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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许多植物都具有一定的抗菌暍杀虫能力棳从植

物中提取的抑菌剂暍杀虫剂已经在生产中大量应

用椲棻棴棿椵暎由于食品工业中的防腐保鲜涉及到人体健

康的安全性问题棳人们对果蔬采后保鲜中主要病原

菌具有较强抑制作用的植物研究遵守药食同源的原

则进行筛选棳此类植物主要集中于天然香辛料和一

些中草药暎研究表明棳利用天然中草药等具有抗菌

活性的提取物对水果蔬菜进行处理棳保鲜效果比较

明显暎由于不同的果蔬主要致病菌暍采后生理暍贮

藏保鲜条件均有一定的差异椲棴椄椵棳不同中草药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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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强弱不同棳本研究采用鱼腥草暍丁香暍高良

姜暍藿香暍白藓皮等中草药制剂对果蔗进行保鲜处

理椲椆棴棻棽椵棳在贮藏期间通过定期观察记录鲜切果蔗

的感官品质棳测定蔗汁中一些主要的生理生化指标

失水率暍斨斆含量以及 斝斚斈 的活性变化棳以此研

究这些中草药对果蔗的保鲜效果棳以期为生产实践

提供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为暟拔地拉暠黑皮果蔗暎选取蔗茎粗细

均匀棳节间长度适当棳无机械损伤棳无病虫害的新鲜

果蔗为试验材料暎中草药均购于福建漳州市中药

店棳包装袋为棸灡棸棿旐旐聚乙烯塑料薄膜包装袋暎
棻灡棽暋试验处理

棻灡棽灡棻暋不同中草药提取液的制备暋 准确称取处理

斄鱼腥草暍处理 斅丁香暍处理 斆高良姜暍处理 斈
藿香暍处理斉白藓皮各棻棸棸旂棳分别进行熬制暎具

体方法为椇首先将中草药加椂棸棸旐斕清水浸泡棻旇棳
加热至沸腾后文火煎熬棽棸旐旈旑棳滤出汁液椈再向

残渣中加棿棸棸旐斕清水煮沸棽棸旐旈旑棳滤出汁液棳合

并前后棽次药液并定容至棻棸棸棸旐斕备用暎
棻灡棽灡棽暋试验处理暋 分别采用处理斄鱼腥草暍处理

斅丁香暍处理 斆高良姜暍处理 斈藿香暍处理 斉白

藓皮暍处理斆斔蒸馏水等对果蔗进行保鲜处理暎
果蔗处理过程椇果蔗暘挑选暘斩根暍去梢暘清

洗暍消毒暘削皮暍切段 棬每段约长棾棸斻旐棭暍选料

暘不同的保鲜剂进行处理暘取出于无菌条件下鼓风

吹干暘装袋或真空袋包装暘置于不同温度下贮藏

棬常温贮藏和低温真空包装贮藏棭暘定期检查记录

并进行各种理化指标的测定暘结果分析暎
棻灡棾暋测定方法

失水率的测定椇采用重量法暎斨斻含量的测定椇
采用棽棳椂灢二氯靛酚滴定法暎

鲜切果蔗 斝斚斈 棬过氧化物酶棭活性的测定椇
参考 斬棶斎棶波钦诺克棬苏棭方法棳略做改动暎取适量

蔗汁于棾棸棸棸旘暏旐旈旑棴棻离心棽棸旐旈旑棳取上清液为粗

酶液暎测定前配制反应液棳反应液椇棸灡棽旐旓旍暏斕棴棻

旔斎椂磷酸缓冲液 棸旐斕棳过氧化氢棸灡棸棽椄旐斕棳愈

伤木酚棸灡棸棻椆旐斕混合暎取反应液棾旐斕加入粗酶

液棻棸棸毺斕棳摇匀棳置于比色杯中反应棽旐旈旑棳以棾
旐斕反应液加棻棸棸毺斕 蒸馏水为空白对照棳用椃棽棾
型分光光度计于棿椃棸旑旐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棳并用

