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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产业支撑乡村振兴的现状与对策建议
唐语琪，杨其军，冼淑颜，刘 萌，吴 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海南海口 571101）

摘要：百香果因其丰富的营养与极高经济价值，近几年在国内发展迅速，它在成为国内热带地区脱贫攻坚的
重要抓手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就目前百香果产业在国内外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它对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的影响谈一点看法，以期为百香果产业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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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香果产业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
1.1 百香果在国内发展迅猛
百香果（PassifloraeduliaSims），又名鸡蛋果，
学名西番莲，西番莲科西番莲属的草质藤本植物，已
知的品种达520种，其中60余种可供食用，多生于海
拔180～1 900米的山谷丛林中，原产安的列斯群岛，
广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国外有“果汁之王”
“摇钱树”等美称[1，2]，国内在海南、广西、福建、
云南、贵州、台湾等热区都有一定面积的种植。果实
可生食或作蔬菜、饲料，入药具有兴奋、强壮之效。
果瓤多汁液，可制成芳香可口的饮料，还可用来添加
在其他饮料中以提高饮料的品质。种子榨油可供食用
和制皂、制油漆等。花大而美丽，没有香味，可作
庭园观赏植物[3]。其深加工产品如：果汁、果酱、果
冻、果酒、巧克力、果脯、果醋、慕斯、蛋糕、种子
油深受大众喜爱，蒙牛、伊利、徐福记、德芙、良品
铺子、百草味等都推出了自己的百香果产品。
国内主栽的品种有台农一号、紫香一号、满天
星和黄金百香果。台农一号是台湾凤山热带园艺试验
所于20世纪70年代，用紫色种与黄色种杂交选育的品
种，该品种具有抗逆性强、自交亲和、丰产稳产、果
实品质优良等优点 [4-5]。紫香一号是从台湾引进的台
农一号嫁接苗选育而来的品种，适合在南方栽培条
件下种植，具有耐湿性、 抗病性强、自交亲和的特
点，自然结果率可以达到70%以上，其果实具有皮厚
耐运输、便于储运，鲜果也适合加工等优势[6]；满天
星品种由台湾地区从印度尼西亚引进改良培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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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表有星星点点而得名；该品种为热带品种，
抗寒性较差，叶片也带有甜味，易受蓟马、螨虫等
侵害，诱发绿斑病，果实较大、甜度高、出汁率高达
40%以上，无香味、耐储运、适合鲜食。黄金果有大
黄金和小黄金，大黄金是台湾地区近两年民间育成的
品种，果实圆形，成熟果皮黄色，与原生黄果品种相
比糖度高，香味浓，有番石榴的香味，适合鲜食；小
黄金相对果偏小，圆形，成熟时果皮黄色，种子较
多，香味浓郁，适合鲜食[7]。近年来随着百香果产业
的快速升温，百香果的种植面积迅速增长，表1为截
至2018年底国内百香果发展情况。
1.2 百香果在国外产业发展情况
除我国外，南美的巴西、中美的夏威夷，大洋
洲的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泰国、柬埔
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均有种植。美洲及澳洲种
植面积不大，品质较高，价格昂贵。东南亚国家，特
别是越南，近10年来，是东南亚最大的产区，以产业
为支撑，高产和廉价是明确的产业方向，管理较粗
放，但产业链较为成熟，大型的果汁加工出口已经形
成。
2 百香果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种苗市场欠规范
百香果品种资源相对缺乏，品种单一，新品种
培育工作较少，种苗市场不规范，严重阻碍百香果产
业发展和壮大[8]。部分种苗厂无证经营，为家庭、合
作社等小型育苗厂，没有备案，没有检疫；或者个人
自繁自用的常规苗有剩余，就拿来做商品苗出售。百
香果种苗的生产方式主要分扦插、嫁接、实生和组培
苗，很多育苗厂根本没有母本园，或母本园管理不规
范，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扦插或嫁接来的苗本身带
毒，幼苗期又无病症，以次充好。嫁接砧木的种苗木
来源不明，造成后期果树发病严重，管理成本大幅增
加[9-10]。2018年以来，以耐茎基腐病的黄果品种为砧
木的嫁接苗逐渐替代扦插苗，但嫁接苗育苗成本高，
价格普遍较高，且受少量劣质嫁接苗的影响，市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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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农垦局2018年《全国热带、南亚热带作物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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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苗接受度亟须提高。组培苗目前还处在实验室阶
段，应用于生产还要有一段时间[11-12]。果农对种苗来
源重视不够，很多果农特别是小规模家庭种植户，在
种苗购进时首先考虑的是价格因素，哪家便宜就买哪
家，造成后期管理成本高，或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果实商品率低（表2为各种种苗的优缺点介绍）。
2.2 整体管理水平不高
除个别规模较大的种植园外，大部分农户对百
香果的栽培管理技术知之甚少，生产效率低，机械
化、轻简化技术落后，有成效的配套技术培训体系尚
未建立，种植管理人员急需如土壤改良、水肥管理、
整形修枝、病虫害防治、促花保果、提升果实品质、
合理密植等方面的系统化培训。没有经过系统、规范
的培训、学习，全凭经验或道听途说，因此造成百香
果产量低、品质差、成本高。观念落后，盲目追求种
植面积，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管理粗放，多年留苗，
病害多发，再加上近年较高的人工成本，棚架成本，
一两年内很难收回成本，严重影响了种植户的信心。
2.3 鲜果销售及深加工能力不足
由于各种植区没有统一的规划，鲜果集中上
市，好果也卖不出好价，到了淡季又一果难求，另有
低质劣果，低价冲击市场，恶性竞争，缺少品牌带
动。近几年在各地深加工企业有所发展，如广东省
河源聪明人集团，果汁日加工能力达30t [13]，但总体
上规模化加工产业发展较为缓慢，果品深加工水平较
低，百香果藤蔓、果皮、种子等很少利用来进行深加
工，综合性开发不够。
表2

