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继锋棳吴如健棳韦晓霞棳等棶橄榄果实中糖和氨基酸组成与含量分析 椲斒椵棶福建农业学报棳棽棸棻棾棳棽椄 棬棭椇棿椃棽棴棿椃椃棶
斪斄斘斒灢斊棳斪斦斠灢斒棳斪斉斏斬灢斬棳斿旚斸旍棶斄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旑斆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斸旑斾斆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斢旛旂斸旘旙斸旑斾斄旐旈旑旓斄斻旈斾旙旈旑斊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斚旍旈旜斿 椲斒椵棶

棳棽棸棻棾棳棽椄 棬棭椇棿椃棽棴棿椃椃棶

橄榄果实中糖和氨基酸组成与含量分析

万继锋棳吴如健棳韦晓霞棳陈暋瑾棳胡菡青棳潘少霖

棬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棳福建暋福州暋棾棸棸棻棾棭

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棾棴棸棾棴棸椃初稿椈棽棸棻棾棴棸棾棴棽棽修改稿

作者简介椇万继锋 棬棻椆椄棾棴棭棳男棳硕士棳助理研究员棳主要从事果树栽培生理暍遗传育种以及种质资源研究

通讯作者椇吴如健 棬棻椆椂 棴棭棳男棳副研究员棳主要从事果树种质资源与栽培育种研究 棬斉灢旐斸旈旍椇旝旛旘旛旉旈斸旑椑棻棽椂灡斻旓旐棭
基金项目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棬棽棸棸椃斅斄斈棸椃斅棸棻棭椈农业部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项目 棬棻棸斠斱斱斮灢棽棸暍棻棻斠斱斱斮灢棾棸暍棻棽斠斱斱斮灢棿棽棭椈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暘暘暘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 棬棽棸棻棻斠棻棸棻椂灢棻棭椈福建省财政专项暘暘暘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科技

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棬斆斬斣斈棽棸棻棻灢棻椆棭

摘暋要椇对 个橄榄品种 棬系棭果实中糖与氨基酸组成与含量进行分析暎结果表明棳橄榄果实中可溶性总糖含

量为棽灡棿棾棩暙棿灡棿椃棩棳蔗糖含量为棻灡棸椄棩暙棽灡椆棸棩棳还原糖含量为棻灡棻 棩暙棻灡棿椄棩暎橄榄果实均含有棻椃种氨

基酸棳包括苯丙氨酸暍苏氨酸和赖氨酸等椃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棬色氨酸未检测棭棳组氨酸和精氨酸棽种儿童必需

氨基酸棳胱氨 酸 和 酪 氨 酸 棽 种 半 必 需 氨 基 酸 及 椂 种 非 必 需 氨 基 酸棳总 氨 基 酸 含 量 为 椂椄椄灡棽椂暙棻棻棸椆灡棽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必需氨基酸暍味觉氨基酸和药用氨基酸占总氨基酸含量的比例分别为棽棿灡棻棾棩暙棽灡椄棸棩暍椆棸灡棿棻棩
暙椆棻灡棿椃棩和椂椃灡椆椄棩暙椃棽灡椆椃棩暎橄榄果实中可溶性糖含量和氨基酸含量存在相关性椈可溶性总糖含量与蔗糖含

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棳与丝氨酸暍丙氨酸暍组氨酸暍甜味类氨基酸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椈还原糖含量与天门冬氨酸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暎
关键词椇橄榄椈果实椈糖椈氨基酸椈组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椇斢椂椂椃灡 文献标识码椇斄
斄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旑斆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斸旑斾斆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斢旛旂斸旘旙斸旑斾斄旐旈旑旓斄斻旈斾旙旈旑斊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斚旍旈旜斿

斪斄斘斒旈灢旀斿旑旂棳斪斦斠旛灢旉旈斸旑棳斪斉斏斬旈斸旓灢旞旈斸棳斆斎斉斘斒旈旑棳斎斦 斎斸旑灢旕旈旑旂棳斝斄斘斢旇斸旓灢旍旈旑
棬 棳 棳 棳 暋棾棸棸棻棾棳 棭