其来表示斝斚斈活性大小暎
斝斚斈活性椊 棬斄棿椃棸暳酶液总量暳稀释倍数棭棷

棬旚暳斊斪棭
棽暋结果分析

棽灡棻暋鲜切果蔗的感观品质变化

由表棻可见棳常温下棳处理斆斔在第棿斾切面

开始微红棳第棻棸斾切面出现霉点棳已不适于食用椈
处理 斄暍处理斆第棿斾切面开始变黄棳第椄斾切面

少红棳第棻棸斾出现霉点椈而处理斅暍处理斈第椄斾
切面正常棳第棻棻斾微红棳效果 好暎冷藏条件下棳
各处理保鲜第棾 斾时切面表现正常棳第棿棸斾时处

理斉暍处理斆斔出现异常棳不适于食用暎

表棻暋贮藏期间鲜切果蔗的感观品质指标

斣斸斺旍斿棻暋斨旈旙旛斸旍旓斺旉斿斻旚旈旜斿旙旓旀旀旘旛旈旚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斾旛旘旈旑旂旈旚旙旙旚旓旘斸旂斿

处理
常温 冷藏

棸斾 棽斾 棿斾 椂斾 椄斾 棻棸斾 棸斾 斾 棻棸斾 棻 斾 棽棸斾 棽 斾 棾棸斾 棾 斾 棿棸斾
斄 新鲜 正常 微黄 微红 少红 霉点 新鲜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斅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失水暍微红 新鲜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斆 新鲜 正常 微黄 微红 少红 霉点 新鲜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斈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失水暍微红 新鲜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斉 新鲜 正常 正常 微黄 少红 霉点 新鲜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微水泽

斆斔 新鲜 正常 微红 微红 少红 霉点 新鲜 新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水泽化

棽灡棽暋中草药制剂对果蔗保鲜过程中失水率的变化

影响

水分对保持果实的鲜度暍风味具有重要影响暎
果实含水多时外观饱满暍色泽鲜亮暍口感脆嫩暎采

后的果实棳随贮藏条件的改变和时间的延长产生不

同程度的失水棳造成萎蔫暍失重棳鲜度下降棳商品

价值受到影响棳因此棳人们常用失水的多寡作为水

果保鲜措施的一个重要指标暎从表棽中可得出棳在

常温处理条件下棳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棳果蔗失水

呈增加趋势棳且未包装的失水比有真空包装的严

棸棿椃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重棳处理第椄斾时棳真空包装平均失水 棬棸灡棾暲
棸灡棻椄椃棭棩棳而未包装的为 棬棻棸灡棸暲棸灡棾椆椃棭棩暎不

同处理间失水程度不同椈真空包装处理失水较少的

为处理斉棳第椄斾失水率为棸灡棽棻棩棳失水 多的为

处理 斆 棬棸灡椃棾棩棭椈其余依次为处理 斈暍处理 斅暍
处理 斄暍处理斆斔暎不包装处理失水较少的为处理

斅 棬椆灡椂 棩棭棳失 水 多 的 为 处 理 斈 棬棻棸灡椄棸棩棭棳
其余处理失水均在棻棸灡棿椆棩暙棻棸灡椃椆棩暎
棽灡棾暋中草药制剂对果蔗保鲜过程中维生素斆的变

化影响

从表棾可看出棳在冷藏处理条件下棳随着冷藏

时间的延长棳维生素 斆含量急剧下降棳达显著水

平椈不同中草药制剂对果蔗保鲜效果存在一定差

异暎新鲜果蔗的维生素 斆 含量为 棬椂棸棻暲棻棸灡棾棻棭
毺旂暏旐斕棴棻棳处理棿椄斾后棳不同处理果蔗维生素斆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幅暎其中棳处理 斅与处理 斈 能

