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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餾法製油技藝的考察研究1
 

 

李勁松2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 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記載了中國古代製取植物油脂的方法：榨法、煮取法和磨

法（朝鮮有舂法）；其後，凡所涉及「膏液」製取，皆雲三種技藝。近年，在貴州地區

發現了一種鮮見於文獻的傳統製油技藝——蒸餾冷凝製油法，這種脫胎於蒸餾製酒的技

藝最早被用於製取木薑油，歷經久遠，沿用至今。結合考察所見，對這一技藝的裝置、

工序及所遵循的原理做一初步分析，以求對蒸餾冷凝製油法得到較全面的認知。 

 

關鍵詞：蒸餾法、植物油脂、製取、技藝 

 

一、前言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凡取油，榨法而外，有兩鑊煮取法，以治蓖麻與

蘇麻。北京有磨法，朝鮮有舂法，以治胡麻。其餘則皆從榨出也。」宋氏所述是對中國

古代植物油脂製取技藝的總結，他明確記述了古代的三種植物油脂製取方法：榨法、水

煮法和磨法，其中，榨法是一種普遍採用的一種方法。 

宋氏以降直至今人，對於傳統植物油製取技藝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榨法開展的。

上世紀末，一些學者曾對植物油脂傳統製取技藝先後進行田野考察。如袁劍秋、何東平

（《我國古代的製油工具》，古今農業，1985.1），張柏春、馮立升（《南方「油榨」

的初步考察》，農業古今，1994.4），唐立、李曉岑（《雲南物質文化·生活技術卷》、

《雲南民族科技》）等，對福建、浙江、雲南等地的植物油傳統製取工藝進行了考察，

對當等地不同民族的傳統榨油工藝有所記述。 

筆者近年來對桂北及貴州等地的考察中也發現，榨法依舊是各地較為普遍的製油

方法。至於磨法，在北方的河北、北京一帶仍廣泛沿用，只是人力磨製改為電力磨製。

水煮法以近乎絕跡。榨法的工序也基本一致：油料粉碎——蒸——做餅——上榨——出

油。 

但是，面對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的文化環境，以及中國傳統技藝多元化和多

樣性的特點，製取植物油脂的方法應該不僅限於宋氏所記述的三種。 

筆者在對貴州的黔東南、黔東北等地傳統製油技藝的考察中，發現當地的侗族、

苗族、仡佬族和水族等民族的人們採用蒸餾冷凝法（以下簡稱蒸餾法）製取木薑油。蒸

餾法製油雖鮮見於早期文獻記述，但卻凸顯了中國古代植物油製取技術的傳統。 

                                                 
本文系為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南臺科技大學，2017.03）提交的會議論文，因故未能赴會；

報告有關內容收入拙著《黔桂衣食》（待刊，安徽科技出版社），特作說明。 

 

李勁松，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興趣為中國傳統技藝的調查研究。E-mail：

lijs@ihn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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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薑油製作技藝的調查 

在關注傳統食用植物油脂製取技藝的過程中，還瞭解到一種不為多見的手工製油

的加工技藝——蒸餾製取法。這是貴州侗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製取木薑油等植物油脂

的方法。 

木薑油，即山蒼子油，又名「山雞椒油」等，是採用蒸餾法從山蒼子果實提取的

植物油脂。作為調味品的山蒼子油一般是由山蒼子精油與食用植物油稀釋勾兌而成的一

種調味油，有很濃郁的生薑的味道，具有除膻祛腥、提味增鮮的功效。在貴州銅仁市的

石阡地區，木薑油在日常飲食中應用很普遍，幾乎是不可或缺的調味品。 

山蒼子，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喜光或稍耐蔭，淺根性。一般生長在荒山、灌叢中、

林緣及路邊。這種植物的花期實在 2-3 月，果期在 7-8 月。山蒼子是我國特有的香料植

物資源之一。在我國廣東、廣西、福建、臺灣、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江西、

貴州、四川、雲南、西藏均有生長。 

與山蒼子同屬的植物全世界約有 200 多種，在中國實際分佈約有 70 多種。其中有

些檸檬醛含量較高的品種也被當地的農民稱之為「山蒼子」，像毛葉木姜子和楊葉木薑

子等在當地便被稱之為山蒼子，如貴州安順產的兩種，一個為毛葉木薑子，一個為山蒼

子，在當地都統稱為「山蒼子」。眾多品種的山蒼子當中的 16 種以在民間得到使用，

其中用於提取精油的種有 9 種，用於藥物的有 8 種，將利用種子中的脂肪性油的有 6 種，

被大家廣為知曉的多數為提取精油的品種。這裡介紹的是作為食用調味香料用的山蒼子

油——木薑油的製取技藝。 

最初的瞭解是從《隆裡鄉志》

1中得到的。隆裡，是黔東南錦屏縣的一座古鎮，是明清時

期戍邊的軍事重鎮，當時除了鎮中的漢族軍民外，周邊多為侗族

部落。《隆裡鄉志》中記載了當地林業資源的歷史狀況，其中有

關山蒼子的記載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山蒼子：又名木薑籽。山蒼子油原用山蒼子通過加工蒸