斄斺旙旚旘斸斻旚椇斣旇斿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斸旑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旙旛旂斸旘旙斸旑斾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 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
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旝斿旘斿斸旑斸旍旟旡斿斾棶斣旇斿旘斿旙旛旍旚旙旙旇旓旝斿斾旚旇斸旚旚旇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旚旓旚斸旍旙旓旍旛斺旍斿旙旛旂斸旘棳旙旛斻旘旓旙斿斸旑斾旘斿斾旛斻旈旑旂
旙旛旂斸旘旈旑旚旇斿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旝斿旘斿斺斿旚旝斿斿旑棽灡棿棾棩 暙棿灡棿椃棩棳棻灡棸椄棩 暙棽灡椆棸棩 斸旑斾棻灡棻 棩 暙棻灡棿椄棩棳
旘斿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旍旟棶斄旍旍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 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斻旓旑旚斸旈旑斿斾棻椃旊旈旑斾旙旓旀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棳旈旑斻旍旛斾旈旑旂旙斿旜斿旑
旇旛旐斸旑斺旓斾旟斿旙旙斿旑旚旈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旙旛斻旇斸旙旔旇斿旑旟旍斸旍斸旑旈旑斿棳旚旇旘斿旓旑旈旑斿棳旍旟旙旈旑斿斸旑斾旙旓旓旑棬旚旘旟旔旚旓旔旇斸旑旑旓旚斾斿旚斿斻旚斿斾棭棳旚旝旓
斻旇旈旍斾旘斿旑斿旙旙斿旑旚旈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 棬旇旈旙旚旈斾旈旑斿斸旑斾斸旘旂旈旑旈旑斿棭棳旚旝旓旙斿旐旈灢斿旙旙斿旑旚旈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 棬斻旟旙旚旈旑斿斸旑斾旚旟旘旓旙旈旑斿棭斸旑斾椂
旊旈旑斾旙旓旀旑旓旑灢斿旙旙斿旑旚旈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棶斣旇斿旚旓旚斸旍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旈旑旚旇斿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 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
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旘斸旑旂斿斾旀旘旓旐椂椄椄灡棽椂旚旓棻棻棸椆灡棽旐旂暏旇旂棴棻棶斣旇斿旘斸旚旈旓旙旓旀斿旙旙斿旑旚旈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棳旚斸旙旚斿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
斸旑斾旐斿斾旈斻旈旑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旚旓旚旓旚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旝斿旘斿斺斿旚旝斿斿旑棽棿灡棻棾棩暙棽灡椄棸棩棳椆棸灡棿棻棩暙椆棻灡棿椃棩斸旑斾椂椃灡椆椄棩暙
椃棽灡椆椃棩棳旘斿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旍旟棶斣旇斿旘斿旝斸旙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旚旇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旙旓旍旛斺旍斿旙旛旂斸旘旙斸旑斾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
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棶斣旇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旚旓旚斸旍旙旓旍旛斺旍斿旙旛旂斸旘旝斸旙旇旈旂旇旍旟旙旈旂旑旈旀旈斻斸旑旚旍旟旔旓旙旈旚旈旜斿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斿斾旝旈旚旇旚旇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
旙旛斻旘旓旙斿棳斸旑斾旙旈旂旑旈旀旈斻斸旑旚旔旓旙旈旚旈旜斿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斿斾旝旈旚旇旚旇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旙旝斿斿旚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旙旛斻旇斸旙旙斿旘旈旑斿棳斸旍斸旑旈旑斿斸旑斾
旇旈旙旚旈斾旈旑斿棶斣旇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旘斿斾旛斻旈旑旂旙旛旂斸旘旝斸旙旙旈旂旑旈旀旈斻斸旑旚旔旓旙旈旚旈旜斿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斿斾旝旈旚旇旚旇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斸旙旔斸旘旚旈斻斸斻旈斾棶
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椇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椈旀旘旛旈旚椈旙旛旂斸旘椈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椈斻旓旐旔旓旑斿旑旚旈斸旍斸旑斸旍旟旙旈旙

暋暋橄榄 棬斕旓旛旘棶棭斠斸旛斿旙斻旇棶棳又名青

果暍白榄暍青榄暍甘榄等棳属于橄榄科 斅旛旘旙斿旘斸斻斿斸斿橄

榄属 斕棶常绿乔木棳是著名的热带亚热

带果树棳为药食兼用型水果暎中国橄榄有棽棸棸棸多

福建农业学报棽椄棬棭椇棿椃棽暙棿椃椃棳棽棸棻棾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椄棴棸棾椄棿 棬棽棸棻棾棭棸 棴棿椃棽棴棸椂



年栽培历史棳经长期自然选择暍人工选择和栽培驯

化棳遗传资源极为丰富棳主要分布在福建和广东两

省棳在广西暍台湾暍云南暍四川暍贵州暍浙江等省

棬区棭也有分布椲棻椵暎橄榄果实可用于加工和鲜食暎
目前绝大部分橄榄品种因质地粗硬暍口味苦涩棳只

能用于加工棳售价仅为棻灡椂暙 灡棸元暏旊旂棴棻暎而品

质优良的鲜食橄榄一直供不应求棳价格高达棽棸暙
椄棸元暏旊旂棴棻暎橄榄鲜食有开胃暍健脾暍去脂减肥暍
润喉暍生 津暍解 毒 等 功 效棳深 受 广 大 消 费 者 青

