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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积累影响显著暎对照处理的总糖含量 高棳
其次为内黑外黄双层纸袋处理棳两者差异不显著棳
单层牛皮纸暍牛皮纸棲网兜的果实总糖含量显著低

于对照暎套袋降低了果实的可滴定酸含量棳牛皮纸

棲网兜处理的果实可滴定酸含量 低棳单层牛皮

纸暍牛皮纸棲网兜暍内黑外黄双层纸袋的可滴定酸

含 量 分 别 比 对 照 降 低 了 棻棻灡棻棻棩暍棾椃灡棸棿棩暍
棻棿灡椄棻棩暎

表棽暋不同套袋对贵妃枇杷果实色泽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斺斸旂旂旈旑旂旓旑旀旘旛旈旚斻旓旍旓旘斸旑斾旍旛旙旚斿旘旓旀斍旛旈旀斿旈旍旓旕旛斸旚

项目 对照棬斆斔棭 单层牛皮纸 牛皮纸棲网兜 内黑外黄双层纸袋

灣 棿灡棾棻暲棸灡棻椂斻斆 椂灡棾棸暲棻灡椄棿斺斅斆 椄灡棻棾暲棻灡椃椆斸斺斄斅 椆灡棽棻暲棽灡棸棸斸斄
灣 椄灡椃棾暲棸灡棻棻斸斄 椄灡棸椆暲棻灡棸棸斸斄斅 椃灡椂椆暲棻灡棸棸斸斺斄斅 椂灡椃棾暲棻灡棻棻斺斅
灣 棾灡椆棾暲棻灡棾棻斸 棾椂灡椂棸暲棽灡棸棸斸 棾椃灡棸椆暲棽灡棽斸 棾灡椃棿暲棻灡椄棸斸
曘 椃椂灡棾棾暲棸灡棽斻斅 椃椃灡椂暲棻灡棽棽斺斻斄斅 椃椄灡棽椄暲棻灡 斸斺斄斅 椃椆灡棾椂暲棻灡棻斸斄

注椇同行数据后不同大暍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棻棭和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暎下同暎

表棾暋不同套袋对贵妃枇杷果皮类胡萝卜素含量和类黄酮含量的影响

暋暋暋暋斣斸斺旍斿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斺斸旂旂旈旑旂旓旑斻斸旘旓旚斿旑旓旈斾斸旑斾旀旍斸旜旓旑旓旈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旈旑旔斿斿旍旓旀斍旛旈旀斿旈旍旓旕旛斸旚 椲单位棷棬毺旂暏旂棴棻棭椵
项目 对照棬斆斔棭 单层牛皮纸 牛皮纸棲网兜 内黑外黄双层纸袋

果皮类胡萝卜素 棽椃灡棾椂暲棽灡椆椂斸斄 棽棸灡棻椄暲灡椆椆斺斅 棻椆灡棻棸暲棿灡椃棾斺斅 棻棻灡椆 暲棻灡椆棿斻斆
果皮类黄酮 棾棿椃椃灡棿棾暲棻椂椆灡椃斸斄 棽棾棻椄灡棽棿暲 椃椆灡棿椂斺斅 棽椃棻棾灡椄棻暲棻棸灡椄椄斺斅 棻棽椃椆灡椆棻暲棽椂椄灡棾棻斻斆

表棿暋不同套袋对贵妃枇杷果实品质主要指标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斺斸旂旂旈旑旂旓旑旐斸旉旓旘旕旛斸旍旈旚旟旈旑斾旈斻斸旚旓旘旙旓旀斍旛旈旀斿旈旍旓旕旛斸旚

