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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柑’果实冷藏保鲜效果与果皮蜡质含量

和化学组成及表面微形态结构的关系

郑福庆，徐呈祥*，马艳萍，陈小婷，叶思敏，许素瑶

（肇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广东肇庆 526061）

摘 要：【目的】揭示‘贡柑’果实冷藏保鲜效果与果皮蜡质含量、化学组成和表面微形态结构变化的关系。【方法】选择

成熟‘贡柑’果实，采收后装入聚乙烯塑料薄膜微孔保鲜袋中，分别在自然室温（14.2 ± 2.8 ℃）和冷库温度（6.5± 0.5 ℃）

下贮藏，定期测试分析。【结果】在 90 d的贮藏中，冷藏的‘贡柑’果实维生素C、有机酸含量降低幅度显著小于对照，可

溶性糖含量变化小，果实糖酸比与贮藏 0 d时相比无显著差异，果实中重要异味物质乙醇、乙醛积累受到显著抑制，果

实日均失重率、丙二醛含量及细胞质膜相对透性显著小于对照。电镜观察表明，室温贮藏的‘贡柑’果实果皮蜡质含量

降低很快，冷藏有效保护其果皮蜡被，果皮表面微形态结构保持良好，与对照差异显著。色谱-质谱联用分析表明，冷

藏显著抑制‘贡柑’果实果皮蜡质含量降低，蜡质总量及 4类主要长链成分的量均显著高于对照，贮藏 90 d时果皮蜡质

中的支链烷烃、烯烃和烯醛仍较显著。【结论】适宜温度冷藏对保持‘贡柑’果实采后品质及风味保鲜具显著效应。冷藏

的良好保鲜效果与其对‘贡柑’果实果皮蜡质含量、化学组成和表面微形态结构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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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fruit fresh- keeping effect with cold storage and

peel wax content,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surface micro-morphological

structure in‘Gonggan’mandarin (Citrus reticulate)
ZHENG Fuqing, XU Chengxiang*, MA Yanping, CHEN Xiaoting, YE Simin, XU Suyao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present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uit fresh-

keeping effect with cold storage and peel wax content,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the surface micro-mor-

phological structure in‘Gonggan’mandarin (Citrus reticulate),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optimizations of postharvest physiological regulation and storage technology aming at this famous spe-

cialty citrus cultivar in Zhaoqing, Guangdong Province.【Methods】Mature‘Gonggan’mandarin fruits

(280 d after full blossom, the surface was fully yellow) were harvested in mid -December and packed in

plastic film air-conditioned bags (100 cm × 60 cm) with micropores (Φ 3 mm, 18 pores per bag). Then

the frui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and stored for 90 d under natural room temperature

(Control, 14.2± 2.8 ℃ ) and cold storage temperature (cold storage, 6.5 ± 0.5℃ ),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storage period, the fruit weight loss rate and decay incidence, contents of ethanol and acetaldehyde,

malondialdehyde (MDA) content and electrolyte leakage of plasma membrane were tested and ana-

lyzed, and the responses was analyzed to peel wax content, chemical composition as well as surface mi-

cro-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t storage for 30, 60 and 90 d.【Results】During the 90-day storag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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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角质层蜡质是植物表皮细胞外由亲脂性化

