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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籽油的不同提取工艺及其组成成分比较 

邓 红 孙 俊 范雪层 温焕斌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 

摘 要 以文冠果籽为原料，通过比较文冠果籽油的冷榨提取、微波和超声波辅助提取试验结果及油品的组 

成成分，考查影响提取的主要因素，寻求最佳萃取方法。冷榨提取的较佳工艺条件为：压力(55±2)MPa，m(仁)：m 
(壳)：9：1，压榨时间8 h，常温(20～25℃)，冷榨油得率为40．44％。微波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料(g)：液 
(mE)=1：16、提取时间20 min、提取温度85℃、微波功率100 W，重复提取4次文冠果油的得率为53．27％。超声 
波辅助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料(g)：液(mE)：1：10，提取温度60℃，提取时间35 min，超声波频率60 kHz，在该 
工艺条件下重复提取3次的最高得油率达60．18％。3种方法提取的文冠果油的化学成分有差异，共有成分为油 
酸、亚油酸等8种；超声波提取的油成分最多为11种，含有4．08％的丙丁酚。超声波萃取提取率高，工艺简单，是 
较理想的提取文冠果籽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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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Di rent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for Seed Oil of 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Deng Hong．Sun 
Jun，Fan Xueceng．Wen Huanbin(Department of Food Engineering．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ll 710062．P．R． 

China)／／Journal of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一2007．35(10)．一39～41 
Three kinds of extraction methods．cold pressing extraction．microwave．assisted extraction and ultrasound．assisted ex． 

traction．were used to extract the seed oil of 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The components of the extracted oil were com． 
pared aiming to determ ine t}le optimum extraction method．Th e optimum extraction conditions for cold pressing method 

were obtained as pressure(55 4-2)MPa．ratio of Kemel to husk 9：1．pressing time 8 hours．temperature 20～25 de~ee 
C．and oil yielding ratio 40．44 ％ ．，I’}le optimal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for microwave extraction were obtained as solid／ 

liquid ratio 1：16(mass／volume)．extraction time 20 minutes．temperature 85 degree C．microwave power 100W．and oil yidd- 

ingratio 53．27％．The snitable conditions of ultrasound extractionwere obtainedas solid／liquid ratio1：10(mass／volume)．u1． 
trasonic frequency 60 kHz，temperature 60 degree C and extraction time  35 minutes．and oil yielding ratio 60．18％．The chemi． 

cal components of sorb~folia seed oil extracted by the three inet}lods are different．and t}le conmlon components offatty acid 
are linoleic acid．olein acid．palmitic acid．octadeeanoic acid．and eet．Th e seed oil extracted by~trasomc．assisted extraction 

me thod contains11 kinds ofcomponentsand4．08％ ofpmbucols．Therefore．ultrasonic．assisted extractionist}le bestme thod for 

sorb~flia seed oil extraction in terms of its high extraction ratio and simple processing nl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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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又称文官果、木瓜、 

文光果、僧灯木道等，属无患子科文冠果属落叶乔木或大灌 

木。文冠果原产中国北方干旱寒冷地区，是我国特有的在 

“三北”地区分布很广的木本油料树种，有“北方油茶”之 

称L】 J。文冠果种子含油率在 40％ ～50％，种仁含油率为 

55％ ～70％，且多为不饱和脂肪酸 ，其中油酸 30．0％、亚油酸 

42．9％，还有二十碳烯酸、棕榈酸、亚麻酸等成分，营养极其丰 
富 J。文冠果结实早，产量高，一般栽植3 a即开始结实，7～ 

8 a产量迅速增加，其抗寒 、抗旱能力及适应性极强，是我国北 

方地区很有发展前途的木本油料和水土保持树种，亦是优良 

的园林绿化美化观赏树木 J。文冠果在陕西、山西、内蒙古、 

河南、宁夏、新疆、甘肃、东北各省及华北北部均有分布，全国 

现有文冠果栽培面积约5．33万 hm ，年产种子在 100万 以 

上 。目前文冠果被国家列为木本燃料油能源主要树种，其 

选育推广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开发文冠果这种生物质能资源 

已引起广泛关注，大力发展文冠果种植业势在必行；且开发木 

本油料资源已经成为增加燃油能源，解决世界燃料油严重不 

足的新的有效途径。有关文冠果种仁、种壳、文冠果油的组成 
分析目前已有一些报道 J，但对文冠果油提取工艺的研究 

尚属空白。笔者通过冷榨、微波及超声波辅助萃取陕西志丹 

1)陕西师范大学开放实验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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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籽油，考查影响文冠果油提取主要因素的变化规律，寻 

