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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油用牡丹品质测定对比研究
王 军
（青海省玛可河林业局，青海果洛

814300）

摘要：为了给青海民和地区的油用牡丹的选种提供理论基础，该文通过对三种油用牡丹（全缘叶紫斑牡丹、
裂叶紫斑牡丹和“凤丹”牡丹）在物候期、果期数量性状、出油率以及各种脂肪酸含量的测定与比较，发现
虽然在生长期到来之后，“凤丹”牡丹的生长略快于两种紫斑牡丹，但是在果期数量性状、出油率以及脂肪
酸含量方面，全缘叶紫斑牡丹的各项指标均略优于裂叶紫斑牡丹和“凤丹”牡丹，故可知在民和地区，全缘
叶紫斑牡丹更适宜栽种，为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更大。
关键词：紫斑牡丹；“凤丹”牡丹；出油率；脂肪酸

为1 453mm，年平均相对湿度是59%。温度的垂直变

引言
牡丹隶属于芍药科芍药属牡丹组，是中国的传

化明显，每日差异很大，每年的差异很小，太阳辐射

统名花，因其花大色艳、种类繁多而闻名，同时也具

比较强，日照时间比较长，热量资源也比较优越，光

有十分可观的观赏及药用价值。近些年，经各学者研

能资源丰富，降水区域大大不同，冬天很冷，夏天很

究发现，牡丹籽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重要的保

热，白天热，夜晚凉爽，温度急剧变化，具有非凡的

健作用，被卫计委批准为新型资源食品。

大陆性气候特点。

目前，在生产上，我们将牡丹植物中产籽多、

1.2

试验材料

含油量高（≥22%）的品种称为油用牡丹。油用牡丹

所选“凤丹”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安康市、商

是一种多年生小灌木，它表现出耐旱、耐贫瘠等特

洛市等多个地区8-10年生的“凤丹”牡丹，以及“紫

性，其作为木本油料植物栽培的前景受到高度关注。

斑”来自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临洮县三地的7-9

牡丹品种虽然繁多，但油用牡丹的两种主要栽培类型

年生的全缘叶紫斑牡丹和裂叶紫斑牡丹。于2013年移

是凤丹和紫斑。其中紫斑牡丹又分为全缘叶紫斑牡丹

栽至青海民和绿禾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牡丹基地进行定

和裂叶紫斑牡丹。

植，已生长稳定。

本文通过对油用牡丹种的全缘叶紫斑牡丹、裂
叶紫斑牡丹和“凤丹”牡丹的出油率以及不饱和脂肪

1.3

试验方法

1.3.1

物候期观察

酸量的测定对比，旨在研究出更适宜在青海民和地区

根据含油牡丹物候记录标准，记录了其从展布

种植的油用牡丹品种，为油用牡丹在青海的利用提供

期到落叶期的营养生长，从花芽期到果实成熟期的生

理论基础。

殖生长。记录不同物候时期的标准如下：

1
1.1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地概括

萌芽期：越冬鳞芽开始膨大，并逐渐绽裂。发
芽期：鳞芽尖端胀裂，露出鳞芽，花芽则可看见花蕾

民和县地处黄土高原西缘向青藏高原过渡地

尖，多呈土红、黄绿、暗紫等色。显蕾期：花芽顶端

带，海拔4 220米。年平均气温是7.8℃，最高气温

开裂，露出幼叶和尖蕾。小风铃期：萼片开始向外开

35℃，最低气温-22℃。平均作物生长期为234天，

放。大风铃期：花蕾的外萼片全部开放，花蕾增大呈

全年≥5℃的积温为2 200-3 200℃，≥10℃的积温为

圆形。圆桃期：花蕾迅速增大，略带红晕，形如棉

2 000-2 600℃。年平均降雨量为363mm，且降水集中

桃，顶端微尖。开花期：花蕾绽开。叶片膨大期：花

在夏季（6-8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5%，年蒸发量

萎凋后，叶迅速膨大，俗称“叶放大期”。在这个时
候，叶子增厚增大，颜色也加深，绿色或深绿色呈

作者简介：王军，本科，林业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林
下经济开发，长期从事森林经营、林下经济开
发利用。

现。果实成熟期：蓇葖果果荚逐渐变黑，微裂。花芽
分化期：分化后，芽的外观已经饱满、光滑和圆润。
落叶期：全树有5％的叶片正常脱落。植物的生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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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成分通过对比外标品的保留时间和检索

