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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质能源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已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生物质能源瓶颈之一是生物质 

原料不足。文冠果作为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生物能源物种，近年来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为使育种工作者对文冠果 

栽培 育种 、遗传 改良与开发利 用的研 究进展 充分 了解 ，本研 究介 绍了 目前资源分布情况 ；有性繁殖和 无性 繁殖关键 

技术；文冠果变异情况和 良种选育进展 ；开花座果特点及分子机制研究，提 出防止落花落果技术措施 ，分析 了产量 

影响因素；综述了化学成分与开发利用研究进展 ；分析 了油脂含量影响因素及其改良措施，文冠果籽油及生物柴油 

的理化指标，比较了不同油脂提取与生物柴油生产工艺的油得率、转化率及优缺点；介绍 目前产量情况与经济效 

益，总结林分低产原 因，并提 出解决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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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lean，renewable energy source，the importance of biomass energy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The lack 

of biomass raw materialcreates a bottleneck for bio—energy developments．In recent years Xanthocerassorbifolia 

Bunge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 potential bio—fuel plan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reeder 

about the cultivation and breeding，genetic improvement，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X．sorbifolia，this paper 

introduces resou rce distribution；the key technique of sexual and asexual reproduction，research prog ress on variation 

and fine variety breeding，characteristics and molecule mechanism of flowering and fruit setting；p roposes methods of 

preventing flowers and fruits dropping，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production；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 ress on 

chemical components，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oil content，the methods to improve it， 

and the physicOchemlcal index of X．sorbifolia seed oil and bio—fuel；compares the oil yield and extraction rate，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oil extraction and bio—fuel production techniques；introduces yield status and 

economic benefits，summarizes the reasons for low yield，and puts forward ways to resolve low yield issues． 

Key words Xanthocerassorbifolia Bunge~ cultivation and selection； flowering and fruit setting；exploitation and 

ul⋯zation：bio—r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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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生态和经济价值。文冠果作为一种具有发 

展潜力的生物能源物种 ，近年来 受到人们广泛 关 

注 。其籽油的碳链长度集中在 C17～C19之间，与 

普通柴油碳链长度极为接近。中国耕地少和人口 

多，不可能用大量耕地发展生物柴油，但山地丘陵资 

源丰富，因此，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的文冠果成为中 

国重点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树种。笔者结合实地调查 

研究，将目前关于文冠果栽培、变异选育、开花结实、 

开发利用和油脂提取与生物柴油生产工艺等方面研 

究进展综述如下 ，旨在为文冠果资源的科学研究和 

开发利用及产业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1 文冠果资源分布与栽培研究 

1．1 资源分布 

文冠果在中国分布为北纬 28。34 ～47。20 、 

东经 73。20 ～120。25 ，遍布华北、华东及西北地 

区。文冠果分布区 自然景观带是温带森林草原一黑 

垆土地带。属暖温带气候区，年均气温 3．3～15．6 

℃，年均降雨量 43～969 mm，无霜期 120～233 d。 

分布区土壤多为黄绵土、黑垆土、褐土、棕壤和栗钙 

土等 ，土壤 pH 7～8．5[1]。在了解文冠果分布范 围、 

适生生态条件基础上，2O世纪 7O年代起，辽宁、内 

蒙古、黑龙江(牡丹江、双鸭山、齐齐哈尔)、吉林、青 

海、甘肃(张掖)和新疆(伊犁、塔河、石河子、昌吉)等 

多地成功引种文冠果。引种后的文冠果苗木抗逆性 

强，产量和含油量高。文冠果在北京、河北、内蒙、辽 

宁、河南、山东、安徽、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和西藏等 14个省(区、市)都有分布。其中内蒙 

