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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茶汤中赭曲霉毒素 A 的提取与检测方法
闫航滨，赵维凡，汤梦婷，周

育*

(安徽农业大学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36)
摘 要：日常饮茶中，茶叶若因加工或贮藏不当污染了一定量霉菌毒素，同时对于冲泡过程中的浸出率及实际
的摄入量，仍欠缺深入了解。为建立茶汤中赭曲霉毒素 A（OTA）的提取方法，为饮茶所摄入生物毒素的安全评估
提供更合理的分析方法，研究使用乙腈作为提取溶剂提取茶汤中的 OTA，然后加入盐离子使乙腈和水相分层，去
除杂质后，以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检测，通过对比 4 种不同方法的准确度、线性、精密度、灵敏度等指
标，选择最合适于茶汤的检测方法。结果表明，方法 M4 通过用含 0.1%甲酸酸化乙腈提取，用氯化钠和硫酸镁使
乙腈和茶汤分层，在准确度、精密度、灵敏度等指标上，均优于其他 3 种方法。方法 M4 在茶汤中 OTA 添加浓度
为 1～45 µg·L-1 时回收率为 82.5%～99.8%，标准偏差为 1.4%～7.3%；该方法添加回收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为
0.997 1。在日间和日内验证试验中，高浓度毒素组日内回收率为 90.9%，相对标准偏差为 2.2%，日间回收率为 87.5%，
相对标准偏差为 3.2%；低浓度毒素组的日内回收率为 91.9%，相对标准偏差为 5.2%，日间回收率为 92.4%，相对
标准偏差为 6.7%；该方法的定量限为 1.1 µg·L-1，检出限为 0.33 µg·L-1。不同类型黑茶茶汤验证实验发现，该方法
的回收率均高于 88.65%。对比这 4 种方法，方法 M4 在分析结果上均好于其他 3 种方法，适合用于茶汤中 OTA 的
检测，该方法对于 OTA 在茶水冲泡过程中浸出情况及安全风险评估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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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and detection of ochratoxin A in dark tea infusions
YAN Hangbin, ZHAO Weifan, TANG Mengting, ZHOU Y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ea Plant Biology and Utilizatio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daily tea drinking, the tea leaves may be contaminated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mycotoxins due
to improper processing or storage, meanwhile, we still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mycotoxin migration rate and
actual intake during the tea brewing process. Therefore, we aim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extraction and detection of ochratoxin A (OTA) in tea infusions, so as to make an appropriate safety assessment of biotoxins ingested
through tea infusion. In this study, acetonitrile was used as major solvent to extract OTA in tea infusions, and different salt ions were added to separate acetonitrile and aqueous phase. The supernatant was cleaned and analyzed
by HPLC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four extraction methods were established and compared, and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was selected by evaluation of the accuracy, linearity, precision, sensitivity and other indicators.
As results, method 4, which was extracted with acetonitrile containing 0.1% formic acid and separated the acetonitrile
and aqueous phase with sodium chloride and magnesium sulfate, obtained the best results. Method validation of method
4 showed that recovery was between 82.5% and 99.8%, th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1.4% - 7.3%,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was 0.997 1. In high-concentration fortified group, the intra-day recovery
was 90.9%,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was 2.2%; the inter-day recovery was 87.5% and the RSD
was 3.2%. In low-concentration fortified group, the intra-day recovery was 91.9% and the RSD was 5.2%; the
inter-day recovery was 92.4% and the RSD was 6.7%.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of the method was 1.1 µg·L-1,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was 0.33 µg·L-1. Evalu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ark tea infusions showed that the
recovery rates of the method were all higher than 88.65%. In conclusions, by comparison of th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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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methods, method 4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three methods, and it is suitable for the detection of OTA in
tea infusions. The method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TA migration rate evaluation from
dry tea to tea infusions and appropriate risk assessment.
Key words: tea infusion; ochratoxin A; method establishment; HPLC; method validation
茶叶因富含茶多酚、茶氨酸等多种生物活性成
分并具有较好的保健功效深受人们的喜爱。饮茶在
我国，甚至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成了一种健康的生
活习惯 [1-3]。后发酵黑茶加工过程离不开微生物参
与，尤其在渥堆发酵过程中来源于鲜叶及环境中的
菌群对黑茶品质及风味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然而，
这些土著微生物菌群对茶叶风味形成具有重要贡献
的同时是否存在有害微生物及霉菌毒素的污染，也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国的茶叶加工企业具有
数量多、规模小、生产质量良莠不齐等鲜明特征。
在一些中小企业，生产过程中因环境卫生条件不适
宜、渥堆发酵条件控制不当或者生产、销售过程中
因贮藏条件不当等因素造成的有害微生物污染难以
避免[4-5]。发酵茶叶为一类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丰富的
基质，霉菌毒素污染问题并不像花生、大米和玉米
（富含脂肪、淀粉和蛋白质）等农产品那样突出，
但作为一种由自然发酵食品（饮品）
，其微生物的安
全问题仍需要高度重视[6]。
赭曲霉毒素 A（OTA）是食物中最常见的霉菌
毒素之一，它是由几种曲霉菌（Aspergillus spp.）和
青霉（Penicillium spp.）产生 [7]。有害霉菌的生长及
毒素产生，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菌株生长的温度、
湿度、食品基质、含水量以及后续食品加工和储存
环境等[8-9]。赭曲霉毒素 A 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
为 2B 类致癌物（即可能对人类有致癌）
，同时也具
[10]。研究显示，
有神经毒性、肾毒性和免疫抑制作用
发酵茶在不适当的加工和贮藏环境有可能会有产毒
曲霉和 OTA 的污染[11-15]。从现有的检测结果来看，
各类霉菌毒素在茶叶中的检出率及阳性样品污染浓
度呈“双低”特点。关于茶叶中霉菌毒素检测方法
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干茶中直接提取霉菌毒素，并
未考虑各类霉菌毒素水溶性和泡茶浸出率问题。然
而，茶叶有别于其他食品基质，不直接食用。因此，
研究茶汤中霉菌毒素的提取及检测方法，对研究不
同类型霉菌毒素在茶叶冲泡过程中的提取率及膳食
摄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QuEChERS（quick、easy、
cheap、effective、rugged 和 safe）是近年来发展的一
种用于农药快速提取方法，其原理为样品经乙腈或
酸化乙腈提取后，采用盐离子盐析分层，以 PSA（乙
二胺-N 丙基硅烷）和 PVPP（聚乙烯吡咯烷酮）等试