本上停止，开始进入了休眠期。
1.3.2

产品标准NIST（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谱图鉴

果期数量性状比较

如需选择优良的油用牡丹品种，对果期数量性

别，使用内标法测量不同浓度的脂肪酸标准相应的色

状的对比尤为重要，故主要从株高、冠幅、坐果量、

谱面积，标准品浓度和峰面积的标准曲线绘制，将样

果角数、果荚横径这5个数量性状来测定：

品的各脂肪酸所对应的峰面积代入标准曲线公式计算

株高：测量所有植株地上部分的高度，取平均

各脂肪酸的含量，结果用每100克原油中所含脂肪酸
的提取质量（g）表示。

值作为该地区优选群体的株高（m）。
冠幅：测量其在南北和东西方向宽度的平均值，最

1.3.5

植物物候是根据单个植物记录的，记录的时间

后取所有个体冠幅平均值作为该群体的冠幅（m）。
坐果量：测量单株结实总量，取平均值作为该

数据处理

以进入每个时期最早的芽为依据。所有数量性状的数
据重复三次并取平均值。

群体的坐果量。
果角数：测量单株所结每个果荚的果角数，取

牡丹籽成分测定，保持三种油用牡丹籽油提取

平均值作为该株牡丹的果角数，然后取所有单株果角

条件相同，每组样品设置 3 组重复，结果表示为平均

数的平均值作为该群体的果角数。

值±标准差。
所有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处理，数据标准化、因

荚横纵径：果荚横纵径是衡量果实外观品质的
重要依据，待所有果实成熟后，对每个单株所有果荚

子分析等利用 SPSS 22.0 软件完成。

横纵径用数显游标卡尺进行测量，取其平均值作为该

2

株牡丹的果荚横纵径值。

2.1

1.3.4

结果分析
两种油用牡丹的物候期分析
通过对三种不同油用牡丹物候期的观测和分

脂肪酸成分测定

脂肪酸甲酯化：从提取的牡丹籽油中称取 0.2g，

析，结果如表1。可知，在民和地区，两种紫斑牡丹

加入0.5mol /L kOh-CH3OH溶液1ml，70℃的水中浸浴

的物候期差距甚微，但“凤丹”与全缘叶紫斑牡丹和

1小时，加入正己烷2ml，蒸馏水5ml，然后超声处理5

裂叶紫斑牡丹两种牡丹的物候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分钟。吸附出上清液，用亚硫酸钠干燥备用。

虽然都是在3月左右萌芽，但“凤丹”在发芽后的生

GC-MS（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技术）检测
方法：气相色谱条件：HP-5MS 30m×0.25mm，

长要略快于两种紫斑牡丹，整体结果相差不大。
2.2

果期数量性状比较

0.25m 弹性石英毛细管柱；载气为高纯氦气（纯度

通过表2中的数据可知，民和地区栽种的全缘叶

99.999%）；程序升温，初温 140℃，保持 1min，以

紫斑牡丹与裂叶紫斑牡丹和“凤丹”牡丹两种牡丹在

10.0℃/min 升至 200℃，保持 1.0min，再以 5℃/min

果期的各种数量性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在株高、

升温至 280℃，保持 6.0min；运行时间：30min；分

冠幅、坐果量、果角数、果荚横径共5个指标的数据

流比 100∶1，流速1.0ml /min；进样口温度 280℃，

显示下，紫斑牡丹的各个性状表现均优于“凤丹”牡

进样量 1.0μl。

丹，尤其是果荚横径这个性状，“凤丹”牡丹远差于

质谱条件：离子源：EI 源；离子源温度：

两种紫斑牡丹，故在果期数量性状的比较上，紫斑牡

230℃；传输线温度：230℃；电离电压：70 eV；扫

丹优于“凤丹”牡丹，在紫斑牡丹中，又能发现，全

描范围 m/z：40-460 aum。

缘叶紫斑牡丹在各个性状上略高于裂叶紫斑牡丹。
表1

两种油用牡丹物候期

品种 萌芽期 发芽期 现蕾期 小风铃期 大风铃期

园桃
叶片
开花期
透色期
放大期

种子
花芽
落叶期
成熟期 分化期

休眠期

全缘叶

3月

3-4月

4月

4-5月

5月

5月底

5-6月

6月

8-9月

8-10月 10-11月 11-次年3月

裂叶

3月

3-4月

4月

4-5月

5月

5月底

5-6月

6月

8-9月

8-10月 10-11月 11-次年3月

凤丹

3月

3月

3月中

4月

4-5月

5月中

5-6月

6-7月

8月中

9-10月 10-11月 11-次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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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期数量性状比较

