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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处理对脐橙采后品质及抗病性的影响

刘 锋，陈 明，陈金印 *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研究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采后品质及抗病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冷藏(8℃)条件下，

壳聚糖处理抑制了脐橙果实的呼吸强度、延缓了总糖的上升和可滴定酸的下降并保持了较高的 VC 含量，从而保持

了较好的果实品质。同时，在贮藏后期壳聚糖处理也提高了脐橙果实超氧化物歧化酶、苯丙氨酸解氨酶、几丁质

酶和β-1,3- 葡聚糖酶的活性，增强了果实的抗病性。但不同处理间存在着差异，其中以 1.5g/100mL 壳聚糖效果最

好，2.0g/100mL 壳聚糖次之，1.0g/100mL 壳聚糖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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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itosan Treatment on Postharvest Quality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Navel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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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postharvest quality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Newhall

navel orang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tosan treatments inhibited respiration rate, delayed the ascent of total

sugar and the descent of titratable acid and resulted in less VC content loss during cold storage (8 ℃), indicating that the quality

of chitosan treated fruit is maintained well. Meanwhile, chitosan treatments also maintained the activities of SOD, PAL,

chitinase and β-1,3-glucanase of fruits at a higher level during the later storage period and enhances the disease resistance of fruit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postharvest quality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navel

orange, and 1.5% chitosan treatment displayed the best effect, followed by 2.0% and 1.0% chitosan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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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橙为甜橙的一种，俗称抱子橘，因果顶有脐而

得称。赣南是我国著名的脐橙生产基地，为全国最大

的脐橙主产区，素有“中国脐橙之乡”之称。赣南

脐橙果大色香、香气浓郁、甘甜味鲜、营养丰富，堪

称果中佳品。目前，赣南脐橙面积现已达 150 万亩，总

产量 100 万吨[1]。2015 年，脐橙面积将增加到 300 万亩，

总产量 200 万吨以上，达到与全球最大的脐橙产地美国

加州相当的产量[2]。赣南脐橙已被农业部列为国家九大

优势农产品之一。但采后腐烂一直是脐橙生产和流通过

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赣南脐橙产业的迅猛发展，

果实贮藏保鲜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壳聚糖(chitosan，CTS)是一种 l,4-β- 氨基葡萄糖的

聚合物，又称几丁聚糖，化学名称为β-(1,4)-2- 乙酰氨 -
2- 脱氧 -D - 葡聚糖。它广泛存在于真菌的细胞壁及虾、

蟹等甲壳动物的外壳中[3]。在果蔬保鲜方面，壳聚糖具

有良好的成膜性，经其溶液浸渍的果实表面能形成一层半

透明膜，能自动调节果实内外的气体交换，抑制果实呼

吸、延缓衰老，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果蔬的贮藏保鲜[4 -7 ]。

另外，壳聚糖还具有防治病害的作用，壳聚糖作

为植物抗病性的激发子可调节植物体内与抗病有关的酶

活性变化，这些酶包括苯丙氨酸解氨酶(PAL)、超氧化

物歧化酶( S O D ) 、过氧化物酶( P O D ) 、多酚氧化酶

(PPO)、几丁质酶和β-1,3- 葡聚糖酶等；从而激发苯丙

烷类代谢，产生植保素、酚类化合物等抗菌物质，以

及木质素加厚细胞壁，在植物抗病中起化学屏障作用和

植物抗毒素作用[8]。据报道，壳聚糖处理能够控制多种

果实因灰葡萄孢、扩展青霉、指状青霉和意大利青霉

引起的腐烂，对草莓、苹果和柑橘的一系列商品化处

理证实，壳聚糖能有效地控制果实的自然腐烂[9-10]。李

红叶等[11-12]认为，在壳聚糖存在的情况下，病原真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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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丁质酶活性会被壳聚糖激发出来；当壳聚糖浓度很高

