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斘斸旔旇旚旇斸旍斿旑斿棳棻棳棽灢斾旈旇旟斾旘旓灢棻棳棻棳椂灢旚旘旈旐斿旚旇旟旍灢 斆棻棾斎棻椂 棻椃棽灡棽椃 椂棿 棻灡棾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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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 暟农科二号暠莲雾果实香气成分 斍斆灢斖斢总离子图

斊旈旂灡棻暋斣斏斆旓旀旜旓旍斸旚旈旍斿斻旓旐旔旓旑斿旑旚旙旓旀

暋暋从表棻可知棳暟农科二号暠莲雾果实共检测出

棻棽种香气成分棳匹配度低于椆棸棩有棾种棳匹配度

低的是丙醛 棬棩棭棳匹配度低于椆棸棩的物质其成分

不能确定暎匹配度超过椆棸棩的有椆种棳约占总蜂面

积的椆棾灡棿椂棩棳分别是椇棽灢正戊基呋喃暍斍斄斖斖斄灢萜

品烯暍顺灢棾灢壬烯灢棻灢醇暍棬灢棭灢斄旍旔旇斸灢荜澄茄油萜暍反式

石竹烯暍棻棳棿棳椆棳椆灢四甲基灢棻棳棽棳棾棳棿棳棳椂棳椃棳椄灢八氢灢棿棳
椃灢灢亚甲基奥暍毬灢瑟林烯暍毩灢桉叶烯暍杜松烯棳匹配度

高的是反式石竹烯和毬灢瑟林烯暎从相对含量上

看棳含量较高的前棾种物质是椇顺灢棾灢壬烯灢棻灢醇暍棬灢棭灢
斄旍旔旇斸灢荜澄茄油萜和反式石竹烯棳其含量分别为

棽棽灡棿椄棩暍棻灡棸 棩和棻椃灡椆椆棩棳占挥发性物质总量的

灡棽棩棳且这棾种物质的匹配度都超过了椆棸棩棳分
别为椆棻棩暍椆椄棩和椆椆棩棳说明这棾种物质是暟农科二

号暠莲雾果实较为确切的主要的香气成分暎
棽灡棽暋暟农科二号暠莲雾果实高匹配度香气成分分类

比较

结果如表棻暍表棽所示椇在暟农科二号暠莲雾果实

检测出的棻棽种香气成分中棳匹配度在椆棸棩以上的

物质有椆种棳对这椆种高匹配度香气成分按化合物

类型分椇萜烯类椂种棳分别为 斍斄斖斖斄灢萜品烯暍棬灢棭灢
斄旍旔旇斸灢荜澄茄油萜暍反式石竹烯暍毬灢瑟林烯暍毩灢桉叶

烯暍杜松烯棳相对含量为椂棾灡椃棿棩椈醇类棻种棳是顺灢棾灢
壬烯灢棻灢醇棳相对含量为棽棽灡棿椄棩椈呋喃类棻种棳是棽灢
正戊基呋喃棳相对含量为棿灡棿棿棩椈其他的棻种棳为棻棳
棿棳椆棳椆灢四甲基灢棻棳棽棳棾棳棿棳棳椂棳椃棳椄灢八氢灢棿棳椃灢灢亚甲基

奥棳相对含量为棽灡椄棸棩暎由此可见萜烯类是构成莲

雾果实芳香风味的主要物质暎根据人对不同化学结

构的香气成分的感官效果棳水果香气可分为果香型暍
清香型暍辛香型暍木香型暍醛香型暍花香型等椲椂椵暎暟农
科二号暠莲雾果实椆种高匹配度香气成分按感官特

征分椇有花香型和清香型棳以花香型为主暎按分子式

结构分椇斆椆有棽种棳为棽灢正戊基呋喃暍顺灢棾灢壬烯灢棻灢
醇椈斆棻棸有棻种棳为 斍斄斖斖斄灢萜品烯椈斆棻 有椂种棳
为棬灢棭灢斄旍旔旇斸灢荜澄茄油萜暍反式石竹烯暍棻棳棿棳椆棳椆灢四

