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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测定盐碱环境下，火龙果果肉、果皮、二年生茎、单年生茎、花瓣和花丝的氨基酸。结果表明盐碱环

境下火龙果６个不同部位均含有所测定的１７种氨基酸，氨基酸种类齐全，果肉、果皮、二年生茎、单年生茎、

花瓣和花丝的总氨基酸含量分别为９７３．８５、５００．４６、５５２．３２、３８９．５７、７３６．４７和６０４．６４ｍｇ·ｈｇ
－１·ＦＷ。味觉

氨基酸和药用氨基酸也较为丰富，味觉氨基酸在果肉、果皮、二年生茎、单年生茎、花瓣和花丝中分别为

５８．０２％、６２．４５％、５８．４６％、５８．１８％、６１．７９％和６０．６６％。药用氨基酸在果肉、果皮、二年生茎、单年生茎、

花瓣和花丝中分别为６５．５８％、６４．０５％、６２．６３％、６１．３９％、６２．０８％和６１．７３％。最后探讨了盐碱环境对火龙

果果实氨基酸的影响，以及火龙果花朵和茎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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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龙果又名红龙果、仙蜜果等
［１－３］，属仙人掌科

三角柱属植物［４］，原产墨西哥、尼加拉瓜和越南等地，

因其外表肉质鳞片似蛟龙外鳞而得名。火龙果含有

大量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能降血脂、降血压、解

毒、明目、养颜等，对糖尿病和便秘也有一定作用。火

龙果耐干旱，耐高温，耐贫瘠，适应性强，在多种生态

环境下均可成功种植［５－８］。中国大陆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开始从越南和台湾地区等地引种火龙果，在南

方红黄壤区域进行了试种，并开展了品种生态适应

性、栽培技术提升和杂交育种等方面的研究［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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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岸线漫长，但沙化较重、含盐量高［１１］，

大量废弃的盐碱地未能有效开发利用。为了探寻沿

海盐碱土的高效利用途径，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在福建

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废弃盐场地试种火龙果，并

获得成功，生产出的火龙果品质与风味优良，经济

社会效益显著［１２－１４］。本研究在盐碱环境的特殊条

件下，对盐碱地生产的火龙果果肉、果皮、２年生

茎、单年生茎、花瓣和花丝的氨基酸进行分析测

定，为探寻盐碱环境中火龙果的综合利用、产品开

发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品种

供试火龙果品种为红皮白肉型 ‘白玉龙’。

１２　土壤条件

数据是我们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结果。

２０ｃｍ土层ｐＨ值８．１２，含钠９．８ｇ·ｋｇ
－１·ＤＷ，

钾４．２ｇ·ｋｇ
－１·ＤＷ，镁４．２ｇ·ｋｇ

－１·ＤＷ，氮

１．１ｇ·ｋｇ
－１·ＤＷ，有机质１４．５ｇ·ｋｇ

－１·ＤＷ。

１３　试验方法

试验样品来自莆田新闽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江口

盐场火龙果果园，常规管理。从２０株火龙果中随

机选择具有该品种特征且成熟度一致的成熟果实

１０个，花１０朵，当年生茎和２年生茎各１０条，

匀浆后，精密称取待测样品２～３ｇ，加入１０ｍＬ

浓盐酸，抽真空至７ｐａ（≤５×１０
－２ ｍｍＨｇ）后封

口。在 （１１０±１）℃恒温干燥箱中水解２４ｈ，冷却

混匀后定容至５０ｍＬ，过滤后用移液管吸取１．０

ｍＬ滤液置于真空浓缩器中。加少许水，重复蒸干

２次，加入１．０ｍＬｐＨ２．２柠檬酸缓冲液稀释、摇

匀、过滤，取 上 清 液，微 孔 过 滤 后 采 用 日 立

Ｌ８８００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氨基酸 （色氨酸除

外），测定方法依据 ＧＢ／Ｔ５００９．１２４２００３。在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完成。

