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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鲜食橄榄 ‘福榄１号’、‘福榄２号’和加工橄榄 ‘长营’果实为试材，研究橄榄果实发育过程中单

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鲜食橄榄 ‘福榄１号’、‘福榄２号’果实总单宁、可溶性单宁含量显著低于加工橄榄

‘长营’，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果实总单宁、可溶性单宁含量呈下降趋势，而不溶性单宁含量呈上升趋势。橄榄果

实涩味与单宁含量存在相关性；涩味与可溶性单宁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不溶性单宁含量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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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橄榄科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橄榄属犆犪狀犪狉犻狌犿Ｌ．常绿乔

木，为亚热带果树，属药食两用型水果。我国橄榄

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四川、重庆、广西等地，

在浙江、云南、海南、贵州、台湾等地也有分布，

有２０００多年栽培历史，形成了众多的遗传资源，

种质资源极其丰富［１］。橄榄为福建名特优树种，

“福州橄榄”已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的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极具竞争优势。

橄榄果实鲜食初入口涩后回甘，涩味来自其中的

单宁物质。根据口感可将橄榄分为加工橄榄和鲜食

橄榄。目前绝大部分橄榄品种为加工橄榄，而品质优

良的鲜食橄榄品种稀缺［２－３］。加工橄榄果实风味苦

涩，而鲜食橄榄果实风味微涩淡甜，两者涩味差异明

显。前人对橄榄果实单宁的研究仅限于单宁含量测

定及其抗氧化能力研究［４－５］，而橄榄果实发育过程中

单宁变化规律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以鲜食与加工橄

榄果实为试材，分析可溶性单宁与不溶性单宁含量动

态变化及其与果实涩味的相关性，探讨橄榄果实发育

过程中单宁变化规律及其涩味差异成因，以期为橄榄

果实品质评价、遗传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在橄榄果实发育过程中，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７

日、９月７日、１０月７日、１１月７日和１２月７日在福

建省闽侯县橄榄生产园分别采集‘长营’、‘福榄１

号’、‘福榄２号’橄榄果实各约５００ｇ，用于单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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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其中‘长营’橄榄果实苦涩为加工橄榄，‘福榄

１号’和‘福榄２号’橄榄果实微涩淡甜为鲜食橄榄。

１棵树为１次重复，共３次重复。

１２　可溶性单宁含量测定

可溶性单宁含量测定参考Ｉｋｅｇａｍｉ等
［６］方法。

取５．０ｇ橄榄果肉，切成碎丁状放入盛有２０．０ｍＬ

８０％甲醇溶液的研钵中研磨，充分研磨后转入５０

ｍＬ离心管中，５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至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２０．０ｍＬ８０％甲醇溶液再次

清洗残渣，重复以上步骤，最后取上清液于容量瓶

定容到５０．０ｍＬ，再在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蒸馏水

稀释１０倍，取１．０ｍＬ样品用于测定，加入７．５

ｍＬ蒸馏水和０．５ｍＬ酚类试剂，３ｍｉｎ后，加入

１．０ｍＬ饱和碳酸钠，１ｈ后在７２５ｎｍ下测定吸光

度，由单宁酸标准曲线计算对应单宁含量。

１３　不溶性单宁含量测定

不溶性单宁含量测定参考 Ｏｓｈｉｄａ等
［７］方法。

可溶性单宁含量测定后的残渣用１％ （ｖ／ｖ）ＨＣｌ

甲醇溶液溶解，室温放置３０ｍｉｎ，５０００×ｇ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用１％ ＨＣｌ甲醇溶液再清洗残

渣，重复以上步骤，最后取上清液定容到５０ｍＬ，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不溶性单宁含量。

１４　数据统计

涩味采用感官评价法，参照ＧＢ／Ｔ１０２２０２０１２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总论［８］和 ＧＢ／Ｔ１２３１６１９９０感

官分析方法 “Ａ” “非Ａ”检验
［９］方法进行，并

赋值 （１＝微涩淡甜，２＝较涩，３＝苦涩）。所有数

据均采用ＤＰＳｖ９．０１软件分析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橄榄果实发育过程中总单宁含量变化

加工橄榄‘长营’和鲜食橄榄‘福榄１号’、‘福榄２

号’果实总单宁含量变化在果实发育过程趋势相同，

呈下降趋势（图１）。加工橄榄‘长营’果实总单宁含量

在整个果实发育期间缓慢下降，到１２月７日果实总

单宁含量仍高达２．３４％，而鲜食橄榄‘福榄１号’、‘福

榄２号’果实总单宁含量明显低于‘长营’，且在１２月

７日总单宁含量相对前期迅速下降至１．５０％左右（图

１）。在果实成熟时，‘长营’果实总单宁含量显著高于

‘福榄１号’、‘福榄２号’，而‘福榄１号’和‘福榄２号’

