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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为研究不同杨梅品种果实的香气成分组成及品种间的差异棳以软丝安海变暍浮宫棻号和东魁等棻棸个杨

梅品种果实为试材棳采用气质联用 棬斍斆灢斖斢棭技术棳对果实香气成分进行分析鉴定暎结果表明椇棻棸个品种杨梅

果实中共分离鉴定出棻棿棻种化学成分棳深红种含有的香气成分 多棳共棿棽种棳软丝安海变和八贤道含有的香气

成分 少棳均只含有棻棽种椈棻棸个品种果实中均含有烷烃和烯烃棳是杨梅果实香气成分的主体椈棻灢石竹烯是杨梅

果实的重要香气成分棳是唯一在棻棸个杨梅品种中均被鉴定出的香气成分暎不同杨梅品种果实间的香气成分差异

较大棳除了品种因素外棳栽培环境可能也是形成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暎
关键词椇杨梅椈果实椈香气成分椈斍斆灢斖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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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杨梅 斢旈斿斺棶斿旚斱旛斻斻为杨梅科杨

梅属植物棳为亚热带常绿乔木棳是我国著名的特色

果树棳栽培历史悠久棳现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各

省棳主要产区有浙江暍福建暍江苏暍湖南暍贵州暍
云南及广东等省椲棻椵暎杨梅根系具有固氮功能棳果实

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高棳且根暍叶暍树皮和果实均

可入药 椲棽棴棾椵暎杨梅叶及果实具有浓郁的香气棳杨

梅果实香气成分的分析鉴定可为农业栽培研究以及

储藏提供技术支持棳并为杨梅产品开发提供参考依

据椲棿椵暎刘宁等椲椵暍刁银军等椲椂椵暍王贤亲等椲椃椵和马惠

芬等椲椄椵分别对杨梅树叶的精油成分进行了分析鉴

定棳杨晓东等椲椆椵暍麻佳蕾等椲棾椵分别对杨梅果实的精

油成分进行了分析鉴定棳张洁等椲棻棸椵研究了东魁杨

梅果实储藏期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成分的变化棳康文

怀等椲棻棻椵定量分析了杨梅香气成分暎这些研究为系

统分析杨梅香气成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棳但由于杨

梅品种繁多棳再加上各地特殊的栽培种植条件棳往

往研究结果大不相同暎本研究采用气质联用 棬斍斆灢
斖斢棭技术棳对棻棸个品种杨梅果实中的香气成分进

行分析鉴定棳以期深入了解不同品种杨梅果实香气

差异棳为杨梅种质资源在贮藏保鲜暍食品和保健领

域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持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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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材料

试验材料为棻棸个杨梅品种的果实棳包括软丝

安海变暍硬丝安海变暍浮宫棻号暍八贤道暍二色杨

梅等 个福建品种棳晚稻杨梅暍荸荠种暍深红种暍
水晶杨梅和东魁等 个浙江品种暎软丝安海变暍硬

丝安海变暍浮宫棻号和东魁取自福建龙海棳八贤道

取自福建福州棳二色杨梅取自福建南平棳晚稻杨梅

和荸荠种取自浙江慈溪棳深红种和水晶杨梅取自浙

江上虞棳于棽棸棻棽年 暙椃月选取各自品种生长结果

正常的棾株果树取果棳每株树上选择大小一致暍完

全成熟的果实棻棸暙棽棸个棳速冻后直接送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测试中心实验室测定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 主 要 仪器 暋气质联用仪为椃椄椆棸斄棷椆椃斆
棬斍斆棷斖斢斈棭棳美 国 斄旂旈旍斿旑旚公 司椈斎斝灢斖斢 色 谱

