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069992.7

(22)申请日 2017.02.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676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20

(73)专利权人 浙江佰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312455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黄泽镇

镇西路58号

    专利权人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嵊州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72)发明人 裘晓云　储开江　陈琳　卢红伶　

胡文君　沈国新　郭玮龙　求鹏英　

张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109

代理人 尉伟敏　胡寅旭

(51)Int.Cl.

C11B 1/06(2006.01)

C11B 1/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666751 A,2014.03.26,

CN 102326631 A,2012.01.25,

审查员 李勇

 

(54)发明名称

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收集去壳：将采收的香

榧经脱皮、堆沤后熟、晒干，得到的香榧子去除籽

壳得香榧种仁，同时收集香榧子籽壳，待用；(2)

低温干燥：对香榧种仁进行挑选后，对挑选后的

香榧种仁进行日晒或低温干燥至含水率≤7％；

(3)机械低温压榨：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5～

9％，将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混合后输送至螺

旋压榨机进行低温压榨，得香榧原油；(4)过滤净

化：对香榧原油进行压滤，得压榨油；(5)冬化：将

压榨油注入冬化锅，缓慢冷却至4℃进行冬化，得

到的冬化油压滤后，重复冬化一次，过滤即得香

榧成品油。本发明工艺步骤简单，可操作性强，营

养成分损失少，得油率高，压榨油品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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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收集去壳：将采收的香榧经脱皮、堆沤后熟、晒干，得到的香榧子去除籽壳得香榧种

仁，同时收集香榧子籽壳，待用；

（2）低温干燥：对香榧种仁进行挑选后，对挑选后的香榧种仁进行日晒或低温干燥至含

水率≤7％；

（3）机械低温压榨：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5～9％，将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混合后输

送至螺旋压榨机进行低温压榨，得香榧原油；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按质量比14～18：1混

合；压榨机榨膛温度为70～90℃；

（4）过滤净化：对香榧原油进行压滤，得压榨油；

（5）冬化：将压榨油注入冬化锅，缓慢冷却至4℃进行冬化，得到的冬化油压滤后，重复

冬化一次，过滤即得香榧成品油；冷却速率控制在1～2℃/h，冬化时间为至少48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低

温干燥温度≤7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采

用板框式压滤机进行压滤，压滤温度20～40℃，压力0.3～0.4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采

用板框式压滤机进行压滤，压滤温度20～40℃，压力0.3～0.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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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用植物油制取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香榧，(学名：Torreya  grandisFort.ex  Lindl.cv.Merrillii.)，又名中国榧，为

第三纪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保护树种。香榧树原产我国，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树种。香榧分

类上属红豆杉目、红豆杉科、榧树属常绿乔木植物。香榧树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以南的

浙、苏、皖、赣等10个省区，集中地在会稽山脉。目前，香榧主要作为干果食用，商品化的干果

对香榧子的大小形状要求较高，实际生产中不符合干果大小要求的香榧子的利用价值较

低，是生产香榧油很好的原料，这些原料生产香榧油可以增加香榧子的利用价值，提高经济

效益。

[0003] 香榧种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除了油脂以外，还有蛋白质、糖份及碳水化合物

等，其中含脂肪的含量在40％以上，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分别达到17％和30％

左右。由于蛋白质及碳化合物的粘度高，摩擦力小，所以，高含蛋白质及碳化合物的种子给

提高低温压榨时的得油率带来较大的困难。

[0004] 与大多坚果植物种子一样，目前生产上多采用热榨的方法生产香榧油。具体方法

为：将干燥的脱壳香榧仁先在200度温度下炒制5分钟后，再用榨油机榨油，控制螺杆温度

180℃，得到的原油经过一定压力下精滤，压力约为0.4Mpa，得到压榨油，这种方法的得油率

在34％左右(牛丽影等，香榧籽油的脂肪酸及不皂化物组成分析，中国粮油学报，2011 .26

(6)：52-55)。热榨法生产香榧子油虽然得油率得到提高，但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0005] (1)要经过种籽脱壳、破碎、蒸炒、榨油、过滤提纯等5个步骤。这种方法操作繁杂、

能耗高，压榨得油率也只有在34％左右；

[0006] (2)高温蒸炒和高温压榨影响压榨油的品质，还可能产生一些有害和不良物质，高

温炒籽的时候，一旦温度和搅拌速度掌握不好，会有产生苯并芘的风险，同时在高温蒸炒和

高温压榨过程中，香榧子油中含有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分解，许多珍贵的天然活性有益

成分遭到损失或破坏，含量明显下降；

[0007] (3)高温压榨法获得的香榧子油其原油色泽过深、皂素等一些固体杂质含有量较

高，直接食用时有一定涩味，一些指标不符合国家食用油标准，一定要加工精炼加工后才能

成为商品。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香榧油生产方法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工

艺步骤简单，可操作性强，营养成分损失少，得油率高，压榨油品质好的低温压榨香榧油的

生产方法。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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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种低温压榨香榧油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收集去壳：将采收的香榧经脱皮、堆沤后熟、晒干，得到的香榧子去除籽壳得香

