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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枇杷属蔷薇科 斠旓旙斸斻斿斸斿苹果亚科 斖斸旍旓旈斾斿斸斿
枇杷属 棳是原产我国南方的特色水果棳
春末夏初成熟棳正值水果淡季棳深受消费者喜爱暎
近年来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消费观念

的转变棳对果品的酸甜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暎人们

在品尝果品时首先感官享受是 暟甜不甜暠或 暟酸不

酸暠棳而果实均含有一定量的有机酸棳园艺学上常

用固酸比或糖酸比作为果实品质的指标暎果实的酸

度主要是由苹果酸暍柠檬酸暍酒石酸暍草酸暍奎尼

酸等有机酸释放质子 棬斎棲 棭所引起的棳而各种阴

离子组成果实独特风味起了重要作用椲棻棴棾椵暎因此棳
果实中的有机酸是决定果实风味品质极其重要的因

素暎有关果实有机酸的报道棳主要集中在柑桔暍苹

果暍梨暍葡萄等果树上椲棿棴棻棸椵暎在枇杷果实有机酸

组分研究方面棳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椲棻棻棴棻棾椵暎近年

来棳有关枇杷果实有机酸的组分已有很明确的报

道椲棻棿棴棻 椵棳并且关于枇杷果实有机酸合成与代谢规

律亦进行深入研究椲棻椂棴棻椄椵棳主要通过田间栽培措施

研究枇杷降酸已取得一定效果椲棻椆棴棽棻椵暎各种有机酸

在作为组分构成果实酸度的同时棳相互之间却互相

福建农业学报棽椃棬棭椇棸椃暙 棻棽棳棽棸棻棽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椄棴棸棾椄棿 棬棽棸棻棽棭棸 棴 棸椃棴棸椂



转化棳于动态变化中暎但有关枇杷果实有机酸组分

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对枇杷果实有机酸含量的间接

影响却探讨得很少暎有必要对枇杷有机酸组分间的

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棳才能明确它们对果实有机酸含

量的影响大小棳有利于品种筛选暎本研究对枇杷果

实中椄个影响的有机酸含量的影响因子进行通径分

析棳研究其对有机酸含量影响力的大小以及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棳以期为枇杷品质育种提供理论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国家果树种质资源福州枇杷圃提供

的小毛枇杷暍夹脚暍解放钟等 棻椄个品种枇杷果

实椲棻 椵暎
棻灡棽暋采样方法

棽棸棸 年棳选择生长一致暍管理水平相同的植

株棳各品种每株作为棻个处理棳设棾个重复棳随机

取样暎于果实成熟时按树冠东暍南暍西暍北暍中

个不同部位随机采果棻个棳采后立即用双蒸水洗净

后棳切取果实基部暍果实中部暍果实顶部果肉棳果

皮及种子各棻灡棸棸旂棳用液氮处理后棳置棴椄棸曟超低

温冰箱保存待测定暎
棻灡棾暋仪器暍试剂及测定方法

色谱 系 统椇斈旈旓旑斿旞灢棾棽棸 型 离 子 色 谱 仪 棬美 国

斈旈旓旑斿旞 公 司 棭棳斆旇旘旓旐斿旍斿旓旑 椂灡棿棸 色 谱 工 作 站棳
斏旓旑斝斸斻斄斢棻棻棬斄旑斸旍旟旚旈斻斸旍棭棿暳棽棸 旐旐 分 离 柱棳
斏旓旑斝斸斻斄斣斆灢斎斆棬斣旘斸旔斆旓旍旛旐棭椆暳椃 旐旐 捕捉柱棳
斄斢斠斢灢斦斕斣斠斄棿灢旐旐 抑制器棳电导检测器棳斉斍棿棸
淋洗液发生器棬斉旍旛斿旑旚斍斿旑斸旘斸旚旓旘棭暎以高纯度 斔斚斎
为淋洗液 棬斈旈旓旑斿旞旔旘旓斾旛斻旚棭作梯度淋洗棳总计分

析时间 棻椃 旐旈旑棳抑制电流 棸 旐斄棳纯水为 棻椄灡棾
斖毟暏斻旐 椈经棸灡棿 毺旐 微孔滤膜过滤棳进样量棽
毺斕暎以保留时间定性棳峰面积外标法定量椲棻棿棳棽棽椵暎
棻灡棿暋性状调查与品质分析方法

