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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蜜果实挥发物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

(TCT-GC/MS)联用分析

郑  华，张  弘 *，甘  瑾，于连松，张汝国，马李一，王有琼，张重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24)

摘   要：采用热脱附 - 气相色谱 / 质谱(TCT-GC/MS)联用技术，对动态顶空密闭循环吸附捕集的菠萝蜜果肉及果皮

挥发物分别进行检测。结果表明，菠萝蜜果皮与果肉挥发物中富含酯类化合物，果皮挥发物中的乙酸正丙酯和乙

酸正己酯相对含量高于果肉中的，果肉挥发物中的异戊酸甲酯、戊酸丁酯、丁酸乙酯相对含量高于果皮挥发物中

的，二者中的戊酸乙酯相对含量接近；二者中的其他酯和醇、羧酸(酐)、含氮及含硫类化合物均无共同成分；果

皮挥发物中未检出而果肉挥发物中检出的化合物类型还有醛、醚、萜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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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GC/MS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sition of Jackfruit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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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mal-desorption cryo-trapping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TCT-GC/MS) based on dynamic

head-space sampling was adopted to analyze volatile composition of jackfruit peel and flesh. Results showed that jackfruit peel

and flesh were both rich in esters. Higher n-propyl acetate and n-hexyl acetate contents were observed in jackfruit peel than in

flesh, whereas methyl isoamyl, butyl valerate and ethyl butyrate exhibited a higher content in jackfruit flesh than in peel. The

content of ethyl n-valerate in jackfruit peel was close to that in flesh. No other esters as well as alcohols, carboxylic acids

(anhydrides), nitrogen - containing and sulfate-containing compounds were simultaneously detected in jackfruit peel and flesh.

No aldehydes, ethers and terpenes were detected in jackfruit peel, whereas jackfruit flesh containe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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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蜜(Artocarpus heterophyllus)为桑科木菠萝属常

绿乔木，我国又称木菠萝、树菠萝、大树菠萝、蜜

冬瓜、牛肚子果等 [ 1 ]；此外，云南傣族地区还有麻朗、

包蜜、优珠昙树、阿萨、婆那娑等多种称谓 [ 2 ]。有关

菠萝蜜起源的观点有多种[1-3]。其在马来西亚叫 Nangka[4]，

在孟加拉国叫 Kathal[5]，在世界其他地方叫 Jaca、Jack、

Jakfruit、Jackfruit、Jacquiet 等[1]。目前几乎全球所有

热带国度均有种植，甚至种植较少的美国、牙买加等

也有较深入的研究[1]。关于中国古代对菠萝蜜的早期引

种时间和地点报道也存在分歧 [ 1 ]。目前，国内除闽台、

华南、云南的热带地区有分布外，亦可见于川南的亚

热带地区 [ 1 - 2 ]。国内资料介绍菠萝蜜多冠以“热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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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热带水果皇后”等美誉 [ 1 - 2 ]，但国外因其果蔬