榧种仁，同时收集香榧子籽壳，待用。香榧树上有1/2种子的假种皮开裂时即可进行采收，堆

沤后熟时间一般为7天；去壳时尽量减少香榧种仁的破碎，保持香榧种仁粒的完整性，收集

的香榧子籽壳以用于后道压榨时用作压榨摩擦副料，以提高出油率。

[0012] (2)低温干燥：对香榧种仁进行挑选后，对挑选后的香榧种仁进行日晒或低温干燥

至含水率≤7％。挑选以去除杂质和不良香榧种仁，保证压榨油品质。

[0013] (3)机械低温压榨：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5～9％，将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混合

后输送至螺旋压榨机进行低温压榨，得香榧原油。香榧种仁的含水率在5～9％时的压榨得

油率最高，因此榨油前测定含水率，确保含水率在5～9％才可以用于榨油，不符合该范围的

再进行日晒或低温烘烤直至满足要求；利用少量香榧壳作摩擦辅料，解决了由于香榧种仁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带来压榨摩擦力太小，使种仁直接压榨得油率低，而带壳直接

压榨的摩擦力又偏高，得油率也偏低的问题。

[0014] (4)过滤净化：对香榧原油进行压滤，得压榨油。

[0015] (5)冬化：将压榨油注入冬化锅，缓慢冷却至4℃进行冬化，得到的冬化油压滤后，

重复冬化一次，过滤即得香榧成品油。

[0016] 作为优选，步骤(2)中，低温干燥温度≤70℃。

[0017] 作为优选，步骤(3)中，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按质量比14～18：1混合。香榧种仁

和籽壳的混合比例控制在14～18：1，得油率最高。

[0018] 作为优选，步骤(3)中，压榨机榨膛温度为70～90℃。香榧种仁榨油时压榨温度低

于70℃时得油率很低，70～90℃时最高，超过90℃时得油率又降低。

[0019] 作为优选，步骤(4)中，采用板框式压滤机进行压滤，压滤温度20～40℃，压力0.3

～0.4Mpa。

[0020] 作为优选，步骤(5)中，冷却速率控制在1～2℃/h，冬化时间为至少48h。

[0021] 作为优选，步骤(5)中，采用板框式压滤机进行压滤，压滤温度20～40℃，压力0.3

～0.4Mpa。

[0022]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针对香榧种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而纤维含量较低的特点，通过合理

地加入压榨摩擦辅料(香榧子籽壳)以获得香榧种仁压榨时的最佳摩擦力，并同时对香榧种

仁含水率、压榨温度等工艺参数进行了优化改进，实现了有实用价值、真正意义上的冷榨，

可以在最大程度地保留脂肪酸成分和天然活性保健成分的同时，使得压榨得油率为达90％

以上，残油率10％以内，克服了传统高温压榨得油率偏低(34％)、营养和保健活性成分流失

多、有不良物质生成风险(苯并芘)、生产能效低、需要的机械设备多(炒制和加温)、生产成

本高，有废气产生、所生产产品不能达到国家压榨食用油标准等缺点；

[0024] (2)得到的压榨油成品色泽适中，香味口味好、没有异味，成品油食用性能好，营养

和保健价值高、成本低，质量指标符合国家压榨成品油茶籽油GB11765-2003质量标准。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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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实施例1

[0027] 按照国家标准测定，本实施例中香榧种仁干基的含油率为44 .5％，含蛋白质

17.2％，碳水化合物21.0％，粗纤维7.0％。具体生产方法为：

[0028] (1)收集去壳：将采收的香榧经脱皮、堆沤后熟、晒干，得到的香榧子去除籽壳得香

榧种仁，同时收集香榧子籽壳，待用；

[0029] (2)低温干燥：对香榧种仁进行挑选后，对挑选后的香榧种仁进行日晒至含水率≤

7％；

[0030] (3)机械低温压榨：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7％，取20公斤香榧种仁，将香榧种仁与

香榧子籽壳按质量比16：1混合后输送至螺旋压榨机进行低温压榨，得香榧原油，压榨机榨

膛温度为70℃；

[0031] (4)过滤净化：采用板框式压滤机对香榧原油进行压滤，得压榨油，压滤温度40℃，

压力0.3Mpa；

[0032] (5)冬化：将压榨油注入冬化锅，缓慢冷却至4℃进行冬化，冷却速率控制在1℃/h，

冬化时间为至少48h，得到的冬化油采用板框式压滤机压滤后，重复冬化一次，过滤即得香

榧成品油，出油率为41.1％，压滤温度40℃，压力0.3Mpa。

[0033] 得到的香榧成品油理化指标为：

[0034] 色泽罗维朋比色黄：22，红：1.8。气味、滋味：有香榧油固有的气味、滋味，无异味，

口感良好。透明度：透明、澄清。水分和挥发物：0 .06％。不溶性杂质：0 .044％。酸值：

0.54mg.KOH/g。过氧化值：1.8mmol/kg。溶剂残留量：0。加热试验/280℃：极微量析出物，罗

维朋比色黄色值不变，红色增加0.25。总砷(以AS计)：0.01mg/kg。铅(Pb)：0.02(mg/kg)。黄曲

霉毒素B1：0μg/kg。苯并芘(a)：0μg/kg。加热试验/280℃：无析出物。农药残留：符合国家压

榨食用油和国家GB  2763的规定标准。

[0035] 得到的香榧成品油脂肪酸种类及含量、活性成分种类及含量分别如表1、表2所示。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步骤(2)中，挑选的香榧种仁低温干燥至