调查了奎尼酸暍草酰乙酸暍苹果酸暍酒石酸暍
毩灢酮戊二酸暍富马酸暍柠檬酸暍异柠檬酸暍旔斎 值暍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等棻棸个农艺性状暎

取鲜果样品棻灡棸棸旂棳用棿曟椆 棩甲醇棾旐斕和

少量石英砂冰浴研蘑棳放置棻棸旐旈旑棳棽棸棸棸棸旘暏旐旈旑棴棻

离心棳取上清液椈用棿曟 椄棸棩甲醇棾旐斕洗残渣棳
棻棸旐旈旑后棳棽棸棸棸棸旘暏旐旈旑棴棻离心棳重复棽次棳合

并上清液暎旋转蒸发器转速为椂棸旘暏旐旈旑棴棻棳在

棾 曟棳棴棸灡棸椆 斖斝斸压力的真空条件下棳把甲醇

蒸干暎浓缩液用正己烷萃取棾次棳除去类脂暍胡萝

卜素和叶绿素暎水相再用旋转蒸发器除去正己烷棳
最后用双蒸水定容棽 旐斕棳进样前棳视不同采集时

间的样品再稀释 暙棻 倍棳取棽 毺斕经过棸灡棿 毺旐
微孔过滤膜棳进样测定椲棻椃椵暎
棻灡 暋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斢斄斢暍斢斝斢斢暍斈斝斢等统计软件分

析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枇杷酸度与主要有机酸组分的线性回归分析

对果实风味品质而言棳更为关注的是它对味觉

器官的刺激或作用程度即通常所称的 暟口感暠棳人

们口感中的酸是指游离态有机酸棳果实的酸度通常

用可滴定酸度来表述暎因此棳为了明确果实中到底

是什么酸对果实风味起主导作用棳针对影响枇杷采

收期果实酸度的主要性状棳以 棬可滴定酸度棭为依

变量 棬 棭进行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棳以期找出对

果实酸度影响较大的性状暎测定果实中有机酸组分

含量暍旔斎 值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暍可滴定酸度

棬即果实酸度棭暎以苹果酸 棬 棻棭暍草酰乙酸 棬 棽棭暍
柠檬 酸 棬 棾棭暍 异 柠 檬 酸 棬 棿棭暍毩灢酮 戊 二 酸

棬 棭暍富 马 酸 棬 椂棭暍奎 尼 酸 棬 椃棭暍酒 石 酸

棬 椄棭暍旔斎 值 棬 椆棭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棬 棻棸棭为

自变量棳以果实酸度 棬 棭为依变量 棬表棻棭棳通过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棳剔除次要影响因素草酰乙

酸 棬 棽棭暍柠檬酸 棬 棾棭暍酒石酸 棬 椄棭后棳得线

性回 归 方 程椇 棬果 实 酸 度 棭椊 棴棸灡棻棾椆椄 棲
棸灡棸椄 椄 棻 棲椆灡椂椆棸棸 棿 棲棻灡棽棻棸 棴棸灡椃椂椂椂 椂
棲棸灡棸椃 椂 椃棴棸灡棸棻棻棾 棻棸棬 椊 棸灡椆椄棿椃灣灣 棭棳即果

实酸度与主要有机酸成分间存在极显著线性关系暎
由表棻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棳果实有机酸成分

与果实酸度呈显著正相关的化学成分为苹果酸棬椊
棸灡椄椃椄棽灣灣灣棭暍草酰乙酸棬椊棸灡椃棿 棽灣灣 棭暍柠檬酸棬
椊棸灡椂棸棽棻灣棭和异柠檬酸棬椊棸灡椃椆棸棽灣灣灣 棭暎旔斎 值

棬椊棴棸灡棾 椂灣灣棭与果实酸度呈显著负相关暎毩灢酮

戊二酸棬椊棸灡棾椂椄椆棭暍奎尼酸棬椊棸灡棿椄棽棾棭暍酒石酸

棬椊棸灡棿棿棻椃棭暍可溶性固形物棬椊棸灡棾棻棿椆棭对枇杷果

实酸度影响不大棳枇杷果实酸度受富马酸 棬 椊
棴棸灡棸椂椃棽棭的影响亦很小暎

由此可知果实中苹果酸暍草酰乙酸暍柠檬酸暍
异柠檬酸的含量及旔斎 值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果实酸度的大小暎当然果实有机酸化学成分间的相

