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地方标准 

《西番莲  描述规程》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0 年第四批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

通知》文件，海南省地方标准《西番莲  描述规程》（2020-Z032）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负责起草。 

1.2 标准制定的意义 

西番莲（Passion fruits），又名鸡蛋果、百香果，多年生常绿攀缘性滕本植物，西番莲原

产南美洲的巴西至阿根廷一带，主要生长在东南亚、中南美、南部非洲及澳洲四个地带。西

番莲富含 17 种氨基酸，具有柠檬、柑、桔、橙子、菠萝等水果香味，素有“饮料之王”、“水

果味精”的美称，是生产果汁饮料的重要原料和添加剂。西番莲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

入药，具有消炎止痛、活血强身、降脂降压等疗效；果实可制作成果汁、果酒、果酱、果脯

等产品；果皮可以提取果胶，用作食品加工的稳定剂和增稠剂；种籽含油量达 28.2%，油质

堪比葵花油，可用作食用油。通常人们将西番莲属（Passiflora）植物统一称之为西番莲（Passion 

fruits），西番莲科（Passifloraceae）包含大约 520 个种，哥伦比亚和巴西分别有近 170 和 150

多种西番莲属植物，其生态和经济价值较高。世界上很多国家种植西番莲，其商业价值最早

出现在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厄瓜多尔、美国、墨西哥、圭亚那等种植最多，澳大利亚、

美国和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番莲生产国和出口国。台湾地区于 1901 年从日本引入紫果西

番莲，1936 年从夏威夷引入黄果西番莲。我国引入并栽培西番莲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因

此，丰富的遗传资源、多样化的利用价值和世界范围内的种植消费，为海南西番莲良种选育

及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我国西番莲主要种植区域包括广东、海南、福建、云南、台湾、江西、四川和贵

州等地。近 5年西番莲产业在热区发展较为迅速。鉴于西番莲投产早，种植当年即可开花结

果，见效快，经济效益较高，近年来西番莲作为扶贫项目和庭院经济的首选，成为水果市场

的“新星”。截止 2018年，全国西番莲种植面积达 14.1万亩，其中广西种植面积最大，为 7

万亩，主要分布在南宁、柳州、北流、钦州、桂林及贵港等地；重庆 1.1万亩，主要分布在

垫江；云南５万亩，主要分布在德宏和西双版纳；福建 0.5 万亩，分布在漳州、龙岩等地；

贵州 0.5万亩，主要分布在松桃、从江、沿河、金沙、惠水、普安及镇宁等地。2018 年海南



提出 5年时间发展种植西番莲 20万亩的目标，年底全省西番莲种植面积约为 5000亩，主要

集中在东方市（约 1500 亩）和五指山市（约 1300亩），其他市县还处于零星分散种植。2019

年，西番莲种植面积大幅度增长，全国总面积逾 45 万亩，海南约 5 万亩。西番莲陆续在广

西、云南、福建、海南等地规模化大面积栽培生产。海南与我国其他西番莲种植区域相比，

具有引种早，培育筛选良种条件优越的优势，可为西番莲的试种、管理、研发、生产奠定基

础。但生产实践中因品种描述较为混乱，品种准确识别难，品种抗性弱，品质不高，配套栽

培技术缺乏等因素限制，尚未充分发挥出西番莲自身的经济效益。这一生产现状对资源的引

进挖掘、新品种选育、品种适应性筛选、品种的精准识别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对西番莲的资

源挖掘利用、育种选育、栽培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控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服务当地西

番莲种植。实际工作中，缺乏统一的描述标准，用户无识别品种的参考指标，导致生产中品

种混乱，甚至以次充好。因此，提出制定西番莲描述规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随着海南南繁种业的发展与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海南对品种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种质资源的入库保护、挖掘利用、品种登记流通等都需要完善系统的基础信息做支撑，规范

性的基础信息才能确保全产业链的互通交换与监管。西番莲作为海南特色产业之一，其规范

性描述不仅为品种管理提供参考，也有助于海南特色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鉴于以上原因，提出制定西番莲描述规程地方标准意义重大。 