柱椈斢斝斖斉萃取柄棳美国斢旛旔旍斿斻旓公司椈聚二甲基

硅氧烷 棬斝斈斖斢棭萃取头棳美国斢旛旔旍斿斻旓公司暎
棻灡棽灡棽暋前处理暋挥发性气体收集椇随机取棻棸个果

实切碎棳取约棻棸旂样品置于棻 旐斕顶空瓶中棳将

老化后的 斢斝斖斉萃取头插入样品瓶顶空部分棳收

集棻旇后将萃取头收起棳并插入气相色谱进样口棳
同时启动仪器采集数据暎
棻灡棽灡棾暋斍斆灢斖斢分析暋斍斆灢斖斢分析条件为色谱条

件椇采用 斎斝灢斖斢色谱柱棳进样口温度棽棸曟棳压力

棿灡棾棾椄旔旙旈棳总流量棻棸棿旐斕暏旐旈旑棴棻棳隔垫吹扫流量

棾旐斕暏旐旈旑棴棻棳不分流暎升温程序椇棸曟保持棽旐旈旑棳
以 曟暏旐旈旑棴棻上升到棽椄棸曟并保持棾旐旈旑暎采集模

式为全扫描椈斉斖斨模式为相对值椈全扫描参数为开

始时的质量数 棸灡棸棸旛棳结束时的质量数 棸灡棸棸旛椈
斖斢温度为离子源棽棾棸曟棳斖斢四级杆棻棸曟暎
棻灡棽灡棿暋数据处理和质谱检索暋样品经 斍斆灢斖斢分

析棳各分离组分利用计算机谱 棬斘斏斢斣棷斪斏斕斉斮棭
进行检索棳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进行相对定量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不同杨梅品种果实的香气成分种类分析

经 斍斆灢斖斢分析鉴定棳在棻棸个品种杨梅果实中

共鉴定出棻棿棻种挥发性成分棳各品种果实中挥发性

香气成分情况见表棻暎果实中含有香气成分种类

多的品种是深红种棳共含有棿棽种椈荸荠种含有的香

气成分也较多棳达到了棿棸种椈含有香气成分 少的

是软丝安海变和八贤道棳均只含有棻棽种暎棻棸个杨

梅品种果实的香气成分均含有烷烃和烯烃棳表明这

棽种香气成分是杨梅香气成分的主体棳这棽种香气

总含量除了二色杨梅棬棾灡椄棻棩棭外棳其他椆个杨梅品

种均超过椃棸棩棳其中深红种 高棳达到了椆椃灡棾棻棩棳
浮宫棻号也较高棳达到了椆灡棾棩暎棻棸个杨梅香气

成分中只有 个品种含有酮类和芳香烃物质棳酮类

相对含量从棸灡棽椂棩棬浮宫棻号棭至棻灡椃椂棩棬东魁棭椈芳
香烃相对含量从棸灡棽棿棩棬二色杨梅棭至棻灡椃椂棩棬东
魁棭暎醇类和酯类均存在于椄个品种中棳醇类相对含

量从棸灡椄棽棩棬晚稻杨梅棭至棿棽灡棿椆棩棬二色杨梅棭棳酯类

相对含量从棸灡棽 棩棬深红种棭至棽棻灡棿椂棩棬二色杨梅棭暎
棽灡棽暋不同杨梅品种果实的主要香气成分分析

棻棸个品种杨梅果实的主要香气组成及相对含

量分析见表棽暎软丝安海变的棾种 主要香气成分

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椄椂灡椃 棩棳其中相对含量 高

的棻灢石竹烯为椃椃灡椃棻棩椈晚稻杨梅的棾种 主要香

气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椄棸灡椆椆棩棳其中相对含

量 高的的棻灢石竹烯为椃棸灡棸椆棩椈荸荠种的棾种

主要香气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椃椃灡椄椆棩棳其中

相对含量 高的棻灢石竹烯为椃棸灡椄椂棩椈深红种的棾
种 主要香气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椃椃灡棿棸棩棳
其中相对含量 高的棻灢石竹烯是椃棸灡棾椃棩椈东魁的棾
种 主要香气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椃棾灡棽棽棩棳
其中相对含量 高的二十四烷是棿棻灡棾棻棩椈二色杨

