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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条件优化及

茶籽油成品分析

余婷婷，薛亚军

（四川轻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茶籽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可与橄榄油媲美，营养价值高，是一种高级植物食用油。纤维素

水酶法使用机械粉碎烘烤后的油茶籽，而后加入酶液，通过纤维素酶降解茶籽细胞壁，使茶籽细胞内油

脂释放，最后通过离心收集茶籽油。通过酶解时间、酶量、料液比、温度和 ｐＨ值这５个因素研究纤维素

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最优条件，得到纤维素酶提取茶籽油的最佳条件为酶解时长７５ｍｉｎ、酶量６０Ｕ／

茶籽粉ｇ、料液比１∶４、酶解温度为４５℃、体系ｐＨ值为４５，此时茶籽油提取率最高约为１８％。同时还研

究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的茶籽油的水分及挥发物含量，过氧化值和酸值，并对茶籽油进行成分分析。结

果表明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中油酸含量为７０４９％，不饱和脂肪酸总含量为７６７４％，酸价和过氧

化值均低于茶籽油原油国家标准。研究结果可为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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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油茶是中国南方特有的重要食用油树，茶籽油是从

油茶种子中提取的一种优质食用油［１］。茶籽油富含不

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独特的风味，容易吸

收，并且可长时间储存［２］。茶籽油与橄榄油的组分相

似，物理化学性质相近，而橄榄油较茶籽油昂贵，因此茶

籽油作为橄榄油替代品在食品、医药、化妆品等领域应

用前景广阔［３］。

传统的茶籽油提取方法是压榨法和浸出法［３］。压

榨法由于原料需高温炒制且细胞破碎程度有限，使蛋白

变性且出油率低，饼渣残油率高，油料资源综合利用率

低，还易致毛油中苯并芘超标［４］。浸出法出油率可达

９５％［４］。但浸出法在油脂与溶剂的分离和湿粕脱溶过

程能耗大，且有机溶剂易燃易爆，危害人体健康，存在安

全和环境污染隐患［４］。目前全国油茶种植面积已达

６５５０万亩，茶油年产量５０万吨到６０万吨。今后平均每

年将有２００万亩新造林进入丰产期，预计到２０２５年总产

量将达到２５０万吨，行业产值也将从当前千亿级向万亿

规模迈进［５］。开发一种处理量大、提取率高、安全环保

的茶籽油提取方法迫在眉睫。水酶法是机械粉碎植物

原料后，加入酶液，利用酶降解植物细胞壁，使细胞内容

物比如油脂释放，然后使用离心等方法收集。与传统提

油方法相比，水酶法出油率与浸出法相当［６］，但其对设



备要求不高，作用条件温和，原材料不经高压高热处理，

不涉及有机溶剂，有利于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同时提取

物质品质较好［７］。目前水酶法已用于提取番茄籽油［８］、

鳄梨油［９］、辣目子油［１０］、山桐子油［１１］、金瓜籽油［１２］、核

桃油［１３］、茶籽油［１４１６］等油脂提取。其中水酶法提取茶籽

油近年来得到较多关注，比如：郭艳红［１７］研究了多种单

酶提取茶籽油的最优条件；纪鹏［３］研究了微波辅助对水

酶法提取茶籽油的影响；方学智［７］研究了复合酶提取茶

籽油的最优条件和破乳方法。由文献可知，淀粉酶水酶

法和碱性蛋白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反应时间分别为３

小时［３］和４小时［４］。纤维素酶水酶法与碱性蛋白酶或

淀粉酶水酶法相比，由于纤维素酶直接分解油茶籽细胞

壁上的纤维素造成细胞壁破损，所需的反应时间可能会

更短，使生产效率更高。因此我们选择纤维素酶水酶法

提取茶籽油。

目前对茶籽油的研究已经从简单的提取优化发展

到研究茶籽油的成分［１８１９］、挥发性物质［２０２１］、功效［２２］等

方面，如：王兴进等［１８］采用ＧＣ－ＦＩＤ分析茶籽油脂肪酸

组分鉴别茶籽油质量；韩小苗等［２０］对５种不同工艺提取

的茶籽油的挥发性成分进行了研究；李梓铭等［２１］研究了

精炼过程对茶籽油脂肪酸与挥发性物质的影响；潘超

等［２２］研究了茶籽油脂对改善机体疲劳的影响。同时茶

籽油的酸败是加工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油品的

过氧化值和酸值是考察油品的新鲜度与安全性的重要

指标之一［２３２７］。如何浙华等［２３］检测了浸出油、土榨油和

冷榨油等３种不同工艺制取油的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

安全指标，探明不同加工工艺对茶籽油品质与食用安全

性的影响。目前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研究对水酶法提

取制得的茶籽油的成分以及品质研究还较少。本研究

除对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进行条件优化外，还对

提取的茶籽油的酸值、过氧化值以及成分进行了检测分

析，为今后研究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应用提供

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试剂与仪器

油茶籽购自随州市云雾山茶场。纤维素酶（３００００Ｕ／ｇ，

最适温度为３０℃～５０℃，最适ｐＨ值４～５）购自梯希爱

（上海）化成工业有限公司。硫酸钠、乙醇、碘化钾、石油

醚、乙醚、氯仿、冰醋酸等均为分析纯，０１ｍｏｌ／Ｌ硫代硫

酸钠标准滴定液等试剂均来自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超纯水制造系统（ＵＰＨ－１１－２１Ｔ，成都超纯科技有

