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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对宁夏地区文冠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及营养成分进行了研究袁结果表明院宁夏地区文冠果成熟种子呈棕褐色球形袁种
子平均直径为 13.84 mm袁千粒重为 954.56 g曰成熟种仁为乳白色袁单粒种仁重为 0.49 g尧占种子重量的 49.49%遥种子生活力为 90%袁
含水量为 4.50%曰沙藏 90 d后文冠果种子发芽率为 75%尧发芽势 67%袁平均发芽速度为 23 d袁发芽指数 1.16袁活力指数 2.17遥每 100
g种仁含粗蛋白 29.84 g尧粗脂肪 55.2 g尧氨基酸 23.70 g袁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为 8.15 g尧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34.38%遥文冠果种仁
中有益矿质元素含量依次为镁>磷>钾>钙>钠>锌>铁>铜>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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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e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Xanthoceras sorbifolia in Ningxia area were analysi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ed of X. sorbifolia were spherical and brownish. The seeds diameter, 1000-seeds weight were 13.84 mm and
954.56 g. The rape seed kernels were milkiness; single seed kernel weight is 0.49 g. The seed viability and moisture proportion were 90%
and 4.5%. The germination rate, germination potential, germination index, and vigor index were 75%, 67%, 1.16 and 2.17. The content of
crude fat and protein of seed kernels were 29.84 g and 55.2 g per 100 g. The total amino acids were 23.70 g per 100 g, and the ratio of
essential amino acid in the total amino acids(EAA/TAA) were 34.38%. The order of the trace elements contents of seed kernels were Mg>
P>K>Ca>Na>Zn>Fe>Cu>Mn.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eds of X. sorbifolia are nutritious and have value to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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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渊Xanthoceras sorbifolia冤是无患子科文冠果属袁
我国北方辽宁尧吉林尧河北尧山东尧山西尧河南尧陕西尧甘肃尧
宁夏尧内蒙古等地均有分布或栽培袁具有耐寒尧耐旱尧耐瘠
薄等特性袁是水土保持尧防沙治沙的优良树种曰也是园林
绿化尧美化优良树种[1]遥 文冠果种子开发利用价值极大袁种
仁含油率达 58.4%袁被确定为我国北方唯一适宜发展的生
物质能源树种遥 同时因其种仁油不饱和脂肪酸总量高达
92%袁被证实是一种高档木本食用油袁具有特有的保健功
能[2]遥 侯元凯尧敖妍尧杨雨春尧史绍林等对文冠果主要分布
区的文冠果果实及种子的相关性状进行了研究袁 结果表
明不同种源群体文冠果果实及种子性状上变异较大袁文
冠果果实鲜质量尧 结果籽数和出籽率对种子产量的贡献
较大袁是选择高产单株的主要性状[3-6]曰吴丽清等 [7]报道文
冠果种仁中蛋白质含量 25.75%袁 氨基酸含量 21.68%曰孙
丙寅等[8]对新疆尧青海尧陕西尧甘肃等 4个西北地区文冠果
种子的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报道袁 证实 4个地区文冠果

种仁中含有蛋白质 11.32%~18.2%尧脂肪 54.06%~57.95%尧
总糖 2.18%~3.17%袁 含有 17 种氨基酸尧 平均含量为
25.30%遥 本试验对宁夏银川地区文冠果种子的生物学特
性及营养价值进行研究袁旨在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
论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文冠果种子均采自宁夏林业研究所试验
示范基地银川植物园文冠果树渊2003年种植冤上的成熟种
子遥 待果实充分成熟后袁采摘阴干袁去种皮尧种壳取种子遥
1.2 试验方法
1.2.1 种子生物学特性的测定 按照 叶林木种子检验规
程曳渊GB2772-99冤[9]进行种子检验遥种子发芽率测定采用以
下 3 种处理院渊1冤低温沙藏 60 d后做发芽试验曰渊2冤50~
60益温水浸泡 48 h后做发芽试验曰渊3冤100益开水烫种浸泡
48 h后做发芽试验遥 种子种仁吸水性检测方法如下院称干
重后袁置于充分吸水的滤纸上袁在 25益恒温箱中进行袁分
别于 1尧2尧4尧6尧8尧10尧24尧36尧48 h称重 1次袁之后每隔 24 h
称重 1次袁直到有种子或种仁发芽袁然后计算各时间种子
和种仁的吸水量袁并以时间为横坐标作曲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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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冠果种子尧种仁的吸水过程

