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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黄金蜜柚暞贮藏期间棳果实失重率呈上升趋势

棬图棻棭棳相对于对照棳套袋果失重率增长平缓棳这与

黄成思等椲椃椵关于新都柚的贮藏失重报道一致暎从开

始贮藏至椂棸斾时棳套袋果的失重率始终略高于对照

果暎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棳柚果表皮及海绵层枯水

明显棳果皮变薄易剥椈且对照果比套袋果更易失重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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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棾灡棽暋可溶性固形物暋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决

定了柚子的口感和品质暎从图棽可以看出棳棾个处

理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呈现下降灢上升灢下降趋势棳
贮藏前期 棬棸暙棾棸斾棭均呈现下降趋势棳但含量均

高于棻棻灡棸棩棳并于棾棸斾开始上升棳棿 斾达到峰值棳
后急剧下降棳贮藏后期 棬椂棸暙椆棸斾棭则下降较平

缓棳且低于贮藏前期水平暎从变化轨迹来看棳贮藏

前期棳对照果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高于套袋果棳
可能因为对照果挂树期吸收更多阳光所致椈单层套

袋果的 低棳至棾棸斾时棳显著低于另外棽个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暎贮藏中期棳双层套袋果始终高于另外

棽个处理棳于棿 斾显著高于单层套袋果和对照果

棬 椉棸灡棸 棭棳此时也是柚子全面上市的高峰期棳说

明双层套袋对贮藏期柚果品质的影响显著暎贮藏后

期棳套袋果略高于对照果棳但差异不显著暎

图棽暋套袋对果实贮藏期可溶性固形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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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棾灡棾暋总糖暋 暜黄金蜜柚暞贮藏过程中棳总糖含

量的变化规律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基本一致棳呈现

下降灢上升灢下降的变化趋势 棬图棾棭暎但不同套袋处

理略有差异棳双层套袋果在贮藏前期低于对照棳中

期开始上升棳高于对照水平棳并于棿 斾达到高峰

棬棻棻灡棻棻棩棭棳显著高于单层套袋果和对照果 棬 椉
棸灡棸 棭棳此后开始下降暎单层套袋除了贮藏后期高

于双层套袋棳前中期则明显低于后者暎而对照果前

期高于套袋果棳中期与单层套袋果相当棳低于双层

套袋果棳后期则明显低于棽个套袋果棳但差异不显

著暎总糖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变化轨迹明显不同的

是棳后期椃 斾时出现了反弹式上升暎
棽灡棾灡棿暋可滴定酸暋可滴定酸是影响果实风味品质

的重要因素之一暎本试验中棳暜黄金蜜柚暞在室温贮

藏中出现暟返酸暠现象暎由图棿可见棳棾个处理的可

滴定酸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棳双层套袋和单层

图棾暋套袋对果实贮藏期总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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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袋均在贮藏椂棸斾达到高峰棳而对照则在棿 斾棳此
时显著高于套袋处理棳这与张小红等椲椄椵关于琯溪蜜

柚室温贮藏可滴定酸高峰出现在椃棸斾的报道有所

差异暎在贮藏前期棳对照的可滴定酸含量始终高于

棽个套袋处理棳至 斾以后棳基本与双层套袋没有差

异棳而单层套袋则显著高于二者棬 椉棸灡棸 棭暎

图棿暋套袋对果实贮藏期可滴定酸的影响

斊旈旂灡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斺斸旂旂旈旑旂旓旑旚旇斿旚旈旚旘斸旚斸斺旍斿斸斻旈斾旈旑旚旇斿旙旚旓旘斸旂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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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棾灡 暋固酸比暋固酸比是衡量果实风味的重要指