项目 对照棬斆斔棭 单层牛皮纸 牛皮纸棲网兜 内黑外黄双层纸袋

平均单果重棷旂 棻灡椆椃暲棽灡棿棽斸 椆灡棿暲棽灡棾棾斸 椄灡椄椄暲椃灡棿 斸 棿灡棽椆暲棽灡椆棻斸
可溶性固形物棷棩 棻棻灡椄椃暲棻灡椂棿斸 棻棸灡椆椂暲棻灡棸棸斸 棻棸灡椆棿暲棻灡棾棾斸 棻棻灡椂棸暲棻灡棸棸斸
可食率棷棩 椃棿灡椃棸暲棸灡棸棻斸 椃棿灡椂棿暲棸灡棸棻斸 椃棿灡椃棽暲棸灡棸棻斸 椃灡棾棸暲棸灡棸棽斸
总糖棷棩 椆灡椆椂暲棸灡椃棸斸 椄灡椂棽暲棸灡椂斺 椄灡椂棸暲棸灡棿斺 椆灡棸椂暲棻灡棽斸斺
可滴定酸棷棩 棸灡棿暲棸灡棸棾斸斄 棸灡棿椄暲棸灡棸棿斸斺斄 棸灡棾棿暲棸灡棸棿斻斅 棸灡棿椂暲棸灡棸椃斺斄

棽灡 暋不同套袋对贵妃枇杷果实功能成分的影响

游离氨基酸含量棳套牛皮纸棲网兜的果实游离

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对照处理棳极显著高于单层牛

皮纸暍内黑外黄双层纸袋处理棳比对照暍单层牛皮

纸暍内黑外黄 双层纸袋 处理分 别高了 椆灡棿椄棩 暍
棽棻灡椄椆棩暍棻灡椂棻棩暎内黑外黄双层纸袋处理果肉类

胡萝卜素含量极显著高于其他几个处理棳比对照暍
单层牛皮纸暍牛皮纸 棲 网 兜分别高 出 棾椆灡 棩暍

棿棻灡棻棿棩暍棾棽灡 棩棳对照暍单层牛皮纸暍牛皮纸棲
网兜棾个处理之间差异则不显著暎套袋使果肉类黄

酮含量增高棳对照处理果肉类黄酮含量极显著低于

单层牛皮纸处理棳显著低于牛皮纸棲网兜暍内黑外

黄双层纸袋处理棳不同套袋处理果肉类黄酮含量大

小为椇单层牛皮纸椌牛皮纸棲网兜椌内黑外黄双层

纸袋椌对照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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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暋不同套袋对贵妃枇杷果肉氨基酸暍类胡萝卜素暍类黄酮含量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 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斺斸旂旂旈旑旂旓旑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棳斻斸旘旓旚斿旑旓旈斾棳斸旑斾旀旍斸旜旓旑旓旈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旈旑旀旍斿旙旇旓旀斍旛旈旀斿旈旍旓旕旛斸旚

项目 对照棬斆斔棭 单层牛皮纸 牛皮纸棲网兜 内黑外黄双层纸袋

游离氨基酸棷棬旐旂暏旂棴棻棭 棻椆灡椃椃暲棻灡椃斺斄斅 棻椃灡棸椂暲棻灡棸椃斻斆 棽棻灡椄棿暲棻灡椃棾斸斄 棻椄灡棿棾暲棻灡棿斺斻斅斆
类胡萝卜素棷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棽灡椂椂暲棸灡棿棻斺斅 棽灡椆暲棸灡棾棾斺斅 棽灡椆椃暲棸灡棽棸斺斅 棿灡棿棸暲棸灡椃棽斸斄
类黄酮棷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椆椃灡椄椄暲灡椆棿斻斅 棻椆椂灡棸棸暲棽椄灡棿棽斸斄 棻棾棽灡椂椆暲棻椃灡棽椂斺斅 棻棽椆灡椄椆暲棻椆灡椄椂斺斅