古的资源量最为集中，且有中国目前最大的文冠果 

人工林，现存的文冠果 4O年以上的成林约 3 000 

hm 。河南陕县、灵宝和卢氏等有小部分成片的文 

冠果纯林。作为乡土树种，文冠果几乎遍布陕西、山 

西和甘肃等省各地 。 

1．2 栽培研究 

目前种子繁殖是文冠果主要繁殖方式 。种子处 

理方法常用沙藏法、雪藏法、温水浸种催芽和快速催 

芽法 ]。采用沙藏法，出苗率、苗高和地径都显著优 

于其他方式[3]。文冠果种子萌发期间断胚根，利于 

侧根增加，苗木成活率明显提高[4]。王一等_5 提出 

文冠果播种苗育苗最佳密度为 8 cmX 30 cm、8 cm× 

40 cm。文冠果营养杯育苗的适宜组合为：营养杯 

规格 15 cm×15 cm、种子装杯 1粒，腐殖酸土，覆土 

厚度 5 cml6]。另外，用 0．2 mg／L的芸苔素处理可 

以提高文冠果幼苗的抗旱性l7]。 

无性繁殖方面 ，文冠果嫁接可采用嵌芽接 、皮下 

枝接和劈接法 。不同方法对嫁接成活率有极显著影 

响。春季皮层可剥离时进行嵌芽接效果好。文冠果 

扦插繁殖时，根插效果好于枝插 ]。用 ABT6号生 

根粉、NAA或 IBA处理插条能大幅提高成活率【9]。 

文冠果组培繁殖，茎段培养的分化增殖多以 MS为 

基本培养基 ，激 素组合多为 6-BA4-NAA，6-BA 质 

量浓度 为 1～ 2 mg／L，NAA 质 量浓 度 0．1～0．2 

mg／L。生根培养基多以 MS4-IBA组合口。。。以文 

冠果种胚和子叶为外植体都可得到完整植株 ]。 

果实发育中期的种胚诱导体细胞胚效果好于幼果期 

和成熟期种胚 。韩义等I1胡从外植体取材、培养条 

件、细胞分裂素浓度、培养基中钙浓度等方面基本控 

制了玻璃化现象。笔者发现，目前文冠果组培繁殖 

存在基本培养基和激素种类范围窄，继代芽生长缓 

慢，组培苗驯化移栽技术研究较少等问题。 

另外 ，文冠果抗逆性强 ，病虫害较少 ，主要有茎 

腐病、煤污病、木虱和金龟子等。防治茎腐病可进行 

土壤消毒，高温时苗床遮荫，苗木栽植时用 50 多 

菌灵 400倍液浸泡茎基部和根部。煤污病、木虱和 

金龟子的防治可用 1．2 苦烟乳油 1：1 000倍液等 

喷雾 。 

2 文冠果变异与选育研究 

由于异花授粉 ，文冠果遗传变异基础广泛 。彭 

伟秀等_1 曾发现文冠果同源异型变异株，变异株的 

花重瓣 ，仅具花萼和花瓣 ，雌雄蕊特化为花瓣 。应用 

扣除杂交技术对变异株和野生株进行基 因组差示杂 

交，获得了样本特异 DNA片段_1 。笔者同样在内 

蒙古、河北、河南等地发现过此类型植株，还发现重 

瓣植株群体内花性状还有变异。并对单瓣和重瓣花 

芽 microRNA进行序列表达，发现 了 14个保守 

microRNA 和 2个 novel microRNA表现出显著上 

调或下 调表 达 (包 括参 与 花器 官 分化 调 控 的 

microRNA)口 。另外，文冠果不 同群体间同样存在 

变异。牟洪香等[】 ]调查了文冠果 14个分布区的 15 

个表型性状，发现分布区内变异大于分布区间变异； 

出种数随经度的增大而减少，果宽随纬度的增大而 

增大，但随年平均气温的增大而减小；表型性状与地 

理距离相关不显著。作为集中分布区，内蒙古境内 

不同群体间果实和种子性状、脂肪酸含量和种仁油 

脂肪酸化学成分也存在较大变异l_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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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性状的显著变异为选择育种提供了基 