求最佳提取工艺条件，并用气相色谱一质谱法对提取的文冠 

果籽油成分进行分析对 比，为更好地开发利用我国特有的文 

冠果资源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仪器设备、试剂 

原料。文冠果籽购白陕西省志丹县特种作物研究所，挑 

选完整、饱满、无虫害的文冠果籽作为试验原料。 

主要仪器。CARVER LABORATORY PRESS(静压式榨油 

机)：FREDS．CARVER．INC公司；JY98—3D型超声波细胞粉 

碎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NJC03—2型微波提 

取器：南京杰全微波设备有限公司；QP2010型气相色谱一质 

谱仪：日本岛津公司，色谱柱为30 m x 0．25 mm x0．25 pxn的 

毛细管柱，内涂 SE一54；DFY一5L／40 型低温反应浴 ：巩义市 

予华仪器有限公司；KE一52AA型旋转蒸发器：上海亚荣生化 

仪器；JA2003N型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KDF一2311型康达多功能食品破碎机：天津市达康电器公司； 
玻璃仪器气流烘干器：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电热恒温水 

浴锅 ：北京科伟永鑫实验仪器设备厂等。 

试验试剂。石油醚(分析纯，沸程60～90℃)：天津市富 
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冰醋酸、氢氧化钾、乙醚、氯仿等均为国 

产(分析纯)。 
1．2 试验方法 

1．2 1 文冠果籽油提取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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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一清洗、烘干一整果破碎—壳仁分离一 

果壳粉碎一配比混合一冷榨一文冠果籽油一组成分析 

t 

种仁粉碎一{差 萎羹一料液分离(抽滤)一 
旋转蒸发一文冠果油一组成分析。 

回收溶剂 
1．2．2 冷榨提取文冠果油 

采用静压式机械压榨制备文冠果油，每次加料 500 g，采 

用不同的仁壳比，温度为室温(20—25 ) ，操作要点如下： 

①清洗、烘干。挑选出有虫害的、干瘪的文冠果籽，用自来 
水清洗，去除黏附在表面的杂质，低温烘干或自然晾干。②手 

工整果破碎。③混合配比。仁壳比分别为6：4、7：3、8：2、9：1 

及 10：0。④压榨。初始压力约在 10 blPa左右开始出油，缓慢 
升压，最终压力保持在(55±2)MPa，维持压力6—8 h。 

1．2．3 超声波辅助提取 

将30 g文冠果仁粉(40目)样品装入500mL烧瓶中，按 
一 定的液料比加入沸程 6O一90 的石油醚。在一定的超声 

频率和温度下，放入超声波反应器中萃取数分钟，取出冷却至 

室温后小心倒出溶液。用300 mL石油醚分次洗涤烧瓶残渣， 

将所提溶液过滤到烧瓶中，减压蒸馏后得到文冠果油，用无水 
Na2SO 干燥 24 h称质量，重复 3次计算油得率 “ 。 

试验 十：料液比、超声时间、超声频率和提取温度4因素为 

变量，采用--0zN归旋转组合设计法安排试验 ，试验因素和 

水平见表1，共做32个处理，统计分析软件：DPS v3．0专业版。 
表1 超声波辅助提取试验因素和水平 

1．2．4 微波辅助萃取 

准确称取20 g(40目)文冠果样品放入微波提取器中，按 
一 定的液料比加入沸程 6O一90 的石油醚，在一定的提取温 

度和微波功率下进行微波萃取数分钟，重复3次。将所提溶 

液过滤到烧瓶中，用300 mL石油醚分次洗涤烧瓶残渣，收集 

滤液 ，减压蒸馏后得到文冠果油 ，用无水 Na2SO 干燥 24 h称 

质量，计算得率 。 

试验设计：选择微波萃取时间、温度、微波功率和料液比 
4因素进行 4因素3水平正交试验，共做9个处理。按正交表 

中设计的各因素组合，精确称取所用的原料和溶剂，加入到微 
波反应罐中进行提取， (3 )正交试验设计表如表2所示。 

文冠果油得率 =(文冠果油的质量／文冠果仁粉的质量)x 
100％ 

表 2 L9(3 )微波辅助萃取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1．3 文冠果油组成成分的GC—MS分析 
1．3．1 甲酯化方 法 