棾暋讨论与结论

分析了棾种套袋材料 棬单层牛皮纸暍单层牛皮

纸棲网兜暍内黑外黄双层纸袋棭对贵妃枇杷果实外

观及内在品质的影响暎结果表明棳套袋降低了果实

锈斑病的病情指数和炭疽病的发病率棳显著改善了

贵妃枇杷的外观棳降低了果皮色素含量暍果实总

糖暍可滴定酸含量棳选用适合的套袋有利于果实功

能成分的积累暎
枇杷果皮颜色取决于果皮所含类黄酮暍类胡萝

卜素等色素的含量暍比例和分布状况暎植物组织中

类黄酮暍类胡萝卜素的合成会受到光照等环境因素

的影响暎在土豆中发现长日照能明显诱导大量类黄

酮途径相关基因的表达椲棻棽椵暎通过调节光照强度和

光质可以调控类胡萝卜素合成途径中相关基因的表

达椲棻棾椵暎不同纸袋透光度不同棳也影响果皮色素的

积累和转化椲棻棿棴棻 椵暎本试验结果表明棳套袋处理使

果皮类胡萝卜素含量和类黄酮含量极显著降低棳并

且内黑外黄双层纸袋的果皮类胡萝卜素和类黄酮的

积累 低棳果面 灣 值暍 值均 高棳 灣 值 低暎
这可能是由于套袋减弱了光强棳抑制了色素合成的

缘故暎王涛等椲棻 椵利用内黑外黄普通双层纸袋 棬透
光率棸棩棭对油桃进行套袋棳该处理果皮色素均为

各处理之 低棳果面 灣 值和 灣 值均为 高棳 灣

值 低暎类胡萝卜素暍类黄酮是水果中重要的生理

活性成分棳对人体有重要作用椲棻椂棴棽棸椵暎徐红霞的研

究结果显示枇杷果肉中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物质主要

是类黄酮和多酚化合物棳枇杷果实套袋后总酚含量

和类黄酮含量有了不同程度降低椲棽棻椵暎本试验中套

袋使贵妃枇杷果肉类黄酮含量增高棳牛皮纸对提高

类黄酮含量有极显著作用暎这可能与不同材料的果

袋能透过的光质暍光强不同有关棳其原因需要进一

步研究暎套袋对果肉类胡萝卜含量的影响没有明显

规律棳冯健君研究发现套袋对宁海白枇杷果实类胡

萝卜素的积累有影响棳但与果袋透光性不成比例暎
白色单层纸袋处理果实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比对照提

高约棾棻棩棳外浅黄内白双层纸袋的类胡萝卜素含

量比对照下降约棽棻棩椲棽棽椵暎本试验结果内黑外黄双

层纸袋极显著提高贵妃枇杷果肉的类胡萝卜素的积

累棳其余处理和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暎
果实糖暍酸等营养物质的积累与其代谢活动息

息相关棳果实套袋影响果实的微环境进而影响果实

的生理代谢暎苹果暍梨暍枇杷等许多果实套袋研究

表明棳套袋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暍总糖低于不套

袋的果实棳可滴定酸高于不套袋果实椲棽棾棴棽棿椵暎张丽

梅研究表明套袋使贵妃枇杷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和总糖 含 量 下 降暍可 滴 定 酸 含 量 和 斨斻含 量 增

加椲棽 椵棳而王利芬等利用单层双色纸袋套袋后棳冠

玉和青种枇杷可滴定酸含量下降棳白玉枇杷套袋后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可滴定酸含量都上升椲椵暎本试

验研究结果为套袋使贵妃枇杷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和总糖含量下降棳同时棳可滴定酸含量也下降暎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使用的套袋材料不同棳对果实

果面微域环境促成不同的影响造成的暎具体微域环

境对糖暍酸如何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暎
套袋处理提高翠冠梨的氨基酸含量棳双层袋效

果较单层袋好椲棽椂椵暎本试验采用牛皮纸棲网兜使果

实游离氨基酸含量提高棳单层牛皮纸和内黑外黄双

层纸袋反而降低了贵妃枇杷的游离氨基酸含量暎因

此棳若以提高果实游离氨基酸含量为目的棳则 好

套牛皮纸棲网兜暎
综合考虑不同套袋材料对贵妃枇杷果实外观及

内在品质的影响棳贵妃枇杷以单层牛皮纸棲网兜套

袋效果 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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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棻棿椵王晓庆棳张秀龙棳任节红棳等棶不同套袋处理对翠冠梨果实

品质的影响 椲斒椵棶上海农业学报棳棽棸棻棻棳棽椃 棬棽棭椇 椄棴椂棽棶
椲棻 椵王涛棳陈丹霞棳冯先桔棳等棶套袋对大棚油桃果实着色与品

质影响 椲斒椵棶浙江农业科学棳棽棸棻棻棳棬棾棭椇 棸棻棴 棸棾棶
椲棻椂椵斊斠斄斢斉斠 斝 斈棳斅斠斄斖斕斉斮 斝 斖棶斣旇斿斺旈旓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斸旑斾

