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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榧 

1.香榧品种概况 

1.1 品种简介 

香榧（Torreya grandis Fort. et Lindl. cv. Merrillii）属裸子植物红豆杉科

（Taxaceae）榧树属（Torreya）常绿乔木，是榧树（T. grandis）中的优良变异类

型经人工选育后嫁接繁殖栽培的优良品种。 

香榧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树种，第三纪孑遗植物，出现在距今大约一亿七千万

年的中生代侏罗纪。它是和恐龙同时代的古老生物群。在经历了第三纪寒潮的袭

击、第四纪冰川的劫难后，恐龙等众多生物罹难绝迹了，香榧却在诸暨市东部枫

桥境内的会稽山麓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至今仍在恩泽自然，造福人类。 

 

图 1  诸暨香榧王 

翻开尘封的书卷，犹可看见字里行间中映照出来的香榧最初的容颜，一股活

泼泼的山野之气也随之扑鼻而来，清香诱人。“榧实生永昌，彼子生永昌山谷。”

这是《名医别录》中关于香榧产地的最早记载，唐朝宰相李德裕称“木之奇哉有

稽山之海棠桧”，宋代大文豪苏轼在《送郑户曹赋席上果得榧子》的诗中也有“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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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泽，„„愿君如此木，凛凛傲霜雪”的褒誉。枫桥出产的香

榧质量上乘，属榧中极品，有南宋《嘉泰会稽山志》为据：“榧子之榧，多佳者。”

前人也曾作调查云：“榧子之品质，随产地而异。诸暨枫桥出产的香榧，皮肉多

用手剥除，且粒数均匀，堪称上等。”从古至今，诸暨枫桥香榧名声在外，香飘

寰宇，畅销世界各地。 

 

图 2  诸暨香榧古树林 

1.2 种类及分布区域 

香榧的品系很多，包括细榧(直榧)、芝麻榧、米榧、茄榧、拔牙榧和圆榧(木

榧)等。其中细榧具壳薄、仁满、质脆、味香、成熟早、较丰产稳产，是香榧生

产的主栽品种。另有木榧，因壳厚质粗，只供药用。诸暨香榧属细榧，壳面洁净

黄亮，种衣深褐色，核仁微白淡黄，外形一端尖，一端略圆，颗粒瘦长，为香榧

中之精品。 

香榧为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仅分布在我国北纬 27°～32°亚热带丘陵山区

（主要在浙、皖、赣、闽等 10 省市）一些狭隘山区。主产区为浙江省会稽山区

的丘陵地区，地域横跨诸暨市、嵊州市、绍兴县、东阳市、磐安县，形成了目前

所熟知的香榧中心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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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香榧主要产区分布 

1.3 种植与加工 

1.3.1 香榧种植 

香榧为浅根性、半阴性常绿大乔木，性喜温和湿润气候，一般自然分布在海

拔 250~700 米的群山对峙、翼流蜿蜒、朝夕多雾、直射光较少而散射光较多的山

腰谷地、溪流两旁坡地和村旁路边，房前屋后的空地，以士层肥沃、深厚，质地

松软的沙坝上或排水良好的黄泥土上生长良好。实生树一般需 15~20 年才开始结

果，20~30 年后始达盛果期；嫁接树，主干低矮侧枝发达，树冠多是偏圆形，采

用 4~5 年生的大砧木嫁接，始果期和盛果期可比实生树分别提前 5~6 年。 

香榧为雌雄异株风媒花，雌株需要雄株花粉授粉，受精后才能结果，对一代

果的生长发育而言，从开花到果实采收，需要三年，果实挂在树上需要二年，每

年在 4 月 20 日前后，在上年生的春稍顶端开花，5 月上旬结果，在此期间出现

第一次大量幼果脱落；至翠年的 4 月 20 日前后，新枝又开花结果，此时二年生

幼果又出现第二次落果高峰；直至 9 月上中旬，上年生的果实成熟。所以在一株

树上，当果实未采摘时，可同时见到大小不同的两种果实挂在枝头，大的为上年

开花结的果实，小的为当年春季开花结的果实，再加上贮藏在家里的上年果实，

因而香榧有“千年香榧三代果”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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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香榧青果 

1.3.2 香榧的采收及后熟处理 

香榧的采摘时间一般在 9 月中下旬，一般榧农采用的采摘方法是晴天采摘，

每当香榧假种皮由青绿转为黄色并裂开时就采摘，完全做到成熟一个采摘一个，

为香榧加工提供了种子饱满、完全成熟的加工原料。采摘后经过后熟、脱涩、晒

燥和贮藏处理，得到可供炒制的香榧干籽。 

 

图 5  香榧干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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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香榧加工 