睐椲棽椵暎糖和氨基酸是橄榄果实中重要的品质成分棳
对其果实的营养品质和风味均有重要贡献暎然而在

我国有关橄榄中糖和氨基酸的研究报道不多棳目前

仅对橄榄果实中糖椲棾椵暍氨基酸椲棿棴椃椵组成与含量进行

了研究棳但有关橄榄果实中糖与氨基酸相关性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暎本研究以橄榄鲜果为试材棳研究其

糖和氨基酸组成与含量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棳旨在

为橄榄鲜果品质评价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材料

取样于棽棸棻棽年棻棻月中旬在中国橄榄之乡暘福

建省闽侯县橄榄生产园进行暎供试材料为棻 暙棽棸
年生橄榄嫁接树棳供试品种 棬系棭为 暜福榄棻号暞暍
暜檀香暞暍暜春阳棽号暞暍暜长营暞暍暜自来圆暞暎每个品

种 棬系棭选定棾株长势较为一致的树作为取样树棳
棻株树为 棻次重复棳从每株树冠外围中上部东暍
南暍西暍北棿个不同部位采摘具有该品种 棬系棭特

征暍无损伤暍无病虫害且成熟度较为一致的果实暎

每个品种 棬系棭采摘果实约棻旊旂棳果实采摘后常

温下及时运回实验室处理待测暎
棻灡棽暋测定方法

还原糖的测定按 斍斅棷斣棸棸椆灡椃灢棽棸棸椄食品中还

原 糖 的 测 定 方 法 进 行棳 蔗 糖 的 测 定 按 斍斅棷
斣棸棸椆灡椄灢棽棸棸椄食品中蔗糖的测定方法进行棳可溶

性总糖含量椊还原糖含量棲蔗糖含量棷棸灡椆 椲椄椵暎棻椃
种氨基酸测定按 斍斅棷斣棸棸椆灡棻棽棿灢棽棸棸棾食品中氨基

酸的测定方法进行暎待测样品经盐酸水解暍过滤暍
蒸干暍离心棳取上清液微孔过滤后采用日立 斕灢
椄椄棸棸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进行分析暎
棻灡棾暋数据统计

所有数据经 斖旈斻旘旓旙旓旀旚斚旀旀旈斻斿斉旞斻斿旍和斈斝斢旜椃灡
分析软件统计分析并进行显著性比较棬 椉棸灡棸 棭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橄榄果实中糖组成与含量

橄榄果实中糖为蔗糖和还原糖棳其含量在 个

橄榄品种 棬系棭果实中存在差异暎可溶性总糖含量

为棽灡棿棾棩暙棿灡棿椃棩棳含量 高的为 暜福榄棻号暞棳
低的为 暜自来圆暞暎 暜福榄棻号暞的蔗糖含量

高棳达棽灡椆棸棩椈占可 溶性 总 糖 比 例 高 的 则 是

暜檀香暞棳达椂灡棸棻棩椈暜自来圆暞的蔗糖含量 低棳
为棻灡棸椄棩棳占可溶性总糖的棿棿灡棿棿棩暎还原糖含量

总体上低于蔗糖含量棳为棻灡棻 棩暙棻灡棿椄棩棳在品

种 棬系棭间未达到显著水平椈占可溶性总糖比例

高的是 暜自来圆暞棳达 棾灡棸椆棩椈占可溶性总糖比

例 低的是 暜檀香暞棳为棾棻灡棻棩 棬表棻棭暎

表棻暋不同橄榄品种棬系棭果实中糖的组成与含量

斣斸斺旍斿棻暋斣旇斿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斸旑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旙旛旂斸旘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

品种棬系棭 蔗糖 还原糖

含量棷棩 占可溶性总糖棷棩 含量棷棩 占可溶性总糖棷棩
可溶性总糖含量

棷棩
福榄棻号 棽灡椆棸斸 椂棿灡椄椄 棻灡棿棽斸 棾棻灡椃椃 棿灡棿椃斸

檀香 棽灡椂棽斸斺 椂灡棸棻 棻灡棽椃斸 棾棻灡棻 棿灡棸棾斸斺
自来圆 棻灡棸椄斻 棿棿灡棿棿 棻灡棽椆斸 棾灡棸椆 棽灡棿棾斻
长营 棻灡椆棽斺 棿灡椄椂 棻灡棿椄斸 棿棽灡棽椆 棾灡棸斺

春阳棽号 棽灡棽椆斺 椂棿灡棾棾 棻灡棻斸 棾棽灡棾棸 棾灡椂斺
注椇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暎

棽灡棽暋橄榄果实中氨基酸组成与含量

研究结果 棬表棽棭表明棳橄榄果实中氨基酸种

类较齐全棳 个品种 棬系棭果实中均含有棻椃种氨

基酸棳包括苯丙氨酸暍苏氨酸和赖氨酸等椃种人体

必需氨基酸 棬色氨酸 斣旘旔未检测棭棳组氨酸和精氨

酸棽种儿童必需氨基酸棳胱氨酸和酪氨酸棽种半必

需氨基酸及椂种非必需氨基酸暎

棾椃棿第 期 万继锋等椇橄榄果实中糖和氨基酸组成与含量分析



表棽暋不同橄榄品种棬系棭果实中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斣斸斺旍斿棽暋斣旇斿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斸旑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