时，真菌的几丁质酶被过分表达，导致对其自身细胞

壁几丁质的降解，从而损伤细胞壁。邓雨艳等 [ 1 3 ]研究

发现：2% 壳聚糖处理能够抑制纽荷尔脐橙果实贮藏期

中青霉病的发展，提高脐橙果实的抗病能力，延缓果

实抗坏血酸、失重率、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的含

量的下降，从而缓解果实品质的下降。

本研究通过对贛南脐橙主栽品种纽荷尔脐橙进行采

后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涂膜处理，比较它们的保鲜及抗

病效果，筛选出壳聚糖的最佳处理质量浓度，为赣南

脐橙的贮藏保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处理

供试材料为纽荷尔脐橙。2007 年 11 月 26 日采于江

西省脐橙研究所，并且当天用专门脐橙果箱装箱运回实

验室。挑选大小均匀、无病虫害、成熟度一致和表面

无机械损伤的果实，发汗 3d 后，进行壳聚糖涂膜保鲜

处理，参照张庆钢等[14]方法，分别用 1.0、1.5g/100mL
和 2.0g/100mL 壳聚糖，并添加吐温 -80(2g/100mL)作为涂

膜保鲜的表面活性剂，氯化钠(0.35g/100mL)作为涂膜助

剂和茶多酚(1g/100mL)作为保鲜助剂，用体积分数 1% 醋

酸溶解后在室温下浸果处理 30s，晾干后装入剪小孔的

0.04mm 厚的聚乙烯薄膜塑料袋，每个处理 60 个果，每

袋 3 0 个果，放入冷藏柜进行低温贮藏，温度调至 8℃
左右，相对湿度调至 8 5 % 左右。以未经任何处理果实

为对照(CK)，每隔 14d 测定一次相关生理生化指标。

1.2 试剂与仪器

壳聚糖(食品级)    青岛利中甲壳质公司；蒽酮(分析

纯)     江苏石浦助剂厂；2,6- 二氯靛酚、磷酸氢二钠、

磷酸二氢钠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核黄

素    上海润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巯基乙醇(分析纯)    上
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

GL-20B 高速冷冻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754 型 Spectrum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光谱仪器有

限公司。

1.3 方法

1.3.1 理化指标测定

呼吸强度：采用气流法测定 [ 1 5 ]；可滴定酸：采用

酸碱滴定法[15]；总糖：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16]；VC 含

量：采用 2 ,6- 二氯靛酚测定[16]。

1.3.2 酶活性测定

超氧化物歧化酶：采用 NBT 还原法[17]。1g 果肉加

50mmol/L pH7.8 的磷酸缓冲液 5mL 和少量石英砂，冰浴

研磨，26000 × g 冷冻离心(4℃)20min，上清液即为待

测酶液。取 0.1mL 上清液加 5mL 反应介质(内含 15mmol/L
Met、65μmol/L NBT、2.0μmol/L 核黄素、0.1mmol/L
EDTA，用 50mmol/L pH7.8 磷酸缓冲液配制)，在 4000lx
条件光照 15min 后，立即在 560nm 波长处测吸光度(A)，
以缓冲液代酶液作空白。酶活性采用抑制 NBT 光化学反

应 50% 为 1 个酶活性单位(U)。
苯丙氨酸解氨酶(PAL)[17]：取果肉 5g，加 10mL 含

5mmol/L 巯基乙醇的硼酸缓冲液(0.025mol/L，pH8.8)，
0.5g 聚乙烯吡咯烷酮(PVP)，冰浴中研磨，10000 × g 离

心 15min，上清液为 PAL 粗提液。反应液为 2mL 0.2mol/L
pH8.8硼酸缓冲液(内含20mmol/L苯丙氨酸和0.2mL酶液，

于 40℃反应 1h，加体积分数 20% 三氯乙酸 1mL 终止反

应，3000r/min 离心 10min，测定上清液 290nm 波长的

OD 值，以每小时在 290nm 波长处 OD 值变化 0.01 作为

1 个酶活性单位(U)。
几丁质酶[17]：取 5g 果肉加 10mL 50mmol/L 的Na3PO4

(pH5.0)缓冲液，冰浴研磨，4℃离心 15min，(15000r/
min)，上清液为酶的粗提液。取 0.5mL 粗提液加 0.5mL
胶状几丁质和 0.1mL 磷酸缓冲液(pH6.4)于 40℃水浴中保

温 1h，4000r/min 冷却离心 5min，取上清液 0.5mL 加四

硼酸钾 0.1mL，沸水中准确加热 3min，流水中冷却后加

入 3mL 对 - 二甲氨基苯甲醛，混匀后立即放入 36～38℃
的水浴中，20min 后流水冷却，立即在 585nm 波长处测

OD 值，以每小时生成 1μmoL N- 乙酸葡糖胺作为 1 个

酶活性单位(U)。
β-1,3- 葡聚糖酶[17]：取 5g 果肉加 10mL 50mmol/L 的

Na3PO4(pH5.0)缓冲液，冰浴研磨，4℃离心 15min(15000
r /mi n )，上清液为酶的粗提液。取酶的粗提液 1 m L，

0.1mol/L 柠檬酸 -0.2mol/L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pH4.8)
2.5mL，1g/100mL 昆布糖 0.5mL，30℃保温 1h，蒽酮法

