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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两种地衣茶 
T _西  l上
马  

：白雪 茶 (Thamnolia spp． )和 

茶(Lethariella spp．)的营养成分分析 

付 惠 ，王立松2，陈玉惠 ，廖 戎3 
(1．西南林学院，昆明 650224；2．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3．西南民族学院，成都 610041) 

摘 要：“红雪茶”和“白雪茶”是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饮用的地衣保健茶；其中，“红雪茶”混杂了梅衣科(Panneli． 

aceae)金丝属( Jln 沈)中的4个地衣种：金丝绣球(LetharieUa∞ŝm日 n口)，金丝刷(L．cladonioides)，柔金丝(￡． 

dnd )和金丝带(L．zahlbmckner~)；“白雪茶”包含了雪茶属(Thamnolia)中的两个种，即：雪茶和雪地茶 

(1"hamndia vermicularis&T．subuliforms)。利用常规方法测定了两种地衣茶的主要营养成分，并与常见饮茶进行 

比较，测定结果显示：红雪茶和白雪茶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红雪茶粗蛋白质含量为2．69 g／100 g·DW，粗脂肪3．42 

g／100 g·DW，总糖、可溶性糖、灰分含量分别为5．04 g／100 g．0．35 g／100 g、1．74 g／100 g-DW；白雪茶的粗蛋白质含 

量为 2．81 g／100 g·DW，粗脂肪 2．91 g／100 g·DW，总糖、可溶性糖、灰分含量分别为 0．99 g／100 g、0．27 g／100 g、 

4．18 g／100 g·DW；两种地衣茶均含有 17种氨基酸和多种矿物元素，具有一定营养价值；而两种地衣营养成分的 

含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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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Two Different 

Lichen Teas from Yunnan 

FU Hui卜
，

WANG“．湖  ，CHEN Yu．hui ，LIAO Rong3 

(1．Southwest Forest College，KurImiIlg 650224，China；2．K．unm／ng lnst／tute ofBotany，Ch／nese Academy ofSdences，l<u衄irlg 

65O2O4，China；3．Southuca National College，Chc,cau 610041，China) 

AI，s ld：“Ho~ ha”and“Baixuecha”，often used b)r ethnic peoples 0fthe northwest 0fYunnan province asthe health-pro- 

moti~ lichen teas．Amo,~ 。“Hongxuecha'’is a mixture 0ffour spedes 0flichens，which belong to n， 0fParmcli- 

aceae．* 口 cashmaia~ ，L．c／adon／o／des，L．s们lan 矗 and L．zah／brudma~ ；and “Baixuecha”is a mixture 0f two 

species 0f r ：T．tenn／cu／a~ and T．subg~orms．In this study，the nutritional components 0f two different lichen teas 

have been determined and c0m with daily tea，and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Hongxuecha'’contains 2．69 g／100 g 

。 DW d crude protein。3．42 100 g’DW d crude fat，5．04 100 g’DW d total sugar，0．35 100 g’DW d dissolve sugar 

，and 1．74 g／100 g·DW 0f ash；while“Baixuecha”contains 2．81 g／100 g‘DW 0f crude protean，2．91％ s／100 g‘DW 0f 

Cl-ildefat，0．99#10og‘DW oftotal s曙ar，0．27 g／10og‘DW 0fdissolve sugar，4．18 g／10og‘DW 0f ash．111e’rboth contain 

17 kinds 0f amiI1o acids(tx~ ophan has not been detem~ined)and a variety 0fminerald即1erIts，SOthey are 0fcertain nutrient 

value．It also indicates in the stIldy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ichen teas i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Keywords：lichentea；nutritional component；Yunnan 

红雪茶是隶属于梅衣科(Parmeliaceae)，金丝属 

(Lethariella(Mot．)KIDg．)中的四种不同地衣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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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绣球(Lethariella cashmeriana)，金丝刷 (L．CIOZ~O— 

nioides)、柔金丝(新拟)(L．sernanderi)和金丝带(L． 

zahlb~ ria)。在当地农贸市场收集的红雪茶样品 

中，四种地衣分别所占比例为：金丝绣球(L．cashme一 

船)约占样品总量的78％，金丝刷(￡．c／ado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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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柔金丝(L．sernanderi)各占样品总量的 10％，而金 

