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第 11 期

收稿日期：2010- 09- 06
作者简介：吴丽清 （1987- ），女，山西人，本科生，研究方向：食品科学与工程。

* 为通讯作者：郑战伟 （1984- ），男，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食品科学。E- mail：zzwxy2@163.com.cn。

第 11 期(总第 226 期) 农产品加工·学刊 No.11
2010 年 11 月 Academic Periodical of Farm Products Processing Nov.

文章编号：1671- 9646 ( 2010 ) 11- 0093- 03

文冠果营养成分分析及食用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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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文冠果为我国特有的优良木本食用油料树种之一，分布广、适应性强。其营养成分较高，种类多，其中不饱和

脂肪酸和优质蛋白含量较高，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通过分析文冠果营养成分，对提高文冠果营养价值，并开发其食用

价值给予借鉴作用，进而使文冠果资源开发走上规模化、产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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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ents Analysis and Edible Value of Sobifolia
Wu Liqing, *Zheng Zhanwei, Fu Fengqi, Deng Hong, Cao Liqiang, Liu Wei

(College of Food Engineering and Nutritional Scienc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Sobifolia is a kind of special fine species of woody edible oils. It is wide distribution, good adaptable. With high nutrient
content and more variety, especially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high- quality protein content, which can be absored easily by
human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utrient of sobifolia, which imply the guide value to improve the acknowledge of sobifolia and
emplore the edible value, making the resources of sobifolia to be used wid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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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系我国北方著名的优良木本油料树种，有

“北方油茶”之称。其出油率高，油质好，味道香，

色泽清，该油所富含的亚油酸、亚麻酸、二十碳四烯

酸等都是人体不能合成的，缺少时会发生脱发及各种

皮肤疾病等[2]。文冠果的种仁蛋白质含量比核桃仁高，

还含有粗纤维、非氮物质等有益成分。古书称其果

“子本嘉果，瓤如栗子”，是可食用的优质干果之一。

1 文冠果营养成分

1.1 果实中营养成分分析

1.1.1 油脂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对文冠果油的理

化常数进行测定。结果表明，文冠果油呈淡黄色，碘

值为 11 419，皂化值为 18 717[3]。文冠果油的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高，且较为稳定，是高级保健食用油，具

有清化血液脂质物，软化血管清除血栓质，阻断皮下

脂肪形成，降低血脂、胆固醇的特效作用[4- 5]。
测定结果进一步表明，文冠果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为：亚油酸 37.1%~46.2%，油酸 28.6%~37.1%，棕榈

酸 5.2%~7.3%，硬脂酸 0.9%~1.5%，其中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较高，为 90%~93.18%[6]，并且含有肉豆蔻酸

微量、棕榈酸文冠果油气味芳香，是高质量的食用

油。众所周知，国际通用标准中提出，酸值 15 以下

的植物油为高级食用植物油；酸值 15~110 的植物油

为一级食用油；酸值 110~210 的植物油为二级食用

油。文冠果 油 的 平 均 酸 值 只 有 152， 非 常 适 宜 食

用[7- 8]。文冠果中含有的亚油酸较丰富。亚油酸是人体

必需且又不能在人体内合成的脂肪酸，是人体细胞的

重要组成物质，参与细胞成分磷脂的合成，形成细胞

膜，与胆固醇结合参与体内新陈代谢，亚油酸在动物

体内与胆固醇结合成脂而使其降解为胆酸，然后排出

体外。由此可见，文冠果之生物功效非比寻常。
1.1.2 蛋白质

文冠果种仁中含蛋白质 25.75%，必需氨基酸种

类齐全，氨基酸评分较高。文冠果果实中蛋白氨基酸

含量丰富，高达 21.68%，种类除色氨酸外有 17 种，

包含 7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且必需氨基酸含量高达

8.536%，占氨基酸总量的 39.05%，文冠果蛋白是品

质较好的蛋白质。按照 WHO 推广标准，以鸡蛋蛋白

质所含氨基酸比例为参照，在未检测色氨酸的情况

下，文冠果蛋白的氨基酸评分是 75 分，优于花生蛋

白 （评分 64 分）。文冠果蛋白与其他植物蛋白不同，

异亮氨酸是文冠果第一限制氨基酸，可与其他蛋白质

搭配使用，达到互补效果。其中，谷氨酸、精氨酸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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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高，分别为 4.249%和 2.381%，天冬氨酸和丝氨

酸等的含量也高于 1%[7-8]，这恰恰是人们没有认识到

文冠果具有高营养价值的地方。
1.1.3 文冠果蛋白的特性

利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按照国标进行氨基酸组

成分析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文冠种仁粗蛋白含

量为 22.68%[9]，文冠果蛋白的特性如下。
（1） 文冠果蛋白在不同 pH 值下进行沉淀，上清

液中的蛋白含量在 pH 值 4.6 时最低。所以 pH 值 4.6
为文冠果蛋白的等电点，即最佳酸沉 pH 值。当 pH 值

为 4.6 时，文冠果蛋白的持水性最低，因为在等电点

时，整个蛋白质分子呈电中性，蛋白质所带静电荷为

零，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达到最高，水化能力最小。
当 pH 值大于 4.6 时，持水性随 pH 值增加而降低。