两用、可提供较高能量，亦称为“穷人的食物”[ 4 - 6 ]。

有关菠萝蜜的研究，除了分布和起源方面外，主要涉

及种质资源分类与保存、引种和品种选育、生物学特

性及栽培生理、繁殖技术、病虫害防治、采后保鲜及

贮藏与加工技术等[ 1 ]。

对菠萝蜜的利用价值研究，其实质主要是分析和发

掘其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如 Jagadeesh 等[4]对印度产菠萝

蜜进行了总可溶性固形物、还原糖及总糖、淀粉、类

胡萝卜素等化合物的含量测定，Chowdhury 等[5]分析了

孟加拉国产菠萝蜜不同部位的游离糖和脂肪酸，

Rahman 等[6]对孟加拉国产菠萝蜜的碳水化合物也做了分

析鉴定，Ajayi[7]则检测了尼日利亚产菠萝蜜种子中的粗

蛋白、粗脂肪、粗纤维、碳水化合物及多种矿质元素。

这些报道为菠萝蜜的优质高产选育、营养与口味协调等

提供了一定依据，但对于菠萝蜜的浓郁香气的研究较

少。Maia 等[3]将菠萝蜜去皮除籽后浸解成浆状，用水 -
戊烷体系进行同时蒸馏 - 萃取，并将这种萃取物描述为

挥发物，以 GC-MS 联用仪分析鉴定出 39 种化合物；Ong
等[8]采用过二氯甲烷萃取 -GC/MS 分析，以及多种酯类预

处理 -SPME/GC/TOFMS(固相微萃取 - 气相色谱 / 飞行时

间质谱)分析[9]，也分别检测出菠萝蜜浆状物中的 23 个和

39 个化合物；而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纳智则将

菠萝蜜果肉切碎后用乙醚浸泡，然后用 GC-MS 分析鉴

定出 82 种成分[10]。尽管以上研究均将测定结果描述为

“香气”或“挥发物”，但从其取样方法看都是菠萝

蜜的不同溶剂提取物。

本研究采用吸附法捕集菠萝蜜果实真正的挥发性香

气物质，利用挥发物分析领域更先进的手段“热脱附 -
气相色谱 / 质谱(TCT-GC/MS)联用”技术，更客观、自

然地揭示菠萝蜜果实的嗅觉“香气”而非味觉“香

味”，以期为农业生产中进一步开发利用其综合价值提

供新的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新鲜菠萝蜜：“金苞无胶树菠萝”品种，干苞型

果实，购于昆明超市，到实验室立即切分为果皮和果

肉两部分进行挥发物采集。

Tenax-GR 吸附剂(进口分装，填充于 6mm × 160mm
玻璃热脱附管    美国 Varian 公司；采集袋(406mm ×

444mm 微波专用袋)    美国 Reynolds 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QC-1型大气采样仪(配有便携式充电器和手提箱)    北
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HT6890 型热解吸仪活化定

标器    山东鲁南瑞虹化工有限公司；TraceTM2000GC/Voy-

ager MS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配有美国 Varian 公司

Chrompack 产品 CP-4010 PTI/TCT 热脱附冷阱(TCT)及
Xcalibur1.4 数据处理系统，其中气相色谱为美国 CE In-
struments 公司产品，质谱为美国 Thermo-Quest 集团

