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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福建清流、南平、尤溪及江西九江无患子种子为供试材料ꎬ分析其种子形态及质量特征、种仁含油率和苗木生长状
况ꎮ 结果表明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子的长度、百粒重、发芽率均显著大于其他 ３ 个种源ꎻ无水乙醇对无患子种仁提取油脂效
果最好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子的油脂提取率最高ꎬ为 ４４.８５％ꎬ显著大于其他 ３ 个种源ꎻ江西九江无患子 １ 年生幼苗长势较
差ꎬ其他 ３ 个种源长势相近ꎮ 综合来看ꎬ福建清流无患子可作为南方无患子的备选优良种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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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Ｇａｅｒｔｎ.) 为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无患子属(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落叶树种ꎬ广泛分

布于淮河流域以南以及福建、台湾、广西、云南等地 [１] ꎮ 无患子果皮富含无患子皂苷ꎬ具有抗菌、止痒、增
白等功效ꎬ可作洗涤和护肤用品的天然活性原料ꎻ全果压榨后油脂中的油酸和亚油酸高达 ６２.５％ꎬ其中
Ｃ １６ ~ Ｃ ２０ 脂肪酸占 ９８.２％ꎬ是极具开发前景的生物柴油原料林造林树种 [２] ꎮ 近年来ꎬ国内外对无患子果皮
皂苷成分提取及测定的研究已有报道 [３－５] ꎬ但对其种源选择、定向选育的研究较少 [６－８] ꎮ

我国无患子分布较广ꎬ不同种源间种子品质与含油率存在一定差异ꎮ 良种选育是营造无患子能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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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因素之一ꎮ 本文以福建清流、南平、尤溪和江西九江 ４ 个地区收集的无患子种子为研究对象ꎬ分
别测定不同种源种子形态、含油率等品质指标及其 １ 年生幼苗生长指标ꎬ以期筛选出适宜福建北部及立地
条件相似区域栽植的无患子优良种源ꎬ为其能源林的丰产栽培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分别采集福建清流、南平、尤溪和江西九江等地区自然散生的无患子健壮成年植株的新鲜种子ꎬ混匀ꎬ

备用ꎮ ４ 个不同种源无患子分布区的基本概况见表 １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种源

纬度

经度

福建尤溪

２５°５０′

１１７°４８′

２６°３８′

１１８°１０′

２５°４８′

福建清流
福建南平

２４°２９′

江西九江

１.２

不同种源地无患子分布区概况

１１６°３８′
１１３°３４′

年均气温 / ℃

年均降水量 / ｍｍ

１７.９

１ ７３８

１９.２
１９.３
１７.５

１ ６８８
１ ６６０
１ ５３８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种子形态及质量测定

采用四分法测定无患子种子形态、百粒重和发芽率ꎮ 分别选取 ４ 个种源成

熟、无病虫害侵染的无患子种子 ３００ 粒ꎬ随机分成 ３ 组ꎮ 其中ꎬ种子的纵轴计为长 [９－１０] ꎬ垂直种脐种面最大
横向宽度计为宽ꎬ种脐上顶点到其垂直种面的最大距离计为厚 [１１] ꎬ采用游标卡尺和天平测定种子形态和
百粒重ꎮ 将种子放置于垫有滤纸的培养皿中( 每个培养皿放置 ３０ 粒) ꎬ并置于 ２５ ℃ 、相对湿度 ６０％、光照

１０ ｈｄ －１ 的培养箱中进行为期 １ 个月的发芽试验ꎮ 培养期间用 １ ∶ ５ ０００ ＫＭｎＯ ４ 溶液及时对发霉种子进
行消毒ꎬ保持滤纸湿润ꎻ每天上午 １０:００ 测定种子发芽数量ꎬ以胚根突破种皮且长于种子的 １ / ２ 为发芽标
准ꎬ计算发芽率ꎮ
１.２.２

种仁含油率测定

将剥掉假种皮的无患子种子用清水洗净ꎬ置于 ８５ ℃ 烘箱内烘干ꎬ取出并破坏种

壳ꎬ将获得的种仁烘干至恒重ꎬ粉碎ꎬ备用ꎮ 分别以石油醚、无水乙醚和无水乙醇为提取剂ꎬ采用索式提取
法提取并测定种仁含油率 [１２] ꎮ 取 ５ ｇ 种仁粉状样品置入索式提取器ꎬ并加入 １５０ ｍＬ 提取剂于配套的烧瓶
中ꎬ水浴加热ꎬ于 ７０ ~ ８０ ℃ 连续提取 ８ ｈ( 每小时虹吸回流 ４ ~ ６ 次) ꎮ 将烧瓶通过旋转蒸发器蒸干后放入
干燥器中冷却 ０.５ ｈꎬ称重ꎮ