餾而得，它的用途為製造紫羅蘭酮和香料及美容化妝品的原料。

其山蒼子為落葉小喬木，一般高 3—5 米，嫩枝呈黃青色，老枝

皮呈古銅色，並有白色斑點，葉薄光滑，

互生、全綠。花雌雄異株，農曆 10 月生

出黃色花蕾，次年春初開出黃色小花，花

形與桂花相似；清明前後結橢園形漿果，

3—5 枝簇生，7—8 月份果實成熟。鄉內

各村均有，五、六十年代全鄉最多年產量

可達 5萬斤。農民在當地加工出售給供銷

社，通過外貿部門出口。」（圖 1、2） 

                                                 
1《隆裡鄉志》，2009 年年底完成，2010 年刊印，未公開發行。筆者考察錦屏縣時遇到該書編撰

者之一，得此信息。後得獲此書。 

 

圖 1、野生的山蒼子樹。 

圖 2、山蒼子——木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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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薑油是通過蒸餾加工得到的，這種採用蒸餾法製油的技藝在早期的文獻中未見

記述，在對錦屏及周邊地區的調查中瞭解到這種方法的歷史至少在百餘年以上。但是在

以往對黔東南地區的考察過程中沒有見到這種傳統技藝的活態形式。2014 年 4 月下旬

和 8 月初，在對黔東銅仁市石阡縣的考察過程中有幸看到了這種技藝。其後，在貴州榕

江縣等地也看到了水族同胞採用蒸餾法製取木薑油的生產活動。 

 

三、石阡等地仡佬族蒸餾製油法考察 

2014 年，筆者先後兩次到傳統木薑油製作技藝對周邊影響較大的青陽鄉火麻村，

進行有針對性的調研。 

筆者所考察的村寨有 80 餘戶人家，300 多人，基本上都是仡佬族。這裡採用傳統

手工技藝製取的木姜油在石阡地區很受歡迎，據瞭解村中大約有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掌握

這一技藝。我們詳細考察了村裡兩家製作木薑油的油坊。與其他地區所見的油坊相比

較，其他地區做油的場所即便是四面開放的建築，也都是在房屋裡面進行操作的。而火

麻村的「油坊」，設備裝置卻是安放在純自然環境中的，是露天的「油坊」。（圖 3） 

 

圖 3、露天的木薑子蒸餾生產場地。 

 

筆者對兩家比較有代表性的油坊進

行了調查，油坊主人分別為蔡啟明和鄭錫

江。 

蔡啟明，男，漢族，現年 65 歲，小

學文化，貴州省石阡縣青陽鄉火麻村院子

頭組村民。是當地蒸餾法製取木薑油技藝

的傳人。（如圖 4） 

圖 4、蔡啟明夫婦。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2017 年 12 月） 

 

 

