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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麻种子的营养特性与保健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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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大麻种子富含油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矿质元素和维生素，具有营养和保健双重功效，目前已

经开发出大麻籽食品、油、蛋白粉、美容化妆品等系列保健产品。利用现代化加工工艺开发系列大麻营养食品及

保健品，对改善人类营养结构、增进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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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Hemp Seeds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ca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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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utri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development of hemp seeds.
Hemp seeds，rich in various nutrients including 25% ～35% of oil ( of which 80% essential fatty acids) ，20% ～25% of
protein and 20% ～30% of carbohydrates，especially the abundant minerals and vitamins，have dual efficacy for human
nutrition and health care. A series of healthcare products are developed from hemp seeds，such as foods，oil，protein pow-
der and cosmetic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the nutrition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human health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hemp resources and develop hemp nutritious food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by using the modern proces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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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又名汉麻、线麻、火麻、寒麻、魁麻等，为大
麻科大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分为纤维用、药用和籽
用 3 种，在我国各地均有种植。历史文献和考古资
料证明，中国是最早种植和加工大麻的地区，至今已
有 8 000 多年的历史［1］。

大麻 中 的 大 麻 酚 类 物 质 中 的 四 氢 大 麻 酚
( THC) 的含量被用来区别工业大麻和药用大麻。
目前采用欧盟的划分标准即: THC ＜ 0. 3% 为无毒大

麻即工业大麻［2，3］，世界各国都只允许种植工业大
麻。工业大麻株高可达 4 ～ 5 m，茎厚而中空，分枝
和叶少，纤维含量高，THC 含量低于 0. 3%，主要有
纤维用和籽用两大类，为人类提供纤维、麻籽、麻秆
等工业和食品原料［4］。

大麻种子在中国及其他一些地区有着悠久的食
用历史，中医的“药食同源”学说反映了其食用和药
用价值。大麻因其籽粒可食用，曾被列为“五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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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礼》中称“麻、麦、稷、黍、豆”为五谷，“麻”即
为大麻籽［5］。《本草纲目》中记载，“火麻仁补中益
气，久服康健不老”［6］。此外，大麻籽是卫生部公布
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植物资源之一。在著名
的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地区，作为当地居民主要
食物的大麻籽与人们长寿密切相关［7］。

大麻种子的开发利用不仅对工业大麻产业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具有丰
富营养价值的食物资源。目前，工业大麻籽保健产
品研究与开发已经成为产业热点之一。笔者主要介
绍工业大麻种子的营养特性及其保健品开发情况。
1 工业大麻种子的营养特性和功能

工业大麻种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其油脂含量
为 25% ～35%，蛋白质含量为 20% ～25%，碳水化合
物含量为 20% ～30%，并含有丰富的矿质元素［8］。

大麻种子富含干性油脂。大麻油与其他植物油
脂相比，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0% 以上，必需
脂肪酸含量高于 80%［9］。必需脂肪酸是人体自身
合成不了必须从饮食中获取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主
要的成分是亚油酸( 欧米伽 6 ) 和 α － 亚麻酸( 欧米
伽 3) ，其成分和比例都很平衡，十分接近人体的营
养需求，因此成为食品、添加剂、个人护理用品的适
合成分［10］。大麻油被营养学家誉为人体补充生命
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它不仅在维护生物膜的结
构和功能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治疗心血管疾病、
抗炎、抗癌以及促进大脑发育等方面功效显著。所
以，大麻油在一些国家比其他植物油更受欢迎。

大麻种子蛋白质中含有 21 种氨基酸，其中包括
了人体所需的 17 种，且含量较高，组成比值合理、效
价均衡，属于“优质完全蛋白”。还含有其他多种天
然生物活性成分，是现代纯天然食品中功能性有效
成分与生理功能特性较多的功能性食品代表［11］。
大麻蛋白的 65% 为麻仁球蛋白，35% 为白蛋白［12］。
麻仁球蛋白只在大麻种子中存在，能促进消化。另
外，大麻种子蛋白质中不含影响蛋白质吸收的色氨
酸抑制因子及寡聚糖，可以说大麻种子是一种十分
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大麻种子中含丰富的矿质元素，特别是磷、铁、
镁、钾、锌、钙等，其中铁、锌含量及比例最适合人体
需要［13］。大麻种子中还含有维生素 C、Vpp ( 烟酰
胺)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和 β － 胡萝卜素，其中维
生素 B2 含量较高。