础，2O世纪 7O年代，辽宁、河南和内蒙古等都曾选 

出优良单株和无性系，这些单株丰产性好，含油率 

高，抗逆性强。但笔者调查发现，由于多种原因，早 

期选出的优 良单株很多都没有保 留下来。 目前 ，原 

料供应成为限制生物质柴油发展的瓶颈，文冠果良 

种选育工作再次受到重视。刘克武等_2。。通过无性 

系选择，筛选出适宜黑龙江地区的8个优良无性系。 

汪智军等_2 对新疆地区文冠果按花结构和结实特 

性不同划分为雄树 、雌雄 同株不结果树 和雌雄 同株 

结果树，选出 6株高产单株。笔者于 2006年至今， 

在中国文冠果集中和次集中分布区进行选育工作， 

不仅选出具有优良经济性状优树，还构建了综合性 

状评价分级标准，选出综合性状优良单株 92株l_2引。 

另外，还可以采用人工诱变的方式创造优良种质资 

源，路超等_2。 利用返回式卫星搭载文冠果种子，发 

现种子活力、幼苗成苗率和成活率都明显高于对照， 

早期生长得到明显促进。 

3 文冠果开花座果与产量影响因素研究 

3．1 开花座果 

笔者根据文冠果花形态特征将其划分为单瓣白 

花型、单瓣红花型、重瓣紫红型和重瓣 黄花型，重瓣 

花由于雌雄蕊发生变异不结实【2 。根据花性，文冠 

果单瓣花被分为雄花和雌花。雌花子房正常，雄蕊 

退化 ，花粉无 活力，败 育可能发生在 双核花粉粒 时 

期[2 。雄花雌蕊败育发生在大孢子母细胞减数分 

裂期 ，雄蕊发育正常，花粉可以萌发。关于花发 

育的分子机制研究，雄性不育和可育花药中特异表 

达的 cDNA以及败育前夕雌蕊差异表达 cDNA均 

已经被发现 。马凯l_2阳对不同时期雌花和雄花 

花药蛋 白进行差异分析 ，发现 4个在开花期表达存 

在差异的蛋白。胡青 9J通过蛋白质双向电泳找到 

与雌蕊败育相关的差异蛋 白点。 

文冠果素有“千花一果”之称，综合类型划分和 

开花特性，其原因主要有：有些单株(重瓣型植株)花 

而不实。还有花性原因，即侧枝多萌发雄花，雄花 

占总花数 约 8O 。以雌花 为总数统计 ，结实率 约 

7 左右。笔者发现优良类型座果率多是中等，原 

因可能是中等水平的座果率最利于植株养分供需平 

衡 引。造成落花落果的原因除花期气候、机械和 

虫害等，主要是树体营养不良。授粉、幼果生长与 

幼叶生长同时进行，种粒增重与夏梢、叶片生长、花 

芽分化同时进行，都造成养料竞争激烈。防止落花 

落果可从树体管理、水分养分管理、化学技术措施等 

方面进行口 。修剪能促使枝条开放雌花，通过疏除 

不孕花及盛花期喷洒液体花粉也可提高座果率 。 

此外 ，施肥应注意施果肥和复壮肥。浇水应浇花前 

水、果前水、冬灌水。喷射脱离抑制剂和微量元素 

(萘乙酸 、硼酸 、硫酸锌 、硫酸亚铁等)对防止落果效 

果 明显 。 

3．2 产量影响因素 

充足的原料供应是发展文冠果生物柴油产业的 

前提。关于文冠果主要性状与结实量的关系研究也 

比较多 。树形为多主枝丛生形和开心形有利于提高 

单位面积种子产量口]。长度在 41 cm以上或径粗在 

0．71 CITI以上的结果枝产量最高。笔者研究文冠果 

各性状与产量之间关系发现产量与地径、冠幅、叶 

长、叶面积、花序长、果长、果宽、每果种子数、果实鲜 

重、结果个数极显著正相关，与枝下高极显著负相 

关。果实鲜重、出籽率、结果个数、每果种子数和种 

宽是影响单株种子产量的主要因素 。此外，通过 

类型划分得出单瓣 白花球果形和圆柱果形植株高 