较好的保存果蔗中维生素斆含量棳分别为 棬棿棾椃灡椆
暲棾灡椃椆棭暍 棬棿棾棽灡椄暲棾棸灡椄椆棭毺旂暏旐斕棴棻椈降幅为

棽椃灡棽棩暙棽椃灡椆棩椈其次为处理 斄暍处理 斆暍处理

斉椈处理斆斔维生素斆含量 低棳降幅达棿椄灡 棩暎

表棽暋常温下果蔗失水率

斣斸斺旍斿棽暋斕旓旙旙旓旀旐旓旈旙旚旛旘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旀旘旓旐旀旘旛旈旚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斸旚旘旓旓旐旚斿旐旔斿旘斸旚旛旘斿 棬单位棷棩棭
项目 处理天数 处理 斄 处理斅 处理斆 处理斈 处理斉 处理斆斔 处理平均

真空包装 棽斾 棸 棸 棸 棸 棸 棸 棸斾
椄斾 棸灡椂棾 棸灡椄 棸灡椃棾 棸灡棾 棸灡棽棻 棸灡椂椄 棸灡棾暲棸灡棻椄椃斻

无包装 棽斾 棻灡棿棽 棻灡棾棽 棻灡棻棽 棻灡棸 棸灡椆椂 棻灡棻棿 棻灡棻椃暲棸灡棻椂斺
椄斾 棻棸灡椃棻 椆灡椂 棻棸灡棿椆 棻棸灡椄棸 棻棸灡椃 棻棸灡椃椆 棻棸灡棸暲棸灡棾椆椃斸

表棾暋冷藏过程中 斨斻含量变化

斣斸斺旍斿棾暋斆旇斸旑旂旈旑旂旓旀旜旈旚斸旐旈旑斆斻旓旑旚斿旑旚旈旑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旙斾旛旘旈旑旂斻旓旍斾旙旚旓旘斸旂斿 椲单位棷棬毺旂暏旐斕棴棻棭椵
处理天数

棷斾 处理 斄 处理斅 处理斆 处理斈 处理斉 处理斆斔 平均

棸 椂棸棻暲棻棸灡棾棻 椂棸棻暲棻棸灡棾棻 椂棸棻暲棻棸灡棾棻 椂棸棻暲棻棸灡棾棻 椂棸棻暲棻棸灡棾棻 椂棸棻暲棻棸灡棾棻 椂棸棻灡棸斸
棽棿 棸灡棾暲棽棻灡棾棻 椃椃灡 暲 棸灡棻椂 棿椃灡椄暲棾灡棿椆 棿棽灡椂暲棿灡棸椆 棸灡棿暲棿椆灡椃椂 棿椆椃灡棾暲棿椃灡椄 棾椂灡椄暲棾棸灡棻棾斺
棾棽 棿棽棽灡棻暲棽椂灡棿椄 椃棻灡椂暲棽椂灡椄椆 棿灡 暲 棸灡椃椆 棿椆椂灡棻暲棿椄灡椆椃 棿椄椆灡椂暲棾灡椄椆 棿椂灡棻暲棿椂灡棻 棿椆椂灡椄暲 灡棽棿斺
棿棸 棿棸棿灡椄暲棾棸灡椆椄 棿椆椃灡棻暲棽椃灡椄椆 棿棻棽灡棽暲棿灡棽棻 棿椂椄灡 暲棿椆灡椃椄 棿棻棸灡棿暲棿椄灡棸椃 棾棽棽灡棽暲棾棸灡椂 棿棻椆灡棽暲椂棸灡棿棸斻
棿椄 棾椆棽灡棾暲棾灡椆椄 棿棾椃灡椆暲棾灡椃椆 棾椆灡椄暲棾椄灡椄椆 棿棾棽灡椄暲棾棸灡椄椆 棾椆椄灡 暲棿棻灡椂 棾棸椆灡椃暲棾棸灡棸椆 棾椆棿灡 暲棿灡椆椃斻
平均 棿椃棿灡棻暲椆灡棸棻斺斻 棾椃灡棸暲椂椃灡椃棽斸 棸棸灡 暲椆棻灡棸棸斸斺 棸椄灡棽暲椂灡椄斸斺 棿椄棻暲椄棻灡椆棿斺斻 棿棾椃灡棾暲棻棽棽灡椃斻

