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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汁的理化特性及贮藏期 

营养成分的变化 

．韭差茎 忠 硕 姻 

(车国 学 植物研究所．南京210014) 

摘要 对黑莓浓缩汁的理化特性及其营养成分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pH 3～4．波长511--514 

nm时，果汁色泽最佳；果汁抗氧化还原能力很弱．但具有很强的光和热的稳定性 0～4℃低温贮 

藏1年后，6种维生素的损失率都超过50％；含糖量损失40．7％FSOD活性和氟基酸含量分别损失 

10％和 12．4％；含酸量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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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s of physi~tl and chemical proper~~ and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M_ckberry lake In 

storage San Zui4 rig1，Zheng Mei-Qin，Sang Jian-Zhong and Gu‰ (Institute of Botany，Ji且ngsu 

1 and Chi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J nt R跚“，．＆En~iron．1997，6 

《1)：20～24 

Based up0rl investigations 0n ph ysjca1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the change of nutrien~of eoncentrated 
blackberry iuice stccage。it础 indicated that the best ju oolor ceeured at pI-I 3～4 and the 

ab~--ptivewavelengthof 511～514 nm．In spiteof itslow activityin anti-oxidafic~a and anti—reduction． 

it appears high stability bothtoI~ght and heat．After 0Ile year storage underlowte~nperature(0～4℃)． 

the losses of 6 kindsofvitamin．sugar．S∞ act ityandtond amino-aclds are>50％，40 7％，10％ 

and 12．4％ respectivdy．whereas the acid∞ t脚t of the iuice is a Iitde bit increased． 

Key words concentrated blackberry jtrice；phy c丑l and ch~'nlca1 propertieS；nutrient eomlx~tion 

黑莓(bJac如errly)是属于加工型的一类小浆果．果实柔软多汁，深紫黑色，富含色素，味酸 

甜，营养丰富。在北美主要用于制作果汁、果酱、果冻、果酒等加工产品。我国自1986年由江 

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引进以来，已在江苏得到发展。该所研制的黑莓汁饮料也已开始 

投产。为了提高果汁饮料的风味和质量，在研制产品的同时，对果汁的理化特性及营养成分的 

变化进行了研究。由于黑莓汁是以其色泽鲜艳而胜于其他果汁的．因此在利用时着重注意色 

泽的稳定性。 

1．材 料 和 方 法 

用萃取法生产浓缩5O％水分的黑莓汁作试验材料，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13％。 

1．1 黑莓汁色泽变化的测定 

采用Beckman公司出品的072Meter测定pH值，NaOH调节pH，用DMS-100型紫外分 

光光度计扫描测定色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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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lO ml浓缩汁稀释1倍，加入29％的H202(氧化剂)0．05，0．10，0．20，0 40和0．80 

m1，或加入无水亚硫酸钠(还原剂)O．05，0．10，O．15，O．30和O．40 g，然后用比色法观察色泽 

的变化。 

将稀释浓缩汁密封消毒后置室内自然光照条件下，观察光和热对色泽的影响。 

1．2 蕾井成分的测定 

在O～4℃的低温贮藏条件下，以3个月为一周期，对下列项目进行分析测定，1年共进行 

5次(8月、11月、2月、5月、8月)。 ． 

1．2．1 维生素含量和SOD活性 vE：萤光测定法，仪器为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RF一510型萤 

光分光光度计； 胡萝 素；高效液相色谱法，仪器为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LC-2F型高效液相 

色谱仪；Vc：萤光测定法，仪器同vE；VB和VB̂：萤光测定法，仪器同VE；vpP(烟酸)：高效液 

相色谱法，仪器同口．胡萝 素；sOD(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基本参照Stewart＆Bewley方法， 

仪器同1．1。 

1．2．2 糖酸成分 还原糖和转化糖：用斐林氏法；有机酸：用NaOH中和滴定法。 

1．2．3 氨基酸含量 采用日立835—50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分析。 

2．试 验 结 果 

2．1 pH值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黑莓果汁的色泽受pH的影响极为明显，经紫外分光光度计扫描，各种pH值果汁的波长 

及其吸收峰值均有不同。当pH=3．16时，其波长为511．1nru，吸收峰值为0．963。pH= 

3．66时，在511．1 rim波长的吸收峰值降为0．681。pH值升高至7．07时，其吸收峰值的波长 

移至353．9 rim，而在511．1 nits波长已无吸收峰值。观察果汁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即由紫红 

