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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茶叶卫生质量现状及分析 

王玉莲 ，武秀利 

(泰安市卫生防疫站，山东泰安 271000) 

【监测报告】 

[摘要] 为了解茶叶的卫生质量，2004年我们对市售茶叶中重金属元素(铅，铜)、有机氯(六六六，滴滴涕)、有机磷(甲 

胺磷，乙酰甲胺磷)、拟除虫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等农药残留进行了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所检茶叶 169份，合格率 

为 75．15％，其中仅有机氯含量全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其余项目均有超标现象，而且铅的超标现象比较严重，超标率为 

1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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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增强和茶文化的兴 

起 ，茶叶已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因此，近几年来 ，我 

市的茶庄、茶楼、茶馆陆续增加，为探讨茶叶的卫生质量，我们 

于2004年对市售茶叶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其安全性进行了 

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样品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采集于各大商场、超市、茶馆及市 

场个体茶叶销售户共 169份，按所采样品种类分为绿茶 87份， 

花茶53份，药用保健茶 29份；按所采样品包装情况分为包装 

茶 101份，散装茶68份。 

1．2 仪 器 与试 剂 

气相色谱(福立 9790型，配有 FPD、ECD检测器)，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AA一6800；日本岛津)。石油醚、硝酸、硫酸等； 

Pb、As、cu、有机磷、有机氯等标样。 

1．3 检 测 项 目 

Pb、As、cu、六六六、滴滴涕、甲胺磷、乙酰甲胺磷、氯氰菊 

酯，氰戊菊酯。 

1．4 分析方法 

农药残留分别按照 GB／T17331—98《食品中有机磷和氨 

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的测定方法》和 GB／T17332—98(食品中 

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农残测定方法》进行，Pb、As、cu分别按 

照 GB／~O09—2003《茶叶卫生标准分析方法》进行。 

1．5 判定方法 

所检项 目中有一项不合格者即判该样品为不合格产品。 

2 结果与分析 

2．1 铅 测 定 

铅在自然界分布很广，植物可通过根部吸收土壤 中的铅 

进入食物链，从而造成食物 中含铅，茶叶也不例外。资料表 

明，茶叶中含铅量与土壤中含铅量呈中度正相关关系 ]̈。铅 

是一种并不需要、吸收过量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而且长期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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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可造成慢性中毒。我国国家标准规定了茶叶中铅的最大允 

许限量为 2 mg／kg，欧盟为 5 mg／kg。从分析结果看，所检的 

169份茶叶中铅的检出率为 39．6％(67／169)，其中有 32份超 

过 2 mg／kg，超标率为 18．9％(32／169)，这与国内报道基本一 

致 J。检测情况见表 1、表 2。 

表 1 169份茶叶中铅含量检测情况 

注 ：nd为未检出 

表2 包装茶与散装茶铅检测情况比较 

由表 1统计 ，绿茶与花茶铅含量无统计学意义( =0．38， 

P>0．05)，绿茶与保健茶铅含量有统计学意义，( =4．97，P 

<0．05)，花茶与保健茶铅含量无统计学意义( =1．83，P> 

0．05)，且铅含量由绿茶一花茶一保健茶呈增高趋势。由表 2 

统计，散装茶铅含量明显高于包装茶( =6．01，P<0．025)。 

2．2 铜 的检 测 

铜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元素，也是人体的一种正常成分，但 

摄入过多会发生中毒，高铜可增加体内自由基水平，改变脂类 

代谢，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并加速细胞的老化。近年研究表明， 

铜在脑中某些部位沉积，可导致脑萎缩、灰质和白质退行性改 

变、神经元减少，最后发展为老年性痴呆。因此，我国国家标 

准也规定了茶叶中铜的限量为 60 mg／kg。本次所检 169份样 

品中，铜的检 出率为 89．9％ (152／169)，合格率为 98．82％ 

(167／169)，其 中有 2份保健茶铜含量超标，检 出量分别为 

64．78 m kg和 69．15 m kg。检测情况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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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茶叶中铜含量检测情况 