１４　数据分析

１４１　人体、儿童必需氨基酸含量占氨基酸总量

比例计算　氨基酸总量为测定的１７种氨基酸之和；

人体必需氨基酸包括赖氨酸、苏氨酸、亮氨酸、异

亮氨酸、缬氨酸、蛋氨酸、色氨酸、苯丙氨酸７种

氨基酸；儿童必需氨基酸包括组氨酸和精氨酸［１５］。

１４２　各类味觉氨基酸含量计算　甜味氨基酸为

丙氨酸、甘氨酸、脯氨酸与丝氨酸之和，鲜味氨基

酸为天门冬氨酸与谷氨酸之和，芳香族氨基酸为苯

丙氨酸与酪氨酸之和［１５－１６］。

１４３　药用氨基酸含量计算　包括谷氨酸、天门

冬氨酸、精氨酸、苯丙氨酸、蛋氨酸、赖氨酸、酪

氨酸、甘氨酸和亮氨酸９种氨基酸
［１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盐碱环境火龙果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各种

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盐碱环境火龙果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中氨基

酸种类均较为齐全，营养价值全面，包括苯丙氨

酸、亮氨酸和苏氨酸等７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色氨

酸未测），精氨酸和组氨酸２种儿童必需氨基酸及８

种其他氨基酸。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的总氨基酸含

量差异较大，氨基酸总量最高的为果肉，达到９７３．８５

ｍｇ·ｈｇ
－１·ＦＷ，是氨基酸总量最低的当年生茎

３８９．５７ｍｇ·ｈｇ
－１·ＦＷ的２．５倍。果肉中含量最高

的３个氨基酸依次是谷氨酸、精氨酸和天门冬氨酸；

其他５个组织部位含量最高的３个氨基酸均为谷氨

酸、天门冬氨酸、亮氨酸。必需氨基酸含量最高的同

样为果肉，达３１２．７７ｍｇ·ｈｇ
－１·ＦＷ，但其占比在６

个不同部位中最低，只有３２．１２％，必需氨基酸占比从

高往低依次为当年生茎、二年生茎、花丝、花瓣、果皮

和果肉。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中的儿童必需氨基酸

含量存在较大差异，含量最高的果肉达到１３．３８％，其

他５个组织部位的儿童必需氨基酸含量均低于

９％，含量最低的花瓣，只有６．６０％ （表１）。

表１　盐碱环境火龙果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各种氨基酸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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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
总氨基酸／

（ｍｇ·ｈｇ－）

高组分氨

基酸／％

必需氨

基酸／％

儿童必需氨

基酸／％

甜味类氨

基酸／％

鲜味类氨

基酸／％

芳香类氨

基酸／％

味觉氨

基酸／％

药用氨

基酸／％

谷氨酸

／％

甲硫氨酸

／％

果肉 ９７３．８５ ３８．２９ ３２．１２ １３．３８ ２１．７２ ２７．８５ ８．４５ ５８．０２ ６５．５８ １８．９２ ２．００

果皮 ５００．４６ ３９．２９ ３４．６９ ７．９６ ２３．２１ ３０．６８ ８．５６ ６２．４５ ６４．０５ １８．２６ ０．４７

２年生茎 ５５２．３２ ３４．００ ３８．３５ ８．６３ ２４．３６ ２４．８９ ９．２２ ５８．４６ ６２．６３ １３．６８ ０．２７

当年生茎 ３８９．５７ ３３．１９ ３８．７０ ８．２９ ２５．１７ ２４．０９ ８．９３ ５８．１８ ６１．３９ １２．９９ ０．３７

花瓣 ７３６．４７ ３８．０８ ３６．８９ ６．６０ ２４．１０ ２８．８２ ８．８７ ６１．７９ ６２．０８ １６．９１ ０．８６

花丝 ６０４．６４ ３９．９８ ３７．６９ ７．０９ ２４．１０ ２７．８１ ８．７５ ６０．６６ ６１．７３ １５．８８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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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盐碱环境火龙果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味觉

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味觉氨基酸主要由甜味类氨基酸、鲜味类氨基

酸和芳香类氨基酸构成。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果

肉、果皮、二年生茎、花瓣和花丝的味觉氨基酸均

是鲜味类氨基酸占比最高，其次是甜味类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含量最低；当年生茎的味觉氨基酸含

量最高的是甜味类氨基酸、其次是鲜味类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含量最低，与其他５个组织部分存在