关性分析表明有机酸各成分间作用是相互的并不是

孤立存在的棳有的是直接作用棳有的是间接作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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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棻暋棻椄个枇杷品种果实有机酸含量

斣斸斺旍斿棻暋斚旘旂斸旑旈斻斸斻旈斾旙旈旑旍旓旕旛斸旚旀旘旛旈旚旓旀棻椄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品种
苹果酸
棷棩

草酰乙酸
棷棩

柠檬酸
棷棩

异柠檬酸
棷棩

毩灢酮戊
二酸棷棩

富马酸
棷棩

奎尼酸
棷棩

酒石酸
棷棩 旔斎 斣斢斢

棷棩
斣斄
棷棩

小毛枇杷 椄灡椆棻棽 棸灡棻棽椂 棸灡棻棻棿 棸灡棸棾椄 棸灡棽椂棸 棸灡棻棸棻 棽灡棿椆棸 棸灡椆棸棸 棾灡椃棸 棻棿灡棻棸棸 棻灡棽椃棸
桌南枇杷 灡棿棾棾 棸灡棸棾棸 棸灡棻棾 棸灡棸棾棻 棸灡棻棽棻 棸灡棸椃棾 棾灡棽椆椂 棸灡棸椄 棿灡棾椂 棾灡椄棸 棸灡椃椆棿
夹脚 灡椆椄椃 棸灡棸椄棻 棸灡棸棽 棸灡棸棻椃 棸灡棽椆 棸灡棸椂 棽灡棿棾棻 棸灡棸棸棸棻 棾灡椃椃 棻棸灡椃棸 棸灡椄棻椄
解放钟 椂灡椆椂棿 棸灡棸棻棸 棸灡棸 棸灡棸棻椄 棸灡棸椆 棸灡棸棿棽 棻灡棿棸棻 棸灡棻椃椃 棾灡椂椆 椆灡椂棽棿 棸灡椃棾椂
富阳 棿灡椆棸椆 棸灡棸棻椃 棸灡棸椃棽 棸灡棸棻棸 棸灡棽棽棽 棸灡棸椄棸 棽灡棻椂棾 棸灡棽棻 棾灡椆椃 棻棻灡棿椂棽 棸灡椂椆棽
香钟棻棸号 棿灡椃椂 棸灡棸椆 棸灡棸棾棸 棸灡棸棻棽 棸灡棽棿椃 棸灡棸棻 棽灡棾棾 棸灡棾 棾灡椆椆 棻棸灡椂棽棸 棸灡椂棽椄
华宝棽号 棿灡椃椆椃 棸灡棸棻棽 棸灡棸棽椆 棸灡棸棻棻 棸灡棽棻棻 棸灡棸棿椆 棽灡棻棻 棸灡棸棸棿 棾灡椆棿 棻棽灡椄棽椂 棸灡椂棾棾
森尾早生 棿灡棻棿棸 棸灡棸棽棸 棸灡棸棿棽 棸灡棸棻椂 棸灡棽椃椃 棸灡棸椄 棽灡棾椄 棸灡棸棸棽 棿灡棿棽 棻棽灡椆椄棸 棸灡椂椆
白花 棿灡棻棿椆 棸灡棸棻椃 棸灡棸椂棽 棸灡棸棻棽 棸灡棽椂棻 棸灡棸椃棽 棻灡椆椄棽 棸灡棽棾棽 棿灡椂 棻棾灡棿棸 棸灡椂棻棾
乌躬白 棽灡棿棻椄 棸灡棸棻椂 棸灡棸椃棾 棸灡棸棻棸 棸灡棽椃 棸灡棸棽 棽灡椂棻椂 棸灡椆椆棿 棾灡椆椄 椆灡棻椄棸 棸灡棾椃
台湾枇杷 棿灡棿棽棿 棸灡棸棾椃 棸灡棸棾棻 棸灡棸棻棸 棸灡棽棽棽 棸灡棸棸 棻灡棿椂棸 棸灡棸棸棿 棾灡椆棽 棻棿灡棽椄棸 棸灡棸棽
洛阳青 棿灡棾椃棸 棸灡棸棾椂 棸灡棸棽椃 棸灡棸棸椄 棸灡棽椃棽 棸灡棸棿 棻灡棾椆棸 棸灡棸棸棽 棿灡棻棿 棻棽灡棻椄棸 棸灡棸椃
土肥 棾灡椃椃 棸灡棸棾椄 棸灡棸棿棿 棸灡棸棻棸 棸灡棽椆 棸灡棸椃棿 棻灡椆椆椃 棸灡棻椆 棿灡棻棿 棻棸灡椂棽棸 棸灡椂棻棾
多宝棽号 棾灡棻棸椆 棸灡棸椂 棸灡棸椃 棸灡棸棽棸 棸灡棽棻椆 棸灡棸椂棽 棽灡棾棾椆 棸灡棸棾棽 棿灡椃 棻棿灡棾棸棸 棸灡椆椆
早钟椂号 棿灡棻椂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棾棻 棸灡棸棻棽 棸灡棻椃 棸灡棸椂 棻灡棸棸棻 棸灡棸棽椆 棾灡椆棻 棻棾灡棸棸棸 棸灡棿棿棸
白梨 棾灡棿棾椄 棸灡棸棸棿 棸灡棸椃棸 棸灡棸棻棾 棸灡棻棽椃 棸灡棸椆椂 棻灡棾椃椃 棸灡棻棽椆 棿灡棸椂 棻棾灡棽棸棸 棸灡棽棿棸
塘头棿号 棽灡棻椄 棸灡棸棻椄 棸灡棸棽棾 棸灡棸棸椄 棸灡棽棻棸 棸灡棻棻棸 棻灡椃棽 棸灡棸棸棽 棿灡棿椃 棻棽灡棸棸棸 棸灡棾棾棸
长红棾号 棻灡棽椆椆 棸灡棸棸椆 棸灡棸棽椃 棸灡棸棸椃 棸灡棻棸棽 棸灡棸椄椄 棽灡棻棸椃 棸灡棸棿 灡棻棽 椃灡棽棸 棸灡棻椂