限公司）；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ＤＦ－１０１Ｓ，河南

予华仪器有限公司）；离心机（ＴＣＬ－１６，四川蜀科仪器

有限公司）；气质联用仪（ＴＳＱ８０００，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分析天平（ＥＳＪ１８２－４，沈阳龙腾电子有限公司）；烘箱

（Ｔ１－Ｌ１０１Ｂ，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等。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水酶法制备茶籽油

油茶籽脱壳，７０℃烘干４ｈ。待茶籽冷却后用粉碎

机粉碎。茶籽粉过３０目筛后放置于４℃冰箱备用。称

取２１ｇ茶籽粉置于２５０ｍＬ烧杯中，加入一定体积一定

ｐＨ值的柠檬酸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放入水浴锅中灭

酶２１ｍｉｎ（８０℃）。待溶液冷却至室温后，向烧杯中加

入一定量的纤维素酶。然后在一定温度下水浴加热，酶

解一定时间，在酶解结束后进行第二次灭酶 ２１ｍｉｎ

（８０℃）。收集混合液体，离心（８０００ｒｐｍ，１０ｍｉｎ），取上

层清油，称重，按公式（１）计算茶籽油提取率。将提取得

到的茶籽油，保存于 ４℃的冰箱中。每组实验重复

两次。

茶籽油提取率＝清油质量（ｇ）
茶籽粉质量（ｇ）×１００％ （１）

其中，茶籽粉质量为２１ｇ。

１２２ 茶籽油水分及挥发物测定

采用空气烘箱法（ＧＢ／Ｔ５５２８－２１０８）［２８］，检测纤维

素酶制得的茶籽油中水分及挥发物含量。实验重复

三次。

１２３ 茶籽油过氧化值测定

采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法［２９］，检测纤维素酶提取的茶

籽油的过氧化值。实验重复三次。

１２４ 茶籽油酸值测定

采用酸碱滴定法［３０］，检测纤维素酶提取茶籽油的酸

值。实验重复三次。

１２５ 茶籽油成分分析

采用ＧＭ－ＧＣ分析纤维素酶提取茶籽油中脂肪酸

的组分［３１３２］。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检测器 ＦＩ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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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柱 温 １８０℃ （５ ｍｉｎ）—５ ℃／ｍｉｎ—２４０ ℃

（５ｍｉｎ）；分流比２１∶１；Ｈ２４５ｍＬ／ｍｉｎ；空气４００ｍＬ／ｍｉｎ；

Ｎ２１５ｍＬ／ｍｉｎ；尾吹气体３０ｍＬ／ｍｉｎ。实验重复两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提取条件优化

２１１ 酶解时间对提取率的影响

给定条件：２１ｇ茶籽粉，料液比１∶４（８０ｍＬｐＨ４５

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液），００３８ｇ（６０Ｕ／茶籽粉ｇ）

纤维素酶，酶解温度 ４５℃。分别酶解 ０ｍｉｎ、４５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７５ｍｉｎ、９０ｍｉｎ、１０５ｍｉｎ，提取率的情况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纤维素酶酶解时间对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当酶解时间由０ｍｉｎ增长到７５ｍｉｎ时，

茶籽油提取率明显升高；酶解时间为７５ｍｉｎ时，茶籽油

提取率最高；继续反应７５ｍｉｎ后，提取率则缓慢地下降。

这表明随着酶解时间的增加，利于底物与纤维素酶充分

结合，更多的植物细胞壁上的纤维被破坏，因此释放出

更多茶籽油。但酶解时间继续增长，茶籽油中脂肪酸分

子与水分子碰撞增多，其与水分子结合形成乳液，导致

分相困难，使茶籽油的收率下降［３３］。而且随着反应时间

增加，细胞浆液中的非酯物质也更易溶出，不利于茶籽

油的分离收集［３４］。因此考虑到时间成本以及产物收率

情况，选择７５ｍｉｎ为最佳的酶解时间。

２１２ 酶量对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

给定条件：２１ｇ茶籽粉，料液比１∶４（８０ｍＬｐＨ４５

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液），酶解温度４５℃，酶解时

间７５ｍｉｎ。分别加入纤维素酶 ００１３ｇ（２１Ｕ／茶籽

粉ｇ），００２５ｇ（４０Ｕ／茶籽粉 ｇ）、００３８ｇ（６０Ｕ／茶籽

粉ｇ）、００５１ｇ（８０Ｕ／茶籽粉 ｇ）、００６３ｇ（１００Ｕ／茶籽

粉ｇ），考察酶量对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图２ 酶量对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纤维素酶量对油茶籽油的提取率影响

