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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不同产地的小油桐种子含油率及其脂肪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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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我国的广东、海南、贵州和印度等地所产小油桐种子含油率及其脂肪酸组成。方法 采用索氏抽提法测
定小油桐种子的含油率，采用 ＧＣ－ＭＳ 对小油桐油的脂肪酸组成进行分析。结果 不同产地的小油桐种子干基含油率分
别为 ３２．４３％（广东）、３１．４１％（海南）、
３７．５６％（贵州）和 ４１．０４％（印度）
；ＧＣ－ＭＳ 鉴定出 １２ 种脂肪酸成分，其中不饱和脂
肪酸分别占总脂肪酸的 ８０．９３％（广东）
、７９．５３％（海南）
、
７７．２４％（贵州）和 ７８．２２％（印度）
。结论 不同产地的小油桐种子
的含油率和脂肪酸组成方面均存在差异，这在小油桐引种与育种过程中应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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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油桐［１］（
为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Ｊａｔｒｏｐｈａ ｃｕｒｃａｓ Ｌ．）
ｃｅａｅ）多年生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分布于热带、亚热带
及干热河谷地区［２］，其种子含油率高达 ３８％￣４１％［３， ４］，
油可供药用和工业用［２］，
此外小油桐油还是生产生物
柴油的好原料，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５］。
本研究参照《粮食、油料检验 － 粗脂肪测定方法
（ＧＢ ５５１２－８５）
》之索氏抽提法测定了我国的广东、海
南、贵州和印度等地所产小油桐种子的含油率，并采
用 ＧＣ－ＭＳ 对小油桐油的脂肪酸组成进行分析，从而
为更好地开发利用小油桐种质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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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２００７ 年采收的小油桐种子，
原产地分别为我国的
广东、
海南、
贵州和印度，
经除杂、
料碎后，
在 １０５±１ ℃
温度下烘干至恒重备用。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石油醚（
沸程 ３０￣６０ ℃）
，甲醇，无水甲醇，无水乙
ＮａＣｌ；
ＡＢ２０４－Ｓ／ＦＡＣＴ 分析天平（
瑞士梅特
醚，ＮａＯＨ，
勒 － 托利多）
，电热恒温水浴锅 Ｈ－Ｓ－Ｇ－ＩＩＢ－６（上海仪
器供销公司）
，鼓风烘箱，索氏提取器，
ＨＥ２２５０ 型旋
转蒸发器 （瑞士 ＢＵＣＨ 公司）
，ＨＰ６８９０／５９７３ 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１０ ｍｌ 容量瓶，
小烧杯，
移液管等。
１．３ 油脂提取与含油率测定
参照 《粮食、油料检验 － 粗脂肪测定方法（ＧＢ
５５１２－８５）
》之索氏抽提法提取小油桐种子油脂并测定
含油率。其中，
以石油醚作为溶剂，
料液比为 １∶
１０（
３ｇ
样品：
３０ ｍｌ 石油醚）
，
在 ７０￣８０ ℃下索氏提取 １２ 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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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油脂用于脂肪酸组成研究。
１．４ 样品的甲酯化
采用 ＮａＯＨ－ 甲醇直接酯化法。取 １．３ 方法所得
小油桐油 ０．２ ｇ（
约 ２５０ μｌ），
置于洁净的 １０ ｍｌ 容量瓶
中，加入 ４ ｍｌ 新鲜配制的 ０．５ ｍｏｌ／Ｌ 的 ＮａＯＨ／ 甲醇
溶液混匀，
６５￣８０ ℃水浴加热 ５￣１０ ｍｉｎ，直至油珠消
失；冷却后，加入 ２ ｍｌ 新鲜配制的 １４％￣２５％ ＢＦ３－ 甲
醇，
７０ ℃水浴中煮沸 ２ ｍｉｎ。加入 ２ ｍｌ 石油醚，充分振
摇，使甲酯转入石油醚层。加入饱和 ＮａＣｌ 溶液，
使石
油醚层浮到容器近口处，静置 １０￣２０ ｍｉｎ 分层，小心
取上清液于另一洁净玻璃容器中，
加入少量无水硫酸
钠（０．２ ｇ）
去除微量水分，用作 ＧＣ－ＭＳ 分析样品。
１．５ ＧＣ－ＭＳ 分析
色谱条件：ＤＢ－５ＭＳ 型毛细石英柱 （３０ ｍ×２５０
，柱子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 ℃，进样量 １ μｌ，
μｍ×０．２５ μｍ）
分流比 ５∶
１，载气 Ｈｅ，柱流速 １ ｍｌ／ｍｉｎ；升温程序：
１５０
℃保持 ３ ｍｉｎ；以 ３ ℃／ｍｉｎ 升至 １８０ ℃，保持 ２０ ｍｉｎ；
再以 １０ ℃／ｍｉｎ 升至 ２５０ ℃，保持 １０ ｍｉｎ。质谱条件：
离子源 ＥＩ，电子能量 ７０ ｅＶ，电离电压 １８５９ Ｖ，质量
扫描范围 ３０￣５５０ ａｍｕ；离子源温度 ２３０ ℃，四极杆温
度 １５０ ℃。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产地小油桐种子的含油率
经测定，来自广东、海南、贵州、印度等 ４ 个产地
的小油桐种子干基含油率分别为 ３２．４３％、３１．４１％、
３７．５６％和 ４１．０４％。
２．２ 小油桐油的脂肪酸组成
从我国的广东、海南、贵州以及印度所产的小油
桐种子油脂中分别鉴定出 １２ 种脂肪酸，
１０ 种与文献
所报道的产地为攀枝花、宾川、宁南、永胜、双柏、罗
甸等地的小油桐种子油脂肪酸相一致，反式 ９，１０－ 环
氧十八烷酸、蓖麻醇酸和木蜡酸为该植物中首次报
道。不饱和脂肪酸占总量的 ７７．２４％￣８０．９３％，其中广
东产小油桐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 （
８０．９３％）
。
在所检测到的不饱和脂肪酸中，广东和海南产小油桐
油的亚油酸含量最高，分别占总脂肪酸的 ４６．９０％和
４２．０５％；而印度和贵州产的小油桐的油酸含量最高，
分别为 ４５．８７％和 ４３．１７％ （表 １）。
［
７］