样品油脂含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Ｘ/ ％＝

( Ｗ２ －Ｗ１ )
Ｗ

× １００

式中ꎬＸ 为样品油脂含量 / ％ꎻＷ １ 为烧瓶质量 / ｇꎻＷ ２ 为烧瓶与油脂质量之和 / ｇꎻＷ 为样品质量 / ｇꎮ

１.２.３

苗木生长指标测定

选择福建省将乐国有林场苗圃( Ｎ２６°４３′ꎬＥ１１７°２７′) 进行 ４ 个种源无患子的育

苗试验ꎮ 该苗圃地势平坦、排水通畅、光照充足ꎬ属亚热带季风气候ꎬ年均气温 １９.８ ℃ ꎬ年均降雨量 ２ ０２７

ｍｍꎮ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ꎬ点播ꎬ行距 ２５ ｃｍꎬ株距 １２ ~ １５ ｃｍꎬ盖土厚度 ３ ｃｍꎬ区组面积 ２８ ｍ ２ ꎬ每个处理重
复 ６ 次ꎮ 播种后应及时除草、浇灌ꎬ做好苗圃的病虫害防治工作ꎮ 待种子出苗 ６ 个月后测定每株苗木主枝
倒数第 ３ 片或第 ４ 片叶片的长、宽和面积 [１３－１４] ꎬ并进行苗高、地径、叶片数等生长及形态指标测定ꎮ

１.３

统计与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２０.０) 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ꎬ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各个

测定指标在不同种源之间的差异水平进行检验( Ｐ ＝ ０.０５) ꎮ 研究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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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不同种源无患子种子形态及质量特征差异
不同种源无患子种子形态及质量特征不同( 表 ２) ꎮ 由表 ２ 可知ꎬ福建清流种源种子长度与江西九江

种源差异不显著ꎬ但显著大于福建尤溪、福建南平种源ꎻ种子百粒重和发芽率均显著大于其他 ３ 个种源ꎬ其
中福建尤溪种源种子百粒重和发芽率均最小ꎮ 福建清流种源种子厚度与其他 ３ 个种源差异均达显著水
平ꎬ其中福建尤溪种源最小ꎻ福建尤溪种源种子宽度显著小于其他 ３ 个种源ꎮ 可见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子
形态特征优于其他种源ꎬ具有明显优势ꎬ而福建尤溪无患子则较差ꎬ江西九江和福建南平无患子形态特征
相近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福建尤溪
福建南平
江西九江
１)

２.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ｓｅｅｄ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长度 / ｃｍ

种源
福建清流

不同种源无患子种子形态及质量特征 １)
宽度 / ｃｍ

厚度 / ｃｍ

百粒重 / ｇ

１.４６±０.０６ａ

１.４２±０.０６ｂ

１.２１±０.０５ｂ

１６３.４９±３.６４ａ

１.３２±０.０７ｃ

１.４３±０.１０ａ

１.１９±０.０６ｃ

１４５.４１±１.９２ｂ

１.３６±０.０８ｂ

１.２３±０.０７ｃ

１.４６±０.０８ａ

１.４３±０.１０ａ

１.１３±０.０６ｄ
１.２４±０.１２ａ

同列数值后附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ꎻ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ꎮ

发芽率 / ％

２６.６７±４.７２ａ

１１３.３４±２.０８ｃ

１３.３４±４.７２ｄ

１４６.１７±４.３８ｂ

１６.６７±４.７２ｃ

１８.３４±２.３６ｂ

不同种源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分析
３ 种提取剂对不同种源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的影响见表 ３ꎮ 由表 ３ 可知ꎬ无水乙醇对 ４ 个无患子种