测糖生成量，以每小时生成 1mg 葡萄糖为 1 个酶活性单

位( U )。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SPSS 12.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

用 t 检验法进行显著差异性分析，显著性差异水平：显

著(P ＜ 0.05)；极显著(P ＜ 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呼吸强度的影响

壳聚糖所形成的复合膜能够阻止空气中的氧气进入

果蔬组织中，并且在膜内形成低 O 2 分压，高 CO 2 分压

的小环境，从而抑制果蔬的呼吸作用。实验证明：这

种抑制作用与壳聚糖涂膜质量浓度有很大的关系，适宜

质量浓度壳聚糖形成的膜厚度适中，抑制呼吸作用的效

果较好。质量浓度大于 2g/100mL 壳聚糖黏度大、膜致

密，使果实难于进行正常的呼吸，趋于缺氧呼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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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生理失调；而质量浓度小于 1g/100mL 壳聚糖在果实表

面形成的膜较薄，膜内低氧气、高二氧化碳的环境得

不到保证，故保鲜效果不明显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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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呼吸强度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respiration rate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从图 1 可知，纽荷尔脐橙果实在冷藏期间，呼吸

强度变化趋势是先缓慢下降而后上升，壳聚糖处理均不

同程度抑制了脐橙果实的呼吸作用，并达到显著差异水

平( P ＜ 0 .0 5 )，对照脐橙果实从贮后 56 d 呼吸作用开

始上升，而壳聚糖处理果实直至贮后 70d 呼吸强度才

开始上升，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间存在差异，以

1.5g/100mL 壳聚糖处理效果最好，其次是 2.0g/100mL
壳聚糖处理，1.0g/100mL 壳聚糖处理效果最差。

2.2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可滴定酸的影响

可滴定酸的高低是衡量果蔬贮藏保鲜效果的标志之

一，也是鉴别果实品质的重要生理指标之一。可滴定

酸含量的高低及糖酸比对果蔬的风味起着重要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采后处理的纽荷尔脐橙果实在贮藏过程

中，可滴定酸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不同质量浓度

的壳聚糖处理对脐橙果实可滴定酸的下降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但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 ＞ 0.05)。
1.5g/100mL 壳聚糖处理效果最好；其次是 2.0g/100mL 壳

聚糖处理；效果最差的是 1.0g/100mL 壳聚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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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可滴定酸含量的

影响

Fig.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titratable
acid content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2.3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总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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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总糖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total
sugar content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由图 3 可知，采后纽荷尔脐橙果实在贮藏过程中，

总糖含量呈先上升后缓慢下降趋势，对照果实总糖含量

在贮藏前期(贮后 56d)呈迅速上升然后又急剧下降趋势，

与对照相比，壳聚糖处理在贮藏前期有效地抑制了脐橙

果实总糖的上升，并在贮藏后期保持了较高的总糖含

量，且与对照达到显著差异水平(P ＜ 0.05)。不同质量

浓度的壳聚糖处理间果实在贮藏 98d 之前无显著差异

(P ＞ 0.05)，但之后 1.5g/100mL 的壳聚糖处理果实总糖含

量最高；其次是 2.0g/100mL 的壳聚糖处理；1.0g/100mL
的壳聚糖处理最低。这说明适宜质量浓度壳聚糖有利于

纽荷尔脐橙果实在贮藏期间保持较高总糖含量，从而延

缓了糖的降解与转化。

2.4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 VC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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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 VC 含量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VC
content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VC 是果实重要品质指标之一，它还是一种还原性

物质，对果蔬起保护作用，含量降低到不能代谢掉正

常代谢产生的自由基程度时，自由基逐渐积累，以至

于达到对细胞组织产生损害，加速衰老速度。由图 4 可

知，纽荷尔脐橙果实在贮藏过程中，VC 的含量开始呈

迅速上升趋势，然后呈缓慢下降趋势，在果实 VC 含量

的贮后上升阶段，壳聚糖处理与对照果实 VC 含量无显

著差异，但在脐橙果实 VC 含量下降期，壳聚糖处理能

显著抑制果实 VC 含量的下降，以 1.5g/100mL 壳聚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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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果最好，2.0g/100mL 壳聚糖处理次之，1.0g/100mL
壳聚糖处理效果最差，但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间无

显著差异(P ＞ 0.05)。
2.5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 SOD 活性的影响

