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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暎结果表明棳黄金蜜柚汁胞呈色成分主要为毬灢胡萝卜素暍八氢番茄红素暍毩灢胡萝卜素暍毬灢隐黄质和番茄红

素棳含量分别为棽棻椄灡椄棾暍棽棽灡椆 暍棿灡棻椃暍棽灡椆椂暍棽灡椄椂毺旂暏旂棴棻棳类胡萝卜素总量达到棽棻灡椃椃毺旂暏旂棴棻暏斾旝棴棻棳分

别是红肉蜜柚和琯溪蜜柚的棽灡椂倍和棽椄椃灡椃倍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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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植物类胡萝卜素大量存在于许多黄色暍橙色和

红色的果实中棳除八氢番茄红素暍六氢番茄红素等

少数几种类胡萝卜素呈无色外棳绝大多数类胡萝卜

素呈黄色暍橙色或红色棳如叶黄质呈黄色棳毩灢胡萝

卜素 和 毬灢胡 萝 卜 素 呈 橙 黄 色棳番 茄 红 素 呈 红

色椲棻棴棿椵暎类胡萝卜素含量和组成不仅决定果实色泽

和商品性棳在人体内还具有清除自由基暍延缓衰

老暍保护眼睛及防癌抗癌等功能椲棻棳棴椃椵暎类胡萝卜

素在保护人类健康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棳但人体自

身不能合成类胡萝卜素棳只能从日常饮食中摄取棳
因此棳培育出既符合人的审美观又富含类胡萝卜素

的植物新品种棳已成为植物品质育种的重要方向

之一暎
黄金蜜柚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与平

和县经济作物站科技人员深入平和县蜜柚产区调

查棳棽棸棸棻年从平和县小溪镇内林村旧楼组张胜民暍
李春生的琯溪蜜柚果园中发现的棻棵果肉呈金黄色

的自然变异单株棳其花柱头呈金黄色棳果肉从果实发

育初期至成熟期均呈金黄色棳对连续无性繁殖棾代

进行观测棳果肉颜色稳定暎本试验采用 斎斝斕斆技术

对果肉色泽不同的黄金蜜柚暍红肉蜜柚暍琯溪蜜柚的

类胡萝卜素的组成及含量进行比较分析棳探讨黄金

福建农业学报棽椃棬椃棭椇椃棽棾暙椃棽椃棳棽棸棻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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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柚果肉色泽形成的生理生化基础棳以期为富含类

胡萝卜素的优质蜜柚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分别为黄金蜜柚暍红肉蜜柚和琯溪蜜

柚棳花暍果性状观察在福建省平和县小溪镇蜜柚试

验园进行棳果实发育阶段均未套袋棳果肉类胡萝卜

素测定材料从上述果园随机采取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花暍果观察方法暋于棽棸棻棸年在同一果园分

别随机各选取棾株黄金蜜柚暍红肉蜜柚暍琯溪蜜柚

进行观察记录棳分别于花期暍幼果期暍果实膨大

期暍果实成熟期棳观察其花柱头暍果肉颜色等性

状棳每棻棸斾观测棻次暎
棻灡棽灡棽暋果肉类胡萝卜素测定方法暋棽棸棻棸年棻棸月

从果园随机选取具有各品种特征暍成熟度一致的果

实 个棳委托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进行

检测暎
样品处理棳果肉样品测含水量后将囊皮与汁胞

分离棳贮于棴椃棸曟冰箱中备用暎取保存的汁胞于冰

冻干燥机中冻干棿椄旇棳用超声波法充分抽提后真

空浓缩棳斖斣斅斉 棬甲基叔丁乙醚棭溶解棳皂化过

夜棳纯化棳微孔过滤棳斎斝斕斆上样暎
果肉类胡萝卜素检测参照陆修闽等椲椄椵方法进

行棳 采 用 二 极 管 阵 列 检 测 器 棬斝斈斄棭 及

斻斸旘旓旚斿旑旓旈斾旙专用分析柱棳上样体积为棿棸毺斕棳流速

是棻旐暏旐旈旑棴棻暎流动相斄棳斖斿斚斎暶斖斣斅斉暶斎棽斚
椊椄棻暶棻 暶棿棳流动相斅棳斖斿斚斎暶斖斣斅斉暶斎棽斚
椊椂暶椆棸暶棿暎洗脱梯度椇椆棸旐旈旑内从棻棸棸棩斄曻
棻棸棸棩斅暎色素标准品均购自斢旈旂旐斸公司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不同蜜柚花柱头暍果肉颜色变化