较大。当纤维素酶的添加量由２１Ｕ／茶籽粉 ｇ上升到

６０Ｕ／茶籽粉ｇ时，茶籽油提取率增大。这是因为当纤

维素酶量小于６０Ｕ／茶籽粉ｇ时，随着酶量增大，更多的

底物与纤维素酶结合，相同的反应时间，细胞壁破坏程

度更大，有利于茶籽油从植物细胞中释放出来。纤维素

酶的添加量为６０Ｕ／茶籽粉 ｇ时，茶籽油提取率最高。

继续增加纤维素酶量，茶籽油的提取率增长趋势变缓。

当纤维素酶量大于６０Ｕ／茶籽粉 ｇ时，茶籽的量成为酶

解反应的“短板”，没有更多的底物与增加的纤维素酶结

合，因此产物的量不再增加［３３］。综上，６０Ｕ／茶籽粉ｇ为

最佳的酶量。

２１３ 料液比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

给定条件：２１ｇ茶籽粉，酶解温度４５℃，酶解时间

７５ｍｉｎ。分别加入６０ｍＬ（料液比１∶３）、８０ｍＬ（料液比

１∶４）、９０ｍＬ（料液比 １∶４５）、１００ｍＬ（料液比 １∶５）、

１２１ｍＬ（料液比１∶６）、１４０ｍＬ（料液比１∶７）ｐＨ４５柠檬

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液，加入纤维素酶００３８ｇ（６０Ｕ／

茶籽粉ｇ），考察料液比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如图３

所示。

由图３可知，料液比由１∶３上升到１∶４时，茶籽油的

提取率增大。料液比为１∶４时，茶籽油提取率达到最高。

继续增加料液比（料液比在１∶４～１∶５），茶籽油的提取

率保持不变。当料液比大于１∶５时，茶籽油的提取率大

幅度减小。由于料液比是茶籽油提取中十分重要的影

响因素［３５］。料液比过小时，水分不能充分渗入到茶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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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料液比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

中，茶籽油不能完全溶出，同时部分茶籽受热过多，形成

焦糊状，影响茶籽油风味，降低茶籽油得率［３５］。而料液

比过大时，液体体积增大造成纤维素酶和茶籽的浓度降

低，纤维素酶与底物的结合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能

量，使茶籽油提取率降低，同时还会增加能耗［３３］。同时

料液比增大，代表溶剂增大，这有利于油茶皂素的析出，

而油茶皂素可与脂肪形成ｗ／ｏ乳化体系，这也会引起茶

籽油提取率下降［３４］。综上，选取料液比为１∶４为最佳。

２１４ 反应温度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

给定条件：２１ｇ茶籽粉，加入８０ｍＬ（料液比１∶４）ｐＨ

４５柠檬酸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纤维素酶 ００３８ｇ

（６０Ｕ／茶籽粉ｇ），酶解时间７５ｍｉｎ。由于实验所用纤维

素酶的最适温度为３０℃～５０℃，因此考察酶解温度分别

在４１℃、４２℃、４５℃、４７℃、４９℃时对茶籽油提取率的

影响，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反应温度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４可知，当温度由３６℃上升到４０℃时，茶籽油