剂除去基质中有机酸、色素、酚类等干扰物，以达
到净化目的[16-18]。本研究依据 QuEChERS 原理，对
茶汤中 OTA 的不同提取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建立茶
汤中 OTA 最佳分析方法，以期为茶叶中 OTA 的膳
食风险监测、评估做技术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黑茶茶样：普洱熟茶（散茶）
、六堡茶、安化黑
茶、青砖茶、康砖茶和茯砖茶的茶样均采购自国内
的茶叶专门店或网上专卖店，每种茶样收集均超过
1.0 kg，常温保存于干燥环境中。
1.2 试剂与仪器
本试验主要试剂包括：色谱纯乙腈（纯
度>99.9%，美国 TEDIA 公司）
；色谱纯甲酸、乙酸
（纯度>98.0%，上海阿拉丁公司）；蒸馏水（香港
屈臣氏公司）
；氯化钠（纯度 > 99.0%）、硫酸镁（纯
度>98.0%）、柠檬酸钠（纯度 > 98.0%）均购买于
上海生工生物公司；乙二胺-N 丙基硅烷（PSA，纯
度 > 98.0%）、聚乙烯吡咯烷酮（PVPP，纯度 >
98.0%）均为德国 CNW Technologies 公司产品。赭
曲霉毒素 A 标准品（20 µg·mL-1 于甲醇，纯度 >
99.0%）为美国维康公司产品。
主要仪器包括：涡旋震荡仪（德国依卡有限公
司），微量移液器（德国 Eppendorf 公司）
，低温高
速离心机（美国 sigma 公司）
，离心浓缩仪（上海般
诺），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
。
1.3 试验方法
1.3.1 茶汤的准备 取 5 g 普洱（熟茶）茶样于 500
mL 锥形瓶中，加入 250 mL 沸水浸泡 5 min，冷却
至室温，随后用玻璃纤维滤纸过滤除去茶渣，取茶
汤（每份 20 mL）加入 OTA 涡旋混匀以备提取分析
使用。
1.3.2 茶 汤 中 赭 曲 霉 毒 素 A 的 提 取
依据
QuEChERS 方法原理，并参考 Juan 等[19]果汁中 AFs
（黄曲霉毒素）、OTA、AOH（交链孢酚）、AME
（交链孢酚单甲醚）等霉菌毒素提取分析方法，设
计并对比以下 4 种茶汤中 OTA 提取与检测方法。
：取 20 mL 茶汤，加入 20 mL 乙
方法 1（M1）
腈和 3.0 g 柠檬酸钠，涡旋 1 min，以 5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重复提取 2 次，合并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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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 0.8 g 柠檬酸钠，0.8 g 硫酸镁，以 5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 10 mL，旋转蒸发浓缩
至 1.0 mL，用 0.22 μm 有机系滤膜过滤，然后经
HPLC 检测。
方法 2（M2）
：同 M1 处理，将柠檬酸钠替换为
氯化钠。
方法 3（M3）：取 20 mL 茶汤，加入 20 mL 乙
腈和 3.0 g 氯化钠，涡旋 1 min，5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重复提取 2 次，合并上清，再加
入 0.8 g 氯化钠，0.8 g 硫酸镁，3 g PVPP，1.2 g PSA，
5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 10 mL，旋转蒸发
浓缩至 1.0 mL，用 0.22 μm 有机系滤膜过滤，然后
经 HPLC 检测。
方法 4（M4）
：取 20 mL 茶汤，然后加入 20 mL
乙腈、20 μL 甲酸和 3.0 g 氯化钠，涡旋 1 min 后
5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重复提取 2 次，
合并上清，再加入 0.8 g 氯化钠，0.8 g 硫酸镁，5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 10 mL，旋转蒸发浓缩
至 1.0 mL，用 0.22 μm 有机系滤膜过滤，然后经
HPLC 检测。
1.3.3 HPLC 检测条件 色谱柱型号为 ACE C18 柱，
250 mm × 4.6 mm，5 µm；流动相：乙腈:2%乙酸水
（50:50，V/V）；进样量：5 µL；柱温：38 ℃；流
速：0.8 mL·min-1；荧光检测器(FLD)：激发波长：
333 nm；发射波长：460 nm。
1.3.4 检测标准曲线制作 以 HPLC 流动相配置 1～
100 µg·L-1 标准品，进行 HPLC 检测，以 OTA 检测浓