合物构成的疏水层，是植物与外界的第一接触面。

对植物表皮，特别是角质层蜡质微形态结构的研究，

已在揭示植物不同类群的系统发育[1]、对环境胁迫

的适应性[2-3]及抗逆机制方面发挥了作用[4-6]。研究

果实贮藏保鲜中果皮表面超微结构和蜡质组成特

性，不仅可为揭示针对性的科学机理提供理论依据，

而且可为采后生态高效的涂膜、包装、防腐等技术提

供科学支撑。目前，对果实表面微形态结构及其在

贮藏保鲜中的响应与作用研究甚少[7-9]，对柑橘果实

的研究更为稀少，但已有的报道很有价值。

Ladaniya [10]研究发现，冷害胁迫下，没有除去蜡

质的‘Nagpur’橘果实较除去蜡质的果实受害程度明

显较轻，保存期长。Cajuste 等[11]研究发现，外源乙

烯提高‘Navelate’脐橙果皮蜡质含量，引起表皮蜡

质形态改变，降低非冷害果皮褐斑病发病率而贮藏

中果皮裂缝或无蜡区域产生的新蜡质是用乙烯处理

后柑橘绿霉病发病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曾琼等[12]报

道，‘Newhall’脐橙果皮光泽型突变类型的耐贮藏性

显著优于其普通型及打蜡果实。王敏力等[13] 研究

指出，耐藏性优异的‘Newhall’脐橙果皮无定形蜡质

中晶体的大小、密度、蜡质总量以及除醛外的各蜡质

组分含量均显著高于‘南丰蜜橘’等 4种耐贮藏性差

或中等的品种。未见其他与柑橘果皮蜡质相关的报

道。

‘贡柑’（Citrus reticulata‘Gonggan’）是广东西

江流域著名特产柑橘，平均单果质量 125 g，果形规

整，色泽金黄，皮薄多汁，果肉鲜滑脆嫩，爽口化渣，

清甜低酸，香蜜浓郁，无核或少核，集中了甜橙（Cit-

rus sinensis）外形美观和宽皮柑橘（Citrus reticulata）

肉质细嫩、易于剥皮的双重优点，营养丰富，集成了

甜橙、糖橘、蜜柚的优点，为其他柑橘品种难以比拟，

深受消费者欢迎，被誉为“中国柑王”，先后荣获“中

华名果”、“岭南十大佳果”、“中国名优品牌水果”等

荣誉称号。‘贡柑’原产地及主要栽培地区，目前仅限

广东西江流域的肇庆市，有记载的栽培历史已逾

800年，但比较专业的研究时间很短，现在很多领域

尚属空白。

在肇庆当地，‘贡柑’果实成熟上市期非常集中

（12月中旬至翌年 1月中旬），自然条件下贮藏期很

短，尚未找到有效解决方法[14]。本文作者此前的多

轮试验及测试分析发现，‘贡柑’果实在（2.5 ±

0.5）℃、（4.5 ± 0.5）℃、（6.5 ± 0.5）℃、（8.5 ± 0.5）℃下

贮藏，30 d 前效果很好，但 30 d 后，在（2.5 ± 0.5）℃

下贮藏的果实部分发生冷害，在（4.5 ± 0.5）℃下贮

藏无冷害发生且在历时105 d的贮藏中好果率最高，

with the fruits stored at cold temperature, the content of vitamin C and organic acid contents were signif-

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soluble sugar content changed very little, and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fruit sugar/acid ratio compared with those stored for 0 d, the accumulation of etha-

nol and acetaldehyde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and the daily average weight loss rate, malondialde-

hyde content and the electrolyte leakage of plasma membrane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Electron microscopy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the peel cerotegument of‘Gonggan’manda-

rin fruits degraded rapidly under room temperature storage, while that of the fruits under cold storage

was effectively protected, but also persevered the surface micro-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fruit in

an excellent statu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The results of Gas Chromatogra-

phy- Mass Spectrometer analysis showed that cold storag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decrease of wax

content of‘Gonggan’mandarin fruits, and the total wax content and the contents of four mamajor com-

ponents—long- chain fatty aldehydes, long- chain fatty acids, long- chain aliphatic hydrocarbons, and

long chain fatty primary alcohols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The contents of branched al-

kanes, alkenes and alkenals in peel of‘Gonggan’mandarin fruits were still notable under cold storage

for 90 d.【Conclusion】The excellent fresh-keeping effect of‘Gonggan’mandarin fruits under cold stor-

age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to the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wax content as

well as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ruits in storage.