一定差异。但各类味觉氨基酸在花、茎和果实不同

部位中的占比比较稳定，甜味类氨基酸在当年生茎

中比例最高，达到２５．１７，在果肉中占比最低，为

２１．７２％；鲜味类氨基酸在果皮中占比最高，达到

３０．６８，在当年生茎中占比最低，只有２４．０９％；

芳香类氨基酸在二年生茎中占比最高，达到

９．２２％，在果肉中占比最低，为８．４５％。

２３　盐碱环境火龙果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药用

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植物中，谷氨酸、赖氨酸、精氨酸、甘氨酸、

酪氨酸、苯丙氨酸、天冬门氨酸、甲硫氨酸和亮氨

酸等９种氨基酸含量通常较少，有些是人体不能合

成，但又是维持机体氮平衡所必需的，必须从食物

中摄入，故被称为药用氨基酸［１７］。试验结果表明，

火龙果各组织部位均含有较丰富的药用氨基酸 （表

１）。火龙果果肉的药用氨基酸含量最高，达

６３８．６５ｍｇ·ｈｇ
－１·ＦＷ，占总氨基酸的６５．５８％，

当年生茎的药用氨基酸含量最低，为 ２３９．１４

ｍｇ·ｈｇ
－１·ＦＷ，占总氨基酸的６１．３９％。同时我

们也发现，虽然不同火龙果组织部位的含量差异较

大，但占总氨基酸的比例比较稳定，从６１．３９％～

６５．５８％；而且不同部位含量最高的药用氨基酸均

为谷 氨 酸，占 总 氨 基 酸 的 比 例 从 １２．９９％ ～

１８．９２％，谷氨酸在人体内具有促进红细胞生成、

活跃思维及改善脑细胞营养等功效，同时对肝功不

全，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有治疗效果；火龙果

花、茎和果实不同部位含量最低的药用氨基酸均为

甲硫氨酸，但其占总氨基酸的比例差异较大，除了果

肉中的甲硫氨酸占比达到２％外，其他５个不同部

位的占比均小于１％，其中二年生茎中的占比最小，

只有０．２７％，果肉中的甲硫氨酸占比为何显著高于

其他组织部位，这还有待于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盐碱环境对火龙果氨基酸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盐碱环境栽植的火龙果果肉、

果皮、２年生茎、当年生茎、花瓣和花丝均含有测

定的全部１７种氨基酸，且含有较丰富的必需氨基

酸，以及儿童成长需要的精氨酸和组氨酸，说明火

龙果各组织部位氨基酸种类齐全。其果实总氨基酸

与其他９种热带、亚热带水果 （杨梅、荔枝、橄

榄、芒果、枇杷、菠萝、人参果、番木瓜和余干

子）总氨基酸［１７］相比，排第一，可见火龙果氨基

酸含量之丰富。与其他生态条件下种植的火龙果相

比，火龙果果肉的总氨基酸也较其他地方种植的火

龙果高［６，８］，但盐碱环境火龙果氨基酸含量增加的

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３２　火龙果花的氨基酸含量及开发利用

火龙果花朵巨大，单朵重量可达３００ｇ以上，

花朵绽放时，香味扑鼻，而且其花具有高营养、低

热量、富含维生素，具有明目、降火的功效，有预

防高血压作用，而且粗纤维含量高，可加速胆固醇

降解和增加肠蠕动，防止便秘等功能［１８］。本研究

发现，火龙果花瓣和花丝的总氨基酸含量均较高，

只低于果肉，但其必需氨基酸和味觉氨基酸占比都

高于果肉，同时具备较好的食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火龙果的花可以菜、茶兼用，鲜花可做菜鲜食，烘

干后即可干制成花茶，气味芬芳，还可制成干菜作

为煲汤原料或制备保健功能饮料，成为菜、茶兼用

的保健食品［１８］。

３３　火龙果茎的氨基酸含量及开发利用

茎是火龙果最大的生物量产出，其除了可作为

珍贵仙人掌类嫁接的理想砧木，嫁接各种怪异的仙

人球，制作观赏类园艺植物外。研究发现，火龙果

茎还具有一定的医用功效，可入药，有解毒、舒血

活络的功能，辅助治疗骨折、疮肿、腮腺炎等，其

汁液对抑制肿瘤的生长，对抵抗病毒及免疫反应等

病症有积极的作用［１９］。本研究发现，火龙果的当

年生茎和多年生茎虽然氨基酸总量低于果实，但其

必需氨基酸的占比均高于果肉、果皮、花瓣和花丝

等组织部位，具备较好的营养价值，除去茎刺后，

即可切成小片鲜食，还可打碎后添加奶油、全脂奶

粉、白砂糖、乳化稳定剂和果香剂等调制冰淇淋和

制作冷饮等［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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