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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以南方早熟涩柿 暜早红暞为材料棳对其进行棿棸棩暍棾棸棩两种乙醇浓度的脱涩处理棳通过对这一过程

斖斈斄含量暍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暍斢斚斈暍斝斚斈暍斆斄斣活性及抗氧化物质 斨斻含量变化的研究棳探讨乙醇对其活性氧

代谢的影响棳结果表明椇乙醇脱涩处理后 斖斈斄 含量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棳且浓度越高暍斖斈斄 含量越

高棳到达峰值的时间越短椈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在前棿椄旇上升棳处理间基本没差异棳但在此后的下降过程中棳乙醇浓

度越高下降越快椈斢斚斈酶活性增大棳脱涩后期增大更明显椈斝斚斈酶活性经历一个小幅下降然后快速上升进而再

下降的过程棳乙醇浓度越高棳其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越高椈斆斄斣酶活性增大棳但棾棸棩乙醇脱涩棿椄旇后的 斆斄斣
酶活性开始下降椈棿棸棩乙醇脱涩处理棽棿旇暍棾棸棩乙醇脱涩处理棿椄旇后棳果实抗氧化物质 斨斻含量开始快速下降棳
然后棽个处理都基本维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暎乙醇脱涩过程活性氧代谢指标的变化棳不仅证明了乙醇在脱涩过

程中的积极作用棳而且与脱涩过程单宁含量变化趋势相一致棳也符合活性氧代谢相关理论棳表明乙醇脱涩确实

是一个胁迫过程棳乙醇是 暜早红暞柿果脱涩过程活性氧代谢的主要影响因素暎
关键词椇乙醇椈柿果实椈脱涩椈活性氧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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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中国是柿的原产国棳面积产量居世界第一椲棻椵棳
与其他柿生产国不同的是棳我国种植的柿主要是涩

柿棳必须经过一定的脱涩过程才能食用暎涩柿脱涩

方法及机理方面国内外均有报道椲棽棴棿椵棳尤以日本研

究开始较早椲椵暎用乙醇对柿果进行脱涩处理棳是目

前比较普遍采用的脱涩方法棳乙醇柿果脱涩过程果

实品质暍生理代谢方面已有部分研究椲椂棴椃椵棳但乙醇

脱涩过程活性氧代谢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暎本研究

以课题组 新选育的 暜早红暞椲椄椵柿果为试材棳通过

对其乙醇脱涩过程 斖斈斄暍斢斚斈等相关活性氧代谢

指标的变化研究棳探讨乙醇浓度对 暜早红暞柿果脱

涩过程活性氧代谢影响棳以期为 暜早红暞柿果乙醇

脱涩 佳浓度筛选及脱涩过程其他生理代谢研究提

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棳为柿生产和加工服务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材料

供试的柿果品种为 暜早红暞棳采自永定县湖坑

镇棳成熟中期采摘椈塑料袋为市售聚乙烯双层袋

棬厚度棸灡棸椃 旐旐棭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脱涩处理暋挑选成熟度一致暍无损伤的柿

果棳在参考前人研究椲棿椵基础上设棾棸棩暍棿棸棩 乙醇

棽个处理棳每个处理棾次重复棳每个重复棾灡棸旊旂暲
棸旂柿果棳在室温下 棬棽棽暲棾棭曟进行脱涩处理棳
以自然脱涩作对照暎

乙醇脱涩处理椇将柿果置于配制好浓度的乙醇溶

液中浸泡棾棸旙棳迅速放回框中棳聚乙烯双层袋密封暎
棻灡棽灡棽暋取样方法暋脱涩处理开始后棳每棽棿旇取样

棻次棳椆椂旇内共取样棿次暎取样时每框随机选取椂
个果实棳按四分法取椂个果实的混合样棳经液氮固

定 旐旈旑后棴棽棸曟冰箱中保存备用暎
棻灡棽灡棾暋测定方法暋棸灡棾旂果肉样品加棽旐斕预冷提取

缓冲液棬棸灡棸 旐旐旓旍暏斕棴棻旔斎椃灡椄斝斅斢棳含棻棩斝斨斝棭冰
浴中研磨成匀浆棳 后定容至棿旐斕棳棻棸棸棸棸旘暏旐旈旑棴棻

冷冻离心机离心棻 旐旈旑棳取上清液进行各指标测

定暎斢斚斈 暍斝斚斈 暍斖斈斄 按李合生等椲椆椵的方法棳
斆斄斣按吴登如等椲棻棸椵的方法棳斚棴暏棽 产生速率按王爱

国等椲棻棻椵的方法测定棳斄斢斄测定用邻菲罗啉法椲棻棽椵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乙醇脱涩过程 暜早红暞柿果实 斖斈斄 含量的

变化

暜早红暞柿果实乙醇脱涩过程 斖斈斄 棬丙二醛棭
含量变化如图棻所示棳各处理 斖斈斄含量均有一个

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棳乙醇浓度越高棳斖斈斄 含量

越高棳峰值越高棳且到达峰值的时间越短棳而在整

个脱涩处理过程中棳对照斆斔处理的 斖斈斄 含量略

有下降棳但差异不大暎

图棻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 斖斈斄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 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斸旍斻旓旇旓旍旓旑 斖斈斄 斻旓旑旚斿旑旚旈旑旀旘旛旈旚旓旀
旔斿旘旙旈旐旐旓旑斻旜棶斱斸旓旇旓旑旂