从表 3统计，绿茶与花茶铜含量有统计学意义( ：6．93， 

P<0．05)，绿茶与保健茶中铜含量有统计学意义( =4．74， 

P<0．05)，花茶与保健茶铜含量无统计学意义，( =0．09，P 

>0．05)，且铜含量由绿茶一花茶一保健茶亦呈增高趋势。花 

茶和保健茶均为再加工复制茶，花茶是采用绿茶做原料，加窨 

各种香花而成的一种再加工复制茶，保健茶又称药茶，是以茶 

为主要原料，配伍其它的中草药制成的保健饮品，侧重保健养 

生，医疗疾病。因此，保健茶作为一种新兴商品，更应注意其 

卫生质量。 

2．3 有机氯农药 

有机氯为高残毒高效广谱杀虫农药，在血液、人乳、肝脏 

等部位均可蓄积。为减少有机氯农药对人类健康造成的潜在 

威胁，我国已于 1984年停止生产，我国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中规 

定，茶叶中六六六、滴滴涕限量标准均为 0．2 mg／kg，本次所检 

测的 169份样品中六六六均小于 0．02 mg／kg(最小检出量)， 

滴滴涕的检出范围为 0．02—0．06 mg／kg。虽然所检出的结果 

均未超出国家限量标准，但仍有一定残留现象存在，提示有机 

氯残留仍有潜在危险。 

2．4 拟除虫菊酯污染情况 

氰戊菊酯与氯氰菊酯为两种常用杀虫农药，国家茶叶卫 

生标准对 2项指标未作规定。169份样品中，氰戊菊酯残留含 

量2份，氯氰菊酯残留4份，均超出NY／T288—2002(无公害茶 

叶的卫生标准》，氰戊菊酯(MRL 0．1 mg／kg)，氯氰菊酯 

(MRL_--<0．5 mg／kg)，而且农业部特别要求在茶园禁止使用氰 

戊菊酯。 

2．5 有机磷农药检测情况 

有机磷农药品种多，药效高，用途广，易分解，残留低，是 

当前农药中发展较快的品种。本次所检的 169份样品中有 2 

份检出甲胺磷超出《无公害茶叶的卫生标准》，(甲胺磷 MRL 

_

--<0．1 mg／kg)。甲胺磷属剧毒农药，杀虫效果好，成本低，而 

且使用高毒农药的茶叶很少被虫咬，因此，高毒农药几乎成了 
一 些茶农的首选。 

3 讨论 

3．1 重金属超标 问题 

近年来 ，茶叶中重金属含量问题已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之一，重金属的污染不外乎茶树种植地区的环境、肥料、土壤、 

水及制造过程接触的金属部件以致盛放的容器等，其中主要 

是铅的含量问题。从检测结果看出，散装茶的铅含量明显高 

于包装茶，说明散装茶易受污染，尤其是市场个体户销售的散 

装茶，长期暴露于空气中，极易受环境、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 

这可能是造成散装茶铅含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茶叶中铜的主要来源一般为容器的污染、杀虫剂、除霉剂 

的残留以及工业“三废”的污染。而且，无公害茶园病虫害防 

治技术中规定：茶季结束后，允许使用石硫合剂封园，但石硫 

合剂的使用量不得使茶叶中的铜含量超标。所以，由调查结 

果显示，茶叶中铜的检出率较高，除保健茶外，茶叶中铜的合 

格率为 100％。对于个别保健茶中铜含量超标现象，未曾有资 

料报道，而且，保健茶中的铅铜含量均有偏高趋势，是否受配 

伍成分和加工工艺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3．2 农 药残留问题 

农药残留是茶叶出口和内销中遇到的最大的卫生质量问 

题 ，分析残留原因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其一，直接喷施。茶 

树的病虫害防治目前以化学农药为主，而且使用的农药种类 

越来越多，这些农药成分留在叶片表面，成分渐渐渗入茶树组 

织内部。如果在这些农药还没有完全降解时便采收下来进行 

加工，制成后的成茶中便会含有农药残留。其二，间接吸收。 

(1)从土壤中吸收，特别是一些化学结构较为稳定的农药如六 

六六、滴滴涕等在土壤中残留的时间很长，残留部分会被茶树 

根部摄取。(2)由水携带其它作物喷施的农药。(3)空气漂 

移，农药在喷施时或喷施后通过漂移和挥发转移至茶园，间接 

地造成茶叶农残。其三，茶农缺乏农药合理使用知识，违禁使 

用高毒、高残农药。 

3．3 预 防控制措施 

其一，加强茶园环境、茶叶生产的卫生管理，提高茶叶技 

术人员、生产者、经营者的环境意识和卫生质量意识，指导茶 

农合理使用农药，提倡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辅以化 

学防治的综合防治茶园病虫害，同时大力推广无公害茶叶，根 

据无公害茶叶的相关要求，建立茶叶质量控制中心，加大控制 

力度和科技投入，提高控制水平，以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从 

而促进我国茶叶卫生质量的提高。其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和预防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茶叶的生活消费方式和 

结构也在发生改变。目前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低层次的饮用需 

求，而且更加追求饮茶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需求。人们对茶 

叶多样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对健康的功能性要求也 

越来越受关注，因此，在全面提高基本茶叶类卫生质量 的同 

时，应加强保健茶的管理与监测，让深受人们喜爱的保健茶更 

多更好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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