地径渊mm冤
2.73依0.40
2.44依0.46
2.61依0.60
2.95依0.36

株高渊mm冤
7.99依1.42
8.63依2.56

11.41依1.98
12.33依2.63

出苗率渊%冤
86.70依3.35
89.25依1.62
94.04依2.57
94.05依3.26

千粒重渊g冤
550.43
724.65
874.30

1079.90

文冠果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表 1 文冠果种子千粒重对种子发芽率及种苗生长的影响

活力指数

2.17依0.66a
0.38依0.04c
1.76依0.37b

幼苗茎长渊cm冤
1.87依0.51a
1.80依0.44a
2.00依0.40a

发芽指数

1.16依0.07A
0.22依0.04B
0.88依0.04C

发芽速度渊d冤
23.00依1.90a
29.33依3.05a
23.33依4.73a

发芽势渊%冤
67.00依2.89A
11.67依5.77C
38.33依2.89B

发芽率渊%冤
75.00依5.00A
13.33依2.89C
43.33依2.88B

处理

低温沙藏
温水浸泡
开水烫种

表 2 文冠果种子的发芽能力分析

注院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袁大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极显著遥

1.2.2 种子营养成分的测定 粗脂肪含量的测定依据
GB/T 14772-2008袁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依据 GB 5009.5-
2010袁 氨基酸含量的测定依据 GB/T 5009.124-2003袁 铜尧
锌尧 铁尧 镁尧 锰尧 钾尧 钠尧 钙尧 磷的测定分别依据 GB/T
5009.13~5009.14-2003尧GB/T 5009.90~5009.92-2003尧GB/T
5009.87-2003遥检测仪器有 2050脂肪分析仪尧1030型全自
动定氮仪尧S433D氨基酸分析仪尧AFS-930原子荧光光度
计尧220FS/220Z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尧410 火焰光度计尧
722S可见分光光度计等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冠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

2.1.1 种子形态指标 宁夏银川所采文冠果文冠果果实
为蒴果袁果皮厚袁木栓质袁果实成熟时袁果皮由绿色变为黄
绿色袁表面由光滑变粗糙袁光泽消失遥 大部分果实球形袁也
有部分为柱型和三棱型袁 果实平均横径 58.10 mm尧 纵径
59.39 mm遥 单个果实平均重量为 33.38渊依8.64冤g袁种子重量
为 17.20渊依6.25冤g袁种子重量占果实总重的 51.53%袁单个果
实中含种子粒数为 16.13渊依4.02冤遥文冠果成熟种子呈棕褐
色球形袁种脐白色袁种子平均直径为 13.84渊依1.54冤mm袁种
子单粒重 0.99渊依0.18冤g袁种子平均千粒重为 954.56渊依
39.73冤g遥 种仁外有一层棕色包膜袁去膜后袁成熟种仁为乳
白色袁单粒种仁重为 0.49渊依0.11冤g袁占种子重量的 49.49%遥
异型双子叶袁其中一片子叶较肥大袁另一子叶较瘦小袁均向
一面卷曲袁大子叶包裹小子叶遥

对文冠果种子按照千粒重的大小进行了分类袁 并对
千粒重与出苗率及种苗生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袁结果渊表
1冤表明袁文冠果种子千粒重大小与种子出苗率尧种苗生长
呈正相关袁千粒重越大袁种子出苗率和种苗的株高地径等
生长量都随着增加袁 其中千粒重与出苗率和株高呈极显
著相关性遥

2.1.2 种子生活力及含水量 宁夏文冠果种子的生活力
测定结果为 90 渊依0.89冤%袁 文冠果种子含水量为 4.50渊依
0.23冤%遥
2.1.3 种子发芽能力 文冠果种子发芽能力测定结果渊表
2冤显示袁经过 60 d的沙藏后文冠果种子发芽率为 75%袁发
芽势 65%袁发芽速度 25 d袁发芽指数 1.16袁活力指数 2.17遥
文冠果种子发芽率较低袁且发芽速度慢袁发芽不整齐袁而开
水烫种可以作为没有经过沙藏处理急需播种时的补救措
施袁但发芽率降低为 43.33%袁与低温沙藏后的发芽率有极
显著差异遥 温水浸泡对文冠果种子发芽基本没有促进作
用袁发芽率仅为 13.33%遥

