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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林木芳香资源研究概况 



一、我国林木芳香资源研究概况 
1.种类繁多，资源丰富 

• 我国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经济乔灌木树种达

1000余种； 

• 果品类 

• 油料类 

• 中药材类 

• 蔬菜类 

• 饮料类 

• 淀粉类 

• 纤维类 

• 放养类 

• 饲料、肥料类 

• 香料、调料类 

• 单宁、染料类 

• 农药类 

• 栓皮、活性

炭、软木类 

• 树脂、树胶、

树漆类  
• 色素、皂素

及维生素类 



1）樟树 
2）肉桂 
3）八角 
4）花椒 
5）檀香树 
6）迷迭香 
7）山鸡椒 
8）玳玳 

 9）米兰 
10）茉莉 
11）桂花 
12）腊梅 
13）白兰 
14）含笑 
15）栀子 
16）依兰 

2.主要木本芳香植物 

一、我国林木芳香资源研究概况 

17）暴马丁香 
18）玫瑰 
19）兴安杜鹃 
20）柠檬桉 
21）紫穗槐 
22）瑞香 
23）金合欢 
24）岩蔷薇 



一、我国林木芳香资源研究概况 

• 木本油料树种400余种，工业用原料、药用和

香料树种400余种。 

• 目前栽培约百余种：樟树、肉桂、檀香、山苍

子、猴耳环、油茶、油橄榄、漆树、桉树、油桐、

八角、杜仲、乌桕、厚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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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namomum camphora ，樟树全体均有樟脑

香气，可提制樟脑和提取樟油，新鲜枝、叶经提

取可加工制成天然冰片。 

3.研究概况案例 

1）樟树 

图片提供/邱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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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冰片——学名“右旋龙脑”，俗称“梅片、片脑、

梅花脑、冰片脑”，英文名：Borneolum，是一种名贵珍稀

药材、高级香料和重要的化工原料，其广泛应用于医药、香

料、化妆品、食品工业等领域。 

天然冰片 

图片提供/华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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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与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华

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嘉

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合作，

组建了“天然右旋龙脑研究所”，

开发了天然冰片衍生的系列绿色

健康产品，如汽车固体香水、健

康按摩精油、高级熏香、美容消

斑面膜、空气清洗剂等。 

 

江西省樟树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由江西省林业科学院联合江西

农业大学、吉安市林业科学研究

所、江西思派思香料化工有限公

司共同组建。 

图片提供/华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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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namomum cassia，肉桂在广东、广西、福建、
台湾、云南等省区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广为栽培，
肉桂的树皮常被用作香料，烹饪材料及药材。 

2）肉桂 



2）肉桂 
肉桂提取的肉桂油，是一种丰富成分的芳香精油。普遍

用于医药、香水。在芳香疗法中，肉桂精油对皮肤有温和的
收敛作用，是天然的美容护肤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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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檀香 

Santalum spp. ，素有“香

料之王”、“绿色黄金”的美
誉，檀香油是很好的香水等稳
定剂，在医药上也有广泛的用
途，具有清凉、收敛、强心、
滋补、润滑皮肤等多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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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sea cubeba，山苍子果实提

取的植物精油，含有大量的柠檬

醛，所以有非常强烈、好闻的柠

檬味，是非常重要的香精香料调

味品。此外叶、花、根都很有很

好的利用价值。 

4）山苍子 



Archidendron clypearia，猴耳环是传统的南方中药材。

其制剂是高效的消炎药，传统利用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5）猴耳环 

生产猴耳环消炎胶囊/颗粒/牙膏的产品的广州莱泰制药有限公司 图片提供/黄世能 



Camellia oleifera，我国南方重要的

木本油料树种。油茶树全身是宝，具有很

高的综合利用价值。茶籽经过加工制成的

茶油是一种最适合于东方人食用的优质食

用油，深加工可制高级护肤化妆品、精油、

皂素和茶粕等系列产品；  

6）油茶 

图片提供/互联网 



油橄榄Olea europaea.是世界著名的木本油料兼果用树种，

橄榄油营养价值极高。 

7）油橄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林业科学院邓明全教授等，建立了“甘

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油橄榄科研基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油橄

榄的良种选育、定向培育和加工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中国

油橄榄产业的发展。 

图片提供/互联网 



漆多糖能提高
机体免疫力、
抗癌历史悠久 

干漆止咳、散
瘀、杀虫 

木材软硬适中，
耐腐，抗虫，
家具、乐器的
优质用材 

生漆为天然高分子材料，
广泛用于漆艺、漆器、

军工、矿山等 

漆酶是多功能氧化酶，用
于纸桨漂白、降解木质素、
合成酶类产物与其他化工

精细品 

漆蜡是制造化妆品、
蜡烛、硬脂酸、高级
木蜡油的重要原料 

漆花蜜液丰富，是重
要的蜜源植物，漆叶

可用来做茶饮料 

漆果含漆蜡和漆油，
为重要的生物质能源，
加工后供食用和工业

原料 

8）漆树 

漆树全身都是宝 



图片提供/廖声熙 



Eucalyptus，蓝桉和直杆桉是用来提取桉叶油的主要品种。桉叶油含桉叶醇，

为无色或淡黄色液体，具有刺激性清凉香味，主要用于牙膏、漱口剂、食品及

医药等方面。 

9）桉树 

部分图片提供/罗建中 



非木质林产品的利用 

能否为桉树可持续健康发展和种植提供思路？ 

9）桉树 

图片提供/白嘉雨 



二、火力楠芳香提取及利用研究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opical Forestry 