Key words:‘Gonggan’mandarin (Citrus reticulata); Cold storage; Preservation; Peel; Wax; Micro-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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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6.5 ± 0.5）℃下贮藏，腐烂率略微高于（4.5

± 0.5）℃下贮藏，但耗电量较少，而在（8.5 ± 0.5）℃

下贮藏的果实腐烂率则显著升高，以自然室温（12.5

± 2.8）℃下贮藏效果最差。‘贡柑’果实采后冷藏保

鲜效果与其果皮表面超微结构及蜡质组成特性的关

系尚不清楚。

本项研究测试分析‘贡柑’在（14.2 ± 2.8）℃自

然室温和（6.5 ± 0.5）℃冷藏中果实失重率、腐烂率、

与风味劣变密切相关的乙醇和乙醛含量、膜脂过氧

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及细胞膜相对透性的变

化与差异，并对果皮表面超微形态结构、蜡质含量及

化学组分的变化的响应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认识

贡柑冷藏保鲜效应与调控机制、果皮表面蜡质及其

在贮藏保鲜中的响应与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与处理

在‘贡柑’大量成熟上市季节（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著名产区广东省德庆县马圩镇果园（23°

24′N，111°26′E），选择生长良好的 9 a（年）生‘贡柑’

树，剪取树冠中部、果形端正、大小均匀、表面全黄的

果实（盛花后 280 d）放入周转箱中（上盖纸板）带回

实验室，室内临时存放以便释放田间热、适当降低含

水量。至采后 72 h（3 d）时，选择无明显受伤的果

实，分装进我们研制的聚乙烯塑料薄膜微孔（直径 3

mm，每袋 18孔）气调保鲜袋（100 cm × 60 cm）中贮

藏。果实不做杀菌处理。

每袋装 100 个 [单果质量（119.5±6.5）g]，共 20

袋，随机分为 2组，分别在自然室温和冷库温度下贮

藏。室温贮藏（对照）期间，室内日平均温度（8:00

am）为（14.2 ± 2.8）℃，其中：12月下旬，1月上、中、下

旬，2月上、中、下旬，3月上、中旬的旬平均温度分别

为（12.7 ± 0.5）℃，（11.6 ± 0.4）℃、（14.4 ± 1.3）℃、

（10.8 ± 1.4）℃ ，（12.2 ± 1.4）℃ 、（13.9 ± 0.4）℃ 、

（15.7 ± 0.7）℃及（17.3 ± 0.9）℃、（18.7 ± 3.3）℃；每

日早、晚 8:00—9:00开窗通风换气各 1 h，用湿拖把

拖地 1 次。冷藏温度为（6.5 ± 0.5）℃，设备自动调

控。所有贮藏室相对湿度≥85%。

1.2 测定指标及方法

果实保鲜效果检测：入贮后，定期统计果实腐烂

个数，腐烂率以每袋中腐烂果个数占该袋贮藏总果

数的百分数表示；入贮当日，每袋随机抽取 10个果

实，每处理共计抽取 100个果实，分别编号标记、测

定重量，贮藏期间果实失重率以各标记果重量减小

量与其入贮当日重量的百分数表示。果实维生素

C、可溶性总糖及有机酸含量，取汁囊/果肉为试样，

分别采用 2,6-二氯酚靛酚法、蒽酮比色法和 NaOH

滴定法测定；参照Sugiura等[15]的方法测定乙醇和乙

醛含量，釆用外标标准曲线法定量。

果实膜膜过氧化作用测定：于贮藏0、30、60、90 d，

从每袋果实中各抽取 1个目视健康的非编号标记的

果实（每处理 10个）进行检测，按处理每 2个果实组

成 1组（重复），用解剖刀分别切取果实赤道部中央

部位的果皮、汁囊各 0.25 g 组成混合样品（每重复

0.5 g），参照林植芳等[16]的方法测定果实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MDA）含量，参照 Lurie等[17]的方

法测定细胞质膜相对透性（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plasma membrane，RPP）。测定 RPP 的具体方法