70 

說到蒸餾技術在製取木薑油方面的應用，蔡啟明的描述與筆者早期的推斷暗

合——源於燒酒（蒸餾白酒）技藝的影響。 

蔡啟明曾聽其祖父講起，蒸餾技術在蔡氏家族運用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150 年

前。主要用於燒酒製作及香料提取。香料，就是指用作食用調味油脂的木薑油。在沒有

製取木薑油之前，木薑子是直接食用的，採摘回來後洗淨，搗爛，即可作為調料使用。

筆者也曾品嘗了木薑子的味道，僅僅一顆果實，濃郁的辛辣味道直沖腦頂，回味時感覺

應該很像是薑粉調製的油料味道，開胃的功效十分顯著。 

早時的蔡家，立有自家的燒酒作坊，燒造高粱酒和玉米酒。蒸餾器具經歷了從天

鍋到直管冷凝的演進過程。直到 1949 年前，蔡家的用酒量都比較大，完全是以自家製

作供給。 

在當地盛產木薑子、野八角等香料。其中，木薑子，新鮮時香味濃烈，乾枯之後

香味所剩無幾。由於木薑油的揮發性較強，通常搗爛後如不儘快使用，油脂大部就揮發

掉了。因此，當地製作菜籽油、茶油的榨取方式無法應用于製作木薑油。後來，人們從

白酒燒造技藝中得到了啟發，由此產生了蒸餾技術在木薑油提取上的運用。 

蔡家不僅自己製作木薑油，也將此項技藝傳授給了周邊的人們。因此，當地人說

其蒸餾法製作木薑油的源頭，基本上都會講起蔡家的祖先製酒、做油的掌故。鄭錫江的

製油技藝，便是傳自蔡家。 

除了調料用途外，當地人使用木薑子和木薑油的其他用途。用木薑子泡酒，這種

酒有健胃、順氣的功效；木薑油還可以用作外用藥物，治療疔瘡，有消腫、消炎的功效。

有時候，在飼養的羊的飼料中拌入木薑子，可以起到預防疾病。木薑子的根、莖、葉、

和果均可入藥，有祛風散寒、消腫止痛之效，果實中藥業稱為「畢澄茄」，可治療血吸

蟲病。 

木薑油製作的主要具體工序為：果實採摘——蒸餾——油品收集 

1. 果實採摘：當地七月中下旬就開始上山收集木薑子，果實採集後或直接進行蒸

餾，來不及蒸餾的邊放置在陰涼處通風攤晾，不然，果實極容易發黴，嚴重影響油品質

量。（圖 5）在一般情況下，在立秋前後的各半個月是集中採摘加工的工期。這一個月

過後，基本上就是零星的生產了。 

2. 蒸餾：將木薑子放入甑子中，兩家的甑子一次能裝 200 斤左右；加蓋，用泥料

將甑子四周密封；加熱，隔水蒸煮；油水蒸汽從導管排出，經冷凝管冷凝，形成液體，

流入油桶。（圖 6,7）當地環境條件下，一般在加熱 2 小時左右即開始產生油水蒸汽，

20 個小時左右，基本上蒸盡油汽。 

3. 冷凝，油品收集：在油桶的上端開孔安置引流管（竹管），桶中的油水液體因

互不相溶而迅速分離，利用油、水比重不同，油輕水重，向桶中加水，使油層上浮，當

達到開孔位置時候，油液從引流管流出，將油品採集。（圖 7）加工場地的溪水溫度一

般是在 15℃以下，近年來當地的出油率一般是在 3%左右，早年曾達到 5%多一點的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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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果實採摘，攤晾  

 

圖 6  郑锡江兄弟的蒸餾冷凝裝置 

 

圖 7  用泥料密封甑子 

 

圖 8  油水採集器 

 

四、石阡等地蒸餾冷凝裝置的測量和討論 

從整體上看，這裡目前使用的蒸餾技術是直管冷凝方式。主要裝置有：1. 甑子（加

熱釜,竹製或木質）。2. 冷凝管（包括竹製的導管和鐵質的冷凝管）。3. 油桶（木薑油

水收集分離器）。 

1. 甑子：一般上部內徑在 70 公分左右，下部略寬些，約在 78 公分左右；距甑子

底部約 25 公分處放置篦子，篦子下面是水，上面裝放木薑子果實，這裡的甑子一鍋可

裝 200 斤木薑子。甑子下面是泥和石頭砌築的簡易灶，木柴加熱蒸煮。 

2. 冷凝系統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竹子製成的導管，導管直徑約 8.5 公分，一端嵌

在甑子上部，向下傾斜，另一端連接冷凝管，導管長約 170 公分。嚴格說來，油水蒸汽

在導管中也經歷著冷卻過程，只是冷卻劑為環境空氣；現在的冷凝管基本都是鐵質的，

有簡單的之字形的，也有 U 形的，接導管的部分用泥密封，並用棉布纏裹；冷凝管當

地稱作「冰管」，隱沒在山澗溪水中。（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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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瞭解到早期的一些局部