果实总单宁含量间没有显著差异（表１）。

２２　橄榄果实发育过程中可溶性单宁和不溶性单

宁含量变化

可溶性单宁含量在‘长营’、‘福榄１号’和‘福榄２

号’整个果实发育期间均呈下降趋势，但存在明显差

图１　橄榄果实发育过程中总单宁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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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橄榄果实成熟时单宁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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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总单宁

／％

可溶性单宁

／％

不溶性单宁

／％

长营 ２．３４ａ １．７５ａ ０．５９ａ

福榄１号 １．５１ｂ ０．９４ｂ ０．５７ａ

福榄２号 １．３８ｂｃ ０．８２ｂ ０．５６ａｂ

注：同列数值后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犘＜０．０５）。

异。首先是可溶性单宁含量不同，在整个果实发育

期间，加工橄榄 ‘长营’可溶性单宁含量显著高于

鲜食橄榄 ‘福榄１号’和 ‘福榄２号’。其次是可溶

性单宁含量下降速度不同，鲜食橄榄 ‘福榄１号’

和 ‘福榄２号’的可溶性单宁含量总体下降较快，

到１２月７日降至１．００％以下，而加工橄榄 ‘长营’

总体下降较缓慢，可溶性单宁含量在１２月７日时仍

高达１．７５％。不溶性单宁含量在 ‘长营’、 ‘福榄１

号’和 ‘福榄２号’整个果实发育期间都呈上升趋

势，但３个品种果实中不溶性单宁含量差异不大，

含量为０．２０％～０．６０％ （图２）。在果实成熟时，

‘长营’果实中可溶性单宁含量显著高于 ‘福榄１

号’、‘福榄２号’，而 ‘福榄１号’和 ‘福榄２号’

果实中可溶性单宁含量间没有显著差异； ‘长营’、

‘福榄１号’和 ‘福榄２号’果实中不溶性单宁含量

间没有显著差异 （表１）。可溶性单宁含量下降趋势

与不溶性单宁含量上升趋势相对应，可推测橄榄果

实中单宁存在由可溶性单宁向不溶性单宁转化过程，

即可溶性单宁的 “凝固作用”。

２３　鲜食与加工橄榄果实涩味差异与单宁相关性

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 （表２）表明，橄榄果实中总单

宁含量与可溶性单宁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果实涩

味与总单宁和可溶性单宁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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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橄榄果实发育过程中可溶性单宁和不溶性单宁含量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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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橄榄果实涩味与单宁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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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总单宁 可溶性单宁 不溶性单宁 涩味

总单宁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７９

可溶性单宁 ０．９７ １．００ －０．２７ ０．８６

不溶性单宁 －０．０２ －０．２７ １．００ －０．３９

涩味 ０．７９ ０．８６ －０．３９ １．００

注：表示显著差异水平（犘＜０．０５），表示极显著差异水平（犘＜

０．０１）。

不溶性单宁含量不相关。由此，可推测可溶性单宁

为橄榄果实呈现涩味的主要原因。

３　讨论与结论

植物单宁为植物体内次生代谢物质，广泛存在

于植物的皮、根、茎、叶、果中。许多文献报道，水果

的涩味是由水果中含有大量的单宁物质引起的［１０］。

本研究表明，橄榄果实呈现的涩味是由其可溶性单

宁引起的，与柿子［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

现，随着果实发育成熟，加工橄榄‘长营’和鲜食橄榄

‘福榄１号’、‘福榄２号’果实中存在着可溶性单宁

的“凝固作用”，但‘长营’的“凝固”速率低于‘福榄１

号’和‘福榄２号’；在果实成熟时‘长营’果实可溶性

单宁含量显著高于‘福榄１号’和‘福榄２号’。可溶

性单宁“凝固”速率及含量差异可能是造成加工与鲜

食橄榄果实涩味差异的原因之一。鲜食与加工橄榄

果实涩味差异可能还与单宁组成成分、单宁细胞形

态结构以及基因有关，因此，还有待从单宁组成成

分、单宁细胞形态结构、基因上进一步寻找鲜食与加

工橄榄果实涩味差异成因。

单宁是橄榄果实的一个重要品质指标，也是区

分加工与鲜食橄榄的一个重要指标［１２］。本研究表

明，橄榄果实涩味与可溶性单宁含量呈极显著正相

关，与不溶性单宁含量没有显著相关。这为橄榄果

实品质评价以及区分和筛选鲜食品种与适宜加工品

种提供了科学依据。

单宁以可溶状态存在时会刺激口腔黏膜蛋白，

从而产生有收敛性的涩味，若以不溶状态存在时则

感觉不到涩味。通常以可溶性单宁含量０．２％ 作为

是否脱涩的临界值［１３］。在果实成熟时，加工橄榄

‘长营’果实可溶性单宁含量仍高达１．７５％，显著

高于鲜食橄榄 ‘福榄１号’ （０．９４％）和 ‘福榄２

号’ （０．８２％），但均高于果实脱涩临界值０．２％，

这可能是橄榄果实成熟时仍有涩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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