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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1-2]，因其种子含油，
在古代就被种植在寺庙旁以提供无烟的灯油和僧人
的食用油[3]。近年来，人们利用木本植物（如山杏、
无患子、麻疯树、桃花心木等） 生产绿色、环保、
可再生利用的生物柴油，除此之外，文冠果的种子
也同样是可利用资源，有极大的发展潜力[2]。
文冠果种子油是以文冠果籽仁为原料，经过物

理压榨提取、索氏萃取抽提或超临界 CO2萃取等方
法提取后精炼而成的清澈透明、色泽金黄、味道甘
美、香气浓郁、营养丰富的油，是木本食用油中的
极品。文冠果油为食用油之王，种仁含油率高达
59.86%，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 90%以上，其中尤以
亚油酸含量最高（高于 37%），油酸含量次之（可达
30%以上）。此外，文冠果籽仁油中还含有多种生物
活性物质，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预防血管硬化、
治疗慢性肝病、抗氧化、延缓衰老等功效。综上所
述，文冠果籽仁油不仅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保健价

值高，而且还具有花生油、葵花籽油、菜籽油等不
可比拟的优点。对文冠果油成分及加工工艺的研究
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文冠果油脂资源的开发利用
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1 文冠果油的成分

1.1 文冠果油脂肪酸的组成
近年来，文冠果油的成分研究已成为科研学者、

各大粮油企业的研究热点。
文冠果油中主要脂肪酸成分质量分数见表 1。
文冠果油中质量分数在 1%以上的脂肪酸有亚油

酸、油酸、棕榈酸、硬脂酸、二十碳烯酸、二十二
碳烯酸，其中棕榈酸和硬脂酸为饱和脂肪酸，亚麻
酸、亚油酸、二十碳烯酸、二十二碳烯酸为不饱和
脂肪酸。文冠果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占总含油量的
82.22%~91.46%，亚油酸的含量为 37.10%~42.49%，
油酸的含量为 23.56%~32.56%。

摘要：文冠果资源丰富，文冠果油营养价值高，研究和利用文冠果油对农业、食品、石油、医药等领域有着重要的
意义。通过综述文冠果油的成分及加工工艺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文冠果油脂资源的研究及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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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冠果油中主要脂肪酸成分质量分数

提取工艺 亚油酸 油酸 棕榈酸 硬脂酸 二十碳烯酸 二十二碳烯酸 总不饱和脂肪酸 参考文献

压榨提取
索氏提取

超临界 CO2萃取
超声波辅助提取
微波提取
水酶法提取

42.36
37.10~46.20
40.90
38.75
38.62
42.49

31.81
28.60~37.10
29.50
23.56
25.34
32.56

10.04
5.20~7.30
4.95
9.02
7.12
5.85

2.60
0.90~1.50
2.13
3.35
3.25
2.00

6.08
5.90~8.80
0.40
8.59
9.61
6.50

5.29
7.40~10.60
8.89
8.68
10.77
7.21

86.98
≥90.00
82.22
88.60
91.46
≈90.00

[4]
[5]
[6]
[7]
[7]
[8]

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脂肪酸，长期
摄入适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对机体抑制产生消化系统
功能紊乱及其他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具有良好的预防、
治疗功效[9]。因此，油料作物品质改良的重点是提高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降低饱和脂肪酸含量。同时有
研究表明，亚油酸进入细胞后，能够调节细胞膜活
性，参与细胞能量代谢，调节细胞生存及相关代谢，
起到降低血液胆固醇，预防高血压、冠心病、老年
性肥胖等作用；油酸能调节人体血浆中高、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比例，防止人体内胆固醇过量。
文冠果油中油酸和亚油酸二者总含量高于 50%，是
天然的预防高血压、高血脂、抗氧化的营养健康食
用油。
1.2 文冠果油中的其他活性成分
邓红[7]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产地文冠果油中含

有 17种氨基酸，其中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 7种，含
量最高的是具有健脑益智作用的谷氨酸，其次是具
有解毒、恢复肝脏功能的精氨酸，再次是天冬氨酸，
以及具有修复肌肉、控制血糖作用的亮氨酸。文冠
果油中还含有 VB1，VB2，烟酸，叶酸，泛酸，VC，
VE，VA，胡萝卜素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其
中的 B族维生素具有抗癌潜能，试验发现服用叶酸
有明显改变子宫颈癌前状态病理变化的作用，可使
癌变前细胞开始恢复正常状态；VE 有很好的抗衰
老、美容养颜、抑制肿瘤细胞分裂扩散等作用。文
冠果油中非皂化部分含有较多的甾醇，是一种较好
的抗菌剂[10]。研究人员以文冠果油为原料，采用皂化
法提取文冠果植物甾醇的抑菌试验显示，文冠果甾
醇粗提物对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特别是对大肠杆菌的抑制作用尤为突出[11]。
1.3 文冠果油中的矿质元素组成
矿质元素是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参与人体