提取率随温度升高而上升，当体系温度为４０℃时，茶籽

油提取率最高。这是因为在没有超过酶最适温度时，随

着温度的升高，酶解反应速率逐渐加快［３６］，相同反应时

间细胞壁裂解程度加大，有利于茶籽油从细胞中释放。

同时体系温度升高可以增大分子扩散系数，降低溶剂及

油脂黏度，加快油脂分子的扩散速度［３４］。因此茶籽油提

取率升高。而继续提高酶解温度（４０℃ ～４４℃），茶籽

油的提取率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该温度超过了纤维素

酶的最适反应温度，纤维素酶活力减小，酶解反应速度

降低［３６］，从而导致茶籽油的得率降低。显然，随着温度

升高，茶籽油提取率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当酶解温

度为４０℃时，茶籽油收率达到最大值，因此４０℃为最

适酶解温度。

２１５ 反应ｐＨ值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

给定条件：２１ｇ茶籽粉，酶解温度４５℃，酶解时间

７５ｍｉｎ。加入 ８０ｍＬ（料液比 １∶４）ｐＨ值分别为 ４１、

４３、４５、４７、４９柠檬酸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纤维素

酶００３８ｇ（６０Ｕ／茶籽粉ｇ），考察反应ｐＨ值对茶籽油提

取率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图５ 反应ｐＨ值对茶籽油提取率的影响

酶在最适ｐＨ值时拥有最高活力，但对不同的底物，

同一种酶的最适 ｐＨ值不一定相同。过高或过低的 ｐＨ

值会影响酶的空间结构，从而影响酶的活力［３４］。本实验

所用纤维素酶的最适ｐＨ值为４～５。由图５可知，当ｐＨ

值在４１～４５时，随着 ｐＨ值的增大，茶籽油提取率逐

渐增加，当ｐＨ值增至４５时，茶籽油提取率最高。这可

能是因为体系的ｐＨ值逐渐接近底物为油茶籽细胞纤维

素时纤维素酶的最适ｐＨ值，因此纤维素酶活力升高，酶

反应速度加快［３７］。而当 ｐＨ值在４５～４９时，随着 ｐＨ

值的增大茶籽油收率逐渐减小，这可能因为此时体系的

ｐＨ值高于底物为油茶籽细胞纤维素时纤维素酶的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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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值，因此随着 ｐＨ值的增大，纤维素酶的活力逐渐减

小。故体系ｐＨ４５时纤维素酶拥有其最大活力，茶籽

油提取率最高。因此选择ｐＨ４５为最佳ｐＨ值。

２２ 纤维素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品质

纤维素酶解提取茶籽油的品质主要通过茶籽油的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过氧化值、酸值三个指标考察，其结

果见表１。

表１ 茶籽油中水分及挥发物、过氧化值、酸值

茶籽油
水分及挥

发物／％
过氧化值

／（ｍｍｏｌ／ｋｇ）
酸值

／（ｍｇ／ｇ）

数值 ０６６ ２３４ ０７１

　　由表１可知，纤维素酶处理得到的茶籽油原油过氧

化值、酸值均低于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１７６５２０１８［３８］（过氧

化值≤７５ｍｍｏｌ／ｋｇ，酸值≤４０ｍｇ／ｇ），说明茶籽油腐败

程度较低，油品较新鲜。但茶籽油中水分及挥发物含量

高于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１７６５－２０１８（水分及挥发物（％）

≤０２），说明通过离心分离茶籽油有较多水分及挥发物

残留，而水分及挥发物含量较高可能会导致茶籽油贮存

期变短，同时可能影响茶籽油风味，因此纤维素水酶法

提取的茶籽油还需要进一步的干燥处理。

２３ 酶种类对茶籽油成分的影响

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的 ＧＣ图谱如图 ６

所示。

图６ 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ＧＣ图谱

　　由峰面积归一［１８，３９］分析图６，可得纤维素酶处理的

茶籽油的中每种脂肪酸的相对含量，其结果见表２。

表２ 茶籽油成分

ＲＴ／ｍｉｎ 脂肪酸名称 分子式 Ｂ中相对含量

１６８３ 肉豆蔻酸 Ｃ１４Ｈ２８Ｏ２ ０１８

１８７３ 棕榈油酸 Ｃ１６Ｈ３０Ｏ２ ０４８

１８９６ 棕榈酸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１４４１

２０７３ 油酸 Ｃ１８Ｈ３４Ｏ２ ７０４９

２０８８ 硬脂酸 Ｃ１８Ｈ３６Ｏ２ ５９１

２１０４ 亚油酸 Ｃ１８Ｈ３２Ｏ２ １４４

２１４１ 花生烯酸 Ｃ２０Ｈ３８Ｏ２ ０４７

２２４１ 花生油酸 Ｃ２０Ｈ３８Ｏ２ ３５１

　　由表２可知，纤维素酶提取的茶籽油中不饱和脂

肪酸有６种，其中油酸含量最高，达到 ７０４９％，不饱

和脂肪酸总含量为７６７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由于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具有调节血脂，降血糖，

保护心脏等生理功能［４０］。这说明茶籽油具有较高的

保健作用。

３ 结 论

（１）纤维素酶水酶法提取茶籽油时最佳条件为：酶

解时间７５ｍｉｎ，加入酶量为６０Ｕ／茶籽粉 ｇ，酶解时水浴

温度为４５℃，料液比为１∶４，体系 ｐＨ值为４５（柠檬酸

－磷酸二氢钠缓冲液），提取率最高约为１８％。使用纤

维素酶提取茶籽油使用的酶量较少，提取率较高。

（２）茶籽油中油酸含量７０４９％，不饱和脂肪酸总

含量为７６７４％，酸价和过氧化值均低于茶籽油原油国

家标准。使用纤维素酶提取茶籽油成品油质量较好。

但纤维素酶价格较为昂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需要研

究纤维素酶的回收和副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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