棽灡棿暋中草药制剂对果蔗保鲜过程中过氧化物酶

斝斚斈活性的变化影响

斝斚斈在许多果实上表现为一种衰老酶棳其活

性升高是果实成熟衰老的参数棳可作为果实成熟和

衰老的指标之一暎在 斎棽斚棽存在的条件下棳斝斚斈催

化吲哚乙酸 棬斏斄斄棭的氧化分解以及叶绿素暍酚类

物质的氧化和聚合暎斝斚斈催化本身可产生各类自

由基产物棳造 成 膜 脂 过 氧 化棳从 而 加 剧 组 织 褐

变椲棻棿椵暎
从表棿可看出棳冷藏处理条件下棳不同中草药

制剂对果蔗保鲜过程中过氧化物酶的变化影响存在

一定差异暎其中棳处理棻棽斾后棳处理 斅与处理 斈
过氧化物酶活性分别增加棽灡椄棻棩暍 灡椆椂棩棳处理

斆斔与处 理 斉 过 氧 化 物 酶 活 性 增 加 高棳均 达

棻椂灡椆棩椈贮藏棽棿斾时处理斅与处理 斈过氧化物酶

活性比处理棻棽斾分别增加棾灡椃棸棩暍棻棸灡棿椃棩棳处理

斄暍处理 斉暍处 理 斆 过 氧 化 物 酶 活 性 分 别 增 加

棾椃灡棸棽棩暍棾灡棿棸棩暍 棿灡椂棩棳而 斆斔 处 理 增 幅

高棳达椃棾灡 棩椈处理棽棿斾后棳各处理过氧化物酶

活性急剧升高棳由此看出棳经过中草药保鲜制剂处

理后冷藏的鲜切果蔗 斝斚斈活性在贮藏前期会缓慢

上升棳而贮藏棽棿斾后鲜切果蔗斝斚斈活性出现较大

幅度的升高棳至第棿棸斾棳处理 斅过氧化物酶活性

为 棬棻灡棾棻棿暲棸灡棸椂棭斦暏旐旈旑棴棻暏旂棴棻棳增幅 低椈
其次 为 处 理 斈棳过 氧 化 物 酶 活 性 为 棬棻灡椂棸棸暲
棸灡棸棿椃棭斦暏旐旈旑棴棻暏旂棴棻棳处理 斄暍斆暍斉 分别为

棬棻灡椄棾暲棸灡棸椃椆棭暍 棬棻灡椃椃暲棸灡棸椃椂棭暍棻灡椄棻棽暲棸灡棸椄椆
斦暏旐旈旑棴棻暏旂棴棻棳均低于处理斆斔 棬棽灡棾棸 暲棸灡棸棿棻棭
斦暏旐旈旑棴棻暏旂棴棻暎这说明了中草药制剂在一定程度

上能有效的抑制 斝斚斈 活性棳延缓果蔗发生褐变暍
腐坏棳从而达到延长其保鲜期的目的暎

棻棿椃第椃期 李瑞美等椇中草药制剂对果蔗保鲜过程维生素斆和过氧化物酶变化的影响



表棿暋冷藏过程中过氧化物酶活性变化

斣斸斺旍斿棿暋斆旇斸旑旂旈旑旂旓旀斝斚斈斻旓旑旚斿旑旚旈旑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旙斾旛旘旈旑旂斻旓旍斾旙旚旓旘斸旂斿 椲单位棷棬斦暏旐旈旑棴棻暏旂棴棻棭椵
处理天
数棷斾

