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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钾处理对‘华特’毛花猕猴桃果实后熟软化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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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花猕猴桃‘华特’（Actinidia eriantha Benth‘Walter’）果实采后经 50 和 75 mmol · L-1 草

酸钾处理后在常温下贮藏，果实腐烂率显著低于对照，贮藏 15 d 比对照分别降低 6.7%和 10%，贮藏中后
期果实硬度和维生素 C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草酸钾处理降低了果实在贮藏前期的呼吸速率和乙烯释放速
率，推迟了呼吸跃变，抑制了多聚半乳糖醛酸酶（PG）、木聚糖酶（Xyl）和 β–半乳糖苷酶（β-Gal）的
活性，这些生理效应与草酸钾处理有效延缓果实后熟软化进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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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tassium Oxalate Treatment on Softening in Actindia eriantha
‘Walter’Fruit
LI Pei-yan，ZHOU Gang，ZHOU Qiao-li，ZHAO Jing，and ZHENG Xiao-lin*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5，China）

Abstract：Harvested kiwifruit（Actinidia eriantha Benth‘Walter’
）were dipped in 50 or 75 mmol · L-1
potassium oxalate solution for 10 min，and then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wer
softening and decay incidence in treated fruit were observed as compared to control fruit. After 15 days in
storage，the decay incidence in 50 and 75 mmol · L-1 potassium oxalate treated fruit decreased by 6.7% and
10%，respectively，and vitamin C content in treated fru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fruit.
The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 oxalate not only reduced ethylene production and respiratory rate，but also
delayed the climacteric respiration in fruit. In addition，activities of pectolytic enzymes including
polygalacturonase（PG），xylanase（Xyl）and β-galactosidase（β-Gal）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reated
fruit.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s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potassium oxalate might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to
slowing the process of softening and ripening in kiwifruit dur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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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花猕猴桃（Actinidia eriantha Benth）属猕猴桃科（Actinidiaceae）猕猴桃属（Actinidia）的落
叶藤本植物，俗称毛冬瓜、毛阳桃、白毛藤梨等，世界上仅中国有其野生群落分布（梁华俤 等，1992）。
毛花猕猴桃果实的营养价值较其它猕猴桃果实更为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C 含量通常高于中华猕猴桃
和美味猕猴桃的 4 ~ 8 倍，但其果实小，中柱较大，味酸略带青草味和苦涩味，种子小而多，因而
果实感官质量较差，目前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的仅有几个品种（巩文红 等，2005；钟彩虹 等，
2011）
。有关毛花猕猴桃果实采后贮藏特性及保鲜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报道也很少。毛花猕猴桃‘华特’
（‘Walter’）是从浙江温州泰顺境内生长的野生毛花猕猴桃群中选育出的新品种，具有生长势强、
果实整齐、丰产性好、果实大、品质好、抗病和耐高温等特性，是一个具有重要开发价值的毛花猕
猴桃品种（谢鸣 等，2008）
。
草酸钾处理能够诱导黄瓜对细菌、真菌及病毒病害的系统抗性（Mucharromah & Kuc，1991）。
最近研究发现草酸钾处理能够有效降低采后杧果的腐烂，延缓成熟衰老进程（Zheng et al.，2012）
。
本试验中研究了草酸钾处理对毛花猕猴桃‘华特’果实呼吸强度和乙烯释放速率、原果胶、纤维素
以及细胞壁代谢相关酶的影响及其与果实后熟软化的关系，为草酸钾处理应用于毛花猕猴桃果实贮
藏保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及其处理
毛花猕猴桃‘华特’果实采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尚进农林专业合作社猕猴桃果园中 9 年生植

株，于 2011 年 11 月中上旬采收，约八成熟。采收当天运回实验室，选择果形端正、大小均匀、无
病虫斑和机械损伤的果实，分别用 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溶液（2009 年预备试验确定的最佳处
理浓度）浸果 10 min，以浸清水为对照。果实风干后，按每筐 60 个装入干净的塑料筐中，筐外套
0.05 mm 厚度的聚乙烯薄膜袋，袋不封口，置于室温（20 ℃）下贮藏。对照和草酸钾处理各 120 个
果实用于统计贮藏期间果实的腐烂率，并分别固定 9 个果实用于呼吸速率和乙烯释放速率的测定；
另外 60 个果实，每 3 d 随机抽取 9 个，测定各项指标，试验重复 3 次。
1.2