暋暋注椇斣斢斢为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棳斣斄为可滴定酸暎

棽灡棽暋枇杷酸度与果实有机酸组分的通径分析

为进一步弄清果实有机酸组分对酸度的直接和

间接效应棳进一步做了通径分析棳从而了解其中相

关原因和效应大小暎通径系数表示果实有机酸组分

与酸度的因果关系及其对酸度的贡献大小暎由表棽
分析结果可知棳各有机酸组成分对酸度的直接通径

系数大小排序为椇苹果酸椌异柠檬酸椌毩灢酮戊二酸

椌奎尼酸椌富马酸椌可溶性固形物棳其中苹果酸

棬 棻棭暍异柠檬酸 棬 棿棭暍毩灢酮戊二酸 棬 棭和奎

尼酸 棬 椃棭对 果实酸度 是直接正 效应棳富马酸

棬 椂棭对果实酸度是直接负效应棳这与相关分析结

果一致暎对酸度起首要作用的是苹果酸的直接作

用棳 斬棻曻斮椊棸灡椂棻棾椆椈其次是异柠檬酸通过苹果酸

的间接作用棳 斬棿曻斬棻曻斮椊棸灡棿棿椂棸椈第棾位是异柠

檬酸的直接作用棳 斬棿曻斮椊棸灡棾棽棿椄椈而毩灢酮戊二酸

对酸度的直接作用居第棿位棳 斬 曻斮椊棸灡棾棸椂椆椈第

位是苹果酸通过异柠檬酸的间接作用棳 斬棻曻斬棿曻斮椊
棸灡棽棾 椆暎决定系数 棽椊棸灡椆椂椆椂棳达棸灡棻棩的极显

著水平棳剩余通径系数 斿椊棸灡棻椃棿棿棳说明该通径

分析成立棳对酸度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已基本考虑暎
考虑到可溶性固形物 棬 棻棸棭对酸度的影响棳