全部生理过程，具有重要的生物学作用、生理功
能。对文冠果油样品经消化处理后测定其中的矿质
元素含量，结果表明文冠果油中含有多种矿质元素
包括营养元素 N，常量矿物元素 K，Mg，P 和微量
矿物元素 Fe，Zn，Mn，Cu，Ba。其中氮是植物构
成全部蛋白质的重要成分，对植物的生长起着关键
作用；锌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元素；磷是植物内能量
代谢物质运送的媒体，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光合作

用；钾是品质元素，钾元素充分时能够保证农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2]。

2 文冠果油加工工艺的研究进展

2.1 压榨提取
物理压榨法分为冷榨法和热榨法，其主要区别

在于轧胚前油料是否炒制，为保持油脂的营养成分
及其活性，大多采用冷榨法。冷榨法是将未经焙炒、
轧胚的油料经低温榨油机压榨，而获得营养价值和
分子结构都未发生变化的油脂及饼粕的一种制油技
术[12]。邓红[7]以文冠果籽为原料，通过机械压榨法获
取文冠果冷榨油，结果表明文冠果油冷榨条件为：
压力55±2 MPa，仁壳比 9∶1 （g∶g），压榨时间 8 h，
冷榨油得率 40.44%，种仁含油率 58.91%。
2.2 索氏提取

浸出法取油是应用固液萃取的原理，选用有机
溶剂（如石油醚、正己烷、丙酮、异丙醇等），经过
对油料的喷淋和浸泡作用，使油料中的油脂被提取
出来的一种方法。常月梅等人[5]采用溶剂索式抽提技
术萃取了 4种山西省产的文冠果种子油，抽提 13 h，
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回收石油醚，得淡色油脂。结
果表明，山西省 4种文冠果籽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
91.7%~93.8%，是食用油和生物柴油的优质原料。王
黎丽等人[13]以石油醚为溶剂，得到了最佳提取工艺参
数为种仁粒径 2 mm，提取温度 90℃，提取时间 10 h，
料液比 1∶5 （W∶V），在此条件下平均提取率可达
62.49%。
2.3 超临界 CO2萃取

超临界 CO2萃取技术是利用超临界流体的溶解
能力与其密度的关系而实现萃取的一种新型提取技
术。在超临界状态下，将超临界流体与待分离的物
质接触，使其有选择性地把不同极性、沸点、分子
量的成分依次萃取出来。王娅丽等人[6]应用 CO2 超临
界萃取技术，对文冠果籽油的提取工艺条件进行了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CO2 超临界萃取文冠果籽油的
工艺条件为萃取压力 30 MPa，萃取温度 50 ℃，CO2
流量 40 L/h，萃取时间 150 min，在此条件下出油率
可达 44.56%。陈鸥等人[14]以文冠果种子为原料，应
用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文冠果油，确定了萃取文冠
果油的最佳条件为压力 40 MPa，萃取温度 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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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0 min，平均得率 31.6%。
2.4 超声波及微波辅助提取

超声波辅助提取果仁中的油脂其原理在于空化
效应、机械效应及热效应使得细胞内源物质得以释
放，因而超声波可强化萃取分离过程的传质速率和
效果，从而提高出油率、缩短提取时间、减少提取
过程中的损耗。陈曾等人[15]探讨了超声波辅助提取文
冠果籽油的工艺条件。结果表明，在石油醚为提取
溶剂、超声功率 150 W下，超声辅助提取文冠果油
的最佳条件为提取温度 70 ℃，提取时间 34 min，液
料比 7∶1，出油率可达 58.95%。

微波是一种频率位于红外辐射和无线电波之间
的电磁波，微波辐射可以加快反应速度、减少催化
剂用量，有选择性高、溶剂消耗少、无污染环保等
优点。殷振雄 [16]采用微波盐法提取文冠果油，结果
表明微波功率的变化对油脂得率的影响较大，随着
功率的增大，提取率也随之增大，微波功率在 300 W
时提取率可达 86.55%，亚油酸为 47.35%，油酸为
27.25%。
2.5 水酶法提取

水酶法是利用机械和酶解方法破坏植物细胞壁，
从而使油脂溶出的一种新型提油方法。这种制油工
艺能在提取油脂和蛋白质的同时，不使用有机溶剂
且不需要脱胶工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处理
条件温和、能耗低、污染少、易处理、提取率高等
优点。赵芳等人[8]采用气相色谱、胰脂酶水解法分析
了文冠果油脂肪酸组成，文冠果仁中粗脂肪含量达
62%，油脂脂肪酸组成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接近
90%。

3 结语

亚油酸、油酸为人体必需脂肪酸，人体自身不
能合成。文冠果油富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
亚油酸、油酸含量比目前市面上主要的食用油高得
多，是不可多得的高档食用油。但目前，山西省对
文冠果种质资源的调查、保护和开发性研究重视不
够，只有个别学者在从事文冠果研究，只有个别县
市有小规模种植，对文冠果的加工利用特别是深加
工研究少之又少，文冠果油的研究更是几乎为零，
应该针对文冠果油中的活性营养功能性成分、预防
保健作用和抗衰老美容等功效进行深度开发和利用，
延长其产业链，提高其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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