是：切取的样品放入 25 mL刻度试管中，用超纯水漂

洗 3次后定容至 25 mL，立即用DDS-11AT型电导仪

测定其电导率 P0，室温下静置 3 h测定电导率 P1，然

后煮沸 5 min，冷却至室温，加超纯水至原刻度，测其

电导率P2，质膜相对透性/%=（P1-P0）/（P2-P0）×100。

果实表面蜡质提取：用游标卡尺测量果实纵、横

径，按圆球体计算果实表面积。每次每袋抽取 1个

目视健康的果实（每处理 10个），2个 1组，去离子水

清洗 3次，自然晾干后用三氯甲烷/甲醇（V/V=3/1）脱

蜡、结合超声波处理法提取，每样提取2次，每次15 s

（500 kHz，60 ℃，500 W），每次每重复 200 mL，用

MD 200-2型氮吹仪在稳定的氮气流中蒸发至约 10

mL，加入内标液正二十四烷（C24H72，1 μg·μL-1）及

250 μL衍生化试剂 N,O-双（三甲基硅烷基）三氟乙

酰胺（N, O-Bis-（trimethyl silyl）-trifluoroacetamide，

BSTFA），氮吹仪吹干，2.5 mL 三氯甲烷复溶，微孔

膜过滤至进样瓶中，用于气相色谱-质谱（Gas Chro-

mato graphy-Mass Spectrometer，GC-MS）分析。

果皮蜡质含量及组成分析：GC-MS 分析使用

Agilent 6890N-5973N GC/MS气质联用仪，进样量 1

μL。6890 N 气相色谱仪，HP-5 型弹性石英毛细管

柱，程序升温：以 4 ℃·min-1 的速度从 80 ℃升高到

290 ℃ ，在 290 ℃ 恒 温 30 min；载 气 为 He 气

（99.99%），流量 1.2 mL·min-1，线速度 40 cm·s-1。质

谱 5973N：四极杆质谱仪，EI源离子源（70 eV），四极

杆温度 150 ℃，离子源温度 230 ℃。物质鉴定参比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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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库为仪器自带的标准物图谱库，所分析的蜡质成