较上年
新增%
212.50

全年总产值 上年总产值
（万元）
（万元）
6000.00
1920.00

较上年
新增%
212.50

3 百香果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和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
前景展望
3.1 百香果产业在国内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由于百香果是短期作物，见效快、投资少、价
值高，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国内热区很多县、
乡、村多采取多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百香果种植，
引导贫困户参与到种植中来。当年种植，当年就可实
现不错的经济效益，已然成为政府帮助农户脱贫致富
的重要抓手，如贵州贞丰县鲁容乡的“1+10+N”的
百香果产业模式[14]、广西贵港的“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15]，贵州省2020
年计划完成15万亩百香果种植任务的目标等。政府投
入资金、种苗、技术，引导贫困户以流转土地的形式
入股，促进产业发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2 百香果在乡村振兴中的展望
3.2.1 政府加强投入
百香果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政府的政策引导、
资金扶持无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种苗
市场的规范、从业人员的管理水平提高、百香果科研
项目的投入、深加工企业的扶持上政府还可以多做文
章。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合理布局，注重差
别化发展，避免一哄而上的局面发生，引导深加工企
业向纵深方向发展，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获取较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2 提升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从种苗的品质管控、田间科学管理、果实储藏
运输等各方面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整体提高从业

百香果种苗生产类型及优缺点

生产类型

优点
缺点
根系发达、吸收养分能力强，抗病、抗逆性强，结果
嫁接种苗
培育时间较长、种苗价格比较高
早、产量高、品质优
难以完全脱毒繁育、易感病，特别是茎基腐，抗旱涝、抗逆
扦插种苗 能够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生长快、结果早、成本低
性低，果实品质差
实生种苗 抗病能力强、根系发达、植株健壮、生长旺盛
结果时间晚、果实性状不稳定、商品价值低
组培种苗 保持了母本性状，性状稳定，脱毒健壮

根系发达，生长慢、培育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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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对比了两种油用牡丹所含的各种脂肪

牡丹的综合品质略优于裂叶紫斑牡丹以及“凤丹”牡

酸含量，研究发现，油籽富含亚麻酸、亚油酸和油酸

丹。在栽植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全缘叶紫斑牡丹能带

等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少量饱和脂肪酸（软脂酸和

来相对于“凤丹”牡丹更大的收益。

硬脂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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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广机械、无人机等的应
用，最大限度减少人力投入，借以降低生长成本。根
据实际条件，选择适合的种植模式，合理密植，多层
挂果，以增加产量，使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3.3.3 发展互联网+农业
相比其他水果，百香果有采摘季节长、易储
藏的特点，走电商销售有很多优势。如“福建百香
果·阿里巴巴产业合作项目”线上线下提供全渠道、
全时段、全品类、全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为百香果打
开了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广西玉林2018年百香果凭借
电商平台在国家邮政局公布的2018年农产品快递数据
中名列前茅，百香果已经成为传统产业拥抱新零售的
典范。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优势，多方位多举措促进
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融合，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主题，打造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和生态农业为一体的
发展模式，实现百香果产业振兴总体目标。
参考文献
[1]

周红玲，郑云云，郑家祯，等.百香果优良品种及配
套 栽 培 技 术[J].中 国 南 方 果 树，2015，44（2）：
121-124.

[2]

赵瑞瑞.紫果西番莲叶抗焦虑活性成分的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3]

吴 斌，黄 东 梅，杨 其 军，等.一 种 百 香 果 种 植 装 置
[J].农业与技术，2019，39（21）：55-56.

[4]

赵苹，焦懿，赵虹.西番莲的研究现状及在中国的利
用前景[J].资源科学，1999（3）：79-82.

[5]

仲秀.台湾百香果（西番莲）的种类与育种[J].台湾
农业情况，1986（2）：23-25.

[6]

王增炎.“紫香一号”百香果高产优质栽培技术[J].
农业开发与装备，2019（1）：169-170.

[7]

易籽林，徐卫清.百香果在海南引种栽培现状与展
望[J].热带农业科学，2018，38（7）：25-28.

[8]

周红玲，郑云云，郑家祯，等.百香果优良品种及配
套 栽 培 技 术[J].中 国 南 方 果 树，2015.44（2）：
121-124.

[9]

邱杭，冼柏伟，江剑址，梁红.西番莲种子促进萌发
的研究[J].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29（4）：
13-17.

[10] 吴松海，周红玲，郑云云，等.百香果种苗繁殖技术
[J].福建农业科技，2017（3）：40-41.
[11] 杨冬业，张丽珍，徐淑庆.百香果组织培养及植株再
生[J].北方园艺，2012（3）：125-127.
[12] 张琴，闫勇，梁国鲁.紫果西番莲组织培养研究[J].
中国南方果树，2000（5）：27-28.
[13] 邝瑞彬，杨护，孔凡利，等.广东省百香果产业现状
与 发 展 对 策[J].广 东 农 业 科 学，2019，46（9）：
165-172.
[14] 田 丰，陈 家 润.贞 丰 县 鲁 容 乡 百 香 果 产 业 发 展 现
状 及 前 景 探 讨[J].南 方 农 业，2018，12（28）：
90-92.
[15] 钱 开 胜.广 西·贵 港 以 百 香 果 产 业 助 推 精 准 扶 贫
[J].中国果业信息，2017，34（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