标暎本试验中棳暜黄金蜜柚暞在贮藏期的固酸比均

高于棻棾棳呈下降灢上升的趋势暎棽个套袋处理的固

酸比在贮藏椂棸斾内平缓下降棳而后上升棳而对照

则在棿 斾达到 低 棬棻棾灡棻棭棳显著低于另外棽个处

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椈从整个贮藏期看棳双层套袋处理

的固酸比高于单层套袋棳后期尤为明显椈单层套袋

果的固酸比则显著低于双层套袋果和对照果 棬 椉
棸灡棸 棭棳说明不同套袋对柚果贮藏后期影响较大棳
双层套袋明显优于单层套袋 棬图 棭暎

棽椃椄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椆卷



图 暋套袋对果实贮藏期固酸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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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棾灡椂暋维生素 斆暋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棳柚果抗

氧化性减弱棳衰老不断加剧棳斨斻含量逐渐下降暎
本试验中棳 暜黄金蜜柚暞在贮藏过程中棳棾个处理

果实的 斨斻含量逐渐下降棳从第棻次测定的 棿灡棸椄
暙 灡棽椄旂暏旇旂棴棻斊斪 下降至椆棸斾的棾椄灡棸椄暙棿棸灡椄棾
旂暏旇旂棴棻斊斪棳且套袋果高于对照棳但差异不显著

棬图椂棭暎

图椂暋套袋对果实贮藏期 斨斻的影响

斊旈旂灡椂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斺斸旂旂旈旑旂旓旑旚旇斿旜旈旚斸旐旈旑斆旈旑旚旇斿旙旚旓旘斸旂斿
旔斿旘旈旓斾

棾暋讨论与结论

暋暋对发育期柚果进行套袋棳果实不易失水和褐

变棳也减少了病虫害的潜伏侵染棳从而提高了果实

的贮藏性暎试验结果表明棳 暜黄金蜜柚暞套袋果较

未套袋果不易失重棳双层套袋和单层套袋处理则差

异不显著椈套袋处理的贮藏好果率可达 椆棿棩 暙
椆椂棩棳高出未套袋的椂暙椄个百分点暎果实发育期

套袋对 暜黄金蜜柚暞贮藏期裂瓣率和木质化率影响

不大椈但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棳汁胞木质化现象加

重棳而且未套袋果明显重于套袋果暎
试验结果表明棳暜黄金蜜柚暞的可溶性固形物暍

总糖含量在贮藏期呈现下降灢上升灢下降趋势棳但仍

处于较高水平椈套袋果在贮藏前期低于未套袋果棳
后期则高于套袋果椈而且于柚果全面上市的贮藏中

期棳双层套袋果显著高于单层套袋果暎在贮藏中

期棳暜黄金蜜柚暞可滴定酸升高棳出现 暟返酸暠现

象棳酸代谢轨迹同 暜琯溪蜜柚暞一致椲椄椵椈套袋果贮

藏椂棸斾后可滴定酸含量超过对照棳根据酸含量与

果实的耐贮性成显著正相关理论椲椆椵棳说明套袋果较

耐贮藏棳这与黄成思等椲椃椵的研究结果一致暎维生素

斆在贮藏过程中容易破坏损失棳 暜黄金蜜柚暞果实

斨斻含量持续下降棳但套袋果始终高于未套袋果暎
暋暋 暜黄金蜜柚暞在贮藏期内棳固酸比始终高达

棻棾以上棳符合水果固酸比高于椆的口感要求棳且

可溶性固形物始终高于棻棸棩棳说明 暜黄金蜜柚暞
贮藏性能良好棳室温贮藏至春节前仍具食用价值暎
但 暟返 酸暠现象 是 暜琯溪蜜 柚暞及 其 变 异 品 种

棬系棭的共同特性棳其 暟返酸暠现象的机理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暎
暋暋综上所述棳暜黄金蜜柚暞生育期套袋明显改善

果实的采后贮藏品质棳在生产上应推广套袋技术棳
尤以双层专用柚果套袋为佳棳可提高其采后贮藏性

能棳延长贮藏保鲜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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