棽灡棽暋乙醇脱涩过程 暜早红暞柿果实 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

率的变化

斚棴暏棽 棬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棭净产生速率是活性

氧代谢过程的指示物之一棳用乙醇对 暜早红暞进行

脱涩时棳其 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变化见图棽棳与对照相

比棳在脱涩前棿椄旇棳乙醇处理的 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上

升棳且棽种浓度处理间差异不大棳但在此后的脱涩

过程中棳乙醇脱涩处理的 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开始下

降棳而棿棸棩乙醇处理在大幅下降之后又小幅上升棳
在脱涩椆椂旇时棳棽种浓度的 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相同棳
略低于对照处理暎对照处理的 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变化

在脱涩处理的棽棿暙椃棽旇间有个非常小幅的上升过

程棳但脱涩处理椆椂旇时的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与脱涩处

理开始时基本一致暎

图棽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率的影响

斊旈旂灡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斸旍斻旓旇旓旍旓旑旑斿旚旂斿旑斿旘斸旚旈旓旑旘斸旚斿旓旀斚棴棽 旈旑旀旘旛旈旚
旓旀旔斿旘旙旈旐旐旓旑斻旜棶斱斸旓旇旓旑旂

棽灡棾暋乙醇脱涩过程暜早红暞柿果实斢斚斈活性的变化

斢斚斈 棬超氧化物歧化酶棭是活性氧代谢的主要

椆棿棻第棽期 廖汝玉等椇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脱涩过程中若干活性氧代谢指标的影响



酶棳从图棾可以看出棳乙醇脱涩过程棳 暜早红暞柿

果实斢斚斈活性一直在增大棳脱涩后期增大更明显棳
同时棽种浓度处理的斢斚斈活性变化基本同步棳处

理间基本未见显著差异暎对照处理在整个脱涩处理

期间的斢斚斈活性基本维持在开始脱涩时的水平暎

图棾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斢斚斈活性的影响

斊旈旂灡棾暋 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斸旍斻旓旇旓旍旓旑 斢斚斈 斸斻旚旈旜旈旚旟旈旑旀旘旛旈旚旓旀
旔斿旘旙旈旐旐旓旑斻旜棶斱斸旓旇旓旑旂

棽灡棿暋乙醇脱涩过程 暜早红暞柿果实 斝斚斈 活性的

变化

如图棿棳用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进行脱涩

时棳在开始处理的棽棿旇时棳斝斚斈 棬过氧化物酶棭
活性快速下降棳乙醇浓度越低下降幅度越大棳在此

后的脱涩过程中棳斝斚斈 活性变化均表现为先上升

后下降棳但棿棸棩乙醇处理从棽棿暙棿椄旇就急剧上升棳
然后快速下降棳而棾棸棩乙醇处理棳在棿椄暙椃棽旇时

才快速上升棳且斝斚斈活性 大值明显小于棿棸棩乙

醇处理棳当脱涩处理 椆椂旇 时棳棽 个乙醇处理的

斝斚斈 活 性 与 对 照 基 本 相 同暎从 图 棿 还 可 以 看

出棳整个脱涩过程棳对照处理斝斚斈活性在前棿椄旇
时基本没什么变化棳到了后棿椄旇的脱涩过程才明

显下降暎
棽灡 暋乙醇脱涩过程 暜早红暞柿果实 斆斄斣 活性的

变化

斆斄斣 棬过氧化氢酶棭也是活性氧清除酶棳它

的功能与斝斚斈相似棳从图 可以看出棳用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进行脱涩时棳棿棸棩乙醇处理的 斆斄斣
活性一直在增大棳但棾棸棩乙醇处理在脱涩前棿椄旇
的过程中棳斆斄斣 活性增大棳然后再经过一个明显

下降过程后基本保持稳定棳对照处理 斆斄斣活性到

了椃棽旇后才有轻微的上升暎
棽灡椂暋乙醇脱涩过程暜早红暞柿果实斨斻含量的变化

斨斻是活性氧代谢过程重要的抗氧化物质棳乙醇

脱涩过程中棳暜早红暞柿果实 斨斻含量变化如图椂所

示棳在脱涩棽棿旇时棳无论是对照还是乙醇脱涩处理棳

图棿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斝斚斈活性的影响

斊旈旂灡棿暋 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斸旍斻旓旇旓旍旓旑 斝斚斈 斸斻旚旈旜旈旚旟旈旑旀旘旛旈旚旓旀
旔斿旘旙旈旐旐旓旑斻旜棶斱斸旓旇旓旑旂

图 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斆斄斣活性的影响

斊旈旂灡 暋 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斸旍斻旓旇旓旍旓旑 斆斄斣 斸斻旚旈旜旈旚旟旈旑旀旘旛旈旚旓旀
旔斿旘旙旈旐旐旓旑斻旜棶斱斸旓旇旓旑旂