梅的棾 种 主要香气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

椂棽灡椂椆棩棳其 中 相 对 含 量 高 的 棿灢萜 烯 醇 为

棾椂灡棸棸棩椈八贤道的棾种 主要香气成分占挥发性成

分总量的 灡 棩棳其中相对含量 高的棻灢石竹烯

是棾棽灡椂棻棩椈浮宫棻号的棾种 主要香气成分占挥

发性成分总量的 棽灡棾棿棩棳其中相对含量 高的十

八烷为棻椄灡棸 棩椈硬丝安海变的棾种 主要香气成

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棿棽灡椄椃棩棳其中相对含量

高的二十七烷为棻灡棾椆棩椈水晶杨梅的棾种 主要

香气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棿棻灡椃棽棩棳其中相对

含量 高的 棬棻斠棭灢棬棲棭灢毩蒎烯是棻椃灡椂 棩暎
棻棸个品种杨梅果实中棳只有棻灢石竹烯在所有

品种中都被鉴定出棳但棻灢石竹烯在不同品种中相

对含量差异较大棳在软丝安海变暍荸荠种暍深红种

和晚稻杨梅中的相对含量均超过了椃棸棩棳分别达到

了椃椃灡椃棻棩暍椃棸灡椄椂棩暍椃棸灡棾椃棩和椃棸灡棸椆棩棳东魁和硬

丝安海变的相对含量均低于棾棩棳分别只有棸灡棸棩
和棽灡棽椄棩暎相对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软丝安海变暍
荸荠种暍深红种暍晚稻杨梅暍八贤道暍浮宫棻号暍水晶

杨梅暍二色杨梅暍硬丝安海变和东魁暎二十烷在椄个

杨梅品种中鉴定出棳其他棻棾椆种鉴定出的香气成分

均在少于椄个杨梅品种中同时出现暎

棾第椂期 张泽煌等椇棻棸份杨梅品种果实的香气成分研究



表棻暋不同品种杨梅香气成分分类

斣斸斺旍斿棻暋斆旍斸旙旙旈旀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斸旘旓旐斸旚旈斻斻旓旐旔旓旛旑斾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斺斸旟斺斿旘旘旟斻旛旍旚旈旜斸旘旙

品种 类别 醇类 酯类 酮类 烷烃 烯烃 芳香烃 其他 共计

软丝安海变 数量棷种 棻 棾 棸 棽 棸 棻 棻棽
相对含量棷棩 棻灡椂椆 椂灡棸棸 棸 椂灡棻椂 椄棾灡棻棸 棸 棾灡棸 棻棸棸

八贤道 数量棷种 棽 棻 棸 椂 棽 棸 棻 棻棽
相对含量棷棩 棻椃灡棾棿 椃灡椄棻 棸 棾棿灡棽 棾椂灡椃椂 棸 棾灡椄棿 棻棸棸

二色杨梅 数量棷种 棽 棾 棸 椂 棾 棻 棸 棻
相对含量棷棩 棿棽灡棿椆 棽棻灡棿椂 棸 棽棸灡椄椃 棻棿灡椆棿 棸灡棽棿 棸 棻棸棸

东魁 数量棷种 棸 棸 棻 椃 棻 棾 棻椃
相对含量棷棩 棸 棸 棻灡椃椂 椃椃灡椄棸 棸灡棸 棻灡椃椂 棿灡棻椄 棻棸棸

浮宫棻号 数量棷种 棸 棻 棻 棻棾 棻 棽 棽 棽棸
相对含量棷棩 棸 棽灡椂棻 棸灡棽椂 椃椄灡椆 棻椂灡椄 棸灡棿椂 棻灡棻棿 棻棸棸

硬丝安海变 数量棷种 棻 棸 棻 棻椂 棾 棸 棸 棽棻
相对含量棷棩 椃灡棿椃 棸 棻灡棸椂 椄棽灡棽椂 椆灡棽棽 棸 棸 棻棸棸

晚稻杨梅 数量棷种 棻 棾 棸 棻棻 椄 棻 椃 棾棻
相对含量棷棩 棸灡椄棽 棾灡棸椂 棸 椂灡棻椃 椄灡棸椄 棸灡棿棾 棿灡棿 棻棸棸

水晶杨梅 数量棷种 棽 棾 棻 棻椃 椃 棸 椄 棾椄
相对含量棷棩 椂灡棿椆 椃灡棾 棸灡椂棻 棾棻灡棸椄 棿椃灡棾椃 棸 椂灡椆棽 棻棸棸

荸荠种 数量棷种 棽 棿 棽 棻棻 棻棾 棻 椃 棿棸
相对含量棷棩 棻灡椃棻 棾灡椆 棻灡椂棸 椂灡棿棻 椄棻灡椂椆 棻灡椂椄 棽灡椆 棻棸棸

深红种 数量棷种 棽 棻 棸 棻椃 棻棾 棸 椆 棿棽
相对含量棷棩 棻灡棻 棸灡棽 棸 棻椄灡棸棽 椃椆灡棽椆 棸 棻灡棽椄 棻棸棸

表棽暋不同品种杨梅果实的主要香气成分及相对含量

斣斸斺旍斿棽暋斄旘旓旐斸旚旈斻斻旓旐旔旓旛旑斾旙斸旑斾旘斿旍斸旚旈旜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斆旇旈旑斿旙斿斺斸旟斺斿旘旘旈斿旙