分为：脂肪醛（包括饱和脂肪醛、不饱和脂肪醛和芳

香醛），脂肪烃（包括正构饱和脂肪烃、支链饱和脂肪

烃和不饱和脂肪烃），脂肪醇及脂肪酸[18]。

果实表面微形态结构观察：贮藏 0、30、60、90 d

时，分别选择健康果实在赤道部中央部位横向切取

宽 2~2.5 mm、长 3~3.5 mm的果皮样品，pH 7.2磷酸

缓冲液清洗，2.5%戊二醛和4.0%多聚甲醛混合液中

固定 24 h（4℃），系列浓度乙醇脱水，临界点干燥仪

（EMITECH K850）干燥，环氧树脂渗透、包埋，LKB-

V型超薄切片机切片，离子溅射仪（Hitachi E-1010）

喷金，FEI Quanta 200扫描电镜。每处理各取 3个果

实制样，各拍摄5张照片。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3 软件进行平均

数、标准差的计算及作图，用邓肯氏（Duncan’s）新复

极差法对不同处理平均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进行分

析。同一指标的数据，标记的小写字母相同，表示它

们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冷藏对‘贡柑’果实营养和风味品质的影响

‘贡柑’果实维生素C含量随贮藏日数增多降低

幅度大，冷藏果实降低幅度显著小于室温贮藏（对

照），冷藏 30、60 和 90 d 分别较贮藏 0 d 降低 3.4%、

12.2%、23.7%，而对照分别降低 25.9%、52.7% 和

64.2%（图 1-A）。无论对照或冷藏，‘贡柑’贮藏中果

实可溶性糖含量表现为呈先升后降，但对照含量升

高早、降低快，贮藏 60、90 d较 0 d分别降低 14.4%、

27.2%，冷藏果实变幅小，贮藏90 d较0 d仍无显著差

异（图 1-B）。贮藏中‘贡柑’果实有机酸含量的响应

特点与维生素C含量的响应几近一致，对照果实下降

非常快，与冷藏处理差异显著（图 1-C）。相应地，冷

藏的‘贡柑’果实糖酸比变化平缓，贮藏30、60和90 d

与贮藏 0 d 均无显著差异，增大幅度分别为 5.0%、

17.3%和 23.7%，而对照果实贮藏 30、60和 90 d糖酸

比均显著大于贮藏 0 d，增大幅度分别达 45.9%、

67.1%和109.0%（图1-D）。

图 1 不同贮藏温度下‘贡柑’果实维生素 C、可溶性糖和有机酸含量及糖酸比的差异

Fig. 1 Differences of Vitarmine C，soluble sugar and organic acid contents and sugar-acid ratio of ‘Gonggan’ mandarin

fruits stored under room temperature （control）and col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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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time/d

乙醇、乙醛含量是柑橘果实贮藏中与风味劣变

有关的 2种重要异味物质，严重影响果实风味[19-20]。

测试分析表明，‘贡柑’果实乙醇含量（图 2-A、B）远

高于乙醛含量（图 2-C、D），果皮乙醇、乙醛含量均显

著高于果肉，且变化最大；2种异味化学成分含量随

贮藏日数增多的响应趋势不同：乙醇含量持续增大，

对照果实至贮藏后期增大 2倍以上；乙醛含量在贮

藏前期降低，中期和后期回升，对照果实升幅显著；2

种成分的变化幅度均以在果皮中最显著。但是，在

冷藏条件下，乙醇、乙醛含量及其在果皮、果肉中的

增大受到显著抑制，尤其在果肉中的变化明显较小，

贮藏后期的乙醛含量甚至与贮藏开始时几无差异；

贮藏 30、60、90 d 时果皮和果肉乙醇含量分别比室

温下贮藏的果实降低 34.4% 和 53.3%、32.1% 和

42.9%、45.2%和 47.3%，乙醛含量则分别比室温下贮

藏的果实降低15.8%和6.7%、40.0%和22.1%、41.9%

和42.6%。

2.2 冷藏对‘贡柑’果实失重、腐烂及膜脂过氧化的

影响

失重是柑橘果实贮藏保鲜中普遍而突出的劣变

现象[21]。果实腐烂对柑橘果实贮藏效果及保鲜质量

的影响更加突出，表现也最为直接[22]。室温贮藏（对

照）下，‘贡柑’果实采收后失重迅速，并随贮藏时期

延长持续加快，但冷藏果实失重率均显著小于对照；

贮藏 90 d，室温贮藏果实和冷藏果实日平均失重率

分别为 0.456‰和 0.191‰，差异显著（图 3-A）。与

失重率变化趋势相似，贡柑果实在入贮不久即有腐

烂现象发生，腐烂率随贮藏时期延长而持续升高，贮

藏 30 d腐烂率即超过 7.5%，但在检测的任何时段，

冷藏果实腐烂率均显著低于对照果实，差异显著。

尤其在对果实未做任何杀菌防腐处理的情况下，在

前 30 d的贮藏中冷藏果实没有腐烂现象发生，贮藏

60 d时冷藏果实腐烂率仍低于10.0%，贮藏90 d腐烂

率低于25.0%（图3-B）。

果实采后的衰老劣变，重要原因之一是果实不

断产生并积累自由基，使细胞中多种物质发生过氧

化，损伤生物膜，使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发生交联而

影响正常功能[23-24]。丙二醛（MDA）是常用的膜脂过

图 2 两种贮藏温度下‘贡柑’果实乙醇和乙醛含量的差异

Fig. 2 Content difference of ethyl alcohol and acetaldehyde in C. reticulata ‘Gonggan’ fruits under two storage tempera-

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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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氧化指标。检测结果表明，室温贮藏的贡柑果实，随