香榧干果一般分为传统的铁锅人工炒制和采用滚筒式机械炒制，一般椒盐香

榧的加工工艺流程为：准备工作→盐加热→第 1 次炒制→分筛→浸泡→第 2 次炒

制→包装。炒制后的香榧进行密封贮存，常温 25℃以下产品保质期为 6 个月。 

 

图 6  香榧炒制成品 

1.4 营养价值及功效 

香榧作为干果中的珍品，向来被作为宴席上的上乘佳果之一。早在宋代，我

国人民就将其加工成椒盐香榧、糖球香榧、香榧酥等，并被列为朝廷贡品。香榧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因食疗同源，有病治病，无病保健，多食无副

作用，被誉为“药中之宝”。《本草纲目》记载：“常食，治五痔，去三虫蛊毒，

鬼痔恶毒。”“治咳嗽、白浊、助阳道。”“疗寸白虫、消谷、助筋骨、行营卫、明

目轻身，令人能食。”香榧，具有很高的保健、药用价值，被称为“养颜天使”、

“健康卫士”。据科学部门最新对香榧进行分析研究，香榧最可贵的是它可以降

血脂和血糖，对糖尿病有显著的辅疗作用，还含有“紫杉醇”，具有一定的治癌

和防癌疗效。 

据食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分析测定，每一百克香榧的热量为 2450 千焦耳左

右。枫桥香榧的可食部分含植物脂肪 44.5-50.9%，是纯天然的优质脂肪源。其蛋

白质含量 9.913%，蛋白质中有人体必需而自身又不能合成的亮氨酸、赖氨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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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 ，含有铁、锌、钙、磷等 10 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而且还含有 VA、

VB2、VE、烟酸和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素，这在其他干果中并不多见，尤其是

生育酚（VE）含量之高更为罕见。 

如今，香榧作为纯绿色的天然珍品，因着其树为长寿树果为三代同树等特点，

而带给人们更多吉祥之意，同时又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因此，香榧果成为馈赠

亲朋好友、长辈领导的极佳礼品，同时也被畅销国内外。 

2.香榧产业概况 

2.1 产业链概况 

在香榧产业中，产业链分为上游香榧种苗培育、销售阶段，中游香榧生产加

工阶段，下游香榧营销策划阶段、渠道分销等。实现从研究——试验——生产——

市场一体化的产业链模式。 

科研技术创新

政策支持

香榧原料 香榧加工 香榧存储香榧种植 香榧运输 香榧销售 消费者

产品

种苗培育阶段 生产阶段 销售阶段

上游 中游 下游

国内

出口

 

图 7  香榧产业链结构图 

随着香榧产品价值的不断被人们认识，价格的逐年上涨，香榧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从诸暨、绍兴、嵊州，到温州、台州、衢州、丽水、金华，再蔓延到江西、

安徽、湖南、湖北、贵州一些地区，带动香榧种苗产业的发展。据悉，2013 年，

2+3 的香榧嫁接苗需要 100-150 元/株。目前，全国的香榧种苗市场主要集中于绍

兴区域（以诸暨地区最大），占到全国种苗的 90%以上。 

香榧的采摘到加工销售，主要分为农户自产自销或者香榧青蒲、未加工干籽

收购商采购给企业进行加工或者直接企业+农户+基地模式；加工产品主要以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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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香榧籽为主；香榧深加工方面有了显著发展，以冠军香榧酒、康大香榧饼干等

为代表。 

在香榧产业链中，香榧收购企业和种植农户是其中重要的共生单位。随着香

榧产业化的发展，香榧产业链重心逐步从生产向加工、销售领域转移，香榧收购

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核心地位，对整个产业链运作起着支配和协调的作用。在香

榧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实力从事香榧产品的精深加工，

既可克服供求矛盾又可实现香榧产品增值，还可以通过产品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 

表 1  会稽山区香榧主要生产企业表 

地区 香榧生产企业 

诸暨市 

浙江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绿剑农产品有限公司 

诸暨市老何土特产有限公司 

浙江天珍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枫桥香榧有限公司 

诸暨市榧皇食品有限公司 

诸暨市稽峰土特产食品厂 

绍兴县 

绍兴县山娃子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县华隆食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越州食品有限公司 

嵊州市 

嵊州市野山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嵊州市山森食品有限公司 

会稽山香榧企业的收购方式主要有 2 种，一是企业直接收购；二是通过企业

与农户的合作组织、村合作社、加工店、村办事处以及企业下派的采购员等间接

收购。 

香榧产业链中的种植农户既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者，更是香榧干果的生产

者、供应者。香榧种植农户关系着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他是香榧产业链源头产

品的提供者，关系到香榧青果质量的提高，关系到整个产业链的形象，是顾客满

意的一个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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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榧营销策划及销售阶段。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络营销的推广，