裝置目前已經有所發展，主要是集中

體現在冷凝環節的一些變化上：如早

期的冷凝甑子（冷凝釜）已經簡化，

取而代之的是巧妙地利用自然冷水資

源——河流小溪，以及利用環境中的

空氣進行冷凝；此外，比較突出的變

化是早期的冷凝管基本是竹製的管

材，目前已經有了鐵質的管材，並由

簡單的之字形變化為 U 形，顯而易見

地，這樣的變化提高了冷凝的效率。     

2015 年，筆者對石阡縣甘溪

鄉的木薑油製作技藝進行了調查。 

被採訪者陳世林（仡佬族，圖

10），1947 年生人。其家族至少有

五代人在此居住。1986 年開始做

油。當時有外地人來村寨製油（估

計是本縣的人），他向對方學習製

油技術，掌握技藝在村裡面的人中

最好。從那時起，甘溪鄉開始有本

鄉人製作木薑油，而且都是陳世林

所在的生產組，有五、六人。 

甘溪鄉的蒸餾製油設備有兩種形製：室內的和室外的，陳世林家為室內的生產裝

置。室外的裝置同石阡縣青陽鄉所見。總體上都是屬於蒸餾-直管冷凝裝置。 

陳世林家的裝置：蒸餾部分裝置與其他家一樣，冷凝管鐵皮製成，冷凝管沒入 U

形木槽中，有水管將冷水引入木槽；冷凝管末端接一彎管，引流出油。油流入分油器。

木槽由半片樹木挖成，為增加容水量，木槽兩層曾釘木板條，加高槽幫。（圖 11） 

 另外幾家的連接甑子的管為竹製，後面接金屬冰管，冰管沒入室外溪水中，其形

製與青陽鄉所見相同。 

 

 

 

 

 

 

 

 

 

圖 9 浸泡在溪水中的 U形「冰管」。 

圖 10、筆者對陳世林夫婦進行訪談。 

圖 11、陳世林家的蒸餾冷凝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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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油器的出油和泄水管均在頂部，外部出油口比泄水

口低約 4cm。出油時，用手堵住泄水口，是水面上升以提

高油層，油最終從出油口流出。（圖 12） 

 

五、榕水縣水族蒸餾製油法考察 

2015 年 8 月間，對榕水縣苗族水族自治鄉進行了調

查，重點採訪了潘廣賢、陸朝姣夫婦一家。 

陸朝姣，1967 年生。自幼便掌握了多種傳統手工技

藝，如織染、刺繡、做酒、製油，等等，是當地有名的巧

手女子。考察中發現，潘-陸家及周邊人家很多都製作木

薑油，所使用的裝置是室內的天鍋式蒸餾冷凝裝置。 

據陸朝姣的母親陸秀花講述，當地人很早就會製木薑

油，但是何時開始出現這種技藝的具體出現時間不清楚，

她是從其母親那裡學到的，而她的母親則講很小的時候就

跟著大人採摘木姜子來做油。據稱當地在 1997 年前後木

薑油的生產達到最興盛的時期。水族村寨間的木薑油製作技藝基本相同，相比較之下，

同縣的仁裡鄉那邊的蒸餾製油的技術較好，出油率在 6 斤油/100 斤籽，這邊大約 3 斤油

/100 斤籽。 

考察所見之蒸餾製取木薑油的器具即使用燒酒器具——天鍋式蒸餾冷凝器具。 

當地做酒與製油不同的是：做酒（蒸餾米酒），是採用發酵後的濃醪放在鍋中進

行水煮，鍋上放置甑子，甑子上安放天鍋。製油，鍋中只有水，而甑子底部則加篦子，

篦子上裝填木薑子，進行隔水蒸。（圖 13、14） 

  

 

 

圖 13（左圖）：甑子：高 72cm，距下部 7安放篦

子，甑子壁厚 2.5cm，直徑約 65cm。 

圖 14（右圖）：瀝油桶（分油器）：高 21，直徑 19.5，

漏油蓋深 4.5，孔 1.6；出油管距上 2，直徑 1.8；

接油罐長 11.8。下部有泄水管。（單位：cm） 

圖 12、陳世林講解油水分

離裝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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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餾法製油技藝脫胎於做酒技藝在此又一次得到更為直觀的實證。 

近些年，蒸餾法製取植物油的技藝在貴州地區還有用於製作纈草油和柏根油的。

纈草油是一種香料，有木香、膏香、麝香異樣的特殊香氣，用纈草的根莖蒸餾而得。柏

根油則是用作航空油的添加組分。 

 

六、蒸餾法製油技藝芻議 

1、蒸煮加熱製取油脂的技術傳統。在以往研讀《天工開物·膏液》的時候，對於宋

應星在做油餅環節中所特別強調的「出甑之時，包裹怠緩，則水火鬱蒸之氣遊走，為此

損油」這段話，僅僅重視了「損油」層面的意思，即當油料蒸煮出甑後，須要儘快打包；

但對於宋應星在此之前所給出的解釋「凡油原因氣取，有生於無」的含義卻並未有深刻

的理解。從字面上通常直觀地解釋為油是通過蒸氣而提取的，「有形」生於「無形」——

僅僅將其歸結為必須快速打包的原因，而沒有認識到古代人們對於「凡油原因氣取」早

已有著相當深刻的理解。當親眼看到現實中的蒸餾法製取木薑油的過程後，對於宋子的

「凡油原因氣取」一語便有了新的認識。從上述製油技藝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傳統製取

