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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解放钟枇杷套袋后的果实为试材, 在果锈发生严重期至成熟期, 每隔 10 d 定期测定套袋果与不套袋果

果实中 PAL、PPO、POD活性及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结果表明, 套袋后, 果实中的 PAL、PPO、POD 活性提高,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下降; PAL、PPO、POD 活性的提高, 可抑制果锈的发生; PAL 活性提高有利于套袋果实的着

色;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下降可能与套袋果实风味品质变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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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 ect of bagging on PAL, PPO and POD activities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in loquat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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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AL , PPO and POD activ ities and so luble pr otein contents in bagg ing fr uits of Jiefangzhong loquat

w ere investig ated during the fruit r ust o ccur ring to r ipening period. The r esults showed that , the PAL , PPO and

POD activit ies incr eased w hile t he soluble pr otein contents decreased in the loquat bagg ing fruit s. T he incr easing of

PAL , PPO and POD act ivities played an impo rtant r ole in the resistance to loquat fr uit rust. The activ ities of PAL

also had an impor tant effect on fruit colour ation. The decr ea sing of soluble pr otein contents r esulted in w or se fr uit

fla v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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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枇杷系原产我国的亚热带特色水果, 是一年中

最早上市的水果, 其果肉柔软多汁, 甜酸适口, 风

味佳美, 深受人们喜爱。果实套袋技术在梨、苹果、

葡萄、桃、枇杷等果树栽培中已广为应用。套袋是

枇杷栽培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幼果套袋对抑制枇杷

果锈发生、防止裂果、减轻病虫害、减少机械伤、保

持果面茸毛完整、提高外观品质及减少农药污染等

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 [ 1]。苯丙氨酸解氨酶 ( PAL) 和

蛋白质含量与果实着色有密切关系
[ 2]
; 多酚氧化酶

( PPO) 是植物体内普遍存在的一种末端氧化酶, 在

植物体中具有多种功能
[ 3]

; 过氧化物酶 ( POD) 可作

为果蔬成熟和衰老的指标, 在植物的生命活动中具

有重要功能[ 3]。PPO 和 POD也是果实中酚类代谢

的关键性酶,影响果实生长和品质 [ 4]。套袋对枇杷果

实中的PAL、PPO、POD活性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的影响, 至今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拟通过对套袋后

枇杷果实中的 PAL、PPO、POD活性, 以及可溶性

蛋白质含量变化动态进行探讨, 为弄清枇杷果锈发

生规律、改善果实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材取自福州埔 福建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内

龙眼枇杷良种示范园, 1989年定植, 品种为解放钟,

生长结果正常, 株行距 2 m×5 m , 果园土壤质地为

砂质壤土。1995年在盛花期 ( 12月 25日) 进行疏

花; 1996年 1月 15日选取枝梢生长状况相对一致

的果穗 300穗, 每穗留幼果3粒后套上牛皮纸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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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套袋为对照, 试验期间不喷药, 其它管理照常。从

1996年 3月 28日起, 每隔 10 d取样 1次, 至果实

完全成熟时为止。

1. 2　测定方法

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测定按欧阳光察方法[ 5] ;

多酚氧化酶活性测定按朱广廉方法 [ 6]稍加修改; 过

氧化物酶活性测定采用比色法
[ 7]
; 可溶性蛋白质含

量测定以牛血清蛋白为标准蛋白, 按 Folin-酚法测

定
[ 8]
。

2　结果与讨论

2. 1　套袋对 PAL 活性的影响

由图 1可见, 在枇杷果实生长过程中, PAL 活

性呈逐步上升趋势, 在成熟后期下降; 套袋果实中

的 PAL 活性总体上高于对照。类胡萝卜素是枇杷果

实色素形成的主要物质, 花青素作为类胡萝卜素形

成过程中的中间产物, 对果实色素形成有重要影响。

周爱琴等在研究苹果花青素形成后发现, 花青素的

合成与PAL 的活性呈正相关
[ 2]
, 是花青素合成的关

键酶。Faust 等认为, 莽草酸可在 PAL 作用下生成

花色素, 又能转化成苯丙氨酸形成蛋白质; 赵宗方

等据此认为, PAL 可以提高花色素比例, 抑制蛋白

质合成, 提高 PAL 活性能增进果实的着色程度
[ 9]
。

曾骧认为, PAL 能阻止戍糖代谢中形成的苯丙酮酸

与氨结合生成苯丙氨酸向形成蛋白质方向发展, 朝

着合成花青素合成方向进行
[ 10]
。随着枇杷果实生

长, PAL 活性逐步上升, 果色逐渐形成, 果实完成

着色后, PAL 活性下降。田间观察发现, 套袋后果

实着色程度明显好于不套袋果实,这是由于PAL 是

受光调节的酶类
[ 11]