处理

斄
增幅

暲棩
处理

斅
增幅

暲棩
处理

斆
增幅

暲棩
处理

斈
增幅

暲棩
处理

斉
增幅

暲棩
处理

斆斔
增幅

暲棩 平均

棸 棸灡椂棸棿暲棸灡棸棽椆 棸灡椂棸棿暲棸灡棸棽椆 棸灡椂棸棿暲棸灡棸棽椆 棸灡椂棸棿暲棸灡棸棽椆 棸灡椂棸棿暲棸灡棸棽椆 棸灡椂棸棿暲棸灡棸棽椆 棸灡椂棸棿斾
棻棽 棸灡椃棸 暲棸灡棸棾棻 棻椂灡椃 棸灡椂棽棻暲棸灡棸棻棾 棽灡椄 棸灡椃棸棻暲棸灡棸棽棻 棻椂灡棻 棸灡椂棿暲棸灡棸棽椃 灡椆椂 棸灡椃棸椂暲棸灡棸椄椆 棻椂灡椆 棸灡椃棸椂暲棸灡棸棾 棻椂灡椆 棸灡椂椄棸斾
棽棿 棸灡椆椂椂暲棸灡棸椆 棾椃灡棸 棸灡椂棿棿暲棸灡棸棽椆 棾灡椃 棻灡棸椄棿暲棸灡棸棿椄 棿灡椂 棸灡椃棸椃暲棸灡棸棿椆 棻棸灡棿椃 棸灡椆椂暲棸灡棸椃棿 棾灡棿 棻灡棽棽 暲棸灡棸棾棿 椃棾灡 棸灡椆棾棸斻
棾棽 棻灡棾棽暲棸灡棸椄椆 棿棸灡棸 棻灡棻椄 暲棸灡棸椃椄 椄棿灡棸 棻灡棿 暲棸灡棸棾椆 棾棾灡椄 棻灡棿椂棻暲棸灡棸椆棻棸椂灡椂 棻灡椂椆暲棸灡棸椆 椂棿灡棻 棽灡棸棸棾暲棸灡棸棾椃 椂棾灡 棻灡棸棾斺
棿棸 棻灡椄棾暲棸灡棸椃椆 棾椃灡棻 棻灡棾棻棿暲棸灡棸椂 棻棸灡椆 棻灡椃椃暲棸灡棸椃椂 棽棽灡棻 棻灡椂暲棸灡棸棿椃 椆灡棻 棻灡椄棻棽暲棸灡棸椄椆 棻灡 棽灡棾棸 暲棸灡棸棿棻 棻灡棻 棻灡椃椃椂斸
平均 棻灡棸椆椂暲棸灡棻棾斺 棸灡椄椃棿暲棸灡棾棿椂斻 棻灡棻棽棽暲棸灡棿椆棿斺 棻灡棸棸棽暲棸灡棿椄椂斺斻 棻灡棻棽椆暲棸灡棾 斺 棻灡棾椂椄暲棸灡椃椂棽斸