品种 主要成分及相对含量棷棩 共计

软丝安海变 棻灢石竹烯 环氧石竹烯 棕榈酸乙酯 椄椂灡椃
椃椃灡椃棻 灡椆 棾灡棿

晚稻杨梅 棻灢石竹烯 环氧石竹烯 环庚烯 椄棸灡椆椆
椃棸灡棸椆 灡椂 灡棾棿

荸荠种 棻灢石竹烯 毩灢石竹烯 石竹素 椃椃灡椄椆
椃棸灡椄椂 棾灡椃棸 棾灡棾棾

深红种 棻灢石竹烯 环氧石竹烯 二十七烷 椃椃灡棿棸
椃棸灡棾椃 棾灡椆棽 棾灡棻棻

东魁 二十四烷 二十烷 棽棳灢二特丁基对苯二酚 椃棾灡棽棽
棿棻灡棾棻 棽椂灡椄棾 灡棸椄

二色杨梅 棿棴萜烯醇 乙酸乙酯 棬棻斠棭灢棬棲棭灢毩蒎烯 椂棽灡椂椆
棾椂灡棸棸 棻椆灡棸棻 椃灡椂椄

八贤道 棻灢石竹烯 十八烷 斸旍旔旇斸灢松油醇 灡
棾棽灡椂棻 棻棿灡棻椃 椄灡椃椃

浮宫棻号 十八烷 二十七烷 棻灢石竹烯 棽灡棾棿
棻椄灡棸 棻椃灡椃棻 棻椂灡椄

硬丝安海变 二十七烷 二十六烷 二十烷 棿棽灡椄椃
棻灡棾椆 棻棾灡椃 棻棾灡椃棾

水晶杨梅 棬棻斠棭棴棬棲棭灢毩蒎烯 棻灢十八烷烯 棻灢石竹烯 棿棻灡椃棽
棻椃灡椂 棻椂灡棽椂 椃灡椄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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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棾暋不同品种杨梅果实特征香气成分分析

棻棸个杨梅品种的香气成分差异较大棳每个品

种均含有其他品种所没有的特征香气成分棳数量在

棾暙棽棸种之间暎由表棾可知棳八贤道果实特征香气

成分数 少棳只有棾种棳其他香气成分数比较少的

还有硬丝安海变暍二色杨梅和软丝安海变棳均为

种椈果实特征香气成分数 多的是深红种棳共有

棽棸种棳特征香气成分数较多的还有晚稻杨梅和水

晶杨梅棳均为棻椂种暎特征香气成分数占比 低的

是硬丝安海变棳只有棽棾灡椄棻棩棳其次是八贤道为

棽 棩椈特征香气成分数占比 高的是晚稻杨梅棳达

到 棻灡椂棻棩棳其次是深红种棳也达到了棿椃灡椂棽棩暎
不同品种杨梅中 主要的特征香气成分及相对含量

分别是椇八贤道 棬椂棳椂灢二甲基二环 椲棾灡棻灡棻椵庚灢棽灢
烯灢棽灢甲醇棳椄灡椂棩棭暍硬丝安海变 棬十四甲基六硅

氧烷棳棽灡椂棻棩棭暍二色杨梅 棬乙酸乙酯棳棻椆灡棸棻棩棭暍
软丝安海变 棬棕榈酸乙酯棳棾灡棿 棩棭暍浮宫 棻 号

棬三十一烷棳棾灡棽棾棩棭暍东魁 棬棽棳 灢二特丁基对苯

二 酚棳 灡棸椄棩棭暍 荸 荠 种 棬棽棳椂灢二 乙 基 吡 啶棳
棸灡棻棩棭暍水晶杨梅 棬棻灢十八烷烯棳棻椂灡棽椂棩棭暍晚

稻杨梅 棬金刚烷棳棸灡椃椃棩棭和深红种 棬碘代十六

烷棳棽灡椂椃棩棭暎

表棾暋不同品种杨梅果实的特征香气成分及占比

斣斸斺旍斿棾暋斆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斸旘旓旐斸旚旈斻斻旓旐旔旓旛旑斾旙斸旑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旓旀
斆旇旈旑斿旙斿斺斸旟斺斿旘旘旈斿旙