Finnigan 公司产品。

1.3 方法

1.3.1 挥发物捕集

采用郑华等[11-13]在国内首创的动态顶空密闭循环式

吸附捕集法，分别捕集菠萝蜜果皮和果肉的挥发物样

品，每样品采集时间 2 0 mi n。

1.3.2 热脱附进样

载气压力：20kPa；进样口温度：250℃；冷阱温

度：－ 120℃；热脱附温度：250℃，保持 10min；进

样时冷阱温度 260℃，保持 1min。

1.3.3 色谱分离条件

色谱柱：CP-Sil8 Low Bleed/MS 毛细柱(60m ×

0.25mm，0.25μm)；升温程序：4 0℃保持 3 m i n，以

6℃/min 升至 250℃，保持 3min；载气压力：20kPa；
无分流方式。

1.3.4 质谱检测条件

电子轰击(EI)离子源；电子能量 70eV；GC-MS 接

口温度：2 5 0 ℃；离子源温度：2 0 0 ℃；灯丝电流：

150A；扫描速度：0.4s/scan；质量扫描范围：m/z 29～
3 5 0。

1.3.5 谱图检索及成分鉴定

由 TCT-GC/MS 操作得到各样品质谱相对丰度图及

总离子流(TIC)图。将 TIC 图中各峰代表的化学信息利用

专用软件 Xcalibur(版本 1.4)和标准谱库 NIST02，结合经

典气相色谱保留时间数据和相关化学经验，进行菠萝蜜

果实挥发性组分中各化学成分的鉴定。

2 结果与分析

在相同检测条件下，易挥发组分通常相对于难挥发

组分先出峰(保留时间短)，而根据其在谱图中主要特征

离子碎片的质荷比，结合保留时间数据并参照标准谱

库，可依次确定主要峰对应的化合物。菠萝蜜果皮与

果肉挥发物的成分检测结果列于表 1、2。
由表 1 可见，菠萝蜜果皮香气成分共检出 98.96% 的

化合物，其中含有多种酯类化合物，如 2 - 羟基戊酸乙

酯(8.57%)、乙酸正丙酯(7 .12%)、异硫氰酸巴豆基酯

(6.41%)和 2- 甲基丁酸乙酯(6.41%)相对含量均超过 6%，

乙酸正己酯(3.74%)和戊酸-2-甲基丁酯(3.53%)相对含量在

3% 以上，此外，戊酸丁酯(1.74%)、己酸丁酯(1.74%)
和戊酸乙酯(1.37%)也均达 1% 以上的相对含量，而 2- 甲
基 -2(甲基 - 甲氧基)氨基丙酸甲酯(0.89%)、戊酸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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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异戊酸甲酯(0.34%)、丁酸乙酯(0.27%)、乙

酸 -4- 戊烯 -1- 酯(0.21%)、2,2- 二甲基丙酸丁酯(0.08%)等
相对含量均低于 1%。除酯类外，其他主要检出成分还

包括羧酸、醇、胺及杂环化合物等，其中含氮化合物

N- 甲氧基 -(1,1- 二甲基 -3- 羟基)- 丙胺的相对含量在果皮

挥发物中最高，达 23.10%，而 N- 硝基 -1- 丁胺(1.04%)
相对含量也超过 1%。所检出的醇类物质也有多种，除

马鞭草烯醇(0.05%)相对含量很低外，其他如 1- 乙酰氨

基 -2,3- 氧 - 异亚丙基 -1- 甲氧基 -D- 葡萄糖醇(3.68%)、3-
甲基 -1-丁烯 -3-醇(2.15%)和 2-甲基 -2-丁烯 -1-醇(1.51%)
都能明显检出，相对含量在 1%～5% 之间，而 2- 甲基 -
3- 庚醇相对含量高达 9.06%。挥发物中检出的两种羧酸

为乙酸(4.85%)和戊酸(3.75%)，其总相对含量超过 8%；

还较明显检出两种含硫的杂环化合物，即 2,4- 二甲基硫

杂环丁烷和四氢 -3- 甲基噻吩，相对含量分别为 5.18% 和

1.38%。

保留时 主要特征
化合物

相对

间 /min 离子质荷比 含量 /%
10.74 43 乙酸正丙酯 7.12
11.34 60 戊酸 3.75
11.64 43 乙酸 4.85
12.19 74 异戊酸甲酯 0.34
12.97 71 丁酸乙酯 0.27
13.47 73 2-羟基戊酸乙酯 8.57
15.28 71 2-甲基 -2-丁烯 -1-醇 1.51
15.71 85 戊酸 -2-甲基丁酯 3.53
16.28 69 异硫氰酸巴豆基酯 6.41
16.86 102 2-甲基 -2(甲基 -甲氧基)氨基丙酸甲酯 0.89
17.09 75 N-硝基 -1-丁胺 1.04
17.26 69 2-甲基 -3-庚醇 9.06
17.48 43 乙酸 -4-戊烯 -1-酯 0.21
18.31 60 2,4- 二甲基硫杂环丁烷 5.18
18.47 60 四氢 -3-甲基噻吩 1.38
19.90 88 N-甲氧基 -(1,1-二甲基 -3-羟基)-丙胺 23.10
20.12 71 3-甲基 -1-丁烯 -3-醇 2.15
20.23 43 乙酸正己酯 3.74
21.09 57 2,2- 二甲基丙酸丁酯 0.08