贮藏日数增多，MDA含量快速升高，升高幅度果皮中

显著大于果肉中，但对于冷藏果实，无论果皮或是果

肉，MDA含量随贮藏日数增多的升高幅度均显著小

于对照，贮藏30、60、90 d 时果皮和果肉MDA含量分

别为对照的 63.4% 和 60.9%、51.5% 和 55.8%、50.3%

和51.9%（图4-A、B）。与此同时，‘贡柑’果皮和果肉

细胞质膜相对透性（RPP）也发生相应变化，以果皮

RPP随贮藏日数增多而增大的幅度最大，但较MDA

含量的变化明显平缓，且无论果皮或果肉，冷藏处理

明显抑制果实贮藏中RPP增大，贮藏 30、60、90 d 时

果皮和果肉RPP分别为室温下贮藏的果实的 33.2%

和 45.1%、61.4% 和 49.1%、43.5% 和 53.1%（图 4-C、

D）。

图 3 两种贮藏温度下‘贡柑’果实失重率和腐烂率的差异

Fig. 3 Differences of weight loss rate and decay incidence of C. reticulata ‘Gonggan’ fruits under two storage temperatures

图 4 两种贮藏温度下‘贡柑’果实丙二醛含量和细胞膜相对透性的差异

Fig. 4 Differences of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and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plasma membrane of ‘Gonggan’ mandarin

fruits under two storage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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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种贮藏温度下‘贡柑’果实表面蜡质总含量及 7 类主要组分含量的差异

Fig. 5 Content differences of peel wax total and seven major components of ‘Gonggan’ mandarin fruits

under two storage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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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冷藏对‘贡柑’果实果皮蜡质含量及其化学组

成的影响

如图 5所示，成熟的‘贡柑’果实，果皮蜡质总含

量为（206.4±19.6）μg·cm-2。随贮藏日数增多，贡柑

果皮蜡质总含量及不同种类组分的含量均持续下

降，但对两种贮藏温度的响应差异显著：贮藏 30 d，

室温下贮藏的果实果皮蜡质总含量降低幅度达

（28.3±6.4）%，但冷藏果实仅降低（8.9±3.20）%；贮藏

60 d，室温下贮藏的果实进一步显著降低，同期冷藏

果实与开始贮藏时无显著差异；贮藏 90 d，冷藏果实

下降幅度略大，但仍显著高于室温下贮藏。贮藏

30、60、90 d，冷藏果实果皮蜡质总含量分别比室温

下贮藏的果实高27.8%、72.1%、70.4%（图5-A）。

‘贡柑’果皮蜡质化学组分中，含量居第 1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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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链脂肪醛，次为长链脂肪酸和长链脂肪烃，居第

3位的是长链脂肪伯醇，含量最低的一类组分是支

链烷烃、烯烃、烯醇和烯醛。无论室温贮藏或冷藏，

‘贡柑’果皮蜡质 4 类长链组分的含量降低幅度相

当，但冷藏果实降低幅度显著小于对照，尤其是碳原

子数较少的组分。贮藏 30、60、90 d，冷藏果实果皮

长链脂肪醛、长链脂肪酸、长链脂肪烃、长链脂肪伯

醇分别较对照果实高 18.7%、59.9%、51.7%，37.1%、

84.6%、44.5%，20.3%、62.1%、51.3%，8.7%、46.3%、

38.6%（图 5-B、C、D、E）。室温贮藏 30 d，果皮蜡质

中支链烷烃、烯烃和烯醛已完全检测不到，而冷藏果

实贮藏90 d时含量仍然比较显著（图5-F、G、H）。

2.4 冷藏对‘贡柑’果实表面微形态结构的影响

新鲜‘贡柑’果实，表面整洁、平滑，蜡被均匀、致

密；气孔微微突起，孔口中填充有较致密的“栓塞状”