观测结果表明椇黄金蜜柚花柱头呈金黄色棳其

幼果期暍果实膨大期暍果实成熟期的果肉均呈均匀

一致的金黄色暎进行连续无性繁殖棾代柚树花暍果

肉颜色进行多年的系统观测比较棳黄金蜜柚果肉颜

色性状稳定椈而红肉蜜柚花期柱头为淡黄色棳幼果

期果肉为黄绿色棳果实膨大期果肉逐渐转淡红色棳
果实成熟期的果肉为红色椈琯溪蜜柚花期柱头为淡

黄色棳幼果期和果实膨大期果肉均为黄绿色暍果实

成熟期的果肉为蜡黄色 棬表棻暍图棻暙棽棭暎显示黄

金蜜柚果肉呈色明显区别于琯溪蜜柚和红肉蜜柚棳
而且其果肉呈色稳定且可遗传棳是一个优质的琯溪

蜜柚芽变新品系暎

表棻暋不同品种棬品系棭蜜柚花柱头和果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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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花柱头颜色 幼果期果肉颜色 膨大期果肉颜色 成熟期果肉颜色

黄金蜜柚

红肉蜜柚

琯溪蜜柚

琯溪蜜柚芽变

琯溪蜜柚芽变

地方品种

金黄色

淡黄色

淡黄色

金黄色

黄绿色

黄绿色

金黄色

淡红色

黄绿色

金黄色

红色

蜡黄色

图棻暋不同蜜柚品种 棬品系棭幼果果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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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棽暋不同蜜柚品种 棬品系棭成熟果果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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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不同蜜柚果肉类胡萝卜素组成及含量

由图棾暍棿和表棽可知棳供试棾个品种 棬品系棭
间类胡萝卜素成分及其含量有较大差别棳黄金蜜柚

中类胡萝卜素主要有毬灢胡萝卜素暍八氢番茄红素暍
毩灢胡萝卜素暍毬灢隐黄质和番茄红素棳类胡萝卜素总

量 棬干重棳下同棭为棽棻灡椃椃毺旂暏旂棴棻棳分别是红

肉蜜柚和琯溪蜜柚椲椄椵的棽灡椂倍和棽椄椃灡椃倍暎
黄金蜜柚果肉不仅类胡萝卜素总量大大优于红

肉蜜柚和琯溪蜜柚棳其类胡萝卜素成分也比较丰富棳
含量 高的为毬灢胡萝卜素棳达棽棻椄灡椄棾毺旂暏旂棴棻棳分
别是红肉蜜柚和琯溪蜜柚的 灡棾和棽棸灡棻倍椈其次

为八氢番茄红素暍毩灢胡萝卜素和毬灢隐黄质棳含量分

别为棽棽灡椆 暍棿灡棻椃暍棽灡椆椂毺旂暏旂棴棻棳而在红肉蜜柚

与琯溪蜜柚中均未检测到这棾种类胡萝卜素椈番茄

红素含量 低棳为棽灡椄椂毺旂暏旂棴棻棳比红肉蜜柚含

量低棳但远高于琯溪蜜柚含量暎

表棽暋不同品种棬品系棭蜜柚果肉汁胞类胡萝卜素组成及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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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毩灢胡萝卜素 毬灢胡萝卜素 毬灢隐黄质 番茄红素 八氢番茄红素

含量棷
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占比
棷棩

含量棷
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占比
棷棩

含量棷
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占比
棷棩

含量棷
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占比
棷棩

含量棷
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占比
棷棩

类胡萝卜素
总量棷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黄金蜜柚 棿灡棻椃 棻灡椂椂 棽棻椄灡椄棾 椄椂灡椆棽 棽灡椆椂 棻灡棻椃 棽灡椄椂 棻灡棻棿 棽棽灡椆 椆灡棻棻 棽棻灡椃椃
红肉蜜柚 未检出 棿棻灡棻棸 棿棽灡椃 未检出 灡棿 椃灡棿棾 未检出 椆椂灡
琯溪蜜柚 未检出 棸灡椄椃 棻棸棸 未检出 极微 未检出 棸灡椄椃