种类
含量棷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福榄棻号 檀香 自来圆 长营 春阳棽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极差

变异系数
棷棩

天门冬氨酸 斄旙旔 棻棽椆灡椄 棻棻棸灡棸 椆灡椃棽 棻棽棸灡棿 椆椃灡棽棻 棻棻棸灡椂棽 棻棿灡椂椂 棾棾灡椄椂 棻棾灡棽
苏氨酸斣旇旘 棿椃灡棽椄 棾椃灡棸棸 棽椆灡椆棾 棾棸灡椄棾 棾棸灡椃 棾灡棻椂 椃灡棾 棻椃灡棾 棽棸灡椆棸
丝氨酸斢斿旘 椂椃灡椆棸 椃灡棿棽 棿棸灡棾棾 棿棻灡椆棿 棿棻灡棽棸 棿椆灡椃椂 棻棽灡棾椂 棽椃灡椃 棽棿灡椄棿
谷氨酸斍旍旛 棾椃椆灡椄椃 棽棾椄灡棻棾 棽棾灡椆棸 棽棻椄灡椆棽 棽棽椆灡棸椄 棽椂棾灡椆椄 椂椂灡棸 棻椂棸灡椆 棽灡棸棽
甘氨酸斍旍旟 棿棾灡棻棿 棽椆灡棿 棽椂灡棽椂 棽椂灡椆椄 棽棿灡棻椆 棾棸灡棸棽 椃灡椄 棻椄灡椆 棽灡棽
丙氨酸 斄旍斸 椆棾灡棾椃 椃棿灡棾棿 棿棽灡棾椆 棿棾灡棻椄 棿椃灡椂棽 椂棸灡棻椄 棽棽灡椃棽 棸灡椆椄 棾椃灡椃
胱氨酸斆旟旙 棾灡棿椄 棻灡棽棻 棸灡椆棿 棸灡椄棽 棸灡椃棽 棻灡棿棾 棻灡棻椂 棽灡椃椂 椄棻灡棻棻
缬氨酸 斨斸旍 棸灡椃椆 棾棿灡棾椂 棾棾灡椆棿 棽椆灡椃椆 棽椃灡棸 棾灡棽椄 椆灡棻棿 棽棾灡棽椆 棽灡椄
甲硫氨酸 斖斿旚 椂灡椄椃 棽灡椄棾 棾灡棽 棽灡椃 棻灡棽棽 棾灡棿棸 棽灡棻棻 灡椂 椂棽灡棸椂
异亮氨酸斏旍斿 棾棿灡椂棽 棽棿灡棾棿 棽椂灡棸椆 棽棾灡棸棸 棽棾灡棻棾 棽椂灡棽棾 棿灡椄 棻棻灡椂棽 棻椄灡棿椆
亮氨酸斕斿旛 棻灡棻 棾棿灡椆椂 棾棸灡椄棸 棾棿灡椄椆 棾棾灡棸 棾椃灡棻棾 椄灡棽棻 棽棸灡椃棻 棽棽灡棻棻
酪氨酸斣旟旘 棽椆灡棸椆 棽棻灡棾椄 棻椄灡椂椆 棻灡棻椂 棻棿灡椄 棻椆灡椄棾 灡椄棾 棻棿灡棽棿 棽椆灡棿棸
苯丙氨酸斝旇斿 棾棾灡椄椂 棽棽灡棽棾 棽棸灡棽棽 棽棻灡椆棻 棽棸灡椆棸 棽棾灡椄棽 灡椂椃 棻棾灡椂棿 棽棾灡椄棸
赖氨酸斕旟旙 棿棾灡棻 棾灡椆棸 棾棾灡棸椃 棾椂灡棻 棽椆灡棾棽 棾灡椂椂 灡棽棾 棻棿灡棻椆 棻棿灡椂椃
组氨酸 斎旈旙 棻椄灡棸 棻棿灡棽棿 棻棽灡棿棽 棻棾灡椄棻 棻棿灡椆 棻棿灡椃棻 棽灡棽椃 椂灡棸椄 棻灡棿棾
精氨酸 斄旘旂 棾椂灡椄椃 棽棻灡棾椄 棽棸灡棸棿 棽棿灡椆 棽棸灡棽 棽棿灡椃 椃灡棸棿 棻椂灡椄棾 棽椄灡棿棿
脯氨酸斝旘旓 棾椆灡棽椄 微量 微量 棾椂灡椆棿 棾棾灡棸棸 棽棻灡椄棿 棽棸灡棸椃 棾椆灡棽椄 椆棻灡椆棸
总氨基酸 斣斄斄 棻棻棸椆灡棽斸 椃椆灡棾棻斺 椂椄椄灡棽椂斺 椃棽棽灡椃棿斺 椂椄椆灡棾棸斺 椃椆棾灡椄棾 棻椃椄灡椄椃 棿棽棻灡棽椂 棽棽灡棾
必需氨基酸斉斄斄 棽椂椄灡棿棿斸 棻椆棻灡椂棽斺 棻椃椃灡椃斺 棻椃椆灡棸斺 棻椂椂灡棾棽斺 棻椆椂灡椂椆 棿棻灡棻棸 棻棸棽灡棻棽 棽棸灡椆棸
儿童必需氨基酸斆斉斄斄 灡棾椃 棾灡椂棽 棾棽灡棿椂 棾椄灡椃椂 棾灡棻棻 棾椆灡棿椂 椆灡棻椃 棽棽灡椆棻 棽棾灡棽棿
非必需氨基酸 斘斉斄斄 椄棿棻灡棸椄 椂椃灡椂椆 棻棸灡椂椆 棿棾灡棽棿 棽棽灡椆椄 椆椃灡棻棿 棻棾椄灡棸椃 棾棾棸灡棾椆 棽棾灡棻棽
斉斄斄棷斣斄斄棬棩棭 棽棿灡棻椆 棽灡棽棿 棽灡椄棸 棽棿灡椄棿 棽棿灡棻棾 棽棿灡椄棿 棸灡椃棻 棻灡椂椃 棽灡椄椂
斆斉斄斄棷斣斄斄棬棩棭 棿灡椆椆 棿灡椂椆 棿灡椃棽 灡棾椂 灡棸椆 棿灡椆椃 棸灡棽椄 棸灡椂椃 灡椂棾
斉斄斄棷斘斉斄斄 棸灡棾棽 棸灡棾棿 棸灡棾 棸灡棾棾 棸灡棾棽 棸灡棾棾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棾 棾灡棸棾