旑旛旚旘旈旚旈旓旑斸旍旛旙斿旙 旓旀 斻斸旘旓旚斿旑旓旈斾旙 椲斒椵棶 斝旘旓旂旘斿旙旙 旈旑 斕旈旔旈斾
斠斿旙斿斸旘斻旇棳棽棸棸棿棳棿棾椇棽棽椄棴棽椂 棶

椲棻椃椵斕斉斚斘斍 斆 斘 斄棳斣斄斔斚 斖棳 斎斄斘斄斢斎斏斠斚 斏棳斿旚 斸旍棶
斄旑旚旈旓旞旈斾斸旑旚旀旍斸旜旓旑旓旈斾 旂旍旟斻旓旙旈斾斿旙旀旘旓旐 旚旇斿旍斿斸旜斿旙旓旀

斕棶 椲斒椵棶斊旓旓斾斆旇斿旐旈旙旚旘旟棳棽棸棸椄棳棻棸椆 棬棽棭椇棿棻 棴

棿棽棸棶
椲棻椄椵斄斖斖斄斠 斠 斅棳斅斎斚斦斠斏 斪棳斢斍斎斄斏斉斠 斖 斅棳斿旚斸旍棶

斄旑旚旈旓旞旈斾斸旑旚斸旑斾旀旘斿斿旘斸斾旈斻斸旍灢旙斻斸旜斿旑旂旈旑旂旔旘旓旔斿旘旚旈斿旙旓旀旚旇旘斿斿
旀旍斸旜旓旑旓旈斾旙旈旙旓旍斸旚斿斾旀旘旓旐旚旇斿旍斿斸旜斿旙旓旀 斕棶
棬斠旇斸旐旑斸斻斿斸斿棭椇斄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斿灢斸斻旚旈旜旈旚旟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旙旚旛斾旟 椲斒椵棶
斊旓旓斾斆旇斿旐旈旙旚旘旟棳棽棸棸椆棳棻棻椂 棬棻棭椇棽椄棴棽椂棿棶

椲棻椆椵罗艺萍棶黄酮类化合物的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椲斒椵棶亚太传统

医药棳棽棸棻棸棳椂 棬棿棭椇棻棽椂棴棻棽椃棶
椲棽棸椵汪之顼棳荫士安棶毬棴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斄 的机制棳调

节和生物学意义 椲斒椵棶国外医学椇卫生学分册棳棽棸棸棾棳棾棸
棬棭椇棽椄棾棴棽椄椃棶

椲棽棻椵徐红霞棳陈俊伟棳张豫超棳等棶暜白玉暞枇杷果实套袋对品质

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椲斒椵棶园艺学报棳棽棸棸椄棳棾 棬椄棭椇棻棻椆棾
棴棻棻椆椄棶

椲棽棽椵冯健君棳陈俊伟棳徐红霞棳等棶果袋透光性对宁海白枇杷果

实品质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椲斒椵棶果树学报棳棽棸棸椆棳棽椂 棬棻棭椇
椂椂棴椃棸棶

椲棽棾椵盛宝龙棳蔺经棳程进棳等棶套袋对翠冠梨果实外观色泽及糖暍
酸含量的影响 椲斒椵棶江西农业大学学报棳棽棸棻棸棳棾棽 棬棿棭椇
棸椃棸 棴棸椃棸椆棶

椲棽棿椵张振铭棳胡化广棳吴生才棶不同果袋套袋对黄金梨果实品质

的影响 椲斒椵棶江苏农业科学棳棽棸棻棸棳棬棾棭椇棽棻椂棴棽棻椄棶
椲棽 椵张丽梅棳陈熹棳李韬棳等棶套袋枇杷果面微域环境变化对果

实品 质 的 影 响 椲斒椵棶 福 建 农 业 学 报棳棽棸棸椆棳棽棿 棬 棭椇
棿棸棴棿棾棶

椲棽椂椵吴友根棶不同果袋套袋对翠冠梨果实品质及其氨基酸含量的

影响 椲斒椵棶中国南方果树棳棽棸棸棿棳棾棾 棬棿棭椇 棽棴 棾棶
棬责任编辑椇黄爱萍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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