当引入 棻棸变量时 棬表棽棭棳它对酸度的直接作用系

数为负值 棬 斬棻棸曻斮椊棴棸灡棸椆棻椂棭暎因富马酸与酸度

的负相关关系棳引入富马酸 棬 椂棭棳它对酸度的直

接作用系数也为负值 棬斝斬椂曻斮椊棴棸灡棸椂棽棸棭暎这表

明果实可溶性固形物与富马酸的含量增加时棳对酸

度 棬可滴定酸棭的测定有一定负面作用棳但它们的

绝对值小于剩余通径系数 棬 斿椊 棸灡棻椃棿棿棭棳说明

这种影响作用是次要棳可以不予考虑暎
此外棳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与通径分析系数相

比较 棬表棽暙棾棭棳虽然二者数值上存在差异棳但对

酸度所表现的关系基本吻合暎
棽灡棽灡棻暋苹果酸对酸度的影响暋相关分析表明 棬表
棾棭棳苹果酸与酸度呈正相关棳相关系数为棸灡椄椃椄棽棳
达到极显著水平棳而通径系数为棸灡椂棻棾椆棳苹果酸

对酸度的直接作用值小于相关系数棳说明苹果酸对

酸度的影响还通过异柠檬酸 棬 棿棭暍毩灢酮戊二酸

棬 棭暍富马酸 棬 椂棭暍奎尼酸 棬 椃棭对酸度的间

接正效应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棬 棻棸棭对酸度的间

接负效应的综合作用间接表达暎
棽灡棽灡棽暋异柠檬酸对酸度的影响暋相关分析表明

棬表棾棭棳异柠檬酸与酸度正相关棳并达到极显著水

平棳其相关系数为棸灡椃椆棸棽棳而通径分析的结果为

棸灡棾棽棿椄暎相关分析与通径分析结果一致棳说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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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比对酸度的影响还通过毩灢酮戊二酸 棬 棭暍
富马酸 棬 椂棭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棬 棻棸棭对酸度

的间接效应来影响酸度暎
棽灡棽灡棾暋毩灢酮戊二酸对酸度的影响暋相关分析表明

棬表棾棭棳毩灢酮戊二酸与酸度呈正相关棳其相关系数

为棸灡棾椂椄椆棳而通径分析的结果为棸灡棾棸椂椆棳相关分

析与通径分析结果一致棳说明毩灢酮戊二酸对酸度

的影响还通过异柠檬酸 棬 棿棭和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 棬 棻棸棭对酸度的间接负效应来影响酸度暎
棽灡棽灡棿暋富马酸对酸度的影响暋相关分析表明 棬表
棾棭棳富 马 酸 与 酸 度 呈 负 相 关棳其 相 关 系 数 为

棴棸灡棸椂椃棽棳而通径分析结果为棴棸灡棸椂棽棸棳相关分

析与通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棳说明富马酸与酸度的

影响还通过异柠檬酸 棬 棿棭和奎尼酸 棬 椃棭对酸

度的间接效应来影响酸度暎
棽灡棽灡 暋奎尼酸对酸度的影响暋相关分析表明 棬表

棾棭棳奎尼酸与酸度呈正相关棳相关系数为棸灡棿椄棽棾棳
而通径分析结果为棸灡棻椃椂椆棳奎尼酸对酸度的直接

效应值小于相关系数值棳说明奎尼酸对酸度的影响

还通过富马酸 棬 椂棭对酸度的间接负效应来实现暎
棽灡棽灡椂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酸度的影响暋相关分

析表明 棬表棾棭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酸度呈正相

关棳相关系数为棸灡棾棻棿椆棳并达到极显著水平棳而

通径系数为棴棸灡棸椆棻椂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酸度

的直接作用值小于相关系数棳分析说明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对酸度的影响还通过苹果酸 棬 棻棭暍异柠檬

酸 棬 棿棭暍 酮戊二酸 棬 棭对酸度的间接正效应

和富马酸 棬 椂棭暍奎尼酸 棬 椃棭对酸度的间接负

效应的综合作用间接表达暎
总之棳各有机酸组分与酸度有直接效应棳也有

间接效应棳是各有机酸组分相互作用结果的综合表

现暎

表棽暋枇杷果实主要有机酸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斣斸斺旍斿棽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斻旓斿旀旀旈斻旈斿旑旚旙斺斿旚旝斿斿旑旚旇斿旐斸旈旑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旙旓旀旓旘旂斸旑旈斻斸斻旈斾旈旑旍旓旕旛斸旚旀旘旛旈旚旙
相关
系数