注椇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暎

暋暋棻椃 种氨基酸含量在 个橄榄品种 棬系棭果

实中 存 在 差 异棳 总 含 量 为 椂椄椄灡棽椂暙棻 棻棸椆灡棽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各种氨基酸含量的范围为椇天门冬氨

酸椆灡椃棽暙棻棽椆灡椄 旐旂暏旇旂棴棻椈苏 氨 酸 棽椆灡椆棾暙
棿椃灡棽椄 旐旂 暏 旇旂棴棻椈 丝 氨 酸 棿棸灡棾棾 暙 椂椃灡椆棸
旐旂暏旇旂棴棻椈谷氨酸 棽棻椄灡椆棽暙棾椃椆灡椄椃 旐旂暏旇旂棴棻椈
甘氨酸棽棿灡棻椆暙棿棾灡棻棿旐旂暏旇旂棴棻椈丙氨酸棿棽灡棾椆暙
椆棾灡棾椃旐旂暏旇旂棴棻椈胱氨酸棸灡椃棽暙棾灡棿椄旐旂暏旇旂棴棻椈
缬氨酸棽椃灡棸暙 棸灡椃椆旐旂暏旇旂棴棻椈甲硫氨酸棻灡棽棽暙
椂灡椄椃 旐旂 暏 旇旂棴棻椈 异 亮 氨 酸 棽棾灡棸棸 暙 棾棿灡椂棽
旐旂暏旇旂棴棻椈亮氨酸棾棸灡椄棸暙 棻灡棻旐旂暏旇旂棴棻椈酪

氨酸棻棿灡椄 暙棽椆灡棸椆旐旂暏旇旂棴棻椈苯丙氨酸棽棸灡棽棽暙
棾棾灡椄椂旐旂暏旇旂棴棻椈赖氨酸棽椆灡棾棽暙棿棾灡棻旐旂暏旇旂棴棻椈
组氨酸棻棽灡棿棽暙棻椄灡棸旐旂暏旇旂棴棻椈精氨酸棽棸灡棸棿暙

棾椂灡椄椃旐旂暏旇旂棴棻椈脯氨酸微量暙棾椆灡棽椄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各种氨基酸变异系数为棻棾灡棽 棩暙椆棻灡椆棸棩棳其中

脯氨酸暍胱氨酸暍甲硫氨酸变异系数较大暎从平均

数得出棳橄榄氨基酸含量较高的为谷氨酸暍天门冬

氨酸暍丙氨酸暍丝氨酸棳胱氨酸暍甲硫氨酸含量较

少棳其他氨基酸含量为棻棿灡椃棻暙棾椃灡棻棾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棽灡棾暋橄榄果实中必需氨基酸组成与含量