产 。养分供应情况对文冠果结实也很重要。文 

冠果产量随植株年龄增长而增加 ，30年后进入盛果 

期 。而刘波等l3 在赤 峰市发现 8年 生单株 结实数 

明显大于处于结果盛期的 5O年生单株 ，认为此现象 

与土壤可供有效养分差异有关 。 

4 文冠果化学成分与开发利用 

文冠果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接近 90 ，组成基 

本是油酸约 3O ，亚油酸约 45 ，棕榈酸约 6％，硬 

脂酸约 2 [34-35]。种仁 中粗脂肪 含量 62 、粗蛋白 

29 以上 。种仁蛋 白质氨基酸组成包括精氨酸，丝 

氨酸，谷氨酸等共 17种。文冠果叶含蛋 白 19．8 ， 

16种氨基酸l3引。目前为止 ，已从 文冠果各组织 中 

发现大量化合物[37 40]。种仁和叶片中都含有多种皂 

苷、黄酮类和香豆素类化合物 。从文冠果茎与心材 

中分离出的化合物有杨梅素、dl一白蔹素、表茶精、槲 

皮素等化合物。果壳、果柄中含有多种甾醇、脂肪 

酸、三萜皂苷 、香豆素糖苷 。种皮 中含有十九烷酸、 

豆苗醇、香豆素类等化合物。 

基于对化学成分 的了解，文冠果 的药用价值得 

到深入开发。果壳 乙醇提取物 、总皂苷对可以改善 

记忆障碍E41]；叶片乙醇提取物可以降低动脉血管压 

力 ；杨梅树皮甙具有杀菌、止血、降胆固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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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皂苷有较强的抗癌活性l_3 ；种仁油可用于生 

产治疗心血管病的中成药 胡；种仁 、果柄 和叶的水 

浸膏治疗遗尿症；花萼中的岑皮甙有解热、安眠、抗 

痉作用；正丁醇提取物、乙酸乙酯对炎症有明显镇痛 

消炎作用_4 ；文冠果中还具有抑制 HIV蛋白酶活 

性成分_4引。文冠果种皮具有 良好 的吸附废水 中污 

染物的性能，具有作为生物吸附剂的潜力[463。 

此外，文冠果油脂可制高级润滑油、增塑剂、喷 

漆及肥皂等。油中非皂化部分的甾醇可作液晶材 

料。种壳、果壳可做活性炭、糠醛、木糖醇和酒精等 

化工原料。果粕可制造精饲料。文冠果适合用于园 

林绿化，也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 

5 油脂含量影响因素、油脂提取与生物柴油 

生产工艺 

5．1 油脂含量影响因素 

关于文冠果种子油脂形成规律，赵翠格_4。]研究 

发现，种子发育过程中油脂累积呈现出“慢一陕一慢” 

的模式，但油体在胚发育的较晚阶段才出现。在种 

仁发育阶段 I(花后 0～33 d)及 阶段 Ⅱ(花后 34～ 

47 d)前半时期，油脂累积缓慢。快速累积始于阶段 

Ⅱ后半时期，直至阶段III(rE后 48～68 d)结束，含量 

已达到 95 。在 阶段 Ⅳ(花后 69～82 d)油脂含量 

增长不显著。油脂含量与可溶性糖、淀粉含量呈显 

著负相关，与蛋白质含量正相关。随种子的发育饱 

和脂肪酸含量逐渐下降，不饱和脂肪酸逐渐增长。 

影响文冠果油脂含量的因素很多，首先受地理 

条件和群体影响。文冠果油脂肪酸组成及含量随着 

种植区纬度和经度的变化有所差异。亚油酸、“蜜” 