物质（图 6-A、B、C）。室温下贮藏 30 d，‘贡柑’果实

表面形态结构变化显著：果面明显变得粗糙、不平

整，局部区域蜡被凝聚或呈片块状剥落，气孔中的

“栓塞状”物质消失或基本消失，部分气孔周围区域

开裂，有的裂隙中菌丝发育明显（图 6-D、E、F），但同

期冷藏的果实则不然，表面微形态结构与贮藏开始

时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图 6-G、H、I）。室温下贮藏

60 d，仍未腐烂的‘贡柑’果实，果面进一步显著粗糙

化，“起砂”严重，气孔周围的裂隙普遍发生且深而广

（图 6-J、K、L），但冷藏果实果面“起砂”程度明显较

经，更未观察到气孔周围有裂隙发生，果皮表面微形

态结构保持良好（图 6-M、N、O）。贮藏 90 d，虽然是

分装在保鲜袋中，室温下仍未腐烂的贡柑果实，果实

表面凹凸不平，残留的外蜡非常稀少（图 6-P、Q、R），

同冷藏果实的差异更加显著（图6-S、T、U）。

0 d

30 d

60 d

90 d

图 6 ‘贡柑’果实表面微形态结构及在室温贮藏和冷藏条件下的变化

Fig. 6 Changes of surface micro-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Gonggan’ mandarin fruits storaged under room temperature

and col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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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贮藏温度对果实采后贮藏品质的影响已有大量

研究和实践，但果皮蜡质含量与果实采后贮藏品质

的关系目前的研究报道不是很一致。本文的研究表

明，贮藏温度深刻影响‘贡柑’果实采后贮藏保鲜效

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应是来自其对果皮蜡质的影响。

采后自然室温下贮藏的‘贡柑’果实果皮蜡质减少很

快、表面微形态结构变化很大，果实失重率高、腐烂

率高，冷藏则显著抑制其果皮蜡质减少、果实失重和

郑福庆，等：‘贡柑’果实冷藏保鲜效果与果皮蜡质含量和化学组成及表面微形态结构的关系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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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果实表面微形态结构保持良好；统计分析进一