甲基灢棻棳棽棳棾棳棿棳棳椂棳椃棳椄灢八氢灢棿棳椃灢灢亚甲基奥暍毬灢瑟

林烯暍毩灢桉叶烯暍杜松烯暎

表棽暋暟农科二号暠莲雾果实各类高匹配度成分相对含量

斣斸斺旍斿棽暋斣旇斿旘斿旍斸旚旈旜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旜斸旘旈旓旛旙斻旓旐旔旓旑斿旑旚旙旈旑旚旓旚斸旍
旜旓旍斸旚旈旍斿斻旓旐旔旓旑斿旑旚旙旓旀

序号 化合物
数量棷
种

相对含量棷
棩 感官特征

棻 萜 烯 类 椂 椂棾灡椃棿 花香型

棽 醇类 棻 棽棽灡棿椄 清香型

棾 呋喃类 棻 棿灡棿棿
棾 其它 棻 棽灡椄棸

棾暋讨论与结论

棾灡棻暋 固相微萃取 气相色谱棷质谱 棬斢斝斖斉灢斍斆棷
斖斢棭联用技术是一个包括液相和固相的物理萃取

过程棳将组分从试样基质中萃取出来并逐渐富集棳
以完成试样前处理过程棳再利用 斍斆棷斖斢进样口的

高温将吸附的组分从固定相中解析下来棳并对组分

棻棻棻第棻期 张丽梅等椇莲雾果实香气成分的 斍斆灢斖斢分析



进行分析椲棻棻棴棻棽椵暎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暍无需试剂暍
无溶剂污染暍节约样品制备时间暍提取效果好暍准

确性高暍变异系数小等优点棳已被应用在葡萄暍香

蕉暍芒果暍桃暍猕猴桃和柑橘果汁等水果的香气成

分检测上椲棻棾棴棻棿椵暎
棾灡棽暋本试验利用 斍斆灢斖斢分析 暟农科二号暠莲雾

果实的香气成分棳共检出棻棽种香气成分棳主要香

气物质为顺灢棾灢壬烯灢棻灢醇暍 棬灢棭灢斄旍旔旇斸灢荜澄茄油萜

和反式石竹烯暎相对于其他水果的香气成分如苹果

棾棸多种暍草莓棾棸棸多种暍芒果棽椃棸多种暍葡萄

棿椂棸种暍香蕉棽棸棸多种暍番茄棿棸棸多种椲棻 椵棳莲雾果

实香气成分种类 较少棳其中萜 烯类有 椂 种棳占

椂棾灡椃棿棩椈醇类棻种棳占棽棽灡棿椄棩椈醛类棻种棳占

棸灡棿椄棩椈酯类棻种棳占棿灡椂椄棩椈呋喃类棻种棳占

棿灡棿棿棩椈其它棽种棳占棿灡棻椃棩暎匹配度超过椆棸棩
的有椆种棳占椆棾灡棿椃棩棳说明这些物质成分较为明

确暎根据人对不同化学结构的香气成分的感官效

果棳水果香气可分为果香型暍清香型暍辛香型暍木

香型暍醛香型等棳据此归类棳莲雾果实的香气以清

香型和花香型为主暎但每一种挥发性成分对水果香

气的贡献取决于它的风味阈值 棬旚旇旘斿旙旇旓旍斾棭棳即人

的嗅觉器官能感受到的该化合物所需的 小浓度

值暎阈值越大的化合物棳越不易感觉到棳阈值越小

的化合物棳即使浓度很低时也能感觉到暎此外棳水

果发出的香气并不是棻种或棽种化合物单独的效

果棳而是多种香气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椲椂椵暎
棾灡棾暋本试验取材的 暟农科二号暠莲雾果实的香气

成分种类较少棳有棾个原因椇一是和所用的萃取设

备和色谱柱有关系椈二是莲雾的树种特性椈三是试

验果先用棻棸暙棻棻月成熟的产期调节果暎由于莲雾

产期调节技术成功应用棳使得莲雾果实可周年供

应暎本次试验采摘的果实是利用产期调控技术棳使

得果实推迟到棻棸暙棻棻月成熟暎莲雾不同的结果期

或不同品种间的香气种类及含量是否有差异棳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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