对香榧传统营销产生重大的影响。天猫、京东等网销平台，扩大了香榧产业销售

渠道，促进传统香榧产业链的转变和完善。 

2.2 生产概况 

2.2.1 我国香榧种植情况 

我国香榧主要分布于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 10 省市，其中浙江省香榧

栽培面积最大、商品产量最高。浙江省约有 50 个县（市）有香榧分布，重点是

会稽山区。 

在浙江地区，香榧主要集中于会稽山区的诸暨、嵊州、东阳和磐安等地。其

中，2013 年诸暨香榧种植面积约 14 万亩、嵊州种植面积约 12 万亩、东阳种植

面积约 7 万亩、磐安种植面积约 8 万亩，绍兴县种植面积约 4 万亩。并浙江省香

榧种植面积以 3 万亩/年的增长速度扩展中。 

 
图 8  浙江省香榧主产区种植面积分布 

2.2.2 香榧历年产量情况 

香榧从种植到结果成熟，一般需要 10~15 年的时间，所以在上个世纪 90 年

代以前，香榧产量稀少，价格高昂，香榧仅是富裕人家享受的上品。到了 90 年

代以后，随着香榧种苗培育及嫁接技术的顺利运用，香榧的栽植成功率大增，产

量也随之增加，一般的消费人群才有机会品尝到千年香榧的美味。 

另外，目前全省香榧种植面积 52 万亩，其中投产面积 10.5 万亩，处于盛产

诸暨, 27%

嵊州, 23%

磐安, 15%

东阳, 13%

绍兴, 8%

其他, 13%

诸暨 嵊州 磐安 东阳 绍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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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面积为 5 万亩左右。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种植的香榧林将持续进入

挂果期，后续香榧产量将逐年增加。 

2.3 贸易概况 

现阶段，因香榧产量有限，香榧产品基本上以粗加工炒制香榧籽为主，贸易

辐射区域以江浙沪为主，占全国贸易量的 90%以上。贸易方式主要以品牌企业的

品牌直销店为主。近年随着互联网销售的技术不断发展，对传统香榧贸易方式带

来了新的契机。据统计，2013 年通过天猫、京东等网络电商平台销售的香榧量

约占总产量的 30%以上。 

作为香榧主产地的诸暨市，2013 年香榧产量占全国的 30%以上，具有完整

的产业链，是全国香榧的贸易中心和聚集地。诸暨市现有从事香榧加工的企业

100 余家，其中加工量在 10 吨以上的加工企业达 40 家，年总加工能力在 5000

吨以上，“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完整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已经形成，现代销售

模式及品牌化建设也不断发展，现已经销往全国各地，但主要以江浙沪为主，随

着贸易的不断扩大，已经出口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2.4 消费概况 

目前果品市场中，水果生产有过剩趋势，而干果的需求则呈上升趋势，年增

长率一直维持在 4%-5%，呈现出生产、销售两旺的局面。据资料显示，目前世

界干果人均占有量 5~6 千克，而我国干果人均占有量仅 1.32 千克。在国际市场

上，对于原产别国的特种干果，一般具有较强的吸收力。比如盛产扁桃、榛子的

西班牙，需要进口核桃，80 年代进口量不足 1000 吨，2001 年已经上升到 23000

多吨。未来香榧打开国际市场，其产品一定会受到西欧各国乃至美国的欢迎。 

香榧分布区域狭小，资源总量有限，目前香榧全年总产量远比核桃、板栗产

量的小，全国人均占有量还不到一颗。在其它农副产品已进入买方市场的情况下，

香榧则奇货可居。由于价高，香榧的市场销售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礼品经济阶段。

但随着香榧产量的不断增加，香榧产品将逐渐迈入大众消费阶段。 

3.香榧价格影响因素 

香榧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栽培历史有 1300 多年，但为普通大众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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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开始的。一直以来，由于香榧的珍稀性，价格高昂，

又因香榧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香榧仅是富裕人士的消费商品。目前，

相比居民收入水平，香榧的价格依旧略显高昂，属于农产品中的奢侈品，但随着

香榧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增加，及国家反腐，反“三公”的政策影响，香榧逐渐迈

入大众消费水平。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香榧的价格是呈直线上升的，到了 21 世纪初香

榧的平均售价维持在 200 元/公斤左右的水平，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 2012