2 工业大麻种子的开发利用

2. 1 大麻仁食品

应用大麻仁制作的保健食品，包括大麻果仁、大

麻蛋糕、大麻巧克力、大麻糖果、大麻面包、大麻饼干
和大麻啤酒、大麻可乐、大麻咖啡、酸奶、奶茶、大麻
茶等，不仅口味好，还能美容，营养价值很高，颇受消
费者欢迎。

2. 2 大麻仁蛋白

大麻仁蛋白在免疫调节、控制血脂和提高机体
耐受力方面有明显辅助功效，其丰富的大麻仁球蛋
白与人体内的蛋白很相似，是一种植物蛋白质新来
源，非常适合于人体细胞的生理需要，如 DNA 修复
等，且不含植物蛋白常有的致敏因子，非常容易吸收
和转化利用［14］，尤其有助于体弱消瘦人群及病愈群
体的营养补充。麻仁蛋白粉可直接作为人体的蛋白
质营养补充剂，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饮料和日用
化工产业［15］。此外，麻仁蛋白粉因其丰富的精氨酸
和组氨酸，可作为生长期儿童的营养补充物质。

2. 3 大麻仁保健品

大麻仁是唯一含有人体所有必需脂肪酸的食物
来源，其欧米伽 6、3 脂肪酸含量比值接近 3∶ 1，是人
体营养的最适比例。大麻保健产品含有合理比例的
欧米伽 3、6、9 不饱和脂肪酸，并特别添加了灵芝孢
子油，通过改善机体的排泄( 排毒) 、改善心脑血管
功能( 防三高) 、清除体内多余脂肪、清除细胞自由
基( 延续衰老) ，改善睡眠、防治癌症等，给人们带来
健康长寿的生活。
2. 4 大麻种子油

大麻种子油是优质的食用油。只须每日摄取
10 ～ 20 g 食用大麻籽油，即可满足人体对必须脂肪
酸的需求［16］。大麻油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1) 清除体
内多余脂肪( 特别是固体脂肪) ，保持身材健美; 2 )

保持心脏活力和大脑思维敏捷; 3) 保持消化道健康
通畅; 4) 降低和平衡胆固醇、降低血粘度，保持血液
系统循环良好; 5 ) 改善和增进前列腺功能。此外，

大麻油具有良好的皮肤渗透性，具备保湿、滋润、消
炎、紫外照射修复等功能，是优质的日化基础油。
2. 4. 1 大麻仁原生油

大麻仁原生油是采用低温冷榨技术和高科技提
纯的，是精制的营养与保健食品专用油［17］，它最大
程度地保留了大麻仁的其他原生精华及其特有的自
然香味，又最大限度地富集了欧米伽 3 和欧米伽 6
等多种人体必需脂肪酸，被营养学家誉为人体补充
生命必需脂肪酸的新来源。
2. 4. 2 大麻仁高级食用油

大麻仁高级食用油是经机械压榨精炼提取的植
物油脂。欧米伽 3、6、9 系列脂肪酸总量达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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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其中欧米伽 3、6 脂肪酸含量的比值为 1 ∶ 2. 3
～ 2. 7，该比值正是人体健康所需要的合理比值，同

时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以及人类营养油脂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国家与
组织提出的欧米伽推荐值范围［18］。
2. 4. 3 大麻化妆油

大麻化妆油是渗透性较强和活性极高的油料，

含有多种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必须脂肪酸及其衍生
物，是一种良好的日化产品原料［19］。经国内权威的
GLP( 标准实验室规范，基于国际认证标准，由中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认证) 检测，该油对
人的皮肤无毒、无刺激性、无致敏反应［20］，能显著改
善皮下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对脸部皮肤和头发有特
效，可使干性发质及干性皱纹肌肤恢复光泽活力。
同时，还能缓解肌肉疲劳。

此外，大麻种子油又是重要的工业和能源用油，

可用于生产无毒的油漆、涂料、润滑油、生物柴油、家
庭照明灯油，也可通过热解生产沼气、甲醇、燃油和
焦炭，或用微生物发酵生产乙醇，或直接燃烧发电，

但由于这些领域的利用效益小，易造成资源浪费，目
前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3 展望

2002 年，我国卫生部将大麻仁列为“既是食品
又是药品”之一，为工业大麻的食用及药用提供了
依据。之后，我国多个省区启动了工业大麻的产业
化工程。目前，工业大麻已列入国家麻类产业技术
体系重点研究与推广的麻类作物之一。国内工业大
麻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在传统的大麻纺织工业的基
础上，工业大麻将成为一个新型的生物产业，产品涵
盖吃、穿、住、用、行、医等诸多领域。国内对大麻籽
多样化产品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依托国内丰富的
大麻品种资源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在工业大麻纤维
利用的同时进行大麻种子保健产品开发是产业增效
的重要途径，其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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