1.3 协作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协作单位为海南省农

业科学研究院果树研究所、海南省种子管理总站、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保亭海宝绿

洲农业有限公司、海南聚鲜品农业有限公司，主要提供所需信息、材料及相关技术咨询。 

1.4 主要工作过程 

项目承担单位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任务： 

1.4.1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为项目负责人，主要参与起草人 10 人，并进行任务分工，

以保证标准顺利起草完成。 

1.4.2 资料收集 

查阅收集相关文献及浏览相关网站，收集了关于世界和中国西番莲产业发展现状与建

议、资源、引种、育种、适应性、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学习参考了



关于标准编写的最新材料（GB/T1.1-2020），浏览了中国农业质量标准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网站，查阅了关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程序，为标准起草提供了

参考，以符合标准起草格式的要求。 

1.4.3 数据采集 

于 2018~2020 年在海南儋州热科院品资所西番莲资源圃、良种良苗繁育基地、东方试

验基地进行实地调查，并收集和记录 3 年的数据（图 1、图 2）；2019~2020 年到东方、白沙

百香果种植基地进行调查与数据收集（图 3）；此外，还到部分种植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了解

品种的种植情况、特征表现、品质及抗性等情况及存在问题，为标准起草提供可靠的技术参

考材料。 

 

 

   

图 2 田间调查 

  

图 1 保存与评价基地 



 

 

  

图 3 果实品质调查 

 

  

图 3 病害调查 

 

 

1.4.4 起草征求意见稿和发函征求意见 

在查阅资料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之上，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根据地方标准的编写

要求进行标准起草，于 2020 年 10 月形成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发往教学、科研、生产、

检验的 13 个单位 15 个专家，收回 8 个单位 8 个专家的 8 份回复，处理意见为 23 条（详见

函审征求意见处理汇总表）。 

1.5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所在单位 任务分工 

1 高  玲 副研究员 硕士 
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组织、协调、标

准起草 

2 徐  丽 助理研究员 学士 
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数据采集整理等 

3 刘迪发 助理研究员 学士 
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数据采集 

4 李向宏 研究员 硕士 

海南省农业科学

研究院果树研究

所 

资料收集整理 

5 蔡儒平 推广研究员 学士 
三亚市热带农业

科学研究院 
信息收集等 

6 张如莲 研究员 硕士 
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技术咨询等 

7 陈  媚 研究实习员 学士 
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数据采集等 

8 应东山 助理研究员 硕士 
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数据采集等 

9 程子硕 助理研究员 硕士 
海南省种子管理

总站 
信息咨询等 

10 李四有 推广研究员 学士 
保亭海宝绿洲农

业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等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编制的原则 

2.1.1 总体原则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总体原则：第一，充分考虑西番莲最新的资源、育种

及市场种植品种情况，认真分析所涉及领域的保存开发者、生产者、种植者和使用者的需求；

第二，为了确保规程的质量，描述的指标覆盖形态、品质、抗性等，以防止品种混淆销售；

第三，描述鉴定方法考虑以快速、成熟、易操作、成本低等为原则。 

2.1.2 规范性要素的选择原则 

遵循标准化对象、文件使用者、目的导向原则。本标准的对象为西番莲（产品标准）；

文件使用者涉及科研品种研发部门、种苗生产者、种植者、检测部门和品种监管部门；编制

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资源管理、品种登记、品种销售及监管等，提高资源保存质量和规范市场

流通品种质量。 

2.1.3 文件的表述原则 

文件的表述遵循了“一致性、协调性、易用性”的原则。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严格按《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地方标准制定工作程序》（DB 46/T 74-2018）规定进行编写。同时参考了《火