棾暋讨论与结论

营养成分和物理性状是反映果蔬品质的重要标

志暎果蔬是否耐贮藏与其营养成分暍物理性状和生

理生化变化密切相关棳果蔗切分后品质劣变可表现

为果蔗失水率提高暍斨斻等营养物质含量的下降椈呼
吸作用加强棳酶活性发生变化椈蔗糖转化分解加

剧椲棻棿椵暍乙醛暍酚类物质等多种有害代谢产物棳影响食

用品质暎因此欲提高鲜切果蔗的耐贮性棳主要采用

相应的保鲜技术和措施控制上述各种因素的变化暎
低温贮藏通过降低贮藏环境的温度椲棻棿棴棻 椵棳在

维持果蔬正常生命活动的前提下能抑制微生物的繁

殖棳还能有效降低果蔬的呼吸作用棳延缓其衰老和

腐败变质暎本试验也表明棳低温状态下棳鲜切果蔗

的 斨斻降幅小于常温贮藏棳果蔗衰老过程推迟暎
试验表明棳不同中草药制剂在一定程度上能均

能较好的保持果蔗 斨斻的含量棳降低果蔗 斝斚斈 活

性棳延缓 斝斚斈 活性上升棳减少果蔗褐变和发霉棳
其中丁香处理与藿香处理的保鲜效果 佳暎这可能

与丁香挥发油中含有的丁香油酚暍乙酰丁香油酚暍
毬灢石竹烯 棬灢 棭具有抑菌效果有关棳
其中丁香酚是主要的抑菌因子棳它与微生物某些酶

的活性基团结合棳破坏正常的代谢功能棳从而影响

菌体的生长棳对食品的腐败菌以及致病菌均有良好

的抑制和杀灭效果棳而藿香挥发油所含的广藿香

酮暍广藿香醇暍苯甲醛及丁香油酚等对真菌的菌丝

生长抑制效应较强棳故而能有效地延缓果蔗衰老从

而提高果蔗商品率和延长贮藏保鲜期椲棻椂棴棽棸椵暎鱼腥

草暍高良姜与白藓皮虽含有一定抑菌成分棳对其他

果蔬的保鲜效果明显棳但由于不同水果营养成分的

不同棳主要致病菌亦不同棳保鲜效果存在差异棳对

果蔗的保鲜效果逊于丁香与藿香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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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棻棸椵何昆棳罗宽棶中草药萃取液对植物病原真菌暍细菌的抑制作

用 椲斒椵棶湖南农业科学棳棽棸棸棾棳棬棻棭椇棿棾棴棿 棶
椲棻棻椵吴小虎棳艾启俊棳肖艺棶天然中草药果蔬防腐保鲜剂的研究

与应用 椲斒椵棶保鲜与加工棳棽棸棸椂棳椂 棬棽棭椇棿棴椂棶
椲棻棽椵吴文勇棶不同中草药提取液对金秋梨贮藏期的保鲜效果 椲斒椵棶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棳棽棸棸椄棳棽椃 棬棾棭椇棽棽棿棴棽棽椃棶
椲棻棾椵赵贵红棶化学保鲜剂和中草药提取物对无花果保鲜效果的探

讨 椲斒椵棶中国果菜棳棽棸棸 棳棬棽棭椇棾棽棴棾棽棶
椲棻棿椵李瑞梅棳李海明棳潘世明棶果蔗贮藏保鲜过程中可溶性固形物和

氨基酸变化椲斒椵棶江西农业学报棳棽棸棻棻棳棽棾棬椄棭椇棻棿棻棴棻棿棾棶
椲棻 椵李瑞美棳林一心棳潘世明棳等棶浅析果蔗无公害生产保鲜及

深加工技术 椲斒椵棶甘蔗棳棽棸棸棿棳棻棻 棬棾棭椇棾棿棴棾椂棶
椲棻椂椵何炎森棳李瑞美棶果蔗贮藏保鲜技术初探 椲斒椵棶甘蔗糖业棳

棽棸棸棿棳棬棿棭椇棽椄棴棽椆棳棽棿棶
椲棻椃椵吴新安棳花日茂棶植物源抗菌暍杀菌活性物质研究进展 椲斒椵棶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棽棳棽椆棬棾棭椇棽棿 棴棽棿椆棻棶
椲棻椄椵朱江棳张迪棳易守连棳等棶中草药源保鲜剂对黄桃保鲜效果

的研究 椲斒椵棶安徽农业科学棳棽棸棸椃棳棾 棬棽椆棭椇椆棾椂棾棴椆棾椂棿棶
椲棻椆椵石浩棳肖凯军棳蔡金棶中草药提取液保鲜贡梨的研究 椲斒椵棶

食品与发酵工业棳棽棸棸椃棳棾棾 棬椄棭椇棻椄 棴棻椄椃棶
椲棽棸椵郭守军棳杨永利棳李少娟棳等棶中草药复合涂膜保鲜剂保鲜

枇杷的研究 椲斒椵棶食品科学棳棽棸棸椃棳棽椄 棬椃棭椇 棽棽棴 棽 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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