测定方法
用 Expression TA.XTExpress-v2.1 型质构仪测定果肉的硬度，测试模式：TPA，探头型号：p/5，

测试速率：0.5 mm · s-1，压缩变形量：5 mm。用阿贝仪测果肉的可溶性固形物（SSC）含量。果肉
可滴定酸（TA）和维生素 C 含量采用萧浪涛和王三根（2005）方法测定。呼吸速率和乙烯释放速率
测定采用薛锡佳等（2012）的方法。原果胶、纤维素和蛋白质含量采用曹建康等（2007）的方法测定。
将顶端出现松软塌陷、表面出现白斑的果实计作腐烂果，计算腐烂率。
参考 Priya 等（1996）的方法测定多聚半乳糖醛酸酶（PG）
，分别参照文献（Cooper & Wood，
1975；Ali et al.，1995）测定木聚糖酶（Xyl）和 β–半乳糖苷酶（β-Gal）活性。
所有数据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和 SPSS 软件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硬度和腐烂率的影响
果实硬度随贮藏时间延长逐渐降低，草酸钾处理缓解了果实软化的速率，使果实在贮藏后期保

8期

李佩艳等：草酸钾处理对‘华特’毛花猕猴桃果实后熟软化的影响

1555

持较高的硬度。
贮藏 12 和 15 d 时草酸钾处理果实硬度均显著高于对照，贮藏 15 d，
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硬度分别比对照高 12.7%和 6.8%；果实腐烂率随贮藏时间延长而逐渐升高，草酸钾
处理的果实腐烂率在 6 ~ 15 d 期间均显著低于对照（图 1），贮藏 15 d 时，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
处理分别比对照降低 6.7%和 10.0%。

图1
Fig. 1

2.2

不同浓度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硬度和腐烂率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potassium oxalate treatments on firmness and decay incidence in fruit during storage

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 SSC、TA、维生素 C 含量的影响
对照果实的 SSC 在贮藏初期逐渐升高，在 9 d 时达到最大值后逐渐降低；处理果实的 SSC 在贮

藏期间一直缓慢增加，在 6 ~ 12 d 显著低于对照。果实的 TA 和维生素 C 含量随贮藏时间延长而逐
渐降低，草酸钾处理果实的 TA 含量与对照无差异，维生素 C 含量在 9 ~ 15 d 后显著高于对照（图 2）。

图2
Fig. 2

不同浓度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 SSC、TA 和维生素 C 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potassium oxalate treatments on contents of SSC，TA and vitamin C in fruit dur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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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呼吸速率和乙烯释放速率的影响
采后果实的呼吸速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对照果实在贮藏 6 d 时达到呼吸高峰，峰

值为 32.8 mg · kg-1 · h-1，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均在 9 d 时达到高峰，峰值分别为 24.2
和 26.0 mg · kg-1 · h-1，而且分别在 3 ~ 9 d 和 3 ~ 6 d 显著低于对照（图 3）。对照果实的乙烯释放速率
在贮藏 6 d 达到高峰，而草酸钾处理的高峰在 9 d 出现；同时，草酸钾处理降低了果实贮藏前期的
乙烯释放速率，其中 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使果实的乙烯释放速率分别在 3 ~ 6 d 和 3 ~ 9 d
显著低于对照（图 3）。

图3
Fig. 3

不同浓度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呼吸速率和乙烯释放速率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potassium oxalate treatment on respiration rate and
ethylene production rate of fruits during storage

2.4

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原果胶和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贮藏过程中原果胶含量呈逐渐下降趋势，草酸钾处理果实的原果胶含量在 12 ~ 15 d 时显著高于

对照，贮藏 15 d 时，对照果实中原果胶含量为 0.2%，而 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中原果
胶的含量分别比对照高 8.9%和 8.6%；50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中纤维素含量在 6 ~ 9 d 时显著
高于对照（图 4）。
相关性分析表明，0（对照）、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中原果胶与硬度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 0.97、0.97 和 0.98，纤维素含量与硬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9、0.92 和 0.96，原果胶和纤维素
含量与硬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图4
Fig. 4

不同浓度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原果胶和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potassium oxalate treatment on protopectin and cellulose of fruits dur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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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细胞壁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影响
果实 PG 活性在贮藏 3 d 后急剧增加，于 6 d 时达到峰值，其后逐渐降低。50 mmol · L-1 草酸钾