含水率≤7％，干燥温度≤70℃；步骤(3)中，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5％；香榧种仁与香榧子

籽壳按质量比14：1混合；压榨机榨膛温度为90℃；步骤(4)中，压滤温度20℃，压力0.4Mpa；

步骤(5)中，冷却速率控制在2℃/h，压滤温度20℃，压力0.4Mpa；出油率为40.2％。

[0038] 实施例3

[003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步骤(2)中，挑选的香榧种仁低温干燥至

含水率≤7％，干燥温度≤70℃；步骤(3)中，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9％；香榧种仁与香榧子

籽壳按质量比18：1混合；压榨机榨膛温度为80℃；步骤(4)中，压滤温度30℃，压力0.35Mpa；

步骤(5)中，冷却速率控制在1.5℃/h，压滤温度30℃，压力0.35Mpa；出油率为40.5％。

[0040] 对比例1

[0041] 采用传统高温压榨工艺制备香榧油，按照国家标准测定，本对比例中香榧种仁干

基指标。具体步骤为：

[0042] (1)准备香榧种仁：香榧种仁在200℃温度下炒制5min，得到炒制香榧种仁；

[0043] (2)机械高温压榨：取20公斤炒制香榧种仁，输送到螺旋压榨机进行压榨，控制螺

杆温度180℃，压榨后得到香榧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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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3)过滤净化：同实施例1中过滤净化步骤；

[0045] (4)冬化：同实施例1中冬化，出油率为34％。

[0046] 得到的香榧成品油理化指标为：

[0047] 色泽罗维朋比色黄：37.2，红：3.9。气味、滋味：气味较重、有香榧油固有滋味，略有

异味，口感较好。透明度：略混浊、透明。水分和挥发物：0.09％。不溶性杂质：0.07％。酸值：

1.3mg.KOH/g。过氧化值：7.7mmol/kg。溶剂残留量：0。加热试验/280℃：微量析出物，罗维朋

比色黄色值不变，红色增加4.3。黄曲霉毒素B1：0μg/kg。苯并芘(a)：12.8μg/kg。加热试验/

280℃：有微量析出物。含皂量:0.03(％)。农药残留：符合国家GB  2763的规定标准。

[0048] 本对比例得到的产品理化指标中色泽明显较深，气味较重，透明度较低，过氧化值

较高。罗维朋比色值较高。其中色泽、罗维朋比色值、过氧化值等指标没有达到代表性木本

食用油压榨油茶油的国家标准。

[0049] 对比例1制取的香榧成品油只能进行精炼加工后才能符合食用油标准，由于精炼

加工需要高温、压力和脱色剂处理，精炼加工成品的营养成分将更低。

[0050] 得到的香榧成品油脂肪酸种类及含量、活性成分种类及含量分别如表1、表2所示。

[0051] 表1香榧成品油脂肪酸种类及含量

[0052]

[0053] 表2香榧成品油活性成分种类及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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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0056] 通过表1、表2可知，对比例1与实施例1相比，营养成分中脂肪酸成分和含量没有显

著变化，而活性物质中大部分成分含量明显下降。由于高温，本对比例还有微量苯并芘产

生，没有达到代表性食用油GB2716-2005国家标准。

[0057] 由此可知，本发明的低温压榨方法不仅出油率高，而且得到的香榧成品油理化指

标好，营养和保健价值更高，质量指标符合国家压榨成品油茶籽油GB11765-2003质量标准。

[0058] 对比例2

[0059]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压榨前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3％，其余完全

相同。出油率为36.4％。

[0060] 对比例3

[0061]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压榨前控制香榧种仁含水率为11％，其余完

全相同。出油率为35.6％。

[0062] 通过比较实施例1、对比例2、对比例3可知，香榧种仁的含水率在5～9％时的压榨

得油率最高。

[0063] 对比例4

[0064]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压榨机榨膛温度为50℃，其余完全相同。出油

率为16.3％。

[0065] 对比例5

[0066]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压榨机榨膛温度为120℃，其余完全相同。出

油率为34.8％。

[0067] 通过比较实施例1、对比例4、对比例5可知，香榧种仁的榨油时压榨温度低于70℃

时得油率很低，超过90℃时得油率又降低。

[0068] 对比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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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压榨时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按质量比12：1

混合。出油率为36.9％。

[0070] 对比例7

[0071]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压榨时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按质量比20：1

混合。出油率为37.6％

[0072] 通过比较实施例1、对比例6、对比例7可知，压榨时香榧种仁与香榧子籽壳按质量

比14～18：1混合，出油率较高。

[0073]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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