度为 x，以色谱峰峰面积为 y，进行线性拟合获取 OTA
，以此
检测的标准曲线，以及相关系数的平方（R2）
标准曲线计算各检测样本 OTA 检测浓度。
1.4 方法学验证
方法验证所考虑的参数为：方法线性、灵敏度
（检测限和定量限）
、准确度（回收率）和精密度（重
复性和重现性）
。
（1）方法线性。取 20 mL 空白茶汤 6 份，分别
加入 OTA，使茶汤中毒素的终浓度为 45、20、10、5、
1 和 0 µg·L-1。每个浓度做 6 个重复，经由 4 种方法提
取检测后，以 OTA 检测浓度为 x，以色谱峰峰面积为
y，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检测方法的线性方程，以及相
关系数（R2）
，以相关系数来判断检测方法的线性关
2 的值越接近 1 则方法的线性越好[18]。
系，R
（2）基质效应。取 20 mL 空白茶汤，分别用 4
种方法提取后，获得每种方法提取后的茶汤基质，分
别用该方法提取的茶汤基质配制 OTA 基质标准，对
照组用乙腈配制相同浓度的 OTA 溶剂标准。基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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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溶剂标准配制毒素浓度分别为 100、50、20、10、
5 和 1 µg·L-1。基质标准组和溶剂标准组均做 3 个重
复。经 HPLC 检测后，以浓度为 x，以色谱峰平均面
积为 y，建立回归方程。基质效应以茶汤基质标准方
程的斜率与乙腈配制的溶剂标准方程的斜率比值，即
公式（1）
。基质效应结果在 85%～115%，则可以认
为该基质对目标物的检测无显著性影响[19-21]。
基质效应(ME%)=(基质标准方程的斜率/乙腈配
制的溶剂标准方程的斜率)×100
（1）
（3）灵敏度。在 20 mL 空白茶汤中加入 OTA
至终浓度为 5 µg·L-1，分别采用 4 种方法提取，以
流动相梯度稀释，经 HPLC 检测后，以 OTA 信号
响应值和噪音值的比值来计算定量限（LOQ）和检
出限（LOD）
。LOQ 以 OTA 响应值∶噪音值=10:1，
LOD 以 OTA 响应值∶噪音值=3:1 计算，LOQ 和
LOD 越低，则该方法的灵敏度越高[20- 21]。
（4）准确度。取 20 mL 空白茶汤 5 份，分别
加入 OTA，使茶汤中 OTA 的终浓度为 45、20、10、
5 和 1 µg·L-1，每个浓度做 6 个重复。回收率用公式
（2）计算。
（2）
R=(C1×f)/C2
式（2）中：R—回收率；C1—经液相检测的浓度
；C2—添加到茶汤中的浓度（µg·L-1）
；f —
（µg·L-1）
稀释倍数。
（5）精密度。精密度验证试验中，设置高浓度
（45 µg·L-1）和低浓度（5 µg·L-1）2 个组的添加回
收实验。每个浓度组每天做 6 个重复，且不连续重
复 5 d。根据实验日内回收率和日间回收率以及相对
标准偏差（RSD）的比值进行比较分析，以此验证
各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RSD 的值越小，方法越
可靠性越高（RSD <15%为可接受范围）[20-22]。
（6）方法适用性检测。取不同类型黑茶茶样，
包括（六堡茶、安化黑茶、青砖茶、康砖茶和茯砖
茶），用方法 1.3.1 获得茶汤。取制备好的茶汤样品
20 mL，添加 OTA 使其茶汤中毒素浓度分别达到 45
µg·L-1（高浓度组）和 5 µg·L-1 （低浓度组）并分
别设置 6 个重复。以最佳提取检测方法，验证该方
法对各类型黑茶茶汤的适用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4 种方法的线性分析
以普洱（熟茶）为研究材料的添加回收实验，4
种不同方法（M1—M4）从普洱茶汤中提取的 OTA
经 HPLC 分离，发现茶叶基质中的同步提取物主要
在 2～6 min 洗脱下来，而本研究中的 OTA 洗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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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 浓度为 45 µg·L-1。
图 1 普洱茶茶汤中 4 种 OTA 提取方法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OTA chromatograms by four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from Pu’er tea infusion