丝带(L．zah／bruckner／a)约占样品总量的2％。为便 

于讨论，文中使用的“红雪茶”名称包括了上述四种 

地衣。 

红雪茶的地衣体为橘红色至土红色，无光泽，灌 

丛枝状或条带状，直立或悬垂于高山灌丝枝干上，长 

5一lO(～15)cm，二叉型分枝，顶端渐尖呈钩须状；生 

于海拔3700～4600 II1的树枝或树干上，偶生于岩石 

上。因地衣体为橘红色或土红色，泡在水中使水变 

为雪红色，所以在滇西北被称为鹿心茶和鹿心血茶， 

在滇中被称为红雪茶。其味苦性平，具有镇静、消 

炎、止痛功能，主治癫痫、精神分裂、神经衰弱、头目 

眩晕。 

白雪茶隶属于不完全地衣类(Lichens Imperfec— 

d)，雪茶属(／hamnoha Ach．ex Schaer)中的两个种： 

雪茶 (Thamnolia verrniculars)和雪地茶 (T．subuli— 

for,~)。文中使用的“白雪茶”名称包括了上述 2种 

地衣。 

白雪茶的地衣体为钻状枝，中空，乳白色至灰白 

色，单一或稍分枝，高约3～5 cm，直立或平卧聚于高 

山草甸和流石滩上，当地居民作为传统天然保健茶 

饮用，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消炎之功效。 

上述两种地衣的药用性与食用性早已被资料证 

实[H]；云南丽江、中旬、德钦各民族长期泡茶饮或煮 

水喝。目前在昆明超级市场中也有上述两种商品出 

售，但其营养成分的分析研究至今未见报道。为合 

理利用和保护云南地衣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和对地衣 

作为商品出售起到科学的指导作用，作者对它们的 

营养成分和含量进行了分析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红雪茶和白雪茶的分析样品分别采自云南德钦 

县和丽江县。样品通过去泥、去杂质，自然风干，粉 

碎机粉碎至全部过 4o目筛。样品保存于磨口瓶中 

备用。 

1．2 分析方法[ ·8] 

(1)水分 常压烘干法(105℃)定量测定。 

(2)粗蛋白 以凯氏半微量定氮法(Kjeldahl法) 

测定总氮，再乘以转换系数 6．25。 

(3)粗脂肪 索氏提取法测定。 

(4)灰分 重量法(干灰法)定量测定。 

(5)总糖、可溶性糖 蒽酮比色法定量测定。 

(6)氨基酸 日立 835—50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测定。 

(7)矿物元素 美产 PS-4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测定。 

2 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 

2．1 实验结果 

2．1．1 红雪茶和白雪茶的主要营养成分与几种常 

见茶叶的比较(见表 I) 

表 1 两种雷茶的主要营养成分(s,qoo g-Dw)及与几种常见茶叶的比较 

Table 1 COl／lHlo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0flichen teas(S~100 g‘DW)and co~padson 0f species teas 

注：除两种地衣茶外，其余数据摘自我国 1991年<食物成分表> ’】 

实验结果表明：(1)红雪茶粗蛋白质含量为 

2．69％，白雪茶粗蛋白含量为2．81％，均低于常见的 

茶叶；(2)粗脂肪含量红雪茶为 3．42％，白雪茶 

2．91％，高于几种常见饮茶；(3)总糖红雪茶较高，为 

5．04％，白雪茶总糖含量只有 0．99％；(4)灰分含量 

红雪茶为 1．74％，白雪茶为 4．18％，也都低于常见 

茶叶。 

2．1．2 两种地衣茶的氨基酸组成与含量(见表2) 

表2数据表明：(1)两种地衣茶除色氨酸因样品 

颜色太深未测定外，含有 17种氨基酸，其中有人体 

必需的7种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质量分数分别 

为红雪茶 43．2o％、白雪茶 41．92％，略高于茶叶的 

质量分数；(2)红雪茶赖氨酸 Lys占氨基酸总量 

5．16％，白雪茶 6．55％；(3)在人体必需氨基酸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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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茶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含量较高，分别占总 