龙果  资源描述规范》、《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西番莲属》等。在结

合查阅资料及检测数据的基础之上，编制本标准。 

2.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2.2.1 适用范围的确定 

适用范围界定为西番莲属，在实际生产中已生产应用和销售的种类均覆盖。 

2.2.2 主要技术参数确定的依据 

通过跟踪调查，主要技术参数分为五部分，一是基本信息，二是形态特征，三是农艺

性状，四是品质性状，五是抗逆性状。 

2.3 数据整理分析与分级 

对保存的 24 份西番莲种质资源表型性状进行分析，对数量性状、质量性状、假质量性

状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及分级。 

2.3.1 形态指标 

（1）数量性状 

从表 2-表 4 可知，不同资源的叶、花、果实的表型变异较大，表明百香果种质资源具有

极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表2  24份西番莲种质资源表型性状变异分析（叶） 

 

 

 

 

 

 

 

 

 

 



 

表3 24份西番莲种质资源表型性状变异分析（花） 

 

表3（续） 24份西番莲种质资源表型性状变异分析（花） 

 



 

表4 24份西番莲种质资源表型性状变异分析（果实） 

 

 

 

图4 描述规程部分性状分级图 



 

 



图 4 描述规程部分性状分级图（续） 

 



图 4 描述规程部分性状分级图（续） 

（2）质量性状与假质量性状 

主要包括叶型、叶色、花型、花色、果实形状、果实颜色等 26 个目测型性状的系

统调查（见图 5）。 

 

 

 

 

图 5 描述规程部分目测性状图示 

2.3.2 品质指标 

（1）西番莲化合物与香气成分鉴定 

采用 LC-MS 分析平台对 24 份百香果资源的化合物及香气成分进行鉴定，获得百香果种

质资源数据 120 项，为筛选优化鉴定参数提供依据。 

  

 

 

 



 

 

 

 

 图 6.1  部分样本总离子流色谱图（ESI-） 

 

图 6.2  部分样本总离子流色谱图（ESI+） 

 

 

 

 

 

 

 

 

 



 

 

表 5 西番莲资源香气成分鉴定部分结果 

 

 

 

 

 

 

 

 

 

 

 

 

 

 

 

 



 

表 5 西番莲资源香气成分鉴定部分结果（续） 

 

 

（2）糖组分与酸组分鉴定  

单糖鉴定可见，10 种单糖和 9 种有机酸的差异显著，可用于精准区分资源，为目标育种

提供基础数据（详见表 6 与表 7）。 

 

 



 

表 6 西番莲资源单糖组分鉴定 

 

表 7 西番莲资源有机酸组分鉴定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

结果 

3.1 试验（或验证）的主体 

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同时也是标准的使用单

位；品种引进试种、品种研发、种苗生产单位为海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果树研究所、三亚市

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保亭海宝绿洲农业有限公司、海南聚鲜品农业有限公司等，同时也是

西番莲主要种植基地；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海南省种子管理总站为资源与品种质量管理

的主体部门。 

3.2 试验（或验证）的方法、手段 

2018 年至 2019 年到保亭海宝绿洲农业有限公司等 3 家品种引种及生产销售单位及部

分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调查和交流，于 2020 年再次进行标准跟踪验证；于 2020 年 10 月下旬



对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的专家发函征求意见，共汇总意见 23 条，详见发函征求意见汇总

表。2020 年 12 月 4 日会议征求意见，共征集意见 21 条（详见会议征求意见表）。 

3.3 试验（或验证）结果的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 

3.4 实施标准的可行性 

本标准规范性技术符合实际要求，操作简便、经济合理。 

3.5 标准实施后预期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或生态效益等 

西番莲描述规程的制定可为资源保存评价、品种选育、品种登记、引种示范、生产销售、

市场监管等提供统一的规范化描述的参考，可间接提高西番莲的产量和品质，对海南西番莲

特色种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经过国家市场技术

监督管理局中国标准网检索，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与

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的标准没有冲突，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与相关的各种基础

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同一性的原则。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标准作为地方标准，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环境

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一。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标

准颁布实施。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建议在海南西番莲主要种植地区举办标准宣贯培训班，并联合技术

专家讲解西番莲品种识别技术、种植技术相关培训。 

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其它应于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