酸、亚麻酸、11，14一二十碳二烯酸、山嵛酸含量随纬 

度和经度增加而增加；棕榈酸、花生酸、硬脂酸含量 

随纬度增加而增加，但随经度增加而减小；油酸含量 

随经纬度增加而减小I4 。笔者曾分析文冠果主要 

分布区的 6个群体之间和内部种子含油率变异情 

况，发现不同分布区群体种子含油率存在显著差异。 

含油率与气候因子相关性不明显_5 。其次，施肥条 

件对油脂含量也有影响。在种子发育与充实期施有 

机肥和根外喷施氮、磷混合肥，以及喷施 0．1％硫酸 

锌、0．1 或0．02 高锰酸钾、0．1 硫酸亚铁对文 

冠果油脂积累有显著促进作用_5 。另外，根据笔者 

分析，文冠果种子含油率与果长、果宽，百果重，种子 

长、宽，每果种子数都显著正相关，与枝下高、心皮数 

显著负相关。 

5．2 油脂提取工艺 

文冠果油脂提取工艺主要采用溶剂萃取法、冷 

榨法、超临界 CO 萃取法、水酶法、超声波辅助萃取 

法、微波辅助萃取法等。提取工艺对文冠果油的提 

取率和脂肪酸组成也有显著影响，以上方法在优化 

条 件 下 油 得 率 可 分 别 达 62．49 、40．44 、 

61．28 、78．67 、6O．18 和 53．27 [ 。不 同 

方法提取的文冠果油化学成分有所差异，主要成分 

为油酸、亚油酸、棕榈酸、二十烯酸等；超声波提取的 

油成分最多为 11种。通过比较可见，水酶法油得率 

最高，无溶剂残留，是提取文冠果油的理想方法。有 

机溶剂萃取虽然油得率较高，但存在潜在的食用安 

全性问题。冷榨油成分较少、得率低。超临界 CO。 

萃取法是一种绿色、环保、高效的技术。超声波萃取 

法提取率高、油品质好及工艺简单，也是提取文冠果 

油的较理想方法。另有研究显示，利用超声波辅助 

预处理种仁样品，采用水酶法提取文冠果油，纤维素 

酶和碱性蛋白酶能有效促进蛋白质水解，提高油得 

率；优化条件下，游离油总提取率达 81．2 ，也是 目 

前研究中油提取率最高的方法_5 。微波辅助萃取 

技术虽省时、高效，但技术成本较高，技术成熟度较 

低，存在一定微波辐射安全隐患。 

对文冠果种仁油 的氧化稳定性研究得 出，由于 

含有少量 VE(123．24 mg／100 g)，起到抗氧化作用， 

所以文冠果油的氧化稳定性好，适当添加复合抗氧 

化剂(0．02 叔丁基 对苯二酚 + 0．01 抗坏血酸) 

的冷榨文冠果籽油，常温贮藏期达 3O个月以上I5 。 

同时，避光低温保存是降低文冠果种仁油氧化速率 

和延长贮藏期的重要措施 。 

5．3 生物柴油生产工艺 

文冠果油酸值小，制备生物柴油时可直接进行 

酯交换反应 ；油碳链长 ，属半干性油 ，理化性能 良好 ； 

以C18脂肪酸为主，与理想柴油替代品分子组成类 

似。这些特点使其非常适合生产生物柴油。于海燕 

等_5。 将制得的文冠果生物柴油进行指标测定。除 

90 回收温度稍高外，密度(20℃，0．872 g／cm。)、 

运动黏度(40℃，4．181 rnm。／S)、冷凝点(一3℃)、 

硫质量浓度(14 rag／L)、10 蒸余物残炭(o．23 )、 

硫酸盐灰分(0．014 )、含水率(O．035％)、机械杂质 

(无)、十六烷值(58．0)、酸值(0．36 mg／g)、游离甘 

油含量(O)、总甘油含量(O．11 )等生物柴油质量指 

标均符合 GB／T 20828—2O07<<柴油机燃料调合用生 

物柴油(BD100)》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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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利用文冠果油脂生产生物柴油 主要方法 