（2） 蛋白的吸油性具体表现在促进脂肪吸收以及

促进脂肪结合上，吸油性与蛋白含量有密切关系。该

试验测定文冠果蛋白的吸油性为 6.2 mL/g，说明文冠

果蛋白的吸油性优于其他大多数植物蛋白[6]。
（3） 在 pH 值大于 4.6 或 pH 值小于 4.6 时，文冠

果蛋白溶解度都明显增加。当 pH 值为 4.6 时，大部

分蛋白质发生沉淀。在这个碱溶酸沉过程中，蛋白质

没有变性，文冠果蛋白 pH 值—溶解度曲线基本符合

“V”字形，表明文冠果蛋白在强酸或强碱下都有很

好的溶解性。
1.2 叶片中营养成分分析

1966 年法国学者分析了文冠果嫩叶，证明其含

有杨梅树皮苷。此后研究者陆续报道了文冠果叶片中

分别含有黄酮醇 （2.16%）、羟基香豆精 （2.18%）、
鞣质 （18.7%）、三萜皂苷 （6.65%）、水杨苷 （4%）、
蛋白 （19.8%）、植物甾醇、16 种氨基酸和挥发油等

成分[10]。
朱丹等人[8] （1989年） 从文冠果叶中分离出生物碱、

有机酸、鞣质、皂苷等 10 种化学成分，并测定出锶、
锌、钡、硼、铁、铜、锰等 12种微量元素及其含量。
1.3 茎与心中营养成分分析

崔承彬等人 （1987 年） 从文冠果心材中分离鉴

定出 5 种活性成分：杨梅素、槲皮素、dl2 白蔹素、
表没食子儿茶精和表儿茶精。

黄雅芬等人[10]报道从文冠果茎枝的乙醇提取物中

分离出 5 种化合物，并鉴定了其中的 2α，3β- 二

双氢杨梅槲皮苷、2α，3β- 二双氢槲皮素、2β，

3β- 二表儿茶精和 2α，3β- 二表没食子儿茶精。
白玉霞 （1998 年） 从文冠木中提取了总黄酮并

优化了其工艺。
张文霞等人 （2000 年） 从文冠木的醇提取物中

进一步分离得到一种新的化合物，命名为文冠木素，

并提取得到七叶内酯和 2，5- 二甲基对苯醌等活性

物质。

2 食用价值

2.1 外观品质好

常温下文冠果油的色泽金黄，油品清亮，炒菜时

异香扑鼻，凉拌时滑爽顺口，色、香、味都堪称油料

中的极品[11]。文冠果油是一种纯天然的高级营养油，

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和亚油酸。文冠果油与

其他植物食用油相比，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又不易氧

化沉积在人体血管壁、心脏冠状动脉等部位。
2.2 含有脂肪酸种类多且品质好

文冠果油的组成成分见表 1。

文冠果油属半干性油，不饱和脂肪酸高，易于人

体吸收消化，有降胆固醇、软化血管的作用，有减少

脱发和发生皮肤病的作用。文冠果油凝固点低，乳化

性能和成膜性能好，容易氧化，含水或非密封贮藏条

件下变质速度快 [12]。该油是高级食用油，适宜炒、
煮、凉拌或直接食用，不宜用于煎、炸，是高温变质

食品添加剂———乳化香料的基料，用于固态食品的调

香调味，如饼干起酥剂。
2.3 蛋白吸油性优于其他大多数植物蛋白

植物蛋白吸油性在肉制品、奶制品、夹心饼干中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减少了脂肪和汁液的损失，维持

了食品外形的稳定[12- 13]。文冠果仁中蛋白质利用率接近

酪蛋白，超过经特殊加工的浓缩大豆蛋白和葵花子蛋

白，是一种优质蛋白。文冠果皂苷具有较强的生物活

性成分，有提高记忆力、抗氧化、抗疲劳等功效[12- 13]。
2.4 文冠果种仁中蛋白质营养评价高

利用蛋白质营养价值评价方法，对文冠果种仁中

蛋白质进行营养评价[14- 15]。
蛋白质营养价值比较见图 1。
由图 1 可知，通过对蛋白质功效比、蛋白质进化

比和蛋白质留率这 3 项指标进行测定，方法是分别进

行动物试验：A 组为酪蛋白营养评价，B 组为浓缩大

豆蛋白营养评价，C 组为浓缩葵花子蛋白营养评价，

D 组为脱脂大豆蛋白营养评价，E 组为文冠果种仁蛋

白营养评价。通过营养价值评价，表明 3 种蛋白质营

养价值评价呈现规律性的趋势，即 A 组 >E 组 >B 组

>C 组 >D 组。文冠果仁中蛋白质利用率接近酪蛋白，

超过经特殊加工的浓缩大豆蛋白和葵花子蛋白 [15- 17]。

种类
含量

/%
种类

含量

/%

月桂酸

豆蔻酸

棕榈酸

硬脂酸

油酸

廿碳烯酸

廿碳二烯酸

微量

微量

5
2
30
7.2
0.9

亚油酸

亚麻酸

花生酸

山俞酸

芥酸

木焦油酸

廿四碳烯酸

42.9
0.3

微量

微量

9.1
微量

2.6

表 1 文冠果油的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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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蛋白质营养价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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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冠果种仁中蛋白质营养价值高，品质好。

3 结论

文冠果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堪称“不饱

和之王”，易被人体吸收。文冠果油凝固点低，乳化

稳定性好，也可以作为系列乳化香料的基料，开发系

列乳化香味料，应用于固态食品的调香调味。文冠果

仁中蛋白质利用率接近酪蛋白，超过经特殊加工的浓

缩大豆和葵花子蛋白，是一种优质蛋白。文冠果皂苷

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具有提高记忆力，抗氧化、抗

疲劳等保健功能。基于文冠果以上营养成分，人们对

文冠果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开发利用有了一定的目的

性，通过对文冠果资源的利用，进一步为公民身体健

康提供保障，同时也拉动地方经济，带动并加快文冠

果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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