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报告正文 

2.1 前言 

槟榔是海南省产值最大的热带经济作物，已成为海南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之一。目前海南有 70 多万户、230 多万农民种植槟榔，其中 90%的农户其它经

济来源较少。2021 年，农户槟榔收入超过 230 亿元。小青果攸关大民生，可以

说，槟榔产业已成为海南农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 

随着槟榔干市场的蓬勃发展，槟榔原料的需求猛增，但是，近几年来气候和

黄化病造成海南槟榔严重减产，国内槟榔供需失衡，因此，大量东南亚产槟榔以

各种形式进入国内市场。但是，海南槟榔和东南亚产槟榔在品种、采收期、果形、

纤维结构、成分组成等品质指标差异较大，国内槟榔相关标准又无相应的规范，

造成市场上槟榔干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标准落地，科研先行。本项目主要以海南和东南亚产槟榔（鲜果、烘制果、

槟榔干）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槟榔鲜果外观、各部位比例、纤维形貌、成分及

纤维硬度和咀嚼性；探讨槟榔烘制果纹路和木质化程度；以市售槟榔干产品（口

味王、和成天下）为对照，研究槟榔干硬度、咀嚼性和耐嚼性等品质指标。 

2.2 研究方法 

2.2.1 槟榔鲜果长宽比、果肉/果核比 

每个产地槟榔随机选取 20 颗，采用游标卡尺测定其长宽比、果肉/果核比，

最后取平均值。 

2.2.2 纤维形貌和粗细 

采用荧光显微镜对槟榔纤维形貌进行观察并拍照。 

2.2.3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采用人工捣碎法获取浆液，取上清液，过滤、排气后使用折射仪测定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每种样品重复 12 次。[1, 2] 

2.2.4 可溶性膳食纤维的测定 

称取一定质量的槟榔粉末，用 4 倍体积的石油醚在室温下浸泡 3 h 进行脱脂，

然后在托盘上自然风干一段时间，置于 95℃温度下烘干 12 h，待冷却后用粉碎

机进行粉碎处理，并过 40 目筛，所得粉末即为所需的脱脂样品。采用乙醇沉淀



-化学联合法来提取鲜果槟榔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每种样品重复 3 次。[3, 4] 

2.2.5 总酚含量测定 

标准曲线：称取 0.11g 没食子酸，溶解并定容至 100 mL。分别准确移取 0、

1、2、3、4、5mL 没食子酸标准液于 100mL 容量瓶中并定容作为标准溶液。吸

取 1.0 mL 待测液或标准溶液与 5.0 mL 10% FOLIN 酚试剂，摇匀 5 min 后加入

4.0 mL 7.5%碳酸钠溶液于室温暗反应 1h，765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值。 

采用人工捣碎法获取浆液，稀释 75 倍，765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值，每种样