苹果酸
草酰
乙酸

柠檬酸
异柠
檬酸

毩灢酮
戊二酸

富马酸 奎尼酸 酒石酸 旔斎 值
可溶性
固形物

可滴
定酸

棻 棻暋
棽 棸灡椂棻椆棸 棻暋
棾 棸灡棿椆棾棽 棸灡棾棾椃椆 棻暋
棿 棸灡椃棽椂 棸灡椂棽棿 棸灡椄棻棽棿 棻暋

棸灡棸椆椄椄 棸灡棿椄椄 棴棸灡棻棾棻棸 棴棸灡棸椂棻棻 棻暋
椂 棴棸灡棻棸棽椄 棸灡棻棻棻椄 棸灡棽棾棸棾椂 棸灡棽棸棽棻 棴棸灡棸棿椆椄 棻暋
椃 棸灡棻棽椂棿 棸灡棾棿椄棾 棸灡椆椆椃椂 棸灡棻棿椂 棸灡棽棻椃棸 棸灡棻棸椄 棻暋
椄 棸灡棽椃棿 棸灡棾椄棽椆 棸灡棿椃棸椂 棸灡棾棿椂棿 棸灡棽椃棽椂 棸灡棸棾椆棿 棸灡棾棽椃棽 棻暋
椆 棴棸灡椃棸棸棸 棴棸灡棾棿椂棻 棴棸灡棻椂椂棿 棴棸灡棽棿椆棾 棴棸灡棻椃椄棿 棸灡棾椂椄椂 棸灡棻椄椄棽 棴棸灡棾棽棾椂 棻暋
棻棸 棸灡棾棾棿椄 棸灡棽椃椆 棸灡棾棸棽椄 棸灡棿棾椆棻 棸灡棽棽棻棽 棸灡棻棽椂椂 棴棸灡棸棸椆椂 棴棸灡棻椂棿棿 棴棸灡棻椄棾 棻暋

棸灡椄椃椄棽灣灣灣棸灡椃棿棽灣灣 棸灡椂棸棽棻灣 棸灡椃椆棸棽灣灣灣棸灡棾椂椄椆 棴棸灡棸椂椃棽 棸灡棿椄棽棾 棸灡棿棿棻椃 棴棸灡棾椂灣灣 棸灡棾棻棿椆 棻暋
注椇灣表示棸灡棸 水平差异显著棳灣灣表示棸灡棸棻水平暍灣灣灣表示棸灡棸棸棻水平差异极显著暎

表棾暋枇杷果实主要有机酸对酸度棬可滴定酸棭的通径系数

斣斸斺旍斿棾暋斝斸旚旇斻旓斿旀旀旈斻旈斿旑旚旙旓旀旐斸旉旓旘旓旘旂斸旑旈斻斸斻旈斾旙旚旓斸斻旈斾旈旚旟棬旚旈旚旘斸旚斸斺旍斿斸斻旈斾旈旚旟棭旈旑旍旓旕旛斸旚旀旘旛旈旚

因子
通径系数

直接 曻 棻 曻 棿 曻 曻 椂 曻 椃 曻 棻棸

棻 棸灡椂棻棾椆 棸灡棽棾椆 棸灡棸棾棸棾 棸灡棸棸椂棿 棸灡棸棽棽棿 棴棸灡棸棾棸椃
棿 棸灡棾棽棿椄 棸灡棿棿椂棸 棴棸灡棸棻椄椄 棴棸灡棸棻棽 棸灡棸椆棻棸 棴棸灡棸棿棸棽