Figure 2

图 2 4 种提取方法的线性回归方程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four different OTA determination methods
表 1 4 种方法的线性
Table 1 Linear of the four methods

方法

线性范围 /（µg·L-1）

回归方程

R2

M1

0 ～45

y = 3 937.6 x - 114.06

0.999 7

M2

0 ～45

y = 4 360.9x - 334.48

0.999 6

M3

0 ～45

y = 3 365.8x + 2267.1

0.994 1

M4

0 ～45

y = 4 539.3x + 438.93

0.997 1

注：y：峰面积；x：浓度。

间约为 13 min。因此，4 种方法的茶叶同步提取物
与 OTA 可以较好分开，不对 OTA 的定性及定量分
析产生影响（图 1）
。
在样本添加浓度为 0～45 µg·L-1 范围以内，以 4
种提取检验方法的检测值，计算获得的回归曲线及

线性关系，结果如表 1 和图 2 所示。方法 M1—M4
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值（R2）分别为 0.999 7、0.999 6、
0.994 1 和 0.997 1。添加回收实验的分析结果显示，
4 种不同方法添加回收率的线性关系值均大于 0.99，
即在 0～45 µg·L-1 浓度范围内，4 种提取分析方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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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线性相关性，其中以方法 M1 和 M2 最
佳[18]。
2.2 4 种方法的基质效应与灵敏度
基质效应是指基质对目标分析物产生的干扰，
从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茶叶中含有大量的次
级代谢产物如茶多酚、酚酸、色素等，这些物质可