, 套袋后光照性质发生变化,

PAL 活性提高, 有利于花色素形成, 类胡萝卜素含

量增加, 使套袋后的果实色泽更鲜艳。

植物体内的 PAL 是苯丙烷类代谢途径的关键

性酶和限速酶, 其活性与植物抗病性密切相关
[ 12]
。

该酶在细胞内的活性水平受植物激素及环境条件的

影响[ 13, 14]。在解放钟枇杷果实迅速生长期 ( 4月份)

是果锈发生最严重时期, 果实套袋后, 果锈发生显

著减轻 [ 1]。本试验中, 套袋果实 PAL 活性显著高于

对照, 说明套袋后果实外部环境产生变化, 使 PAL

活性提高, 从而减轻果锈发生。

2. 2　套袋对 PPO 活性的影响

一般认为, 在果实中PPO活性的降低标志果实

达成熟阶段, 适口性增加, 种子积累开始 [ 15]。图2显

示, 在果实迅速生长期 ( 4月份) , 套袋果实中PPO

活性显著高于不套袋果实; 在成熟期 ( 5月份) , 两

者的酶活性水平接近, 且都表现较低。可见枇杷果

实PPO活性变化与果实成熟过程有密切关系, 而在

成熟时, 套袋果实中的PPO 活性略低于对照, 套袋

对果实成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图 1　套袋对 PAL 活性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bagging on PAL activity in f ruits

of loquat

图 2　套袋对 PPO 活性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bagging on PPO activity in f ruits

of loquat

PPO 可为果蔬抵抗病原菌、病虫害等不良环境

提供保护 [ 15]。图 2显示, 解放钟枇杷果锈发生最严

重时期 ( 4月份) , 套袋果实PPO活性明显高于不套

袋果实, 说明枇杷果实套袋后PPO 活性提高对抑制

果锈发生具有重要作用。果实套袋提高枇杷果实

PPO 活性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套袋后袋内温

度变化使酶活性提高。果实中的 PPO可能存在最适

温度, 套袋后改变了果实周围的温度, 造成PPO 活

性上升。 套袋后同工酶的变化使酶活性提高。套

袋后果实周围微域环境变化, 外界环境改变可引起

PPO 同工酶变化, 使 PPO 活性上升。

2. 3　套袋对 POD活性的影响

POD是一种与植物抗病性密切相关的酶类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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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可见, 枇杷果实中的POD 活性在3月 28日、

4月 8日均出现较高值, 其后都逐步下降, 5月9日

以后果实成熟时达到最低值后略有回升。在枇杷转

熟 ( 5月 9日) 之前, 套袋果实中 POD活性从总体

上看比对照高, 说明套袋后, POD活性提高, 可抑

制果锈的发生。POD也是果蔬成熟和衰老的生化指

标之一
[ 16]
。从图3还可看出, 随着果实发育的推进,

POD活性逐步下降, 成熟时套袋果实中的 POD活

性略低于对照, 说明套袋果实的成熟衰老略早于对

照, 这与生产实践相一致。

图 3　套袋对 POD 活性的影响

　Fig. 3 　Ef fect of bagging on POD activity in f ruits

of loquat

图 4　套袋对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Fig. 4 　Ef fect of bagging on sou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f ruits of loquat

2. 4　套袋对枇杷果实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由图 4可见, 随着果实生长, 套袋与对照果实

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呈逐渐下降趋势, 至果实

成熟期 ( 5月 9日至 5月 19日) , 下降均趋于平缓,

这一变化趋势与周爱琴等在苹果上的研究结果相

似[ 2]。果实品质与果实中的糖、酸、可溶性蛋白质等

物质的含量关系密切, 糖酸比适当, 果实风味好。果

实套袋后, 光照变弱, 影响同化物运输, 造成果实

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低于对照, 这可能与套袋后果

实风味品质略差的原因有关。

植物组织中有许多与抗逆境有关的蛋白质, 逆

境胁迫下, 常伴随着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升高。枇

杷果实不套袋情况下, 风吹雨打, 阳光直射, 温差

也大, 造成果锈严重。果锈形成促进了与抗病性有

关的蛋白质合成,而套袋对枇杷果实具有保护作用,

使果实少受到外界不良条件的影响, 减少果实锈病

发生, 这可能是套袋果实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较低

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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