量的 lO．33、8．45、7．98％，白雪茶亮氨酸、苏氨酸含 

量较高，分别占9．61、8．73％；甲硫氨酸含量较低，分 

别占总量的O．94、0．44％；(4)谷氨酸、天冬氨酸含量 

也较高，在红雪茶中分别占总量 lO．80、9．86％，而在 

白雪茶中两种氨基酸均占总量的 1O．92％；(5)两种 

地衣茶都缺乏含硫氨基酸，样品中也未能检出胱氨 

酸。 

表2 红雷茶和白雷茶的氨基酸含量(DW)及茶叶氨基酸的 

含量(DW) 

Table 2 The content of amino acids of／J~hen teas(DW)and com． 

p~'iBon 0f species tea 

氨基酸 红雪茶 白雪茶 茶叶*(红茶、花茶、绿茶) 
Alni~lO ％ ％ ％ 

天门冬氨酸 
A甲 

苏氨酸 
nlr 

丝氨酸 

Set 

谷氨酸 

GIu 

脯氨酸 
Pro 

甘氨酸 

Gly 

丙氨酸 
Ala 

胱氨酸 
Cys 

缬氨酸 
V 

甲硫氨酸 
Met 

异亮氨酸 
Ile 

未测 未测 

O．92 O．96 

2．13 2．29 

7．55 

19．90 

E／T 43．2％ 41．9％ 37
．
9％ 

注：有 者数据摘自我国<食物成分表)(1991)，．者为未检出。B 

必需氨基酸，T_氨基酸总量。 

2．1．3 红雪茶和白雪茶矿物元素组成与含量 

从两种地衣茶中检测出了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 

的 lO种矿质元素，其组成与含量见表 3。 

表 3 红雪茶和白雷茶矿质元素含量(Il1g／l0o g-DW) 

Table 3 Thecontent ofinorganic elements oflichenteas(mg／100 g 
·DW) 

注：有 *者数据摘自我国‘食物成分表)(1991)。 

表 3可见，两种地衣茶均含有常量元素 K、№、 

Ca、Mg、P、S，微量元素 Fe、Mn、Zn、Cu，其中在常量元 

素中红雪茶含量丰富的是钙和钾，钠的含量最低 

(100 g样品中仅为2．2 mg)，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 

白雪茶含量丰富的是钙。在微量元素中两种地衣茶 

的Fe、Mn、Zn含量较丰富，特别是含铁量极高，其中 

红雪茶 108．8 me／too g，白雪茶 31．1 mg／~00 g，远高 

于常见饮茶。 

2．2 分析讨论 

两种地衣茶蛋白质含量与常见饮茶相比含量偏 

低；人体必需氨基酸齐全，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 

的质量分数分别为43．2、41．9％；高于一般饮茶的质 

量分数。脂肪含量红雪茶与茶叶比略高，白雪茶和 

茶叶接近。 

红雪茶和白雪茶中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元 

素，常量元素中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据报道，高钾 

低钠的膳食有利于维持机体的酸碱平衡及正常血 

压，对防治高血压病症有益[10,11 J。 

白雪茶含丰富的钙元素，钙和磷是构成动物机 

体骨骼、牙齿的主要成分。微量元素中铁的含量很 

高，而铁元素在生物体生理发展过程中起着很重要 

的作用，铁在动物机体内参与血红蛋白或肌红蛋白、 

血红素酶类等物质的合成，其功能是电子转运体的 

氧的载体。严重缺铁可引起贫血，细胞色素及酶活 

性减弱。锰、锌在机体中也具有多种生理功能，锌的 

缺乏可以影响蛋白质合成、激素分泌及细胞分裂，引 

起贫血、皮肤粗糙、嗜睡和食土癖等症[ J，所含丰富 

的微量元素可能与地衣的药效用相关。因此，饮用 

m 如 g} 跖 ∞ 刀 竹 躬 的 刀 

2  0  0  3  0  l l  0  l  0  0  l  0  l l 0  l  

∞ 巧 n ． 叭 ：8 n 巧 ：8 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仃 H ． 憾 ∞ 傩  ̈ 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一 一研一‰一 一胁一 一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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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雪茶对于铁或钙的补充可能有益，具有一定 

的保健作用。 

两种地衣茶的粗蛋白质、粗脂肪、氨基酸及矿物 

元素含量存在差异。 

地衣生长极其缓慢，且人工栽培技术尚不成熟。 

蛋白质分析结果表明两种地衣营养价值一般，不宜 

作为营养食品使用；作为资源利用，则有一定的局限 

性，但地衣在生物多样性中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合 

理保护地衣资源并深入开展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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