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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高油酸花生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袁提出了产业发展建议袁最后介绍了其栽培技术袁以期为高油酸花生的推广应用
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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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脂肪由油酸和亚油酸组成袁油酸含量在 75%以上

油酸只有 1 个不饱和键袁较亚油酸稳定遥花生中的油酸含量

一种油袁都是由各种脂肪酸组成遥脂肪酸又分为饱和脂肪酸

储性更好袁可保存 2~3 年遥高油酸花生货架期是普通花生的

麻酸等袁又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遥亚油酸

通花生的 20 倍遥因此袁油酸含量的多少成为评定食用油品

的花生称为高油酸花生遥油酸是脂肪酸的一种成分袁无论哪

和不饱和脂肪酸 2 类遥不饱和脂肪酸分为油酸和亚油酸尧亚
和亚麻酸为多不饱和脂肪酸袁油酸为单不饱和脂肪酸 遥近
[1]

年来袁高油酸花生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袁我国正在加速选育
示范推广袁成立了全国高油酸花生产业推进协作组袁各级政

与亚油酸含量是此消彼长的袁油酸含量高袁抗氧化能力强袁耐
2 倍袁烤果仁货架期是普通花生的 8 倍袁其咸果货架期是普
质优劣的重要标志遥
2 发展前景

2.1

府和有前瞻性的企业都在积极推广和生产高油酸花生品种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营养学家发现袁地中海沿岸国家西

和花生油品遥目前袁全国已选育高油酸品种 40 多个遥河南省

班牙尧意大利尧希腊克里特岛的居民袁因心血管疾病引起的

点发展高油酸油用尧食用花生品种袁省农业厅作了进一步部

量高达 33%~40%袁但血清胆固醇和冠心病患病率都很低袁

委尧省政府提出了野四优四化冶袁要求大力发展优质花生袁重
署院在全省建立高油酸花生规模化生产示范区袁加快高油酸
花生良种繁育与示范推广袁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使高油酸花

生成为花生优势区域的主导品种遥近 2 年袁河南省在开封尧周
口尧驻马店尧南阳尧鹤壁尧商丘等多个市建立了高油酸规模化
示范基地袁今后高油酸花生面积和总产将进一步增加遥花生

死亡率最低遥据调查统计袁地中海地区尽管饮食中脂肪摄入
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比美国低 90%曰而且骨骼强壮袁消化系
统尧肥胖症尧白内障尧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也极低遥这一切袁

都归功于橄榄油的营养成分里含有大量的油酸遥高油酸花
生油与橄榄油有相同功效袁油酸含量都高达 70%~80%遥

2.2

是开封市的主要经济作物和油料作物袁年种植面积已突破

高油酸花生是花生产业高端化尧产业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我国花生产区把花生作为承接玉米调减面积的主要

10 万 hm2袁同时开封市又是全国最早开展高油酸花生品种

作物遥2016 年以来袁河南省委提出野四优四化冶发展战略袁省

花生优质高产袁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袁现将高油酸花生的优
点尧利用价值尧发展前景及栽培技术总结如下遥

的 工作 方案遥2017 年 花 生 种 植 面 积 127.32 万 hm2 袁 产 量

1 应用价值

28%和 33%遥2018 年农情调度数据袁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

选育与示范推广的地区遥为了更好地推广高油酸花生袁确保
颐

高油酸花生油被誉为野东方橄榄油冶

1.1 可延缓心脑血管疾病
众所周知袁人体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渊坏胆固醇冤是促进血管硬化尧血栓形成的主要因素袁而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渊好胆固醇冤是软化血管尧降低冠心病发

政府尧省农业厅先后印发了一系列关于推进优质花生发展

563.4 万 t袁同比分别增长 12.8%和 10.6%袁分别约占全国的

146.67 万 hm2遥2020 年发展目标为 153.33 万 hm2袁2025 年发
展目标为 166.67 万 hm2遥2017 年河南省政府又在布局区域
化尧经营规模化尧生产标准化尧发展产业化的基础上袁提出产

业转型升级的野新四化冶袁即高端化尧绿色化尧智能化尧融合

病率的主要因子遥亚油酸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袁有预防

化袁给河南省花生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尧新目标遥转型升

动脉硬化尧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作用袁但对高密度脂蛋白

级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高质量效益遥

胆固醇也有降低的作用遥而油酸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不但可
降低甘油三酯和血液总胆固醇尧坏胆固醇袁而且可增加好胆

3 发展建议

3.1

促进适度规模经营

固醇袁有益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曰油酸还可减少血小板聚集袁

高油酸花生要由小农户分散种植向新型经营主体主导

增加纤维溶解蛋白袁防止血栓形成袁减少心肌局部堵塞尧缺

的规模化经营发展遥选择生产基础好尧种植规模大尧环境条

血袁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遥

件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的产区袁实行单品种规模化种植袁

1.2 耐储藏袁可以有效延长保质期和货架期
脂肪酸中的不饱和键越多袁就越容易氧化变质遥亚油酸

有 2 个不饱和键袁稳定性较差袁易氧化酸败袁产生野哈喇味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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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种尧专管尧专储尧专用订单化生产袁促进产销衔接袁形
成规模效益遥在技术上袁注意防杂保纯袁防止机械混杂和人
为混杂遥
土地托管方式较土地流转方式降低了新型经营主体投
资风险袁更适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遥土地托管实行耕尧种尧
管尧收一条龙服务袁保障了产品质量袁节约了人工成本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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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层组织及农民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袁在促进农
民增收脱贫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遥
3.2 加快高产优质新品种的培育与推广
引进花生品种资源材料并加以利用袁加快种质创新袁培
育高产尧高抗尧适应性广的高油酸花生新品种曰并集成高油
酸花生新品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袁加快推广应用的步伐袁加
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遥
3.3 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
针对产品安全隐患和生产成本高的问题袁以技术绿色尧
产品绿色尧环境绿色为原则袁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
生产技术袁在质量效益上提升竞争力袁打造绿色高质高效标
准化生产基地遥一是采用标准化种植模式遥单粒精播袁节约
种子袁提高品质品相遥二是推广节肥增效技术遥提高土壤肥
力袁减施化肥遥三是绿色植保遥减施农药袁农艺措施防治与物