植物油脂的工藝中，加熱製取是一項突出的技術特點或曰傳統——之於榨油為熱榨，之

於蒸餾冷凝則為蒸煮。 

2、蒸煮取油有不同的工序需求取向及其相應的工序：從上述幾種不同的製取方法

中可以看出，蒸煮的取向主要有兩方面。在榨法、水煮法中，蒸煮並均勻加熱的目的在

於使油脂粒子從植物的纖維素中分離開來，以便在後面的工序中提取；蒸餾法中，通過

蒸煮和冷凝，使油水從纖維束中分離出來。相較之下，蒸餾取油法的蒸餾分離作用更為

直接。 

3、蒸餾取油法出現時間上限的初判。從目前的考察結果來看，蒸餾取油發源於蒸

餾酒工藝。蒸餾酒工藝的出現在時間上有多種觀點，其上限為元代2。蒸餾酒（蒸餾白

酒）發端于清香型的汾酒工藝，此觀點為目前國內外的主流認識。而汾酒西傳的時間，

特別是傳入貴州地區的時間，當是 1740 年前後3；如是，貴州地區蒸餾取油法的出現應

在此之後，筆者判斷也許是更晚的時候才得以出現，正如調查中發現的，直接食用是木

薑子早期的食用方法，只有在蒸餾製酒工藝成熟並風行以後才有可能出現。因此，其出

現的時間應該不會早於清中晚期。 

4、蒸餾製油技藝的文化屬性：從調查的結果來看，這種技藝不是單一民族所特有

的技藝，貴州地區的侗族、苗族、仡佬族、水族等均有這一技藝。雖然從所掌握的資料

中對其出現的時間尚難以判定孰前孰後，然即便不同流，但是脫胎於蒸餾酒技藝卻是同

宗同源。這一點，分別在幾個民族地區的考察點的調查中得到了證實。 

                                                 
2
 主流觀點從李時珍《本草綱目》所云：「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即元代以後才出現

蒸餾白酒的技藝。而早期的類似於蒸餾器裝置的出現，並未用於白酒的生產。 
3
宋良曦 鐘長永：《川鹽史論》，四川人民出版社版，1990 年。《川鹽史論》提到了當時的販鹽商

賈來到茅臺鎮之後，專門從山西雇來了釀造酒的師傅來釀汾酒。1740 年，一位郭姓鹽商請來了

釀酒的師傅釀造更好的酒，後來還有兩位鹽商請來了師傅，經過加工改良形成了今天的茅臺酒。

這是蒸餾白酒技藝傳入黔地之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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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蒸餾法製油技藝出現並存續至今的原因推判：木姜子很難長久的保存，一般幾

天內就會變質或乾枯，因此，促使了人們發明了提取其中油脂的方法，從而能夠長久地

保存這種香料；同時，如前述，木薑子的油脂揮發性較強，使用相對較早出現的榨取法

時，在蒸籽和和打包的工序過程中油料的損失是可感知的（生活中的理解為香氣的損

失），故在實踐中，將蒸餾冷凝這一適合提取木薑子油的技藝從造酒引申為製油。因此，

從技術的角度可以推判出蒸餾法對於木薑油製取的適應性；而從飲食需求則可判斷出這

一技藝存活的原由。 

 

七、餘語 

食用植物油脂的獲取是人類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產活動之一。傳統手工製油曾在

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發揮著重要作用；即便是機械化生產的今天，其所承內在原理依然與

之一致。傳統的植物油脂製取技藝有榨法、水煮法、磨法，當然還包括鮮為人知的蒸餾

冷凝法，其中，榨法是最為普遍使用的一種技藝。在這些方法中，無論出現時間的先後，

還是使用範圍的大小，貫徹始終的技術傳統是蒸煮分離的技術，即宋應星所述的「凡油

原因氣取」技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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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kinds of methods for producing vegetable oils and fats are described 

in "Tiangong Kaiwu", namely pressing, boiling and grinding. All these three methods 

of oil production are unanimously considered to be the collection of the methods of 

making vegetable oils in ancient China. ; In recent years in Guizhou region found a 

rare in the literature describes the oil technology - distillation condensation oil method, 

this technique was first used to produce wood oil, Guizhou to aquarium, Dong, Gelao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are Have this technique, a long history and still in use 

today. In this paper,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device, process and principles of this 

technique wa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ob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ology of distilling vegetabl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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