21.27 60
1-乙酰氨基 -2,3-氧 -异亚丙基 -

1-甲氧基 -D-葡萄糖醇
3.68

21.43 56 戊酸丁酯 1.74
21.66 29 戊酸乙酯 1.37
22.61 70 戊酸戊酯 0.79
23.06 57 2-甲基丁酸乙酯 6.41
24.70 94 马鞭草烯醇 0.05
25.27 56 己酸丁酯 1.74

表1   菠萝蜜果皮挥发物成分检测结果

Table 1   TCT-GC/MS data of volatile components in jackfruit peel

由表 2 可见，菠萝蜜果肉香气成分共检出 98.16% 的

化合物，其中含有多种酯类物质，这与果皮挥发物组

成类似，但挥发物中的其他化合物类型较果皮更丰富，

不仅有醇和酸酐，还检测到醛、醚、萜烯及含氮、含

硫化合物。酯类成分中，乙酸正丙酯( 2 . 3 4 % )和乙酸

正己酯(0.29%)相对含量较果皮挥发物(分别为7.12%和

3.74%)低，异戊酸甲酯(6.96%)、戊酸丁酯(6.95%)、丁

酸乙酯(1.54%)相对含量高于果皮挥发物(分别为 0.34%、

1.74% 和 0.27%)，戊酸乙酯(1.74%)相对含量与果皮挥发

物(1.37%)接近；其他检出的各种酯类化合物，果肉与

果皮存在较大差异，果肉挥发物中检出而果皮挥发物中

未发现的有戊酸 -2- 甲基丁酯(戊酸仲丁酯)(8.58%)、巴豆

酸 -1- 丁烯 -4- 酯(6.10%)、丁酸仲丁酯(4.92%)、2- 羰基

己酸甲酯(4 .31%)、丁酸异丁酯(2 .60%)、乙酸异戊酯

(1.54%)、丁酸甲酯(1.50%)、丁酸丙酯(1.23%)、异戊酸

异丁酯(1.08%)和异丁酸丙酯(0.67%)，而 2- 羟基戊酸乙

酯、异硫氰酸巴豆基酯、2- 甲基丁酸乙酯、戊酸 -2- 甲
基丁酯、己酸丁酯、戊酸乙酯、2- 甲基 -2(甲基 - 甲氧

基)氨基丙酸甲酯、戊酸戊酯、乙酸 -4- 戊烯 -1- 酯、2,
2- 二甲基丙酸丁酯等则在果肉挥发物中未发现，仅在果

皮挥发物中有检出。除酯类外，果肉挥发物中的醇类成

分也与果皮中的差别很大，果肉挥发物中检出的醇类有

2-甲基-5-己烯-3-醇(6.91%)和2,3-二甲基-3-戊醇(4.44%)，
不同于果皮挥发物中的 2- 甲基 -3- 庚醇、1- 乙酰氨基 -2,
3- 氧 - 异亚丙基 -1- 甲氧基 -D- 葡萄糖醇、3- 甲基 -1- 丁

保留 主要特征
化合物

相对

时间 /min 离子质荷比 含量 /%
10.00 43 乙酸正丙酯 2.34
10.37 74 丁酸甲酯 1.50
11.18 55 2-甲基 -2-丁烯醛(2-甲基巴豆醛) 3.40
11.50 45 甲氧基乙酸酐 14.13
12.16 74 异戊酸甲酯 6.96
12.95 71 丁酸乙酯 1.54
13.46 73 2-甲基 -5-己烯 -3-醇 6.91
14.46 61 2-(二乙基硼氧基)乙硫醇 2.19
14.57 55 2-丁烯基苯基醚 0.73
14.58 71 乙醛乙腙 3.91
15.17 29 戊酸乙酯 1.74
15.90 73 2,3-二甲基 -3-戊醇 4.44
15.99 69 巴豆酸 -1-丁烯 -4-酯 6.10
16.48 43 丁酸丙酯 1.23
16.51 43 异丁酸丙酯 0.67
16.98 43 乙酸异戊酯 1.54
17.89 93 对 -1(7),3-    二烯 1.01
18.17 57 2-羰基 -己酸甲酯 4.31
19.45 93 β-蒎烯 0.30
19.62 71 丁酸仲丁酯 4.92
19.94 85 异戊酸异丁酯 1.08
20.10 43 乙酸正己酯 0.29
21.22 56 戊酸丁酯 6.95
21.28 102 巴米茶碱 8.79
21.56 71 丁酸异丁酯 2.60
23.02 85 戊酸 -2-甲基丁酯(戊酸仲丁酯) 8.58