SOD 是果实成熟衰老中的保护性酶类，可以清除活

性氧自由基，从而减少自由基对膜的损伤，达到延缓

细胞衰老的目的，其活性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果实

衰老的程度。由图 5 可知，采后的纽荷尔脐橙果实在贮

藏过程中，S O D 的活性开始呈迅速上升趁势，然后缓

慢下降，未处理的脐橙果实 SOD 活性在贮藏前期上升较

快，在贮藏后期下降也快，1.5g/100mL 壳聚糖处理能很

好地抑制贮藏前期 SOD 活性的上升，贮藏后期能够保持

较高的 SOD 活性，其次是 2.0g/100mL 壳聚糖处理，效

果最差的是 1.0g/100mL 壳聚糖处理。

2.6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

的影响

由图 6 可知，纽荷尔脐橙果实在贮藏过程中，苯

丙氨酸解氨酶的活性开始呈上升趁势，然后缓慢下降，

然后又开始迅速上升，最后呈下降趋势。在贮藏 5 6 d
前，壳聚糖处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但之后，对照脐

橙果实苯丙氨酸解氨酶的活性开始急剧下降，而壳聚糖

处理的果实能够在后期维持较高的苯丙氨酸解氨酶的活

性，这样可增强果实抵抗力，减少果实腐烂，以 1 . 5
g/100mL 壳聚糖效果最好，2.0g/100mL 壳聚糖效果次之，

1.0g/100mL 壳聚糖效果最差。

2.7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几丁质酶活性的影响

由于几丁质酶主要分布于果实液泡内，细胞间隙中

较少；而病原菌最初为害的反应是膜系统的损伤，导致

液泡内的几丁质酶的释放，并对病原真菌细胞壁发生降

解作用，而细胞壁降解产物具有诱导几丁质酶的功能。

由图 7 可知，纽荷尔脐橙果实在贮藏过程中，几

丁质酶的活性开始呈上升趁势，然后迅速下降，并维

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在贮藏前期壳聚糖处理果实

的几丁质酶活性比对照低，从贮后 70d 开始，壳聚糖处

理和对照果实的几丁质酶活性都迅速下降，但壳聚糖处

理能有效抑制几丁质酶活性的下降，由于几丁质酶含量

高可增强果实抵抗力，故壳聚糖处理能减少果实腐烂，

以 1.5g/100mL 壳聚糖效果最好，2.0g/100mL 壳聚糖效果

次之，1.0g/100mL 壳聚糖效果最差。

2.8 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β-1,3- 葡聚糖酶活性

的影响

图 8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β-1 ,3- 葡聚糖酶

活性影响

Fig.8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β-1,3-
glucanase activity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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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几丁质酶活性的

影响

Fig.7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chitinase
activity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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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 SOD 活性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SOD
activity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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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对纽荷尔脐橙果实苯丙氨酸解氨酶

活性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hitosan treatments on PAL
activity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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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 可知，在纽荷尔脐橙果实的贮藏过程中，β-
1,3- 葡聚糖酶的活性开始呈缓慢上升趁势，对照脐橙果

实在贮藏第 56 天达到高峰，壳聚糖处理果实在第 70 天

才达到高峰，然后缓慢下降。壳聚糖处理果实在贮藏

前期β-1,3- 葡聚糖酶活性比未处理果实要低，而在贮藏

后期又能够维持更高的β-1,3- 葡聚糖酶的活性。其中，

1.5g/100mL 壳聚糖效果最好，2.0g/100mL 壳聚糖效果次

之，1.0g/100mL 壳聚糖效果最差。

3 结  论

壳聚糖作为一种天然的保鲜剂，它的保鲜作用与效

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不同种类的果蔬其组

织结构特点不同，生长特性不同，呼吸强度不同；而

不同质量浓度的壳聚糖，其黏度不同，形成的保鲜膜

疏密程度不同，所以要根据果蔬特点，相应地选择适

宜的处理浓度，从而起到调节、控制果蔬呼吸作用达

到保鲜的目的。

本实验验通过采用不同壳聚糖质量浓度处理采后纽

荷尔脐橙果实的研究发现：不同质量浓度壳聚糖处理的

脐橙果实贮藏效果均要好于对照，壳聚糖处理抑制了采

后脐橙果实的呼吸强度并较好地保持了果实品质。同

时，壳聚糖处理能提高贮藏后期脐橙果实超氧化物歧化

酶、苯丙氨酸解氨酶、几丁质酶和β-1 ,3 - 葡聚糖酶的

活性，从而增强了果实的抗病性。但不同处理间存在

着差异，质量浓度太低达不到理想的贮藏保鲜效果，质

量浓度太高果实抗病性反而下降，以 1.5g/100mL 壳聚糖

处理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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