2.1.4 种子吸水性 从图 1可以看出袁文冠果种仁吸水过
程有 3个阶段院1~8 h为第 1阶段袁是急剧吸水的过程袁吸
水量达到 44.93%曰10~48 h 为第 2 阶段袁 吸水量达到
63.92%曰48~96 h吸水开始缓慢袁48 h时种仁开始萌发遥 文
冠果种子吸水过程在 1~10 h 时受种皮影响吸水比较缓
慢袁10 h开始吸水量增加较快袁10~36 h为第 1个急剧吸
水过程袁 吸水量达到 25.67%曰120~168 h为第 2个急剧吸

水过程袁168 h时吸水量为 62.53%袁此时有种子开始发芽遥
文冠果种子吸水量达到种子重量的 60%以上开始萌动发
芽袁低于该吸水量不能发芽遥 文冠果种皮影响文冠果种子
的吸水速度袁吸水较缓慢袁但仍然可以达到发芽所需的吸
水量袁因此种皮不是抑制文冠果萌发的主要因素遥
2.2 文冠果种子的营养成分
2.2.1 种仁蛋白质及脂肪含量 宁夏银川地区文冠果每
100 g种仁中粗蛋白含量为 29.84 g袁属高蛋白食品袁粗脂
肪含量高达 55.2 g遥 其种仁油可做高级食用油袁同时也可
转化为生物柴油遥
2.2.2 种子氨基酸含量 由表 3可知袁文冠果种仁中含有
17种氨基酸遥 每 100 g种仁氨基酸总量为 23.70 g袁8种人
体必需氨基酸含量为 8.15 g尧 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34.38%曰
人体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含量的比值为 52.41%遥
此外袁文冠果种仁中还含有 9种药用氨基酸袁每 100 g总
量为 16.94 g袁占其氨基酸总量的 71.48%遥 可见袁文冠果种
仁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袁值得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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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0.34
0.94
1.77
0.91
0.92
0.63
0.94
2.64
23.70

氨基酸种类

蛋氨酸 *#
异亮氨酸 *
亮氨酸 *#
酪氨酸淫#
苯丙氨酸 *#
组氨酸+
赖氨酸 *#
精氨酸 #
总计

含量

2.12
0.80
1.42
6.12
0.54
1.18
0.94
0.47
1.02

氨基酸种类

天门冬氨酸 #
苏氨酸 *
丝氨酸
谷氨酸 #
脯氨酸
甘氨酸 #
丙氨酸
胱氨酸
颉氨酸 *

表 3 文冠果种仁的氨基酸含量渊g/100g冤分析

注院标野*冶为人体必需氨基酸袁野淫冶为人体半必需氨基酸袁野#冶为
药用氨基酸袁野+冶为婴幼儿必需氨基酸遥

FAO模式谱含量渊%冤
4.00
5.00
3.50
4.00
7.00
6.00
5.50

文冠果含量渊%冤
3.38
4.30
1.43
3.97
7.47
3.88
3.97

氨基酸种类

苏氨酸
颉氨酸
蛋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表 4 文冠果种仁的人体必需氨基酸与总氨基酸含量比例分析

表 4表明袁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渊FAO/
WHO冤 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公布的理想蛋白质中必需氨基
酸含量模式[10]比较袁文冠果种仁中除蛋氨酸尧苯丙氨酸的
含量占总氨基酸含量低于 FAO模式外袁 其余 5种必需氨
基酸含量占总氨基酸含量都十分接近 FAO模式水平袁尤
其是异亮氨酸尧亮氨酸遥

2.2.3 种仁矿质元素含量 文冠果种仁中含有的有益人
体健康的矿质元素很丰富袁有常量元素尧微量元素袁其中常
量元素含量表现为镁>磷>钾>钙>钠袁 微量元素含量表现
为锌>铁>铜>锰渊表 5冤遥文冠果种仁中基本没有检测出砷尧
汞尧铅尧镉等有害矿质元素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文冠果种仁属
于高钙镁尧富含锌铁等元素的健康食品遥

3 结论与讨论

3.1 文冠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

千粒重反映了种子的大小和饱满程度袁千粒重越大种
子越饱满袁其内含的营养物质越丰富袁可以提供促发芽的
物质越多袁使发芽迅速整齐遥 同时袁千粒重对幼苗的生长
和生物量也有较大影响袁种子越重袁幼苗越高大袁种子的幼
苗生物量越高[11]遥宁夏银川所采文冠果种子平均千粒重为
954.56 g袁高于陕西杨凌的 646.6~667.8 g [6]以及内蒙古翁
牛特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 665.5~809.1 g[5]遥 宁夏银川地区
文冠果的单果种粒数平均为 16.13粒袁低于内蒙古翁牛特
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 22.3粒[5]袁也低于侯元凯等[3]对河南尧
陕西尧陕西尧内蒙古尧辽宁等 19个文冠果适生区种粒数测
定的平均值 17.5粒遥 出仁率渊种仁占种子质量的百分比冤
也是衡量文冠果种子质量的重要指标袁本研究发现袁宁夏
银川地区文冠果种子的出仁率为 49.49%袁与侯元凯等[3]测
定 19个种源的 49.4%的平均值持平遥
成熟的干燥种子含水量很低袁 原生质呈凝胶状态袁生