品重复 5 次[5-8]。 

2.2.6 木质素含量测定 

取过 40 目筛槟榔粉末 4.00 g 置于锥形瓶中，然后向锥形瓶中倒入 10 mL 72%

的硫酸，30 ℃摇床震荡 3 h，再用 210 mL 蒸馏水冲洗反应后的混合液于 250 mL 

锥形瓶中沸水浴 4h，静置抽滤再洗涤至中性，55℃烘干至恒重即得木质素，每

种样品重复 5 次[9-11]。 

2.2.7 纤维素含量测定 

硝酸-乙醇混合液（1：4）现用现配。称取烘干粉碎后过 40 目筛的槟榔样品

1：50 料液比加入硝酸-乙醇混合液，装上回流冷凝管，95℃水浴加热 5h，准备

恒重滤纸进行抽滤。用 10 mL 硝酸-乙醇混合液洗涤残渣，再用热水洗涤，最后

用无水乙醇洗涤两次，抽干滤液，滤纸连同滤渣放入 55℃烘箱中，烘至恒重，每

种样品重复 3 次[12-14]。 

2.2.8 槟榔鲜果质构性质测定 

按压测试：用质构仪（TPA 模式），探头 P50(柱形)，测试前速度 5.0mm/s、

测试速度 1.0mm/s、测试后速度 5.0mm/s、触发力 5.0g，目标模式为应变，应变

率 35%。样品需用铡刀将槟榔对半切开，再用美工刀去除籽、蒂，进行测试。每

种样品重复 16 次。 

穿刺测试：使用质构仪（单次压缩模式），探头 P2N(尖针)，测试前速度

5.0mm/s、测试速度 1.0mm/s、测试后速度 5.0mm/s、触发力 5.0g，目标模式为位

移，位移 3.00mm。样品需用铡刀将槟榔对半切开，再用美工刀去除籽、蒂，进

行测试。每种样品重复 16 次[15, 16]。 

2.2.9 槟榔干纤维硬度测定 



1）选择 HDP/3PB 探头，并安装完成； 

2）接通仪器电源，开机预热 30min 使其稳定； 

3）打开软件，在方案列表中选择 HDP/3PB 方案，按仪器操作规程进行力量

和高度校正，使仪器的显示值与标准值相符合； 

4）打开 TA 程序设定，设置样品测试条件：测试模式为“压缩”，测前速度

为 3.0mm/s，测中速度为 1.0mm/s，测后速度为 3.0mm/s，目标模式为应变，应变

率为 40%； 

5）将槟榔样品对切两片，取其中一片平整处制备 1*2cm 长方形样品； 

6）将样品横向倒扣在载物台上，使压头位于试样中部的有效测量部位，点

击测试，记录最大力值； 

2.2.10 槟榔干燥 

取新鲜槟榔经-80℃预冻后，真空冷冻条件下冻干 90h。或放入 55℃烘箱 24 

h 烘干。 

2.2.11 水分测定 

将槟榔置于 105℃烘箱中烘制 4-6h。 

2.2.12 分子量测定 

采用体积排阻色谱法测定槟榔汁的分子量。 

2.2.13 碱性果胶的提取 

取一定量的槟榔纤维，按 1:15 的料液比于 0.5mol/L 的 NaOH 溶液中，80℃

条件下边搅拌提取，浸提时间 3h，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上清液，随后加入 4 倍

体积的异丙醇，4℃条件下醇沉 12h，离心的醇不溶物，将不溶物用异丙醇洗涤 3

次，重新溶于去离子水，冻干的碱性果胶样品。 

2.2.14 风味释放规律实验 

采用自建装置（如图 10 所示），恒流泵模拟唾液释放，质构仪探头按压模拟

咀嚼过程，前 3min 为润湿过程，随后在 3、3.5、4、5、7、11min 收集样品。 

2.2.15 甜蜜素测定 

检测方法是 GB 5009.97-2016 的第二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2.2.16 橙油成分测定 

采用气质色谱法测定橙油香精的含量，第一个样品的峰面积按 100%计。  



2.3 研究结果 

2.3.1 槟榔鲜果外观尺寸 

槟榔鲜果的外观如图 1 所示。海南产槟榔和东南亚产槟榔的颜色均为墨绿

色，橄榄形。海南乐东果的长度为 41.0±3.1mm，越南果 42.1±3.9mm，缅甸果

42.2±3.1mm，印尼果 43.6±4.1mm。由此可见，海南果的长度略小，越南果和缅

甸果无显著性差异，印尼果最长，主要是因为 5 月份海南果为早期果，成熟度较

低，果实尚未完全成型，因此，海南果长度偏小；印尼果由于当地温度较高，槟

榔果成熟期较早，果形较大。由长/宽比数据可见（表 1），海南果较东南亚产槟

榔鲜果长/宽比大，说明海南果较为细长。由图 2 可见，与东南亚产槟榔相比，海

南鲜果的果皮厚，果核小。 

图 1 槟榔鲜果外形 

 

 

 

 



图 2 槟榔鲜果果肉果核测定 

2.3.2 槟榔纤维形貌 

槟榔鲜果的纤维形貌如图 3 所示，海南果纤维纤细，有一定弧度，可以推测

海南果纤维纤细、柔软；印尼果和缅甸果纤维较粗。另外，纤维之间的絮状成分

多为半纤维素等可溶性多糖，图 3 较为直观的展现出海南果中的可形成浆汁感成

分较多。 

 

 



图 3 槟榔鲜果纤维形貌 

表 1 槟榔鲜果外观尺寸特征 

槟榔果 长 宽 长/宽比 

海南果 41.0±3.1 24.3±1.1 1.69 

越南果 42.1±3.9 25.9±3.5 1.63 

缅甸果 42.2±3.1 25.7±3.4 1.64 

印尼果 43.6±4.1 25.3±3.3 1.80 

 

2.3.3 槟榔鲜果成分分析 

槟榔果的成分与其品质密切相关，不同产区槟榔果的成分如表 2 所示。其中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槟榔果的溶渣性关系密切，海南果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达