逐渐褪去红色，而呈浅咖啡色，完全失去了果汁原有的色泽。 

黑莓果汁与越桔(blueberry)果汁相比，前者对pH更为敏感。越桔果汁在pH 3．2--6．2范 

围内波长变化很小(516．4--578 nm)，只是吸收峰值随着pI-I的增高而降低，至pH 8．1时才起 

明显的变化，失去原波长的吸收峰值，色泽也由鲜红、暗红面转至兰灰色。 

2．2 曩化剂和还原剂对果汁色泽的影响 ．／ 

2．2．1 I-Iz02对果汁色泽的影响 在加入不同量的乍I2 后，果汁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变色 

的速度随用量的增大而加快(表1)。 

2．2．2 无水N~so3对果汁色泽的影响 在果汁中加入不同量的无水N~so3后，色泽立即发 

生变化，变化速度超过氧化剂的影响(表2)。 

在以上各变色的果汁中，立即加入 1 g柠檬酸，则0．05 gNa29 处理的果汁pH值上升至 

3．0，色泽也瞬间转红，并能保持数小时，其余各处理略显红色，但10 rain后又都相继转为豆沙 

色。在仅加水的对照中色泽一直没有变化。 

2．3 热和光对果汁色泽的影响 

将黑莓果汁加热至100℃，密封于玻璃瓶中，放室内自然光照条件下，经3年均不变色。 

说明黑莓果汁的色泽对热和光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加热时间较长，对果汁风味有些影响，即 

会出现一种“煮熟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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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对景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Tab1 Effect ofH2 帅 thei~]orof blackherryjmce 

加入量 
Ĵ∞ Lmt 0f 

果汁变色时间 

Times of color change(mln) 

(m1) A B 

*A 由深红色变为豆沙色的时间 Times of deep d— 
d．gray Red(mln)；B{由豆沙色变为土灰色的时间 

Timesof d．grayRed d．redGray(mm) 

裹2 无水 Nazso~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形响 
Tab 2 Effect of anhydrousNa2s onthe colorof 

black~rryjalce 

2．4 低温贮藏下黑莓果汁营养成分的变化 

2．4．1 6种维生素含量的变化规律 新鲜黑莓浓缩汁中各种维生素的含量贮藏后每一周期 

测定的结果如图1所示，vc’VE，Vpp，和V日_1年损失的情况基本相同，口-胡萝 素和VB，略有 

差异。前4种的共同特点是在1～2周期中，含量缓慢下降，而在第3周期里则急速降低，其中 

v ，v 的损失率均超过50％。进入第4个周期，降速叉开始缓慢。P-胡萝 素的不同之处在 

于它提前了一个周期进入速降期，损失率达70％，随后含量基本保持不变。V&则在 1年中始 

终处于同样降速状态。 

检测用 Y nd d № 

圈1 低墨【0～4℃)贮藏下黑莓浓缩汁中6种维生素变化 
I抽失I规律 
啦 ! Year-~Hnd c of 6 kI且ds 0r vitamin of 

con~mWaled bI 竹T了j 婵 In the low tempet'ature l 0～ 

4℃】 

2．4．2 黑莓浓缩汁中SOD活性的变化规律 

黑莓浓缩汁中SOD活性较果实中SOD活 

性低一个数量级，但在贮藏过程中活性变化 

甚小，缓慢下降(图2)，1年后仅降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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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慨沮IO～4℃】贮藏下黑莓浓缩汁中SOD活性变化 
Fig2 Year-roved ch~llge$ofSO D actlvi~ of~ centrated 

b]a~tm-ryjDt∞inlhe lowtemimmture I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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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黑莓浓缩汁中糖、酸成分的变化 

2．4．3．1 恒低温贮藏下的糖、酸变化 图3表明，在0～4℃低温条件下贮藏1年，黑莓浓缩 

汁的含糖量逐渐下降，l1～2月降速较快，至次年2月含量达最低点，减少40．7％。此后又略 

有增加，这可能与果汁内的多醣类及花色苷等物质开始分解有关。含酸量的变化比较平缓，8 
～ 2月当含糖量渐次降低时，含酸量则略有增加，2月时达到最高点。以后几乎保持稳定，最终 