品种
特征香气
成分棷种

占比例
棷棩 品种

特征香气
成分棷种

占比例
棷棩

八贤道 棾 棽灡棸棸 东魁 椂 棾灡棽椆
硬丝安海变 棽棾灡椄棻 荸荠种 棻棻 棽椃灡棸
二色杨梅 棾棾灡棾棾 水晶杨梅 棻椂 棿棾灡棽棿

软丝安海变 棿棻灡椂椃 晚稻杨梅 棻椂 棻灡椂棻
浮宫棻号 椂 棾棸灡棸棸 深红种 棽棸 棿椃灡椂棽

棾暋讨论与结论

目前我国对杨梅香气的研究还较少棳主要在杨

梅叶片椲椂棴椄椵暍果实精油椲棾棳椆棴棻棸椵等方面对少数几个杨

梅品种进行分析棳难以准确暍系统地对杨梅果实的

香气成分进行分析暍比较和鉴定暎本研究利用 斍斆灢
斖斢技术对棻棸个杨梅品种果实的香气进行了研究棳
结果表明烷烃和烯烃是绝大部分杨梅品种的 主要

挥发性成分棳这同康文怀等椲棻棻椵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暎本研究中东魁和荸荠种杨梅的香气成分及含量

与张洁等椲棻棸椵研究中的东魁及与康文怀等椲棻棻椵研究中

的荸荠种的试验结果不尽相同棳香气成分类型相似

但香气成分及含量有差异棳栽培环境可能是影响杨

梅果实香气成分及含量的一个重要因子暎生长环境

对杨梅果实香气成分的影响方式及相关途径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暎
水晶杨梅是本研究中唯一果色为白色的品种棳

其色泽明显区别于其他椆个红色品种暎香气成分分

析表明其香气成分与其他椆个杨梅品种差异较大棳
在水晶杨梅中检测到的特征香气成分达到了棻椂种棳
占其总香气成分棾椃种的棿棾灡棽棩棳相对含量较高的

有 棻灢十 八 烷 烯 棬棻椂灡棽椂棩棭 和 氧 杂 环 丁 烷

棬棻灡椂棸棩棭等暎
本研究分析的棻棸个杨梅品种果实香气成分差

异较大棳不同品种间共有香气成分较少棳只有棻灢
石竹烯在所有棻棸个杨梅品种中均被鉴定出暎杨晓

东等椲椆椵对木叶杨梅果实暍张洁等椲棻棸椵对东魁杨梅果

实以及康文怀椲棻棻椵对荸荠种杨梅果实的研究结果也

验证了这一点棳说明棻灢石竹烯是杨梅果实的重要

香气成分暎此外棳二十烷在椄个品种中被鉴定出棳
其他棻棾椆种鉴定出的香气成分均在少于椄个品种中

同时出现暎这种现象在荔枝等其他水果的香气成分

研究中也有类似报道棳徐禾礼等椲棻棽椵分析比较了椃
个荔枝品种果实的香气成分棳发现只有棽种香气成

分同时出现在椃个品种果实中椈蔡长河等椲棻棾椵也研

究发现棳糯米糍荔枝新鲜果实和冷冻果实分别鉴定

出棾椂暍棽椆种香气成分棳仅有椄种共有香气成分暎
张运涛等椲棻棿椵对 个品种的草莓果实香味成分进行

分析棳只有棽种相对含量超过棻棩的香味成分同时

出现在 个品种果实中暎罗华等椲棻 椵研究发现施有

机肥可增加肥城桃果实香气的种类棳并提高了香气

成分的相对含量暎魏树伟等椲棻 椵研究表明套袋后皇

家嘎拉苹果的香气成分种类和数量均少于不套袋

的棳在贮藏过程中棳果实香气种类均呈上升趋势棳
但香气成分相对质量呈下降趋势暎秦改花等椲棻椃椵发
现早熟梨各品种在不同成熟阶段的香气组成和含量

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暎冯帆等椲棻椄椵研究发现南果

梨采后储藏期香气成分种类和含量均存在不断变

化暎这些研究表明棳果树不同品种间的香气成分差

异大棳同一品种不同的施肥方式暍套袋措施暍不同

成熟度及贮藏过程中果实的香气成分也不尽相同暎
香气是果实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棳开展杨梅不

同品种暍栽培措施和贮藏等对杨梅香气品质的影响

研究棳探索杨梅品质调控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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