1001

以随着 OTA 同步被提取出来，从而干扰 OTA 分析
的准确性。
本试验中，
茶汤提取物对 4 种方法的 OTA
检测基质效应分别为 94.3%、91.1%、95.4%和 95.9%
（表 2），均在标准检测方法可接受范围[20-22]。同时，
基质效应测试结果表明，方法 M3 和 M4 的茶汤机
制效应较小。

表 2 4 种方法提取基质和乙腈配制的 OTA 标准曲线方程
OTA standard equations prepared by acetonitrile and tea matrices extracted by four different methods

Table 2
方法

线性范围/（µg·L-1）

标准曲线

R2

基质效应 ME /%

M1

1～100

y = 9 041.8x – 753 2.5

0.999 6

94.3

M2

1～100

y = 8 735.7 x – 490 6.6

0.999 6

91.1

M3

1～100

y = 9 150.1 x – 532 8.1

0.999 3

95.4

M4

1～100

y = 9 195.0 x + 918 3.3

0.999 8

95.9

STD

1～100

y = 9 593.0 x + 244 2.6

0.999 8

—

注：y：峰面积；x：浓度；STD，表示以乙腈配置的 OTA 标准品，ME，基质效应。

Table 3
方法

表 3 4 种方法添加不同浓度 OTA 的回收率（n=6）
Recoveries of four methods add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oxin（n=6）

%

-1）

添加浓度/（µg·L
45

20

10

5

1

M1

75.6±2.4

77.9±4.7

76.6±4.2

70.5±4.2

73.6±5.8

M2

81.5±3.1

85.3±4.0

91.6±3.8

79.7±1.4

76.3±7.5

M3

63.1±3.8

76.1±3.2

70.3±2.1

70.7±4.5

74.5±8.3

M4

84.5±2.6

95.1±4.1

82.5±7.2

99.8±1.4

90.2±5.4

表 4 4 种方法的日间精密度（n=30）和日内精密度（n=6）
Table 4 Inter-day (n=30) and intra-day（n=6）precision of the four methods
相对标准偏差 RSD/%

精密度/%

方法/组别
µg·L-1

日内

日间

日内

日间

M1

5
45

µg·L-1

69.1
65.5

68.9
64.2

4.5
3.3

6.5
3.1

M2

5 µg·L-1
45 µg·L-1

81.2
80.3

78.6
78.4

4.7
3.4

9.7
3.8

M3

5 µg·L-1
45 µg·L-1

48.5
63.2

52.4
62.0

4.5
6.4

8.7
4.5

M4

5 µg·L-1
45 µg·L-1

91.9
90.9

92.4
87.5

5.2
2.2

6.7
3.2

方法学测试结果显示：方法 M1—M4 的 LOD
分别为 0.44、0.39、0.38 和 0.33 µg·L-1；M1—M4
的 LOQ 分别为 1.48、1.31、1.27 和 1.10 µg·L-1。从
4 种方法检出限来看，方法 M4 的检出限与定量限
最低，具有最高的方法灵敏度。Haas 等[13]以 HPLC
方法检测普洱茶叶中 OTA 含量，该方法中的 LOD
为 0.5 µg·kg-1，稍高于本研究中的 M4；Monbaliu
等[23]以 UPLC-MS/MS 方法检测茶叶中 OTA 含量，
该方法中的 LOD 为 2.6 µg·kg-1。然而，以 HPLC 方
法检测大米及其副产品中 OTA 含量，
LOD 仅为 0.06

µg·kg-1[8]。以上分析显示，液相色谱法检测茶叶中
OTA 的灵敏度高于液质方法，但与大米等食品基质
相比，茶叶中 OTA 检测灵敏度显然偏高，该结果与
茶叶或茶汤基质效应关系密切。
2.3 4 种方法准确度分析
添加不同浓度的 OTA 测试 4 种方法的回收率及
标准偏差，结果（表 3）显示方法 M1 在 5 个不同添
加浓度下，回收率在 70.5% ～77.9%之间，该结果未
达到单个化合物添加回收率在 80%～115%之间的基
本要求 [21-22]。方法 M2 在添加毒素浓度为 45、2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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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µg·L-1 条件下，回收率分别为 81.5%、85.3%和
91.6%，符合回收率基本要求；但是，在添加低浓度
为 5 和 1 µg·L-1 时回收率均低于 80%，也未达到标
准。方法 M3 在各个浓度下的添加回收率仅在
63.1%～76.1%之间，不符合标准化检测方法要求。
相比而言，方法 M4 在 5 个不同的添加浓度下，回收
率在 82.5%～99.8%之间，在各浓度条件下均符合标
准化检测方法要求，显著优于其他 3 种方法。同时 4