4.94%，远高于东南亚产槟榔果。可溶性膳食纤维主要为果胶类多糖成分，直接

决定槟榔产品咀嚼过程中的浆质感，由表 2 可知，东南亚果，尤其是印尼果可溶

性膳食纤维含量仅为 2.77%，与海南果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与东南亚

产槟榔果相比，海南果溶渣性好，咀嚼过程中浆汁多。 

槟榔中的酚类成分较多，但是，酚类不溶于水，本项目主要考察了槟榔鲜果

汁液中的总酚含量。酚类物质多为鞣质等成分，涩味较重，槟榔深加工过程中需



要高温、碱泡等工艺去除。由表 2 可知，海南果中总酚含量最小，仅为 2.76 mg/mL，

最高为印尼果（3.28 mg/mL）。可能的原因为：酚类属于次级代谢产物，海南果

成熟度较低，酚类成分积累较少。槟榔中酚类成分的规律表明：海南果的加工难

度较小，可有效降低加工成本，最适合作为槟榔深加工原料。 

木质素是一类复杂的有机聚合物，位于纤维素之间，起抗压作用，也是纤维

硬度的主要原料基础。因此，木质素含量越高，槟榔产品硬度越大。由表 2 可知，

海南果中木质素含量最小（24.81%），越南果、缅甸果、印尼果依次升高，分别

为 25.77%、26.01%和 28.31%。槟榔纤维硬度大会大大降低咀嚼感受，甚至造成

口腔伤害。通过对比可知，海南果木质素含量低，纤维硬度小，加工后槟榔干产

品柔软度高，咀嚼感受最优。 

纤维素是槟榔咀嚼块中的主要承载体，由表 2 可知，四个产地槟榔果纤维素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但是，由图 2 可见，海南果肉较厚，说明纤维素在果肉中占

比较低。 

表 2 槟榔鲜果成分 

槟榔果 可溶性固

形物/% 

可溶性膳

食纤维/% 

总酚 

mg/ml 

木质素 

% 

纤维素 

% 

海南果 4.94±0.12 3.00±0.24 2.76±0.03 24.81±1.80 26.07±0.27 

越南果 4.73±0.18 2.92±0.25 3.27±0.02 25.77±1.74 26.71±0.52 

缅甸果 4.72±0.10 2.86±0.23 3.31±0.03 26.01±1.92 26.16±0.52 

印尼果 4.68±0.15 2.77±0.28 3.28±0.05 28.31±1.86 26.75±0.62 

 

2.3.4 槟榔鲜果质构分析 

槟榔果中的成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槟榔的品质。为了进一步验证槟榔

果的硬度和咀嚼性，本项目对比研究了四个产地槟榔鲜果的质构。 

槟榔咀嚼过程的不同阶段质构状态差异较大，穿刺法主要反映咀嚼过程前端

硬度感受，由表 3 可知，海南果的平均硬度为 345.96g，东南亚产槟榔鲜果的硬

度均高于海南果。按压模式主要反映咀嚼中后段的咀嚼状态，由表 4 可知，四个

产地槟榔果的硬度与穿刺法所得规律相似，弹性无显著性差异，咀嚼性逐渐增加，

说明东南亚产槟榔鲜果的胶着性较好。 



 

表 3 不同产地槟榔鲜果质构对比（穿刺） 

槟榔鲜果 硬度/g 

海南果 345.96±141.45 

越南果 468.58±158.65 

缅甸果 498.74±150.39 

印尼果 508.50±163.71 

表 4 不同产地槟榔鲜果质构对比（按压） 

槟榔鲜果 硬度/g 咀嚼性/g 弹性 

海南果 23775.91±4502.57 2223.06±686.69 0.3038±0.0253 

越南果 25892.62±4653.75 3555.12±698.38 0.3128±0.0368 

缅甸果 26266.14±4654.20 3595.29±759.15 0.3269±0.0294 

印尼果 28270.76±4777.90 3703.98±767.44 0.3419±0.0173 

 

      

图：P50 探头按压槟榔质构测试        图：P2N 探头穿刺槟榔质构测试 

图 4 槟榔鲜果质构测试图 

2.3.5 槟榔鲜果溶出物分子量及流变学分析 

槟榔咀嚼过程中溶出物主要为可溶性多糖，其分子量越大，浆汁感越好，由

图 5 所示，海南果溶出物分子量分布主要有 3 个峰，与东南亚果相比，海南果主

要多出第一个峰，分子量大于 10 万，峰面积占比 6.78%，说明海南果浆汁感较

好。但是，槟榔鲜果汁浓度较低，流变仪未测出其黏度值。 



图 5 槟榔鲜果溶出物分子量 

2.3.6 槟榔烘制果纹路 

由图 6可知，四个产地槟榔烘制果的纹路清晰，细腻，无显著性差异，从外形到

温度均符合加工要求。 

图 6 槟榔烘制果 

 