由表棽可看出棳 个橄榄品种 棬系棭果实中棳
人 体 必 需 氨 基 酸 的 含 量 为 棻椂椂灡棾棽暙棽椂椄灡棿棿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占总氨基酸含量的棽棿灡棻棾棩暙棽灡椄棸棩椈
儿童 必 需 氨 基 酸 含 量 较 低棳为 棾棽灡棿椂暙 灡棾椃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占总氨基酸含量的棿灡椂椆棩暙灡棾椂棩暎
棽灡棿暋橄榄果实中味觉氨基酸组成与含量

大多数氨基酸都有一定的味感棳对味觉产生影

棿椃棿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响暎根据对味觉产生的影响棳氨基酸主要分为鲜味

类暍甜味类和苦味类椲椆棴棻棸椵暎研究结果棬表棾棭表明棳
个橄榄品种棬系棭果实中味觉氨基酸的含量存在差

异棳总含量为椂棽棾灡棻棿暙棻棸棻棿灡椆棿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占总氨

基酸含量的椆棸灡棿棻棩暙椆棻灡棿椃棩椈暜福榄棻号暞的含量

显著高于暜檀香暞暍暜自来圆暞暍暜长营暞和暜春阳棽号暞的
含量暎

橄榄果实中鲜味类氨基酸主要为谷氨酸和天门

冬氨酸暎 个橄榄品种 棬系棭果实中棳鲜味类氨基

酸的 含 量 存 在 差 异棳 含 量 为 棾棽椂灡棽椆暙 棸椆灡棿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 占 总 氨 基 酸 含 量 的 棿灡椄 棩 暙
棸灡椄棸棩椈暜福榄棻号暞的含量 高棳暜檀香暞暍暜自
来圆暞暍暜长营暞和 暜春阳棽号暞的含量之间未达到

显著差异水平暎
橄榄果实中棳甜味类氨基酸主要为丙氨酸暍甘

氨酸暍丝氨酸暍苏氨酸和脯氨酸暎甜味类氨基酸含

量与 鲜 味 类 氨 基 酸 含 量 的 情 况 相 似棳含 量 为

棻棾椄灡椆棻暙棽椆棸灡椆椃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棽棸灡棻椄棩暙棽椂灡棽棽棩暎
橄榄果实中棳苦味类氨基酸主要为缬氨酸暍甲

硫氨酸暍异亮氨酸暍亮氨酸暍精氨酸和苯丙氨酸暎
苦味类氨基酸的含量较鲜味类氨基酸和甜味类氨基

酸的低棳含量为棻棽椂灡椃椃暙棽棻棿灡棽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占总

氨基酸含量的棻椄灡棾椆棩暙棻椆灡椂棩椈暜檀香暞暍暜自来

圆暞暍暜长营暞和 暜春阳棽号暞的含量之间未达到显

著水平棳但显著低于 暜福榄棻号暞的含量暎

表棾暋不同橄榄品种棬系棭果实中味觉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斣斸斺旍斿棾暋斣旇斿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斸旑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旚斸旙旚斿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

品种棬系棭
鲜味类氨基酸 甜味类氨基酸 苦味类氨基酸

含量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占总氨基酸棷
棩

含量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占总氨基酸棷
棩

含量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占总氨基酸棷
棩

总量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占总氨基酸棷
棩

福榄棻号 棸椆灡棿斸 棿灡椆棽 棽椆棸灡椆椃斸 棽椂灡棽棽 棽棻棿灡棽斸 棻椆灡棾棾 棻棸棻棿灡椆棿斸 椆棻灡棿椃
檀香 棾棿椄灡棻椄斺 棿灡椄 棻椆椄灡棾棸斺 棽椂灡棻棻 棻棿棸灡棻棸斺 棻椄灡棿 椂椄椂灡椄斺 椆棸灡棿棻

自来圆 棾棿椆灡椂棽斺 棸灡椄棸 棻棾椄灡椆棻斺 棽棸灡棻椄 棻棾棿灡椂棻斺 棻椆灡椂 椂棽棾灡棻棿斺 椆棸灡棿
长营 棾棾椆灡棿椂斺 棿椂灡椆椃 棻椃椆灡椄椃斺 棽棿灡椄椆 棻棾椃灡棻棻斺 棻椄灡椆椃 椂椂灡棿棿斺 椆棸灡椄棾

春阳棽号 棾棽椂灡棽椆斺 棿椃灡棾棿 棻椃椂灡椃椂斺 棽灡椂棿 棻棽椂灡椃椃斺 棻椄灡棾椆 椂棽椆灡椄棽斺 椆棻灡棾椃
注椇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暎