 生长较快，病虫害少、适应性广，是很好的园林绿化、水
土涵养生态树种。 

 一般20~30年一个轮伐期，胸径30~60cm，是培育大径级优
良用材的速生树种。 

 木材光泽美丽，边材浅白色、心材浅黄色，结构细、纹理
直、强韧硬重，干燥后不易变形，耐腐性好，为优良建筑
和家具用材。 

 植物各器官均含植物精 
    油，假种皮和种子含丰 
    富油，在香料、医药、 
    日用化工等方面有着重 
    要用途。 

火力楠是南方多用 
途高效益树种！ 

1.火力楠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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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楠种植分布 



火力楠人工林 



2017年6月30日 2015年10月27日 

造林约2年 造林4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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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楠结实量大 





果实、假种皮、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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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引起重视 

！ 尚未挖掘利用 

！ 缺乏成熟利用技术 

2.火力楠植物油提取 



2.火力楠植物油提取 

提取原材料 

自然阴干后低温冻存备用，提取前取出研磨（约50目） 



叶片植物油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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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得到92种不同成分。主要为萜类、烷烃类、芳环类、脂杂环
类、脂环化合物和羧基化合物等。  
 
 

叶片植物油提取 



水蒸气蒸馏法： 1-石竹烯（25.59%），其次为氧化石竹烯（10.18%）
与榄香醇（10.16%）… 
 
超声波辅助法： 1-石竹烯（24.45%）、榄香醇（11.00%）、氧化石竹
烯（8.95%）、α-石竹烯（7.92%）、β-榄香烯（7.24%）… 
 
索氏提取法：含量最大的为亚麻酸甲酯（20.18%），其次是棕榈酸甲
酯（10.19%）、1-石竹烯（8.88%）、亚油酸甲酯（8.35%）、氧化石
竹烯（6.15%）… 
 
超临界CO2萃取法：4-硝基苯基棕榈酸酯（21.25%）、beta-谷甾醇
（12.47%）、棕榈酸甲酯（11.30%）、亚麻酸甲酯（7.13%）、亚油酸
甲酯（6.74%）、豆固醇（5.29%）… 

不同方法的成分比较 

叶片植物油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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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提取不同火力楠器官油得率表 

序号 器官 
不同提取方法油得率/% 

水蒸气法 超声波辅助 索氏提取 超临界萃取 

1 树叶 0.476 0.511 3.423 3.769 

2 假种皮 1.189 1.543 41.945 42.314 

3 果壳 0.065 0.101 0.923 1.117 

4 种子 0.865 1.032 21.507 21.862 

多组织器官植物油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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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织器官成分比较 
树叶：精油主要成分β-榄香烯（7.24 %）、1-石竹烯（24.45 %）、α-石竹
烯（7.20 %）、γ-榄香烯（4.31 %）、榄香醇（11.00 %）；几乎没有油脂
成分。 

果壳：精油主要成分 β-榄香烯（7.04 %）、1-石竹烯（5.13 %）、α-石竹
烯（2.58 %）；油脂主要成分匙桉醇（2.16 %）、氧化石竹烯（11.25 %）、
棕榈酸甲酯（11.49 %）、亚油酸甲酯（10.07 %）、9,12,15-十八烷三烯酸
甲酯（7.33 %） 

假种皮：精油主要成分左旋-beta-蒎烯（4.40 %）、β-榄香烯（30.87 %）、
1-石竹烯（8.13%）、α-石竹烯（2.96 %）；油脂主要成分是棕榈酸甲酯
（22.00 %）、(Z,Z)-9,12-十八烷二烯酸甲酯（19.29 %）、油酸甲酯
（43.59 %）、反式油酸甲酯（2.34 %）、g-Sitosterol（2.40 %）。 

种子：油脂主要成分为十六酸甲酯（19.88 %）、亚油酸（12.23 %）、亚
油酸甲酯（53.81 %）、十八碳酸甲酯（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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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 

天然植物油 1 : 1 : 1 



1）原材料易获取，人工成本低——假种皮和种子 
2）提取率高、环保无杂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3）批量化、规模化操作——大型提取装置 

假种皮和种子一起、低温连续相变萃取装置 

火力楠植物油高效提取工艺 



1）原材料易获取，人工成本低——假种皮和种子 
2）提取率高、环保无杂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3）批量化、规模化操作——大型提取装置 

假种皮和种子一起、低温连续相变萃取装置 

火力楠植物油高效提取工艺 

提取率达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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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提取技术与常规提取技术对照表 

提取率提高54.23%以上，工艺技术优点多！ 

类型 材料 

不同提取方法油得率/% 

常规方法1 常规方法2 创新方法 

水蒸气法 索氏提取法 低温连续相变 

常规材料1 树叶 0.476 3.423 \ 

常规材料2 种子 0.865 21.507 \ 

创新材料 假种皮和种子 \ \ 33.16% 



火力楠植物油高效提取技术 



芳香植物油产品研发 

具有芳香气味，闻着使人清新愉悦 

醉香面霜 

醉香香皂 

纯天然植物精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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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力楠芳香资源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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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规模化培育香精香料提取原产料 

高附加值日化产品产业化 

特色、安全、营养食用油研发 

 

思考、探讨、尝试… …  



 1 
更多联系方式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中国·广州 天河区广汕一路682号 

15989287711;  02087033116 
jiangqingbin@caf.ac.cn 
微信号: jqb77875141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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