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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蓝型高油酸油菜具有油酸含量高，亚油酸、亚麻酸含量低的特点，长期食用可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同时甘

蓝型高油酸油菜适应性强，易于推广种植。然而，四川地区甘蓝型高油酸油菜种质资源收集、筛选工作不够系统全面，甘蓝型

高油酸油菜品种、食用油品牌严重缺乏。为加强甘蓝型高油酸油菜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开发利用，对其资源、育种和产业面临的

问题进行了总结，为四川省开展甘蓝型高油酸油菜育种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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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年，四川省为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帮助农

民增收并且提高食用菜籽油的品质，开展了“天府

菜油”行动【1】。新形势下，开发甘蓝型高油酸油菜(以

下统称高油酸油菜)品种及油脂产品，对提升油菜

品质，打造“川字”品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

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发展高油酸油菜的意义
1．1 高油酸油菜营养价值种子中油酸含量大于

75％的油菜品种称为高油酸油菜闭。高油酸油菜籽

的油酸含量高，亚油酸、亚麻酸含量低，可降低超重

人群的心血管疾病和血浆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含量，有效预防动脉硬化p叫；其烯丙基双键具有相

对低的反应活性，并且含有较高的生育酚、甾醇等抗

氧化成分，使得高油酸菜籽油具有良好的氧化稳定

性，因此高油酸菜籽油煎炸产品拥有优良的香味阻6】。

对于习惯食用菜籽油的人群来说，高油酸菜籽油带

来的营养价值是普通菜籽油无法替代的。橄榄油由

于含有较高的油酸(油酸含量在75％左右)，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用植物油【71；然而高油酸菜籽油

在一定条件下，油酸含量最高可达90％【8。9】，作为食用

油，高油酸菜籽油的品质甚至可超过橄榄油，因此高

油酸油菜具有较高的商业开发价值。

1．2高油酸油菜经济价值近年来，市场上高油酸

菜籽油价格比普通菜籽油价格高出9元／L，种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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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酸油菜若进行单收单榨，比普通菜籽收购价要

高出1元瓜g以上，种植户可实现增收30％以上。

高油酸油菜品种适种性较广，与双低品种在农艺性

状、种子产量和抗病性上差异均不显著，易于推广种

植【10】。四川省油菜种植面积大，有良好的油菜种植

和消费习惯，发展高油酸油菜种植潜力大，效益增加

显著。

2四川发展高油酸油菜的优势
2．1 自然条件优势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处长

江上游，面积48．6万km2，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和

青海，居全国第5位【111。四川地理位置优越，农业

发展具有一系列的地区优势，油菜种植有近2000年

的历史，油菜生产是四川种植业的重要支柱之一，菜

籽油也是城乡人民主要食用油n2—31。近5年，油菜

种植规模不断增大，规模种植区主要分布于成都、德

阳、绵阳、雅安、眉山、乐山等地区【l 41。

2．2产业优势四川省耕地面积在673万hm2左

右，油菜常年种植面积在120万hm2左右。尽管国

际油菜籽价格偏低，全国油菜种植面积及产量都在

下降，但四川省的油菜种植面积与产量仍逆势增长，

全国油菜种植面积从2叭4年的715．8万hm2减少

至2018年的655．1万hm2，减幅8．5％，产量从2014

年的1477．2万t减少至2018年的1328．1万t，减幅

10．1％；而四川省油菜种植面积从2014年的114．4

万hm2增加到2018年的121．8万hm2，增幅6．5％，

产量从2014年的246．8万t增加至2018年的292．2

万t，增幅18．4％。四川省油菜籽产量已经跃居全国

第1位，而高油酸油菜的种植面积还不足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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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见推广高油酸油菜种植的潜力很大。

2．3政策优势 四川省政府在2018年决定实施四

川省“天府菜油”行动，此次行动加快了四川粮油资

源优势特别是油菜籽生产、消费优势转化为品牌和

产业优势，培育四川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同时，四川

省也组建了“天府菜油”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协调、强

力推动“天府菜油”行动⋯。2019年3月28日，四川

省着力打造的全国首个菜油公共区域品牌——“天

府菜油”在成都举办上市发布会，“天府菜油”品牌的

发布，为四川油菜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四川高油酸油菜产业现存问题
3．1高油酸油菜种质资源收集、筛选工作不够系统

