶籽多肽为无毒物质。茶籽多肽
目前生物活性的研究较少，龚吉军等[48] 通过油茶多肽
可抵消环磷酰胺致小鼠免疫功能降低，低、中、高（250
mg/Kg、500 mg/Kg、1000 mg/Kg）剂量均能显著提高免
疫正常小鼠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P＜0.05），具有增

强免疫力的作用。同时，龚吉军等[49]通过建立 SD 大鼠

高血脂模型，研究不同剂量油茶粕多肽的降血脂效
果，结果表明，用 250 mg/（kg·bw）的油茶粕多肽就能显
著降低高血脂模型 SD 大鼠血清中总胆固醇（TC）与甘
油三酯（TG）的含量、动脉硬化指数 AD（P＜0.05），还

能有效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的水平（P
＜0.05），说明油茶粕多肽具有良好的降血脂功效。茶
籽多肽还可进行更深入的基础研究，以便于有基础理

黄酮

论去支撑它的开发利用。许多蛋白质水解后产生的

黄酮类化合物在植物中广泛存在，是中草药中重

多肽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能促

要的活性物质之一。油茶作为中国特有的油料作物，

进免疫调节、激素调节、抗病毒、抗氧化、降血压、降血

其黄酮类物质的活性备受关注。油茶籽中黄酮类化

脂、降低胆固醇等[50]。因此，油茶籽活性多肽也是筛选

合物的研究主要在经榨油后的茶籽饼粕上，其结构已

药物、制备食品添加剂的天然宝库。

得到初步确认，黄酮苷元是山奈酚，糖基由葡萄糖、半

4

乳糖、鼠李糖等组成[38-39]。经研究发现[40-43]，油茶籽中
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降血脂、抑制血栓形成、

展望
现今各类疾病是困扰人类健康和生活的一大障

抗菌等生理活性。油茶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开发利用

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

较少，多为提取工艺的考察，产品开发仅有制备成保

益增长，人们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油茶籽浑身是

健饮料的报道[44]，但含山奈酚及其苷类化合物的一些

宝，富含多类活性物质，极具开发成食品、药品和保健

中药已开发成复方制剂用于临床，例如已上市的具有

品的潜力。油茶作为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植物，其发

扩张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的舒血宁注射液（国药准

展也得到政府的扶持和政策的倾斜，国家发改委、财

字 Z14021963）。曹颖瑛等 将山奈酚与唑类或多烯
[45]

类抗真菌药联用作为抗真菌药的增效剂，不仅能减少

用药量，并能使抗真菌药物恢复对耐药真菌的作用。
因此油茶籽中黄酮类化合物还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和

政 部 、国 家 林 业 局 颁 布 的《全 国 油 茶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09-2020 年）》，预估产值可达 1000 亿元以上，而目

前的产值仅有该目标的十分之一[51]。随着国家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要提升油茶种植地区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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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应水平和质量，就要重视对油茶籽的基础研究和

来就可以在油茶籽的药食两用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综合利用，产品生产应不仅限于榨取粗品茶油,也要提

推动油茶相关产品融入全国大市场，助力打赢脱贫攻

升高档次茶油的产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增大对

坚战。让油茶籽的资源被充分开发利用，避免优质资

油茶籽副产品如茶皂素、茶籽多糖、茶蛋白等的开发

源的浪费，同时开发出更多有益于人们健康和生活的

力度，扩大油茶籽及其副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应用领

产品。

域。通过人们的努力和国家的扶持，相信在不久的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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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Value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s

Yang Rong1,2 ，Qiu Saihong1 ，Yang Rong1,2 ，Tian Hailin3 ，Tang Ting3 ，Liao Duanfang1 ，Li Juan1,2 ，Li
Shunxiang1,2
(1. School of pharmacy,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2. HuNan Provinc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discove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3.Hunan RunNong Biotechnology Co., Ltd. Changde 415400, China)
Abstract: Camellia Oleifera seed is the main economic product of Camellia Oleifera Able,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of
application. Camellia Oleifera seeds are rich in a variety of biologically active ingredients and have extremely high

edible and medicinal propert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ual-use value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atus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s.
Keywords: Camellia Oleifera seeds, edible, medicinal valu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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