均无显著变化棳棿棸棩乙醇处理从棽棿暙棿椄旇脱涩过程

中 斨斻含量快速下降棳然后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暎
棾棸棩乙醇处理则是在棿椄暙椃棽旇期间才快速下降棳棽
种处理椃棽旇后的 斨斻含量基本相同暎对照处理在脱

涩的椆椂旇间只有椃棽旇后才见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过程棳下降幅度远小于乙醇脱涩处理暎

图椂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 斨斻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椂 暋 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斸旍斻旓旇旓旍旓旑 斨斻斻旓旑旚斿旑旚旈旑 旀旘旛旈旚旓旀
旔斿旘旙旈旐旐旓旑斻旜棶斱斸旓旇旓旑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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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暋讨论与结论

棾灡棻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脱涩过程活性氧代谢

物的影响

柿果脱涩机理的研究表明乙醇脱涩是促使果实

进行无氧呼吸并诱导加速乙醇转化为乙醛的氧化脱

氢反应的过程椲棻棾棴棻棿椵棳因此棳乙醇脱涩过程其实是

一个乙醇对柿果实的胁迫过程暎本研究中 暜早红暞
柿果乙醇脱涩过程 斖斈斄 含量增加暍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

率上升棳这与金光等椲棻 椵暍廖 汝玉等椲棻椂椵暍刘高峰

等椲棻椃椵的相关胁迫研究相一致棳说明乙醇确实在脱

涩过程中对柿果产生了胁迫作用棳乙醇是柿果脱涩

过程活性氧代谢发生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暎同时棳
不同浓度乙醇脱涩处理间 斖斈斄 含量暍斚棴暏棽 净产生

速率的变化趋势棳与前期研究椲棻椄椵脱涩过程单宁含

量变化趋势一致棳进一步说明了乙醇是 暜早红暞柿

果实脱涩过程活性氧代谢的主要影响因素暎此外棳
在试验过程中还观察到棿棸棩乙醇处理 斚棴暏棽 净产生速

率在大幅下降之后的第椃棽旇后有一个小幅上升过

程棳则可能与涩柿果实脱涩后棳因温度变化等因素

影响有轻微返涩现象存在椲棻椆棴棽棸椵棳再次诱导活性氧

代谢进行有关棳由于在脱涩处理椆椂旇后未再进行

相关测定棳棾棸棩乙醇处理是否在脱涩后期也存在这

种现象棳有待进一步研究暎
棾灡棽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脱涩过程活性氧清除

酶的影响

活性氧代谢相关研究认为棳活性氧产生和清除

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椲棽棻椵棳活性氧清除要整个防御

系统的协调作用椲棽棽椵棳在这过程中的底物浓度水平暍
信号传导椲棻椂椵等都会对这个过程产生影响棳所以不

同的研究产生的结论不尽相同椲棻椂棳棽棾棴棽 椵暎本研究中

的活性氧代谢与这些研究相一致棳即用乙醇进行脱

涩时棳随着缺氧环境下乙醇脱氢酶的反应产生激烈

的胁迫过程棳所以导致活性氧伤害物质和 斢斚斈暍
斝斚斈等相关酶活性提高棳同时又随着柿果中单宁

含量的降低棳乙醇脱氢反应趋缓棳则柿果胁迫程度

下降棳同步进行的活性氧伤害物含量下降暍酶活性

降低棳整个脱涩过程中棳对照处理活性氧伤害物和

相关酶活性的变化棳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脱涩过程活性氧代谢影响暎
棾灡棾暋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脱涩过程抗氧化物 斨斻
的影响

斨斻是植物体内的抗氧化物质棳对减轻活性氧

代谢的伤害有重要作用棳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胁迫反应激烈程度暎 暜早红暞柿果实乙醇脱涩过程

中棳棿棸棩乙醇处理脱涩棽棿旇后 斨斻含量开始快速下

降棳脱涩 棿椄旇 后 基本维持 在 一 个 恒 定 的 水 平棳
棾棸棩乙醇处理脱涩棿椄旇后开始下降棳椃棽旇后的 斨斻
含量维持在与棿棸棩脱涩处理相同的水平棳均不再

有明显变化棳这棽个时间节点正好与 暜早红暞柿果

实完成脱涩过程相吻合棳完成脱涩过程也就是乙醇

胁迫开始减弱或者结束的过程棳而在这棽个时间节

点之前 斨斻含量变化与其他活性氧代谢指标和单宁

含量变化不完全同步棳这可能与 斨斻作为抗氧化物

质棳在活性氧代谢过程只是起到部分作用有关棳这

也符合活性氧清除要整个防御系统协调作用的理

论椲棽棸椵棳因此棳本研究中 斨斻含量变化也是乙醇对

暜早红暞柿果实脱涩过程活性氧代谢影响的反映暎
致谢椇在试验方案设计及试验的实施过程中得到了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何志刚研究员暍
李维新暍林晓姿副研究员及任香芸暍梁璋成等同志

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棳同时福建省农产品检测中

心尹兰香棳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雷龑暍张立杰

等同志也参与了部分工作棳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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