年因香榧小年，加上市场炒作氛围，香榧价格一跃高达 600 元/公斤，到了 2013

年后由于香榧产量增加，外加国家反腐倡廉政策的影响，打击香榧价格回归合理

区间。 

 
图 9  香榧及青果历年价格变动 

香榧作为特殊的农林产品，其价格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供求关系、气候变化、

大小年和成本等其他因素。 

3.1 供求关系 

供需是影响香榧价格波动的最基本因素。 

从供给方面来看， 2013 年全国香榧种植面积约 52 万亩，其中挂果 10.3 万

亩左右，其中浙江香榧种植面积还以每年 3 万亩左右的增长速度增加着。随着“香

榧南扩”项目持续推进，近年来香榧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柯桥、上虞、嵊州，

到温州、台州、衢州、丽水、金华，再蔓延到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贵州一

些地区。随着香榧种植面积的增加及香榧优质树种的培育研究，投产香榧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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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香榧的产量逐年增长趋势。 

从需求方面来看，目前香榧主要消费领域为坚果炒制品，香榧酒、香榧精油

等深加工领域还处于科研起步阶段。主要消费地区为江浙沪地区，国内需求上升

空间巨大；再加上国内人均消费水平的提升，对坚果等营养价值的认识和关注，

越来越多的人会对香榧有需求，进而增加国内香榧内需的扩大。 

3.2 气候因素 

香榧作为农林产品，具有农、林产品的共有特性，受气候因素的影响较大。

如 2008 年雪灾、2009 年的台风、2013 年的连续高温干旱都对香榧产生巨大的产

量和质量的影响，从而反映于香榧产品的价格上。 

3.3 成本因素 

生产成本是衡量商品价格水平的基础。香榧的成本构成主要为香榧原料成本、

辅料成本和炒制加工成本等。其中，香榧原料成本是香榧产品成本的主要费用，

约占 50%以上。这些成本构成费用的变动直接影响到香榧产品的价格。 

3.4 大小年因素 

香榧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从开花到结果，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成熟，所

以香榧枝头上有三代同堂，即称之为“三代果”。香榧作为坚果类农林产品，具

有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存在“大小年”，即不同的年份存在产量的高低区分。“三代

果”的香榧，其中一般两年是大年，另外一年为小年。香榧受“大小年因素”的

影响，不同年份产量的高低，供需关系的转变，价格自然随之变动。 

4.香榧品质与检验 

4.1 行业现行标准 

我国香榧行业现行标准如下表： 

表 2  香榧行业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坚果炒货食品通则 GB/T 22165-2008 

香榧籽质量要求 LY/T 17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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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枫桥香榧 DB 33/T 838-2011 

香榧栽培技术规程 DB 33/T 340-2012 

资料来源：国家标准网 

香榧作为我国特有珍稀干果，主产区位于浙江会稽山区域，其中 2010 年 12

月，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对“枫桥香榧”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使得香榧从

种子、育苗、种植，到生产、加工、流通，都有一系列标准来规范；但该标准只

对只有枫桥镇、赵家镇、东白湖镇、陈宅镇、璜山镇、岭北镇、东和乡 7 个乡镇

进行规范。 

另外，香榧目前主要以炒制干果为主要流通商品，国家标准《坚果炒货食品

通则》和林业标准《香榧籽质量要求》等都对其外观、质量标准进行严格的规范。 

随着香榧种植区域的不断扩大，从诸暨、绍兴、嵊州，到温州、台州、衢州、

丽水、金华，再蔓延到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贵州一些地区，香榧产量的逐

渐增大，传统的地方标准的局限性可能就会显现，需要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完善来

规范香榧产业的发展。 

4.2 行业质量需求 

香榧作为食品类坚果，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标准对香榧价格具有较大影响。质

量安全的保障是香榧产品健康发展的基石。 

国标 GB/T 22165-2008《坚果炒货食品通则》对炒制香榧的质量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4.2.1 香榧的感官指标 

表 3  香榧的感官要求 

项  目 指  标 

色泽 色泽均匀，不同品种应具有相应的色泽，不得有明显焦色和杂色 

颗粒形态 颗粒形态饱满，不得有明显异常颗粒 

口味 
香味、滋味与气味纯正，无异味，烘炒类、油炸类带壳产品具有

松脆口感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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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香榧的理化指标 

表 4  香榧的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g/100g） ≤15 

4.2.3 香榧的安全卫生指标 

表 5  香榧的卫生指标 

项  目 指  标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0.5 

酸价（以脂肪计，KOH）/（mg/g） ≤3 

铅（以 Pb 计）/（mg/kg） ≤0.2 

大肠菌群/（MPN/100g） ≤30 

霉菌/（CFU/g） ≤25 

酵母/（CFU/g） ≤25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5 

二氧化硫（SO2）/（g/kg） ≤0.4 

致病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25g） 
不得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