棸灡棾棸椂椆 棸灡棸椂棸椃 棴棸灡棸棻椆椆 棸灡棸棸棾棻 棸灡棸棾椄棿 棴棸灡棸棽棸棾
椂 棴棸灡棸椂棽棸 棴棸灡棸椂棾棻 棸灡棸椂椂 棴棸灡棸棻棾 棸灡棸棻椆棽 棴棸灡棸棻棻椂
椃 棸灡棻椃椂椆 棸灡棸椃椃椂 棸灡棻椂椃棻 棸灡棸椂椂椂 棴棸灡棸棸椂椃 棸灡棸棸棸椆
棻棸 棴棸灡棸椆棻椂 棸灡棽棸椂 棸灡棻棿棽椂 棸灡棸椂椃椆 棴棸灡棸棸椃椆 棴棸灡棸棸棻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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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暋讨暋论

枇杷果实中的奎尼酸暍苹果酸暍草酰乙酸暍酒

石酸暍毩灢酮戊二酸暍富马酸暍柠檬酸暍异柠檬酸棳
以及可溶性固形物暍旔斎 值棻棸个变量与酸度 棬可
滴定酸棭之间的相关关系棳以及它们之间的通径系

数均存在较大的不同暎其中苹果酸与酸度的相关系

数为棸灡椄椃椄棽灣灣灣 棳达极显著水平棳对酸度起首要

的直接作用棳通径系数 斬棻曻斮椊棸灡椂棻棾椆棳表明苹果

酸对酸度的贡献率最大暎因此苹果酸含量是枇杷果

实酸度的最主要决定因子棳人们口感中的枇杷果实

酸味主要来自苹果酸暎
其次是果实中异柠檬酸棳与酸度的相关系数为

棸灡椃椆棸棽灣灣灣 棳达极显著水平暎从异柠檬酸通过苹

果酸的间接作用通径系数位居第棽位 棬 斬棿曻斬棻曻斮椊
棸灡棿棿椂棸棭棳第棾位是异柠檬酸的直接作用 棬 斬棻曻斮
椊棸灡棾棽棿椄棭暎表明异柠檬酸在枇杷果实有机酸组分

中对酸度的影响仅次于苹果酸棳并且这种作用主导

因素是一种间接作用棳即异柠檬酸通过对苹果酸的

影响而引起可滴定酸含量的改变 棬斬棿曻斬棻曻斮棭棳
其次才是异柠檬酸的直接作用暎

枇杷果实中奎尼酸含量仅次于苹果酸棳占酸总

量的棻灡椆椃棩暙 椃灡棸棽棩棳甚至个别品种比苹果酸

还高椲棻 椵暎但是棳奎尼 酸对酸度 的直接 效应值小

棬棸灡棻椃椂椆棭棳通径分析说明有机酸组成分之间相互

作用棳使得奎尼酸对酸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暎这可能

与奎尼酸分子结构式有关棳奎尼酸具有棿个羟基的

酚羧酸棳属酚类物质暎在枇杷果实成熟期棳奎尼酸

可能以酚类暍盐类或酯类等结合态形式存在棳对果

实酸度并无多大影响暎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酸度的直接作用系数为负

值 棬 斬棻棸曻斮 椊棴棸灡棸椆棻椂棭棳富马酸与酸度呈负相

关棳对酸度的直接作用系数也为负值 棬 斬椂曻斮 椊
棴棸灡棸椂棽棸棭暎说明了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富马

酸对酸度是负贡献棳它们的增加棳对酸度 棬可滴定

酸棭有负作用暎但它们对酸度的直接通径系数 棬绝
对值棭小于剩余通径系数 棬 斿椊 棸灡棻椃棿棿棭棳表明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富马酸对酸度影响作用很

小棳可以不予考虑暎
果实风味的形成离不开有机酸棳一般果实均含

有一定量的有机酸棳适宜的糖酸比棳使果实酸甜可

口暎在园艺学上常用固酸比或糖酸比来作为果实品

质的指标暎但从本试验结果表明棳枇杷果实酸度受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影响不大 棬椊棸灡棾棻棿椆棭椈而

果实中有机酸的组分显著影响枇杷果实酸度棳其中

苹果酸暍异柠檬酸暍草酰乙酸和柠檬酸是主要影响

因子椈推测果实显酸的风味有可能与 斎棲 含量和各

种阴离子如苹果酸阴离子 棬斖斸旍棽棴 棭暍柠檬酸阴离

子 棬斆旈旙棾棴棭的组成比例关系更密切棳具体显酸成

分或比例还有待深入研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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