宜选择开农 61尧开农 176 等大果型品种曰后者适宜选择中小
果珍珠豆型高油酸品种袁如豫花 37尧开农 71 等遥积极引进示
范豫花 65尧豫花 76 等中小果型新品种遥

4.2

较普通花生高 2~3 益曰适宜发芽温度 19 益以上袁播种时掌握

在 5 cm 地温稳定在 19 益以上遥同时袁高油酸花生由 2 对隐
性基因控制袁易引起变异失去高油酸的特性袁比如夏播油酸

含量会降低遥因此袁春播不要播种过早曰夏播要力争早播袁不
宜播种过晚[2]遥

采用机械起垄种植袁垄距 75~80 cm尧垄高 10~12 cm袁一垄

双行尧一穴双粒袁按照春播 12 万~15 万穴/hm2尧夏播 15 万~

18 万穴/hm2 的种植密度袁合理配置行株距[3]遥
4.3

理防治尧生物防治尧高效低毒农药防治相结合袁实行绿色统
防统治遥四是防止黄曲霉素产生遥科学管理袁减少机械损伤曰
科学收储袁充分干燥袁低湿储藏遥五是合理利用资源遥发展节

搞好产销衔接袁让优质产品真正发挥其应用价值袁提升

合理施肥

轮作倒茬袁深耕熟化土壤袁减施氮肥袁增施有机肥尧生物
肥尧磷肥尧钙肥等[4]遥

4.4 病虫害绿色防控

水灌溉袁秸秆饲用增值袁控膜降耗袁减少白色污染等遥
3.4 提升深加工水平与副产品利用水平

适时播种

高油酸花生对温度相对敏感袁最低发芽温度为 17 益袁

采取农艺措施防治与物理防治尧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
防治措施袁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袁提高高油酸花生的品质[5]遥

4.5

科学收储

产业效益遥一是政府和社会应该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和

高油酸花生要求纯度高袁混种尧混收尧混加工对品质影

转型升级曰二是高油酸花生要发展食品化袁食用比率要由目

响较大遥因此袁要实行专种尧专收尧专储尧专用袁并实行订单种

前的 30%逐步扩大到 60%以上袁发展高附加值的休闲食品曰
三是培创高端油品袁与橄榄油等高端油品争夺市场曰四是

支持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袁发挥副产品饲料化尧肥料化尧
基料化尧燃料化利用价值袁促进三产融合袁打造高附加值产
业链遥
4 高油酸花生栽培技术

4.1 选择适宜品种

河南省花生区域布局的两大优势区为沿黄及黄河故
道优质大果花生区和豫南豫西南优质小果花生区袁前者适

植袁实现优质优价袁增加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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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的农药残留遥在做好田间管理尧后期健身节水栽培等措

有效分蘖数尧控制旺长尧改善冠层光合效率等的效果袁使土

施袁提高水稻自身提高病虫害能力的基础上袁秧田期重点防

壤中的肥尧水尧温度等之间得到有效的协调袁促使水稻根系

治二化螟尧蓟马等曰本田期常发的病虫害有纹枯病尧稻曲病尧

长势旺盛袁提高成穗率袁增加籽粒重袁提高产量遥水稻移栽后

稻瘟病尧稻飞虱尧稻纵卷叶螟尧二化螟等袁要有针对性地实施

至分蘖前袁田间水层的适宜深度为 3 cm 左右袁既可以起到

一定的生态控草作用袁还可以使土壤中有效氮的存在形式
以铵态为主袁适合水稻分蘖期的生长袁此阶段水稻对氮需
求量较大遥当田间茎蘖数达到等穗苗时袁切记要做好分次

排水搁田工作袁控制高峰苗的数量在 450 万~480 万株/hm2
之间袁确保最终成穗数在 360 万~390 万穗/hm2 之间遥水稻

生长处于拔节至成熟期这段时间内袁水分管理上要保持湿
润灌溉袁确保土壤含水量达到水稻对水分的要求袁为水稻生
长提供足够的水分袁促使根系健壮袁增强水稻群体生长中后
期光合能力袁这是增加籽粒重尧提高水稻产量的一个关键环
节遥注意收获前 3~5 d 断水[4]遥
2.5 病虫害防治

根据各类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尧发生规律等袁提前做好病
虫害的预报袁采取统防统治袁降低农药的施用量袁减少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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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遥药剂选择尽量使用毒性低尧残留期短尧效果好的对路
农药袁以生物农药为最佳[5]遥收获前 2 周左右不可使用有毒
的药剂袁避免影响稻米品质遥
2.6

适时收获
水稻成熟后要趁天晴抢收尧脱粒袁晒干并扬干净袁将其

中的瘪粒尧杂物等分离出去袁提高产品的净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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