３ 讨论
以前小油桐油主要用于工业原料，也在民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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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小油桐种子油脂肪酸的组成与相对含量
脂肪酸组成

印度
肉豆蔻酸（Ｃ１４Ｈ２８Ｏ２）
０．０４
棕榈油酸（Ｃ１６Ｈ３０Ｏ２）
０．６２
棕榈酸（Ｃ１６Ｈ３２Ｏ２）
１２．５１
十七烷酸（Ｃ１７Ｈ３４Ｏ２）
０．１０
亚油酸（Ｃ１８Ｈ３２Ｏ２）
３０．３６
油酸（Ｃ１８Ｈ３４Ｏ２）
４５．８７
硬脂酸（Ｃ１８Ｈ３６Ｏ２）
８．５０
反式 ９，１０－ 环氧十八烷酸（Ｃ１８Ｈ３４Ｏ３）
－
蓖麻醇酸（Ｃ１８Ｈ３４Ｏ３）
１．３７
二十碳烯酸（Ｃ２０Ｈ３８Ｏ２）
－
花生酸（Ｃ２０Ｈ４０Ｏ２）
０．３３
山嵛酸（Ｃ２２Ｈ４４Ｏ２）
０．２１
木蜡酸（Ｃ２４Ｈ４８Ｏ２）
０．０９
总量
１００．００
总饱和脂肪酸
２１．７８
总不饱和脂肪酸
７８．２２

相对含量（％）
广东 海南 贵州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５
１．０４ ０．９７ ０．８１
１３．７５ １３．３６ １３．５０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０
４６．９０ ４２．０５ ３３．０７
３２．７６ ３６．３９ ４３．１７
４．８０ ６．５０ ８．６６
－
０．０５ ０．０５
－
－
－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０７ ２０．４７ ２２．７６
８０．９３ ７９．５３ ７７．２４

－：未检测到

药用，用于催吐泄泻、终止妊娠等［８］。本研究表明，不
同产地的小油桐种子在含油量以及油脂的脂肪酸组
成方面存在差异。这可能是不同地理位置的土壤、气
候差异影响了小油桐的生长和生物学特性，
也可能是
不同产地的小油桐在进化过程中自身种质发生适应
环境的改变，
分化出不同的特性。因此在小油桐引种
和育种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产地因素，
选育出适合本地
［
９］
区生长的小油桐优良品种 。本研究为选育优良的小
油桐品种、
早日实现小油桐的规模化种植与产业化生
产提供了科学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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