表2   菠萝蜜果肉挥发物成分检测结果

Table 2   TCT-GC/MS data of volatile components in jackfruit flesh

艹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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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 -3- 醇、2- 甲基 -2- 丁烯 -1- 醇和马鞭草烯醇。果肉挥

发物中相对含量最高的甲氧基乙酸酐(14.13%)同果皮挥发

物中的乙酸、戊酸也完全不同。2- 甲基 -2- 丁烯醛(2- 甲
基巴豆醛)(3.40%)可在果肉挥发物中明显检测到，但果

皮挥发物中则未检出。萜烯和醚类成分虽然在果肉挥发

物中含量较低(对 -1(7),3-   二烯 1.01%，β- 蒎烯 0.30%，

2- 丁烯基苯基醚 0.73%)，但也是果皮挥发物中未检出

的。果肉挥发物中的含氮化合物主要是巴米茶碱(8.79%)
和乙醛乙腙(3.91%)，其总相对含量仅及果皮挥发物中含

氮化合物(N- 甲氧基 -(1,1- 二甲基 -3- 羟基)- 丙胺和 N- 硝
基 -1- 丁胺)总相对含量的一半左右。而含硫化合物 2-(二
乙基硼氧基)乙硫醇(2.19%)在果肉挥发物中是硫醇形式存

在，不同于果皮挥发物中的杂环形式(2,4- 二甲基硫杂环

丁烷和四氢 -3- 甲基噻吩)。
从以上分析结果看，菠萝蜜的果皮和果肉挥发物

中，酯类物质种类都是最多的，但果皮与果肉挥发物

中的酯存在异同。此类化合物中很多有益于消除人体疲

劳[14]。单种成分相对含量最高的物质，在果皮挥发物中

是含氮化合物 N- 甲氧基 -(1,1- 二甲基 -3- 羟基)- 丙胺，在

果肉挥发物中是甲氧基乙酸酐。

3 结  论

3.1 菠萝蜜果皮和挥发物中种类最多的化合物类型均为

酯类化合物，但果皮与果肉挥发物中的多数酯成分不

同。相同的酯成分，果皮挥发物中的乙酸正丙酯和乙

酸正己酯相对含量高于果肉中的，果肉挥发物中的异戊

酸甲酯、戊酸丁酯、丁酸乙酯相对含量高于果皮挥发

物中的，二者中的戊酸乙酯相对含量接近。

3.2 菠萝蜜果皮与果肉挥发物中各检出几种醇类物质，

但无相同成分，其中果皮挥发物检出含氮的醇类 1- 乙酰

氨基 -2,3- 氧 - 异亚丙基 -1- 甲氧基 -D- 葡萄糖醇。

3.3 菠萝蜜果皮挥发物中检出羧酸为乙酸和戊酸，而

果肉挥发物中仅检出甲氧基乙酸酐。

3.4 果皮挥发物中未检测到醛、醚、萜烯等，但在

果肉挥发物中均不同程度检出。

3.5 果皮与果肉挥发物中的含氮、含硫化合物均未发

现有相同成分，果皮挥发物中的含氮化合物相对总含量

约为果肉挥发物中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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