理活动极为微弱袁因此袁种子萌发是从吸水开始的[12]遥文冠
果种子吸水量达种子重量的 60%以上开始萌动发芽袁低
于该吸水量不能发芽遥 文冠果种子吸水性良好袁种皮不是
抑制文冠果萌发的主要因素遥
3.2 文冠果种仁的营养成分
每 100 g文冠果种仁中粗脂肪含量高达 55.2 g袁 非常

适合做油料提取和开发遥 文冠果种仁油中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高达 78%~86.88%袁 其中亚油酸含量 渊40.92% ~
45.32%冤最高袁其次是油酸渊29.25%~31.25%冤曰文冠果油易
于人体吸收消化袁有降胆固醇尧软化血管等良好药用价值袁
其中亚油酸是治疗高血压药物益寿宁的主要成分袁常食用
文冠果油可预防和治疗高血压[13-15]遥
顾复昌等[16]指出袁据 FAO的报告袁世界约有 1/3的人

口处于蛋白质营养不良状态袁 我国的蛋白质营养在膳食
中仍短缺 20%~30%遥 宁夏银川地区的文冠果每 100 g种
仁中粗蛋白含量为 29.84 g袁高于孙丙寅[15]对新疆尧青海尧陕
西尧甘肃等 4个地区的测定结果渊11.32%~18.20%冤遥 文冠
果种仁的蛋白质利用率接近酪蛋白袁 超过经特殊加工的
浓缩大豆和葵花子蛋白袁是一种优质蛋白[17]遥
宁夏银川文冠果每 100 g种仁氨基酸总量为 23.70 g袁

低于孙丙寅等[15]对陕西延安和甘肃靖远文冠果种群的氨
基酸总量的检测遥每 100 g种仁所含的 8种人体必需氨基
酸含量为 8.15 g袁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34.38%遥 按照WHO
推广标准袁以鸡蛋蛋白质所含氨基酸比例为参照袁在未检
测色氨酸的情况下袁文冠果蛋白的氨基酸评分是 75分袁优
于花生蛋白渊64分冤遥文冠果蛋白与其他植物蛋白不同袁异
亮氨酸是文冠果第一限制氨基酸袁可与其他蛋白质搭配使
用袁达到互补效果遥 每 100 g宁夏银川地区文冠果检测的
17种氨基酸中谷氨酸含量最高为 6.12 g袁 其次为精氨酸
2.64 g尧天门冬氨酸 2.12 g袁这与吴丽清等[17]的测定结果基
本一致遥
文冠果种仁中有益矿质元素含量表现为镁>磷>钾>

钙>钠>锌>铁>铜>锰袁 其矿质元素含量均高于板栗 渊钾 2
860 mg/kg尧钙 179 mg/kg尧铁 9.12 mg/kg尧铜 2.93 mg/kg尧锌

含量

0.0190mg/kg
0.0090mg/kg
0.1400mg/kg
0.0100mg/kg

有害元素

砷
汞
铅
镉

含量

50.20mg/kg
7.41mg/kg
8.30mg/kg

26.20mg/kg
2.20g/kg
7.14g/kg
5.30g/kg
0.12g/kg
5.64g/kg

有益元素

锌
锰
铜
铁
钙
镁
钾
钠
磷

表 5 文冠果种仁的矿质元素含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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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mg/kg冤尧 核桃 渊钙 1 080 mg/kg尧 铁 32 mg/kg尧 锌 14
mg/kg冤等坚果袁略低于蒙古扁桃渊锌 62.3 mg/kg尧锰 14.2
mg/kg尧铜 12.0 mg/kg尧铁 74.0 mg/kg尧钙 6 500 mg/kg尧镁 9 820
mg/kg尧钾 5 600 mg/kg尧钠 1 600 mg/kg尧磷 5 680 mg/kg冤袁是一
种非常健康的干果食品[18-2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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