步表明，贮藏中其果实失重率与果皮蜡质总含量极

显著负相关（R0.01=0.834，R 贡柑= ‒0.958），腐烂率也

与之极显著负相关（R0.01=0.800，R 贡柑= ‒0.859），两

指标与 4类长链组分的相关性与此相同。结果说明

其果实贮藏保鲜效果与果皮蜡质关系密切，冷藏保

鲜的机制之一应在于对果皮蜡质及此而来的表面微

形态结构的有效保护。

果皮蜡质含量及其化学组成差异是果实结构的

重要生物学特性。‘贡柑’果皮中占蜡质总量逾 50%

的组分是长链脂肪醛，次为长链脂肪酸和长链脂肪

烃（合计占比近 45%），长链脂肪醇等其他组分含量

合计不足 5%，蜡质化学组成与同为宽皮柑橘的南丰

蜜橘、温州蜜柑有明显差别，后两者蜡质化学成分居

支配地位的是长链脂肪酸，占比分别为 69.5%、

60.6%，长链脂肪烃占比分别为 3.0%、10.2%，长链脂

肪醇占比分别为 11.0%或未检测到，醛类未检测到

或含量低于 1.0%[25]。‘Navelina’脐橙和温州蜜柑果

皮的蜡质成分中，醛类、烷烃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初

级醇和萜类物质含量较低，且温州蜜柑果皮蜡质含

量显著低于‘Navelina’脐橙，而‘Fortune’橘果皮蜡

质主要成分的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烷烃、脂类、酮

类、醛类、脂肪酸、初级醇、萜类[26]。然而，迄今鲜有

关于柑橘果实贮藏中蜡质化学成分变化情况的报

道。从本文的测试分析结果看，‘贡柑’贮藏中其果

皮蜡质含量以长链脂肪醛降低幅度最大，低分子量

的支链烷烃、烯烃和烯醛对较高贮藏温度尤其敏感，

暗示它们对贡柑贮藏保鲜效果可能具有更重要功

能。

减少水分损失、保持果实鲜度被认为是果皮蜡

质的最重要生态功能，蜡质层发育越完善、越致密，

果实采后贮藏中的失重越小[27]。较高贮藏温度下，

果实失水过多不仅引起果面皱缩，降低商品品质，

且显著影响其口感、脆度、色泽和风味，降低食用品

质。同时，失水过多导致的果皮皱缩又极易导致蜡

层出现裂隙而进一步加重失水。目前普遍倾向于

认为，果皮蜡质能有效调控表皮细胞的渗透性、阻

止果实中水分的非气孔性散失，但发挥功能的主导

因素可能比较复杂，蜡质含量或厚度是作用的一方

面，蜡质的化学组分可能更为关键[28]。对番茄（Ly-

copersicon esculentum）果实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

其表皮水分散失程度的重要因素是蜡质的化学成

分，其果皮蜡质中脂肪族化合物对防止水分蒸腾起

重要作用，三萜类化合物等环状组分的保水性能相

对较弱[29]。在近年的果皮蜡质研究中，这方面几未

见到有相关报道。果实失重率的构成，首先是果实

水分散失，呼吸消耗也占一定份量。‘贡柑’贮藏中

果实失重率与果皮蜡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其中的何种组分在阻止果实水分散失起关键作用

可进一步研究。

已知果皮蜡质具有抵御微生物侵染的功能，其

途径主要有 3条，分别是：作为果实物理屏障阻止微

生物侵染，果皮蜡质的疏水性抑制微生物附着、萌

发、入侵和繁殖，果皮蜡质的某些组分可抑制微生物

生长和分化[30]。如：短梗稠李（Arrabidaea brachypo-

da）表皮蜡质中含有 4种具有抗真菌活性的黄酮类

物质[31]；苹果梨果皮蜡质组分中的极性组分长链脂

肪酸和三萜类化合物以及低极性组分和正烷烃能抑

制链格孢菌（Alternaria alternata）分生孢子萌发和

菌丝生长[32]。这些研究同时说明不同植物种的表皮

蜡质抵御微生物侵染的方式有差异。‘贡柑’采后贮

藏中导致腐烂病高发的病原菌主要是指状青霉菌

（Penicillium digitatum）和意大利青霉菌（P. itali-

cum），特别是指状青霉菌，蔓延很快，危害最重[33]，

它们果皮的蜡质中是否存在对青霉属病原菌具有抗

性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差异，我们拟作进一步

测试分析。

综上所述，‘贡柑’采后贮藏中果皮蜡质的状况

直接影响其果皮表面微形态结构，对果实表面的微生

态环境可产生显著影响，诱发果实内部生化代谢失

调，参与果实耐贮性应答，因而，从一方面综合反映着

果实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结果对于科学认识‘贡柑’

贮藏中温度的深刻影响及果皮蜡质的突出功能有参

考价值，对于揭示‘贡柑’果实冷藏保鲜机制、指导采后

贮藏运输有科学意义。目前对其他柑橘果树的研究

业已发现，果皮蜡质含量与组成还受果实生长发育中

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如树龄、园地营养、水分状况、

光照条件、树体部位、果实负载量及病虫害情况、生长

物质处理等[34-35]。鉴此，促进果皮蜡质良好发育从而

提高耐贮藏性应成为贡柑现代栽培管理的重要方面。

4 结 论

冷藏显著抑制‘贡柑’果实采后贮藏中的失重和

腐烂，保持果实中重要营养成分和风味物质含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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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抑制异味物质积累和膜脂过氧化作用，机制之一

应在于对果皮蜡质含量、化学组成和表面微形态结

构的有效保护，其中的长链脂肪醛、支链烷烃、烯烃

和烯醛对防腐保鲜可能具更重要影响。

广东西江流域地处南亚热带，12月中旬‘贡柑’

大量成熟时气候仍较温暖，加之降水较多，温度高、

湿度大，气候上对其贮藏保鲜不利。本项研究进一

步表明，适宜温度（6.5 ℃）的冷藏应成为本地区该柑

橘品种采后贮藏保鲜及物流运输的重要技术，其采

后产业发展应以冷藏技术装备应用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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