Figure 3

Table 5

普洱茶
青砖茶
六堡茶
安化黑茶
茯砖茶
康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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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提取检测方法的标准偏差最高值为 7.2%（方法
M4）
，最低值为 1.4%（方法 M1）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相比于其他 3 种方法，方法 M4 之所以有更高准确度
和稳定的回收率，可能与 OTA 在酸性环境下更易溶
于有机提取剂密切相关。本实验结果与 Malir 等研
究，在酸性条件下（pH < 7）OTA 易转移于有机提
取相，更少残留于茶汤或果汁水相结果一致[24]。

图 3 使用方法 4(OTA 浓度为 45 µg·L-1）提取不同黑茶茶汤的色谱图
OTA Chromatograms from different tea infusions extracted by method M4 (OTA concentration: 45 µg·L-1)

表 5 不同黑茶茶汤毒素提取结果（n=6）
Extraction results of toxins in different black tea
infusions（n=6）

黑茶茶汤

大

添加浓度/（µg·L-1）
5
45
5
45
5
45
5
45
5
45
5
45

回收率/%
99.77
89.36
89.49
90.04
91.92
93.26
102.15
92.74
91.96
88.65
94.37
89.47

标准偏差/%
1.40
4.41
4.85
2.18
5.18
2.57
4.39
1.69
6.15
1.44
5.41
3.30

4 种方法的精密度分析
检测方法另一个重要的指标即方法的精密度，

代表了该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4 种方法的精密
度测试结果显示，M4 > M2 > M1 > M3（表 4）
。方
法 M4 在高浓度毒素组和低浓度毒素组，测试的日
内和日间回收率结果分别为 90.9%、87.5%，91.9%
和 92.4%，该结果均优于其他 3 种方法，且完全符
合单个污染化合物分析测试要求。
同时，方法 M4 在高浓度毒素组和低浓度毒素组
分析过程中，日内和日间相对标准偏差结果分别为
2.2%、3.2%，5.1%和 6.7%，均在正常范围内（RSD
<15%）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方法 M4 在精密度
测试方法中显著优于其他 3 种方法，尤其是方法
M1 和 M3。因此，根据精密度测试结果，M4 最适
合于提取茶汤中 OTA。
2.5 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以普洱（熟茶）茶汤为基质，建立 4 个提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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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根据以上方法学评估对比分析结果，方法
M4 是最适宜于普洱茶茶汤中 OTA 的提取与检测。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又同时选取六堡茶、青砖茶、
安化黑茶、茯砖茶和康砖茶为测试材料，以普洱茶
为对照，评估 M4 在其他后发酵黑茶中的适用性。结
果显示，以 M4 从 6 种发酵黑茶茶汤中提取的 OTA
经 HPLC 分离，均可以与各自茶汤中同步提取物很
好的分离，
不会对 OTA 定性及定量分析产生影响
（图
3）
。HPLC 色谱图显示，虽然不同黑茶茶汤基质不影
响 OTA 检测分析，但各茶汤基质有明显差异，茶汤
基质出峰时间集中在 2 ～6 min；青砖茶杂质峰面积
最大，茯砖茶和康砖茶较为相似，六堡茶杂质峰面
积较小。根据 6 种发酵黑茶杂质峰分析，不同黑茶
茶汤基质有明显差别。6 种不同黑茶茶汤添加回收结
果（表 5）显示，高浓度组回收率为 88.65%～93.26%，
低浓度组回收率为 89.49%～102.15%；所有添加回收
试验标准偏差均小于 6.15%。本试验中 6 种茶汤基
质，对以 M4 为提取方法的 OTA 检测未产生显著性
干扰，添加回收试验表明 M4 普遍适用于黑茶茶汤中
OTA 检测。但是，不同类型发酵茶因其茶叶原料、
发酵工艺及参与微生物菌群皆有显著的区别，在使
用本方法前仍需要做具体的分析和方法学验证。