棽灡 暋橄榄果实中药用氨基酸组成与含量

橄榄果实中药用氨基酸主要为天门冬氨酸暍谷

氨酸暍甘氨酸暍甲硫氨酸暍亮氨酸暍酪氨酸暍苯丙

氨酸暍赖氨酸暍精氨酸椲棻棻棴棻棽椵暎 个橄榄品种 棬系棭
果实中棳药用氨基酸的含量存在差异棳总含量为

棿椃棸灡椃椆暙椃棿灡棾棸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椂椃灡椆椄棩暙椃棽灡椆椃棩椈以 暜福榄棻号暞的含量 高棳
显著高于其他棿个品种 棬系棭棳而其他棿个品种

棬系棭含量未达到显著水平 棬表棿棭暎

表棿暋不同橄榄品种棬系棭果实中药用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斣斸斺旍斿棿暋斣旇斿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斸旑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旐斿斾旈斻旈旑斸旍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

品种棬系棭
天门冬氨酸

斄旙旔棷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谷氨酸

斍旍旛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甘氨酸

斍旍旟棷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甲硫氨酸

斖斿旚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亮氨酸

斕斿旛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酪氨酸

斣旟旘棷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苯丙氨酸

斝旇斿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赖氨酸

斕旟旙棷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精氨酸

斄旘旂棷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总量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占总氨基酸

棷棩
福榄棻号 棻棽椆灡椄 棾椃椆灡椄椃 棿棾灡棻棿 椂灡椄椃 棻灡棻 棽椆灡棸椆 棾棾灡椄椂 棿棾灡棻 棾椂灡椄椃 椃棿灡棾棸斸 椂椃灡椆椄

檀香 棻棻棸灡棸 棽棾椄灡棻棾 棽椆灡棿 棽灡椄棾 棾棿灡椆椂 棽棻灡棾椄 棽棽灡棽棾 棾灡椆棸 棽棻灡棾椄 棻椂灡棿棸斺 椂椄灡棸棻
自来圆 椆灡椃棽 棽棾灡椆棸 棽椂灡棽椂 棾灡棽 棾棸灡椄棸 棻椄灡椂椆 棽棸灡棽棽 棾棾灡棸椃 棽棸灡棸棿 棸棽灡棽棽斺 椃棽灡椆椃
长营 棻棽棸灡棿 棽棻椄灡椆棽 棽椂灡椆椄 棽灡椃 棾棿灡椄椆 棻灡棻椂 棽棻灡椆棻 棾椂灡棻 棽棿灡椆 棸棽灡棿棾斺 椂椆灡棽

春阳棽号 椆椃灡棽棻 棽棽椆灡棸椄 棽棿灡棻椆 棻灡棽棽 棾棾灡棸 棻棿灡椄 棽棸灡椆棸 棽椆灡棾棽 棽棸灡棽 棿椃棸灡椃椆斺 椂椄灡棾棸

棽灡椂暋橄榄果实中糖与氨基酸含量相关性

相关分析结果 棬表 棭表明棳橄榄果实中可溶

性糖含量与氨基酸含量存在相关性椈可溶性总糖含

量与蔗糖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棳与丝氨酸暍丙氨

酸暍组氨酸暍甜味类氨基酸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椈还

原糖含量与天门冬氨酸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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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暋不同橄榄品种棬系棭果实中糖与氨基酸的相关性分析

斣斸斺旍斿 暋斣旇斿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旓旀旙旛旂斸旘旙斸旑斾斸旐旈旑旓斸斻旈斾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旓旍旈旜斿旀旘旓旐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棬旙旚旘斸旈旑旙棭

相关系数

氨基酸

天门冬
氨酸

苏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 胱氨酸 缬氨酸
甲硫
氨酸

异亮
氨酸

亮氨酸 酪氨酸
苯丙
氨酸

蔗糖 棸灡椂棽 棸灡椃椃 棸灡椄棸 棸灡棿椆 棸灡椂棾 棸灡椄棽灣 棸灡椂棻 棸灡棸 棸灡棾 棸灡棿棾 棸灡椃棻 棸灡椂 棸灡椂椃
还原糖 棸灡椄棽灣 棸灡棾 棸灡棾棸 棸灡棾 棸灡棿椆 棸灡棽棽 棸灡棿棽 棸灡棿棿 棸灡 棸灡棾椄 棸灡棿椃 棸灡棾棽 棸灡棿椃
可溶性总糖 棸灡椃棿 棸灡椄棻 棸灡椄棾灣 棸灡棾 棸灡椃棸 棸灡椄棿灣 棸灡椂椃 棸灡椂 棸灡棿棿 棸灡棿椄 棸灡椃椃 棸灡椂棸 棸灡椃棾