的含酸量较初始增加 7．6％。 

2．4．3．2 先低温后室温贮藏的糖、酸含量变化 在8～11月贮藏于0～4℃，11～7月贮藏于 

室温(14～31℃)的黑莓果汁，其糖、酸含量的变化如图4。黑莓果汁中的含糖量在2月以前的 

变化趋势与恒低温贮藏的基本一致，但2～7月未出现含糖量略有增加的情况，下降速度比较 

平缓。而含酸量则与恒低温的不同，即进入室温贮藏后，含量逐月明显增加，5月份达到了高 

峰。这是由于此时果汁已明显发酵。至最终含酸量较 11月时增加22．1％。由此可见，恒低 

温贮藏的效果比前期冷藏，11月份转入室温贮藏的要好，前者1年内变化不明显，且不会出现 

发酵变质情况。 

鸡 寒 主I 二§ 
雒 

圈3 恒低沮贮簟下黑聋浓缩汁糖 奠含量的变化 
3 Chanl~lm suger and add ceotenls mneentrated 

blaekberryJeice in the s／able low tempererere c0~4"C I 

i 
二§ 
曩=譬 
如 

圈 4 先低基后童沮贮存的黑莓果汁糖、酸含量的变化 
F姆4 0-llg of Sltgsrand acid contenls ofbhlekberryjelee 
emder low temperatere first then room temperature 

2．4．4 氨基政含量的变化 新鲜黑莓浓缩汁含有20种氨基酸，其总量为 513．854 mg／ 

100ml，其中9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的总含量为86．239mg／100ml，占总氨基酸量的16．78％。在 

黑莓浓绾汁贮藏 1年的过程中，氨基酸含量无明显变化规律，但最终降低量并不大。12个月 

后的总含量为450．101 mg／100ml，损失率占12．4％。7-氨基丁酸和赖氨酸的含量则未见减 

少，仍分别为18．836 mg／100~和6．014 mg／100ml。 

3．总结 与 讨论 

pH值是影响黑莓果汁色泽的重要因素，为了保持最佳色泽，pH值必须控制在3．0～4．0 

之间，此时的波长为511～514 nm。但是一旦果汁接触氧化还原剂后，即使pH值仍在上述范 

围内，色泽也会黯然，甚至完全改变。因此，新鲜果汁不仅需低温贮藏，而且包装也要注意密 

封。最好在装罐时能加一道抽气减压工序，使果汁尽可能处于真空状态，以防止氧化还原作用 

的发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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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果汁对热和光的稳定性很强，特别是在密闭条件下，色泽经久不变。这是与其他果实 

为红色的果树如杨梅、山楂等的不同之处。 

在低温贮藏条件下，黑莓果汁的营养成分仍然有变化，其中口一胡萝 素最易损失，贮藏3 

个且即损失70％。Vc和V 则在贮藏6个月后损失率超过50％。含糖量在贮藏半年后达到最 

低点，损失率为40．7％。相反，含酸量1年后略有增加，而SOD活性和氨基酸含量则比较稳 

定，贮藏1年后的损失率仅在10％左右。其中7．氨基丁酸和赖氨酸则保持不变。 

目前国内果汁饮料等的有效期尚无统一明确的营养质量标准。为了进行规范，本文作者 

提出有必要建立原料有效贮藏期(SD50)的概念，以设立硬性的营养指标。对果汁而言，即应根 

据某种果汁的营养特点，选择其中具特色的或所占比例高的营养成分作为确定贮藏期阈值的 

标准，以该成分损失50％所耗费的时间作为其保存的有效贮藏期(SDs。)。如黑莓果实的特色 

是v 和 氨基丁酸含量较高，并富含SOD，若选VE作贮藏期阈值指标，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其 

sD 被确定在制成后的半年内。若以后二者为贮藏期阈值指标，则其SO50可确定在一年内。 

采用SD5 的另一优点是由于原料质量指标比较稳定，因此在后续加工产品时，工艺配方不必 

作大幅调整，既可节约人力物力，又能保证产品质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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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攀 萋 葶 簿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园保护分会配合武汉植 

物园建园40周年庆典活动．于1996年 l0月29甘至 

30日在该园召开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园保护 

分会九六年学术讨论会)．分会副秘书长王意成代表 

植物园保护分会贺善安理事长向武汉植物园建园4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议题是“水生植物 

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会议主要论文报告有：“荷花 

品种的收集和藏培”(邹秀文)．“中国内陆湿地植物 

的多样性及其保护问题”(阵家宽)，“水生被子植物 

的繁育系统与进化(郭友好)，“永生杂草的控制与永 

质净化～于继臣)．“永面漂浮种花技术的研究”(周 

国宁)，“水生植物研究与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的持 

续利用”(李伟)．“国内外水生植物信息系统简弁” 

(钟杨)，“水生观赏植物”(倪学明)。 

会议还就武汉植物园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座 

谈．掾圳仙湖植物园陈覃清主任．舟绍了耀圳植物园 

建园和开发的经验。代表们一致认为，目前不步植 

物园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植物园是糖神文明建设中 

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阵地．其前景还是极其辉煌的。 

中国环境科学学畚植糟西保护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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