称取约 100 mg油样 ，置于具塞试管中，加入 1—2 mL石 

油醚(30—6o )与苯(1：1)的混合液，振摇使油脂溶解后，加 

入 1—2 mL，0．4 mol／L的 KOH一甲醇溶液，混匀后在室温下 
静置5—10 min；再加入 12 mL水，振摇静置取上层溶液，进行 

色谱分析 。 

1．3．2 气相色谱条件 

GC条件：RTX一5MS型弹性石英毛细管(30 m X0．25 mm 

X0．25 p,m)，载气为高纯度氦气(99．999％)，柱前压为 109．8 

kPa，分流比为20：1，柱内载气流量 1．30 mL／min。 

程序升温：150—220 (以 1O ／rain的速度 )，220— 

280 (以5~C／min的速度)，280 保持3 m．1n，汽化室温度为 

250 ，进样量为 1 p,L。 

1．3．3 质谱条件 

EI源，离子源温度 200 ，接口温度 270 ，电子能量 7O 

eV，倍增器电压0．9 kV，溶剂延时3．5 min，分辨率 800，扫描 

范围4o一450 U。 

2 结果与讨论 

2．1 文冠果油冷榨提取试验结果 
由于本试验所用的冷榨机可调节的参数非常有限，且使 

用压力基本固定，为55—60 MPa，因而只进行了简单的冷榨 

试验，油得率与仁壳比、压榨时间的结果见表3。 
表3 文冠果油的冷榨提取试验结果 

由表3可知，仁壳比对文冠果油得率的影响大于压榨时 

间，仁壳比越大混合物料中的种壳就越少，被种壳吸附的油量 

就越少，提取率越高。但完全用种仁进行压榨，由于物料被压 

实，失去了油的通道，文冠果油的得率反而下降，所以／7／,(仁)：／7／, 

(壳)：9：1较好。同时由表3也可知，延长压榨时间对提高 

出油率有一定作用，但不明显，压榨时间以8 h为宜。 

2．2 微波辅助萃取文冠果油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正交试验对微波提取工艺条件进行优化，试验结果 

分析见表 4，极差、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5。 
表4 (3 )正交试验设结果与分析 

主次顺序 B>C>A>D 最佳组合A2 B3C3DI 

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因素A、B、c对文冠果油得率的影响 

都为显著，因素D不显著，且因素c的F值大于因素B的，说明 
因素c的影响大于因素B，因而各因素影响作用的主次顺序是： 

c、B、A、D。由极差分析结果可知，各影响因素的最优水平分别是 

A2、B3、c”D ，本试验的最优水平组合为：A2 B3c，D ，即料(g)：液 

(mL)=1：16、时间20min、温度85 、微波功率 100w。在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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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重复提取4次最高得油率可达53．27％。 
表5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注： 05(2
，

2) 19， 0l(2
．

2)=99。 

2．3 超声波辅助浸提文冠果耔油试验的结果与分析 
选用4因素的2次正交旋转组合设计表进行试验，优化 

文冠果油提取的工艺条件，试验结果方差分析见表 6。 
表6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在 =0．10显著水平上剔 

除不显著项，得到优化后的回归方程为： 
Y：51．125 00+0．917 92Xl一0．880 42 +1．265 42 一 

Q 692922"4一Q 89010．砰一Q 506 35 一Q 533＆ 霹一o．623 85霹一 
0．683 13 置。 

运用DPS软件对试验的最优工艺参数进行统计分析，得 

出出油率最高的各个因素组合为：料(g)：液(mL)：1：10、提 

取温度为 60℃、超声时间为 35 min、超声波频率为 60 kHz。 

在该工艺条件下，一次出油率可达 52．26％，重复提取 3次最 

高出油率可达60．18％，提取率高达92．47％。 

2．4 不同方法提取文冠果耔油的组成成分比较 

不同方法提取的文冠果籽油的组成成分GC—MS分析结 

果如表 7所示。 
表7 不同方法提取文冠果籽油的质量分数 ％ 

由表7可知，文冠果油化学成分较复杂，冷榨提取、超声波提 

取、微波提取的油分别有8、11、10种成分，3种方法提取的文冠果 

油有 8种相同成分，超声波提取与微波提取的油有 9种相同成 

分，共被鉴定出12种成分。冷榨、超声波、微波3种方法萃取的 

文冠果油主要化学成分为亚油酸、油酸、棕榈酸、二十烯酸，3种 

萃取方法的4种成分的总量分别为9o．29％,79．92％、8o．69％ 。 

超声波萃取的文冠果油成分较多，其中包含4．08％的丙 

丁酚，丙丁酚具有调节血脂及抗动脉硬化、抗氧化等作用，在 
医药领域有重要用途。 

2．5 讨论 

不同工艺方法提取文冠果油的最佳条件不同，文冠果油 

的萃取率不同，不同提取方法所提取的文冠果油的化学成分 

也有差异。超声波萃取的油得率最高，微波萃取时间最短，冷 

榨提取的亚油酸、油酸质量分数高，3种方法各有特点，3种工 

艺方法提取文冠果油均是可行的。 

3 结论 

冷榨提取的较佳工艺条件为：压力(55±2)MPa，m(仁)：m 

(壳)：9：1，压榨时间8h，温度2o一25℃，冷榨油得率为4o．44％。 

微波辅助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料(g)：液(mL)： 

1：16、提取时间 20 min、提取温度85℃、微波功率 100 W，重复 

提取 4次文冠果油的得率为 53．27％。 

超声波辅助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料(g)：液(mL)= 

1：10，提取温度 6O℃，提取时间 35 min，超声波频率 60 kHz， 

在该工艺条件下重复提取3次得油率为60．18％。 

利用冷榨提取、超声波、微波辅助 3种方法提取的文冠果 

籽油，共有成分为油酸、亚油酸、棕榈酸、硬脂酸等8种，其中 

超声波萃取的文冠果籽油成分较多为 11种，还含有4．08％ 

的丙丁酚，超声萃取的油品质稳定，萃取率高达92．47％，是提 

取文冠果油的较理想方法。冷榨萃取的文冠果油成分较少，萃 

取率低，但亚油酸、油酸含量高，适合做高品质的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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