3

讨论与结论

我国黑茶的消费量仅次于绿茶，且我们周边国家
（例如，蒙古国、俄罗斯、印度及东南亚）后发酵黑
茶的消费也十分的广泛[16]。近几年，由黑茶渥堆和贮
藏过程中是否会发生有害微生物及霉菌毒素污染问题
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在引起老百姓饮茶忧虑同
时，给发酵茶产业的健康发展也造成了一定影响[7-9]。
我国并未发布茶叶、茶汤或茶饮料中 OTA 检测方法，
国标 GB 5009.96—2016 中关于液体样品检测[25]，只包
括植物油脂、酱油、醋、酒类的方法。2017 年 Pallarés
等通过分散液相微萃取方法，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LC/MS-MS）检测茶饮料中黄曲霉毒素和 OTA 等 7
Monbaliu 等采用 C18-SPE 固相萃取柱
种霉菌毒素 [21] 。
净化，
建立草药茶茶汤中霉菌毒素 UPLC-MS/MS 检测
[23]。其他研究主要为干茶叶中霉菌毒素的提取分
方法
析，关于后发酵黑茶茶汤中 OTA 的检测还未有所涉
及 [14-15, 20, 26]。
近年来，关于发酵黑茶中 OTA 污染研究也陆续
开展。陈秋娥等检测分析了 44 种普洱茶样品，均未
检出 OTA 的污染[11]；王鹭等检测了市售 20 种各类
茶叶样品，也未检出 OTA 污染[12]。Haas 等检测了
36 种普洱茶样品，发现 4 份茶叶样品检出 OTA，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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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 0.65、0.65、14.8 和 94.7 µg·kg-1，参考我
国食品中 OTA 限量范围，其中两份样品含量超过可
接受范围[13]；Ye 等检测了 108 个发酵茶样品，发现 2
份样品检测出 OTA，含量分别为 5.9 和 36.4 µg·kg-1，
1 个样品超出食品中 OTA 污染可接受水平 [14]；Cui
等检测了 158 种后发酵茶样品，两个样品检出黄曲
霉毒素 B1，浓度为 2.07 和 1.24 µg·kg-1 [15]。Ye[14]
和 Cui[15]等根据所测定的样品污染水平及膳食摄入
数据，分别作了 6 大类霉菌毒素和 4 种黄曲霉毒素
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发酵黑茶的霉菌毒素膳食风险
暂不构成可以预见的食品安全风险。
从目前的研究报道来看，茶叶（主要为发酵黑
茶）中 OTA 及其他霉菌毒素检测结果，整体呈检出
率低及污染水平低的“双低特点”，但是可靠的检测
方法才是检测结果的基本保证。同时关于以上这些
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茶叶与其他食品基质
不同，茶叶摄入方式为茶汤饮用，茶叶本身直接摄
入或与其他食品加工后直接食用比例很小。本实验
及相关研究所涉及的赭曲霉毒素和黄曲霉毒素等水
溶性较低，在茶叶冲泡过程中有多少毒素可以通过
茶水冲泡浸出尚不清楚。因此，进一步研究茶汤中
各类霉菌毒素提取方法及在茶水冲泡过程中的浸出
率，对充分了解发酵茶叶中霉菌毒素膳食风险有重
要意义。
本研究依据 QuEChERS 基本原理，对普洱茶汤
中 4 种 OTA 提取检测方法完成对比分析。通过 4
种方法的线性、灵敏度、准确度和精密度同步比较，
确定以含 0.1%甲酸酸化乙腈提取、氯化钠和硫酸镁
分层的方法 M4 为最佳提取检测方法。不同茶汤基
质测试结果显示，该方法在六堡茶、青砖茶、安化
黑茶、茯砖茶和康砖茶等 5 种后发酵茶汤中也具有
适用性。本方法可以对茶汤提取物进行离心浓缩，
检测痕量的 OTA 污染，对后发酵黑茶茶汤 OTA 检
测，霉菌毒素在茶汤中浸出率研究及更准确的膳食
风险评估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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