为碱催化法、固体酸催化法和生物酶法。碱催化酯 

交换法使用催化剂基本为 NaOH和 KOHl5 ，转 

化率一般在 89．93 9／6～96．7 。微波酯转化 省时且 

低成本 。此外 ，采用两步酯交换法制备文冠果生 

物柴油，转化率明显提高[5 。近几年，用乙醇作为 

酯交换原料倍受关注，该方法也适用于制备文冠果 

生物柴油E62-643。采用固体酸催化法制备文冠果生物 

柴油所用的催化剂有 ：三氟 甲基磺酸稀土盐L6引、杂 

多酸 固体 催 化 剂 Cs H Pw 。O ，收 率 均 达 

95 以上。生物酶法方面，孙俊 以 Novo435固定 

化脂肪酶为催化剂，以甲醇为酯交换原料，采用固定 

化酶法将酶固定在相应的载体上，可提高酶稳定性 

和利用效率。综合比较，碱催化法被广泛采用，反应 

产率较高，成本低，生产工艺简单，但对环境有污染； 

固体酸催化法优点是反应快，温度低，无环境污染， 

催化剂和共溶剂还可循环利用，但反应时间较长，温 

度较高，反应物转化率不高；生物酶法对游离脂肪酸 

和水不敏感，醇用量小，无污染，但成本高、反应慢。 

此外，文冠果油生物柴油副产物粗甘油中含有皂类、 

甲醇和酯类等，通过微波辅助提取法可以高效提取 

三萜系化合物_6 。 

6 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 

侯元凯等[6 估算得出，密度为 1 200株／hm 的 

20年生文冠果林年产带果皮种子 6 000 kg／hm ，产 

油量为 1 961．25 kg／hm ，年经济 收益 一年产值 

(即：生物柴油产值+油渣产值)一年成本(即：化肥 

+采收用工费+运输费+土地使用费+林地管理费 

+生物柴油加工费)一7 545元／hm 。据笔者近年 

调查，文冠果林分实际产量略低于侯元凯的估算值， 

以840株／hm。计算，赤峰市结实较好林分去果皮后 

种子平均产量可达 1 020 kg／hm ；河北承德的产量 

约 720 kg／hm。；河南文冠果与刺槐、酸枣混交林则 

大约产量 270 kg／hm 。 

目前，各地文冠果生产多处于相对低效状态。 

原料供应成为制约文冠果生物质能源林发展的瓶 

颈。导致低产的因素主要有： 

1)“繁花少实”现象。雄花多，雌花少的生物学 

特性导致产量低下。另外，落花落果现象严重。 

2)缺乏优良种质。文冠果多为天然杂交种，遗传变 

异广泛，单株产量相差悬殊。目前生产上用于育苗 

的种子多为混杂种子，不分级别和品种，影响产量、 

品质。3)管理粗放。大部分成林多年未进行抚育管 

理，水肥条件严重滞后。树木枝条密集，树冠郁闭， 

生长不良。株间结果的差异和大小年结实现象比较 

明显。 

针对这些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提高产 

量：1)防止落花落果措施如 3．1所述。2)优 良类 

型、单株选择及扩繁技术研究。 目前优 良种质的选 

择 已经取得初步成果 ，下一步应重点开展优 良类型、 

单株的保护 以及扩繁工作。文冠果分子改 良研究方 

面还比较欠缺 ，应着重进行。3)现有林 的集约化经 

营是提高文冠果产量和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低产 

林分改造可采用截干、平茬、加强水肥和树体管理等 

措施。赤峰市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对 46年生文冠果 

低产林分平茬复壮，第 3年单株结果多达 3O个。 

4)制定和实施丰产栽培技术规程。 

此外 ，为保证将来文冠果产业 的跨越式发展 ，应 

加强文冠果生物炼制技术 的研究 ，包括果 皮、种皮 、 

种仁中有效成分的提取及高效炼制技术。另外，还 

应强化文冠果果皮、种皮、种仁油和蛋白质在保健食 

品、功能食品、医药工业中的应用，使产品进入生产 

领域，形成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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