品种

株高/m

冠幅/m

坐果量

果角数

果荚横径/mm

全缘叶

1.28±0.04a

1.71±0.06a

9.65±0.86a

6.21±0.28a

95.01±4.1a

裂叶

1.23±0.03a

1.63±0.08a

9.32±0.70a

5.80±0.30a

94.21±4.3a

凤丹

1.02±0.02ab

1.24±0.04ab

5.69±0.5bc

5.10±0.10a

60.23±3.7b

同列不同字母（a-d）表示显著差异（P＜0.05）

2.3

种子出油率比较

2.4

各种脂肪酸成分的含量比较

通过超声提取法对全缘叶紫斑牡丹、裂叶紫斑

通过对全缘叶紫斑牡丹、裂叶紫斑牡丹和“凤

牡丹和“凤丹”牡丹三种油用牡丹的种子进行了仁

丹”牡丹三种油用牡丹的种子内各种脂肪酸的测定可

皮比和出油率的测定与计算，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知，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

由表中数据可知，仁皮比最高的全缘叶紫斑牡丹

含有少量饱和脂肪酸（软脂酸、硬脂酸）。

为2.38±0.11a，大于裂叶紫斑牡丹的2.34±0.07a，

这5种不同的脂肪酸的含量有着显著的差异，

大于“凤丹”牡丹的2.17±0.06a；出油率也是全缘

但不管是紫斑牡丹还是“凤丹”牡丹，种子内的脂

叶紫斑牡丹的41.25±0.31a，大于裂叶紫斑牡丹的

肪酸含量的具体表现均为：α-亚麻酸>亚油酸>油

40.37±0.26a，大于“凤丹”牡丹的33.93±0.15a，故

酸>棕榈酸>硬脂酸。在不饱和脂肪酸总量和总脂

知民和地区栽种的全缘叶紫斑牡丹的种子颗粒较大且

肪酸总量上，民和地区种植的全缘叶紫斑牡丹均以

含油量较高。

89.40±0.06gh和99.52±0.08fgh的数值大于裂叶紫斑牡

表3

丹88.94±0.06gh和98.91±0.08fgh以及“凤丹”牡丹的

种子仁皮比及出油率对比

品种

种子仁皮比/%

出油率/%

全缘叶

2.38±0.11a

41.25±0.31a

紫斑牡丹为优。

裂叶

2.34±0.07a

40.37±0.26a

3

凤丹

2.17±0.06a

33.93±0.15a

88.94±0.06gh和98.91±0.08fgh。总体表现上以全缘叶

通过对三种油用牡丹的物候期观察、果期数量

同列不同字母（a-d）表示显著差异（P＜0.05）
表4
品种

棕榈酸

硬脂酸

油酸

全缘叶

8.01±0.06cd

2.11±0.05def

22.73±0.08bc

裂叶

7.98±0.07cd

2.08±0.04def

凤丹

7.35±0.06cd

2.37±0.03def

结论与讨论

性状测定、出油率测定以及脂肪酸含量测定的比较，
脂肪酸含量对比
亚油酸

α-亚麻酸

不饱和脂肪酸总量

总脂肪酸含量

23.92±0.07ef 42.75±0.09e

89.40±0.06gh

99.52±0.08fgh

22.59±0.08bc

23.89±0.06ef 42.46±0.07e

88.94±0.06gh

98.91±0.08fgh

21.36±0.07bc

21.65±0.07ef 41.98±0.06e

84.99±0.08gh

94.71±0.04fgh

同列不同字母（a-d）表示显著差异（P＜0.05）

可以看出，在民和地区，全缘叶紫斑牡丹不管在果期

量性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在株高、冠幅、坐果

的各种数量性状上、出油率和脂肪酸的含量上，均小

量、果角数、果荚横径共5个指标的数据显示下，全

优于裂叶紫斑牡丹以及“凤丹”牡丹两种油用牡丹。

缘叶紫斑牡丹的各个性状表现均优于裂叶紫斑牡丹和

在物候期上，三种油用牡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凤丹”牡丹，尤其是果荚横径这个性状，“凤丹”

的，虽然都是在3月左右萌芽，但“凤丹”牡丹在发
芽后的生长要略快于两种紫斑牡丹，整体结果相差不
大。

牡丹远差于两种紫斑牡丹。
之后通过对三种油用牡丹的出油率以及种子仁
皮比的对比，发现全缘叶紫斑牡丹的种子仁皮比更

在两种油用牡丹的数量性状对比上，民和地区
栽种的两种紫斑牡丹和“凤丹”牡丹在果期的各种数

大，出油率更多，在油用上优于裂叶紫斑牡丹以及
“凤丹”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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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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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