图棾暋黄金蜜柚汁胞类胡萝卜素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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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椃第椃期 卢新坤棳等椇不同蜜柚果肉颜色类胡萝卜素成分及含量比较



图棿暋黄金蜜柚汁胞八氢番茄红素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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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暋讨暋论

棾灡棻暋黄金蜜柚果肉类胡萝卜素鉴定及其营养价值

评价

水果中富含天然类胡萝卜素在保护人体健康中

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棳其中毬灢胡萝卜素是

维生素 斄 的前体棳可分解为两分子的维生素 斄椈
同时还可作为抗氧化剂棳清除体内自由基椲棻棳椂棳椆棴棻棸椵椈
番茄红素是清除单线态氧的能力 强的类胡萝卜

素棳为维生 斉的棻棸棸倍棳能消除羟自由基棳在细

胞中能够和脂类结合棳有效抑制脂质的氧化棳对降

低恶性肿瘤和冠心病发病率起着重要作用椲棻棻棴棻棾椵椈
毬灢隐黄质只有柑橘暍柿果暍枇杷等少数几种水果含

有棳可与维生素 斉 一起改善呼吸系统防御功能棳
增强肺细胞的活力棳因具有抗癌作用而倍受关

注椲棻棿棴棻 椵暎
黄金蜜柚果肉呈金黄色棳对消费者有特殊的感

官吸引力暎本研究通过 斎斝斕斆技术分析发现棳黄

金蜜柚果肉中类胡萝卜素含量非常丰富棳总含量为

棽棻灡椃椃毺旂暏旂棴棻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暎同时其类

胡萝卜素种类也较丰富棳共检测到含有毬灢胡萝卜

素暍八氢番茄红素暍毩灢胡萝卜素暍毬灢隐黄质和番茄

红素等 种棳其类胡萝卜素总量和种类均显著高于

琯溪蜜柚和红肉蜜柚暎
棾灡棽暋蜜柚果肉颜色与类胡萝卜素组成和含量的

关系

本试验比较分析了果肉颜色不同的棾种蜜柚品

种 棬系棭果肉中类胡萝卜素组成与含量暎结果表明

柚子果肉颜色与其积累的类胡萝卜素的种类和含量

均有关系暎琯溪蜜柚果肉颜色 淡棳为蜡黄色棳其

类胡萝卜素含量 低棳只有棸灡椄椃 毺旂暏旂棴棻棳同时

其成分也主要是毬灢胡萝卜素暎红肉蜜柚果肉颜色

深棳为红色棳但其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却只有黄金蜜

柚的棾椄灡棾 棩棳其中毬灢胡萝卜素含量为黄金蜜柚的

棻棿灡椄棩棳而番茄红素含量为黄金蜜柚的棻椆灡棾椆倍棳
这表明了红肉蜜柚果肉呈红色主要缘自番茄红素含

量较高所致暎黄金蜜柚果肉颜色居中棳为金黄色棳
推测是毬灢胡萝卜素暍毩灢胡萝卜素暍毬灢隐黄质和番茄

红素叠加所致棳主呈色为橙黄色的毩灢胡萝卜素暍毬灢
胡萝卜素和毬灢隐黄质含量达到了类胡萝卜素总量的

椄椆灡椃 棩棳而 呈 色 为 红 色 的 番 茄 红 素 含 量 只 有

棻灡棻棿棩棳八氢番茄红素虽然含量达到了 椆灡棻棻棩棳
但其呈无色棳不会影响黄金蜜柚果肉的 终呈色暎
棾灡棾暋蜜柚花暍果发育过程颜色变化与色素积累的

关系

本次试验观测的棾个蜜柚品种 棬品系棭花暍果

发育过程的颜色变化规律棳表明色素的合成积累过

程及含量可能与品种 棬品系棭有关暎黄金蜜柚的花

柱头及幼果期暍果实膨大期暍果实成熟期的果肉均

呈均匀一致的金黄色棳在其他柑橘类果树中均未见

报道棳属首次发现暎黄金蜜柚的发现为进一步开展

蜜柚果肉颜色形成机理暍推进柑橘类果树的 暟色泽

育种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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