源油脂提取效果最佳ꎬ提取率均大于 ４１％ꎮ 以无水乙醇为提取剂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最高ꎬ
为 ４４.８５％ꎬ显著大于其他 ３ 个种源ꎻ以石油醚为提取剂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显著大于福建尤
溪和江西九江ꎻ以无水乙醚为提取剂ꎬ４ 个种源种仁油脂提取率差异均不显著ꎮ 可见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
仁油脂提取率较高ꎬ而福建尤溪则较差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种源
福建清流
福建尤溪
１)

２.３

不同提取剂对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的影响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ｏｌｖｅｎｔｓ ｏｎ ｏｉ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ｓｅｅｄｓ
提取率

石油醚

无水乙醚

无水乙醇

４１.５９±０.１９ａ

４２.２１±０.３４ａ

４４.８５±０.３５ａ

３４.５６±３.０９ｃ

３６.１５±４.８０ａ

４２.２５±０.１０ｃ

提取率

种源
福建南平
江西九江

同列数值后附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ꎻ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ꎮ

％

石油醚

无水乙醚

无水乙醇

３９.３０±０.９１ａｂ

３６.１８±５.３６ａ

４１.７４±０.３４ｃ

３８.０４±０.９４ｂ

３９.６０±０.５８ａ

４２.８８±０.２７ｂ

不同种源无患子幼苗生长情况比较
不同种源无患子幼苗生长情况见表 ４ꎮ 由表 ４ 可知ꎬ各种源间苗高差异不显著ꎻ福建清流种源幼苗平

均地径与福建尤溪差异不显著ꎬ但显著大于福建南平和江西九江ꎮ 江西九江种源幼苗叶长、叶宽和叶面积
均显著小于其他 ３ 个种源ꎬ而福建清流种源幼苗叶长、叶宽和叶面积与福建南平、福建尤溪均无显著差异ꎮ
因此ꎬ江西九江无患子长势相对较差ꎬ其他 ３ 个种源无患子长势相近ꎮ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种源
福建清流
福建尤溪
福建南平
江西九江
１)

苗高 / ｃｍ

不同种源无患子幼苗生长情况 １)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地径 / ｃｍ

叶长 / ｍｍ

叶宽 / ｍｍ

叶面积 / ｍｍ２

８５.６７±１６.４０ａ

１.０７３±０.１６ａ

９５.１７±１２.１６ａ

２３.１７±３.１９ａｂ

１ ４０３.０８±３９２.７９ａｂ

８５.２７±９.８７ａ

０.８４９±０.１３ｂ

８９.３３±１１.１１ａ

２１.３３±３.１４ｂ

１ ２３８.７４±４２８.７０ｂ

７８.８７±１７.６５ａ
７２.５３±１１.０３ａ

１.０２０±０.１８ａｂ
０.８７０±０.１１ｂ

９４.５０±１５.２２ａ
７３.６０±１３.６７ｂ

同列数值后附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ꎻ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ꎮ

２７.３３±３.８３ａ
１７.２０±３.９１ｃ

１ ６９９.９５±４２２.２７ａ
７８９.０９±３０９.７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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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良种选育对能源林的原料产量和高效栽培至关重要ꎮ 本研究表明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子的百粒重最

大ꎬ单粒平均质量达 １.６３ ｇꎻ福建尤溪无患子种子最轻ꎬ单粒平均质量仅 １.１３ ｇꎮ 福建清流无患子种子平均

发芽率显著大于其他种源ꎬ达 ２６.６７％ꎬ福建尤溪最低ꎬ仅 １３.３４％ꎮ 福建清流无患子种子粒大、饱满、均匀、
发芽率高ꎬ在同样生长环境下ꎬ其苗期的形态指标均优于其他种源ꎬ可能由于其种子饱满充实ꎬ储藏营养物
质较多ꎬ有利于出苗后的生长ꎮ 福建清流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最高ꎬ为 ４４.８５％ꎬ显著大于其他种源ꎮ 说
明福建清流种源无患子的培育前景较好ꎬ适合在福建北部及生态环境相似的区域推广运用ꎮ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日益严重ꎬ以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生产燃料及化工产品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趋
势ꎮ 本研究表明ꎬ福建清流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最高ꎬ与生物柴油的指标相比ꎬ无患子籽油各项指标完
全符合理想的生物柴油原料油的要求 [１５－１６] ꎬ作为生物柴油原料进行开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ꎮ 因此ꎬ选
择无患子种仁油脂提取率较高的种源进行树种培育ꎬ既可以增加其质量和产量ꎬ又有利于保护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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