2.3.7 槟榔烘制果可溶性膳食纤维和木质素含量 

一般地，槟榔烘制过程中高温和水分流失导致槟榔木质化程度升高。由表 5

可知，烘制过程导致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降低，木质素含量升高。木质素的升高

幅度无显著性差异。 

表 5 不同产地槟榔烘制果可溶性膳食纤维及木质素含量 

槟榔烘制果 可溶性膳食纤维/% 木质素含量/% 

海南果 1.94±0.09 26.07±0.27 

越南果 1.62±0.07 27.25±0.47 

缅甸果 1.58±0.05 27.57±0.50 

印尼果 1.53±0.06 28.71±0.52 

2.3.8 槟榔干质构分析 

发制后的槟榔干经晾片后，水分含量控制在 25±0.75%。经切块后，测定槟

榔切片的质构。由表 6 可知，干燥后槟榔的硬度增加幅度较大，且波动较大。与

东南亚产槟榔相比，海南槟榔干硬度较小（9396.36 g），东南亚槟榔干的硬度值

均大于 1 万 g。越南槟榔干硬度与海南槟榔干硬度值最接近，为 10452.56 g，但

是，海南槟榔干果肉厚，更体现海南果纤维的柔软性。其次，槟榔干的咀嚼性和

弹性均升高。市售的两款产品（口味王、和成天下）作为本研究的对照组，由表

6 可知，两款对照品的硬度值无显著性差异，但远小于其他试验样品，最小值为

和成天下，仅为 6064g。 

表 6 不同产地槟榔成品质构对比（压缩） 

槟榔干 硬度/g 咀嚼性/g 弹性 

海南果 9396.36±2184.87 1422.44±413.30 0.3006±0.0364 

越南果 10452.56±4251.33 1598.52±455.38 0.3119±0.0382 

缅甸果 11855.95±3125.41 1552.34±486.27 0.3163±0.0375 

印尼果 12554.55±3952.30 1648.65±513.32 0.3165±0.0389 

口味王 6069.00±2537.69 1025.61±305.80 0.2157±0.0242 

和成天下 6064.66±1626.23 1035.29±351.64 0.2189±0.0218 



2.3.9 槟榔干中碱性果胶的得率及流变学特性 

槟榔干的食用方式均配上强碱性卤水，因此，研究槟榔干中碱性果胶的含量

及其黏度值，可间接反映出槟榔干咀嚼过程中的浆汁感。由表 7 可知，海南槟榔

干、口味王、和成天下三种样品中碱性果胶得率最高（无显著性差异），印尼果

最低（4.06%）。越南果和缅甸果居中。另外，在同等浓度条件下，碱性果胶的黏

度值亦可反映出海南槟榔干和市售产品优异的表现。总之，海南槟榔干和对照品

（口味王、和成天下）中碱性果胶的含量高，黏度大，预示着海南槟榔干有着较

好的浆汁感，浆汁的增多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口腔与纤维之间的摩擦系数，

食用安全性更高。 

表 7 不同产地槟榔干中碱性果胶得率及黏度 

碱性果胶 得率/g 黏度/Pa·s 

海南果 4.66±0.12a 0.0315±0.0023a 

越南果 4.15±0.10bc 0.0205±0.0018b 

缅甸果 4.23±0.15b 0.0203±0.0027b 

印尼果 4.06±0.10c 0.0215±0.0021b 

口味王 4.57±0.05a 0.0316±0.0023a 

和成天下 4.55±0.06a 0.0317±0.0023a 

2.3.9 槟榔干风味释放规律研究 

槟榔的耐嚼性主要考察槟榔中甜味和香味随咀嚼时间的释放规律。本项目以

甜蜜素作为甜味剂、橙油香精作为香味剂，对槟榔干进行发制，结果显示：相同

条件下海南果更容易入味（甜味剂初始浓度 36.56mg/L，图 8），另外，随着咀嚼

时间的延长，槟榔中风味成分的释放规律整体趋势基本一致，咀嚼 1min 内风味

爆发式释放，1-2min 出现拐点，2min后风味成分变化较小。但是，1-2min阶段

曲线的斜率海南果和对照组（口味王、和成天下）较小，其他三组样品斜率较大，

表明海南果和市售产品香气成分释放缓慢，2min 后仍有一定浓度的风味值，说

明海南果和市售产品香气风味释放更持久，更耐嚼。 



 

 

 



 

图 10 风味释放试验装置 

2.4 结论 

1、与东南亚产槟榔果相比，海南槟榔果细长，果核小，果肉饱满，纤维细

腻、柔软（硬度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溶出物分子量加大，咀嚼过程中浆

汁感好。 

2、四种产地的槟榔烘制果纹路清晰、果形纤细。与东南亚产槟榔烘制果相

比，海南槟榔烘制果木质化程度较小。 

3、经发制入味（甜味和香味）后，同等水分含量下，市售槟榔干（口味王、

和成天下）硬度最小，海南槟榔干较东南亚产槟榔干硬度小、咀嚼性好。与东南

 



亚产槟榔相比，市售槟榔干和海南槟榔干中碱性果胶含量较高，黏度大，浆汁感

好。通过模拟咀嚼性实验发现市售槟榔干和海南槟榔干样品甜、香等风味释放缓

慢、持久性好，更耐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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