相关系数

氨基酸

赖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脯氨酸
总氨
基酸

必需
氨基酸

鲜味类
氨基酸

甜味类
氨基酸

苦味类
氨基酸

药用
氨基酸

蔗糖 还原糖
可溶性
总糖

蔗糖 棸灡棽 棸灡椄棽灣 棸灡椂棸 棸灡棿棾 棸灡椂椂 棸灡椂棽 棸灡棿 棸灡椄棿灣 棸灡椆 棸灡椄 棻灡棸棸
还原糖 棸灡椃椂 棸灡棽椆 棸灡椂棽 棸灡棾椄 棸灡棿椂 棸灡棿椆 棸灡棿椂 棸灡棿棸 棸灡棿椆 棸灡棿椆 棸灡棸椂 棻灡棸棸
可溶性总糖 棸灡椂棿 棸灡椄 灣 棸灡椂椆 棸灡棿椄 棸灡椃棽 棸灡椂椄 棸灡椂棻 棸灡椄椄灣 棸灡椂椂 棸灡椂棿 棸灡椆椆灣灣 棸灡棽棾 棻灡棸棸

注椇灣表示显著差异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棳灣灣表示极显著差异水平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

棾暋讨论与结论

糖和氨基酸是橄榄果实中重要的品质成分棳果

肉中糖和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对其果实的营养品质

和风味均有重要影响暎在本研究中棳橄榄果实含有

蔗糖和还原糖等可溶性糖棳氨基酸种类较齐全棳含

有棻椃种氨基酸 棬由于采用酸水解法测定氨基酸棳
色氨酸被破坏而未检测棭棳与前人椲棾棴椂椵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暎不同橄榄品种 棬系棭果实中各种糖暍氨基

酸含量存在差异棳这可能与其遗传特性等因素有

关暎橄榄 果 实 中 可 溶 性 总 糖 含 量 为 棽灡棿棾棩 暙
棿灡棿椃棩棳味觉氨基酸占总氨基酸含量的比例高达

椆棸灡棿棻棩暙椆棻灡棿椃棩暎橄榄鲜食初感苦涩后回甘棳这

可能与橄榄果实中可溶性糖和味觉氨基酸有关暎
在本 研 究 中棳橄 榄 果 实 的 斉斄斄棷斣斄斄 值 为

棽棿灡椄棿棩棳斉斄斄棷斘斉斄斄 值 为 棸灡棾棾棳 明 显 低 于

斊斄斚棷斪斎斚理想模式规定的棿棸棩和棸灡椂棸椲棻棾椵暎因

此棳橄榄果实中的蛋白质质量不高暎相关分析结果

表明棳橄榄果实中可溶性糖含量与氨基酸含量存在

相关性椈可溶性总糖含量与蔗糖含量呈极显著正相

关棳与丝氨酸暍丙氨酸暍组氨酸暍甜味类氨基酸含

量呈显著正相关椈还原糖含量与天门冬氨酸含量呈

显著正相关暎因此棳橄榄果实中可溶性糖含量变化

可能会影响其氨基酸含量暎能否通过品种选育以及

肥暍水等栽培管理措施加以改善蛋白质质量有待进

一步研究暎
橄榄是传统的中药材和药食同源的功能性食

品暎在本研究中棳橄榄果肉中含有丰富的药用氨基

酸棳含量 高的药用氨基酸为谷氨酸棳其次为天门冬

氨酸棳其 药 用 氨 基 酸 占 总 氨 基 酸 含 量 的 比 例 为

椂椃灡椆椄棩 暙 椃棽灡椆椃棩棳 高 于 荔 枝 棬棽棿灡椂棩 暙
椆灡棽棩棭椲棻棿椵暍猕猴桃棬椂棻灡椆椃棩棭椲棻 椵暍黄皮棬椃灡椂棿棩暙

椂棾灡椆椄棩棭椲棻椂椵和火龙果棬椂棽灡椃椆棩暙椂椂灡椄椄棩棭椲椄椵棳与杨

梅 棬椃棸灡棾椂棩 暙 椃椃灡椃棻棩棭椲棻椂椵暍龙 眼 棬椂棿灡棿椄棩 暙
椄椄灡棸棸棩棭椲棻椃椵和李棬椂棻灡棻椃棩暙椃椄灡椄棿棩棭椲棻椄椵相当棳低于

番木瓜棬椃棿灡椂椄棩暙椄棾灡棻棻棩棭椲棻椆椵暎谷氨酸具有预防

贫血及解毒作用棳天门冬氨酸可镇咳祛痰棳延缓骨骼

和牙齿的破坏棳同时作用于肺部和呼吸作用椲棽棸棴棽棻椵暎
亮氨酸具有降低血液中血糖的作用椲棽棽棴棽棾椵暎甲硫氨

酸参与胆碱的合成棳具有去脂的功能椲棽棾椵暎橄榄鲜

食有开胃暍健脾暍去脂减肥暍润喉暍生津暍解毒等

功效椲棽椵棳这可能与橄榄果肉含有这些药用氨基酸有

关暎此外棳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都具有增强记忆的

功能椲棽棻椵棳谷氨酸还具有健脑作用椲棽棸椵棳因此富含谷

氨酸和天门冬氨酸的橄榄可作为 暟益智暠型水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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