处理果实 PG 活性在 6 和 12 d 显著低于对照，75 mmol · L-1 处理在 9 d 显著低于对照（图 5）。
对照果实的 Xyl 活性急剧升高至 9 d 时达到最大值，而后急剧降低。草酸钾处理的 Xyl 活性缓
慢升高，在贮藏的中后期缓慢降低。贮藏 9 d 时，对照果实 Xyl 活性为 6.6 μmol · h-1 · mg-1pro，而
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中 Xyl 活性分别比对照低 46.7%和 67.8%；50 mmol · L-1 草酸钾
处理果实的 Xyl 活性在 3 ~ 9 d 期间显著低于对照，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在整个贮藏期间均
显著低于对照（图 5）。
果实 β-Gal 活性在贮藏 3 d 后逐渐增加，并于 12 d 时达到峰值后降低；贮藏 12 d 后，50 和 75
mmol · L-1 草酸钾处理果实中 β-Gal 活性分别比对照低 29.7%和 42.6%。两个浓度草酸钾处理果实的
β-Gal 活性在 6 ~ 15 d 期间均显著低于对照（图 5）。

图5
Fig. 5

3

不同浓度草酸钾处理对果实贮藏期间 PG、Xyl 和 β-Gal 活性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potassium oxalate treatment on activities of PG，Xyl and β-Gal of fruits during storage

讨论
猕猴桃属于典型的呼吸跃变型果实，乙烯释放量增加导致采后猕猴桃果实发生呼吸跃变，进而

使果实迅速软化后熟。水杨酸处理抑制采后猕猴桃果实的乙烯生物合成代谢，进而推迟果实的乙烯
释放高峰出现（Zhang et al.，2003），以及 1-MCP 处理推迟采后猕猴桃果实乙烯释放高峰均延缓了
果实的后熟软化（丁建国 等，2003）。本研究结果表明草酸钾处理降低了毛花猕猴桃采后果实在未
完成呼吸跃变时期的呼吸速率和乙烯释放速率，推迟了果实的乙烯释放高峰和呼吸跃变出现，说明
草酸钾处理能够抑制毛花猕猴桃采后果实的乙烯代谢和呼吸作用，调控果实的呼吸跃变而延缓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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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化后熟进程。草酸钾处理果实软化速率和 SSC 增加速率变缓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草酸钾处理
使毛花猕猴桃果实的腐烂率降低 10%左右，这与前期研究草酸钾处理对杧果采后果实腐烂的控制效
应（Zheng et al.，2012）相似。
高维生素 C 含量是猕猴桃果实最重要的营养特征。例如，中国美味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主栽品
种（品系）果实维生素 C 含量通常超过 1 mg · g-1 FW，比一般水果高许多倍（巩文红 等，2005）。
毛花猕猴桃‘华特’果实维生素 C 含量更加丰富，高于美味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果实 4 ~ 8 倍，具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谢鸣 等，2008；张佳佳 等，2011）
。然而，猕猴桃采后果实维生素 C 随果实
成熟进程及贮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特别是常温贮藏下果实维生素 C 极易损失，损失率高达 50%以
上（曾荣 等，2002）。壳聚糖、1-MCP 等处理能有效降低猕猴桃果实常温下贮藏的维生素 C 损失量
（曾荣 等，2004；付永琦 等，2007）。本试验中毛花猕猴桃果实在贮藏期间维生素 C 含量不断降
低，但草酸钾处理有效抑制了果实贮藏中后期维生素 C 的损失，表明草酸钾处理对于毛花猕猴桃果
实常温下贮藏的品质保持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成熟果实的细胞壁是由原果胶、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糖蛋白等大分子构成，PG、PEM、Xyl 和
Gal 等细胞壁水解酶有序催化作用下完成胞壁中原果胶和纤维素的降解，使细胞壁解体，导致果实
软化（吴彩娥 等，2001；王中凤，2009）
。研究表明 PG、β-Gal 和扩展蛋白表达在猕猴桃果实采后
成熟软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陈昆松 等，2000；杨绍兰 等，2007；Tavarini et al.，2009）
。本试验
中各处理果实中原果胶、纤维素含量与硬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草酸钾处理缓解了采后毛花猕猴桃果
实常温下贮藏的软化速率和原果胶及纤维素的降解速率，而且有效抑制了毛花猕猴桃果实 PG、Xyl
和 β-Gal 的活性，说明草酸钾处理能通过抑制细胞壁水解酶而缓解果肉中原果胶、纤维素的降解，
从而延缓了果实后熟软化进程。
综上所述，草酸钾处理能够延缓毛花猴桃‘华特’果实的软化后熟进程，有利于保持果实采后
的营养品质；草酸钾处理降低果实的乙烯释放和呼吸强度，推迟果实呼吸跃变，抑制果实 PG、Xyl
和 β-Gal 的活性，与其延缓果实的软化后熟进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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