全面 目前，四川省开展高油酸油菜育种工作的科

研单位较少，育种工作进展较缓慢。高油酸油菜种

质资源也都是各研究课题组经过长期的育种工作客

观积累的材料，对高油酸油菜种质资源的收集及有

效筛选工作做得不多。高油酸油菜种质资源的筛选

与挖掘，为优质高油酸油菜品种的选育及开发利用

奠定了基础。

3．2 四川省内高油酸油菜品种、食用油品牌严重

缺乏2011年美国嘉吉公司就已推出油酸含量达

80％的菜籽油，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高油酸

菜籽油。虽然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种植高油酸油菜，

但高油酸油菜的育种及推广工作早已开始，如2007

年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过多年选育，培育出了高油

酸新品系浙油20；2014年华中农业大学采用订单

生产的方式，进行了高油酸油菜的示范种植；2016

年湖南农业大学利用培育的高油酸油菜与食用油企

业及农业公司签订了合作生产协议，但最终都没有

形成产品上市；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创立了“爱是福”

高油酸菜籽油品牌，由于宣传及品牌效应等问题，导

致群众接受度不高；四川省有部分科研团队在进行

高油酸油菜品种选育研究，但截至2019年末，还未查

到通过审定登记的高油酸油菜品种，高油酸菜籽油

的品牌也严重缺乏。无论是高油酸油菜品种还是高

油酸菜籽油的市场在四川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4发展高油酸油菜产业对策

近几年，虽然国内高油酸油菜的分子机理工作

研究突飞猛进，但由于在品种选育工作中，难以将多

个控制油酸的基因聚合，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油菜的

油酸含量极易受到环境影响，从而导致高油酸油菜

育种以及推广工作进展缓慢。即使2018年国内油

菜种植面积已达655．1万hm2，但其中并没有高油酸

油菜的大面积种植推广。想要大力发展高油酸油菜

产业，就要解决品种选育、制种这两大问题。

4．1加强种质资源收集及品种选育世界上第一

个高油酸油菜品种是德国育种家Rncker等【l 5】在

1996年选育的；而我国的高油酸油菜选育工作开始

于2l世纪初，2006年官春云等【l6】采用物理诱变的

方法，筛选出了国内第一个高油酸突变体。2015年

浙江省审定通过了国内第一个高油酸油菜品种浙油

80[1 71。截至目前，国内高油酸油菜品种通过审定登

记的还较少。现阶段，高油酸油菜主要采用定向选

择的方法或者与含有高油酸性状的材料杂交进行选

育，由于各个育种单位种质资源交流不频繁，加上传

统育种方法过程漫长，导致高油酸油菜种质资源较

少。各个生态区间应加强合作交流，合力培育优质

的高油酸油菜品种。

物理、化学诱变也被广泛应用于高油酸种质资

源创制中，例如官春云等【l 61、刘列钊等【1踟分别采用

物理诱变得到高油酸突变体。因此采用诱变、基因

工程、分子标记等辅助方式选育高油酸油菜新品种，

会显著缩短育种年限。

4．2建立高油酸油菜制种及生产基地 高油酸油

菜杂交种的生产对相对稳定的环境要求较高【1 91。

充分隔离的制种基地可有效降低花粉混杂，使油酸

含量处于标准值范围。气候稳定适宜、夜晚气温条

件好、光照充足的地方可作为高油酸油菜生产基地，

能有效提高油酸含量[201。四川地处盆地，西高东低，

有成都平原，一年四季气候适宜，更有利于高油酸油

菜专一生产基地的建设。

5展望

如果说常规油菜的出现开启油菜种植的先河，

那么追求高产的杂交油菜的推广可视为第一次油菜

种植革命；降低油菜的有害物质，“双低”油菜(低芥

酸、低硫苷)的问世迎来了第二次油菜种植革命；相

信第三次油菜种植革命就是追求健康美味的高油酸

油菜的推广，因此高油酸油菜发展大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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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农作物种子企业经营现状及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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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实地调研青岛市种子企业的规模形态、研发投入、人才结构、销售收入等实情，找出制约青岛市种业发展的主要

问题，提出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加快资源整合和人才聚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青岛市；种子企业；经营；对策

青岛市以建设国际种都为目标，不断加强商业

化育种体系建设及对种子行业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

理，经过多年发展，种子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建成

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加速新品种培育创新，使得种

子企业布局更加全面，种业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现

代种业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然而，面对国际种业巨

头的全球资源整合战略，国内大型种业公司逐步扩

大市场，青岛市种子企业在品种更新、经营策略、市

场建设、发展壮大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如何做好战

略定位，实现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是青岛市种

子企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种子企业发展现状

1．1规模形态截至2019年12月31日，青岛市

共有办证种子企业107家，其中注册资金3000万元

(含)以上企业7家，1000万(含)一3000万元(不含)

企业6家，500万(含)～1000万元(不含)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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