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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原果汁中色素的光热稳定性与保护技术研究 

王小敏，吴文龙，赵慧芳，闾连飞，屈乐文，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4) 

摘要：黑莓原汁中的色素具有一定的热稳定性，对紫外光和直射光敏感。100 oC灭菌5 min较适宜原汁的贮 

藏和色泽的保护。3～5℃下避光保藏于玻璃容器中有利于黑莓原汁中的色素保存和色泽稳定，添加20％蔗糖和 

0．5％柠檬酸有助于黑莓果汁色素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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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原产北美，是当今风靡欧美 

的第三代小果类果树的重要成员，其果实营养丰 

富  ̈J，色彩艳丽，风味宜人，富含多酚类物质和花 

色苷色素，能有效地消除体内自由基，具有很高的抗 

氧化活性，将其加工制成果汁有着广阔的前景L3 J。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1986年开始 

黑莓的引种利用研究，先后引进黑莓品种 l8个，其 

中Hull、Chester两个品种已在南京丘陵地区大面积 

推广，并已形成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 

发展 黑莓浆果 80％ 一90％用于加工，产品主 

要有果汁、果酱、罐头、果酒等。我们对黑莓原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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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色素的稳定性及色素保存和色泽保护技术进行了 

研究，以期为黑莓汁的加工和贮藏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仪器 

材料：选用黑莓品种 Boysen、Navaho和 Hull的 

冻果为试验材料。 

仪器：TU一1810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WP700TL23一k5Galanz微波炉，HR2838型 PHLIPS 

搅拌机，室温至60℃电热培养箱，删 一Ⅱ型离心 

沉降机，HXI201T型电子天平，温度可调式电炉。 

试剂：果胶酶(活力20 000 U／g，天津市利华酶 

制剂厂生产)，蔗糖，柠檬酸(食品级)。 

1．2 试验方法 

1．2．1 原汁的准备 将冻果加热软化破碎后，采用 

酶法液化法 制备黑莓原果汁。除了热稳定性试 

验外，其他试验的原果汁都为100 oC灭菌5 min、快 

速冷却至室温(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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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热稳定性试验 以Boysen冻果为原料，采 

用酶法液化法制备原果汁，测定初始吸光度(A。) 

后，分装于 100 ml透明玻璃瓶中进行热稳定性试 

验。具体方法为 100℃水浴灭菌 3、5、1O、20、4O、6O 

rain和75～85℃巴氏灭菌 10、20 min，灭菌后快速 

冷却至室温(25℃左右)，然后测定处理后的果汁溶 

液的吸光度(A )，并计算色素降解率 。 

吸光度的测定和色素降解率的计算：将果汁浓 

度稀释到6％，在最大吸收波长下测定果汁的吸光 

度(A)。Boysen、Navaho、Hull品种果汁的最大吸收 

波长分别为513 nm、511 nm、511 nm 。 

色素降解率(％)=[初始吸光度(A。)一处理后 

吸光度(A )]／初始吸光度(A。)×100 

1．2．3 光稳定性试验 

1．2．3．1 不同光质的光照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将高温灭菌、分装于玻璃瓶内的 Boysen原果汁分 

别放置于太阳直射光、室内散射光、日光灯和紫外灯 

下，照射 1、2、4、6、8 h，分别测定果汁在最大吸收波 

长下的吸光度。 

1．2．3．2 贮藏容器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将高 

温灭菌的 Boysen原果汁分别盛放于无色透明玻璃 

管和塑料管中，放置于室外太阳直射光下照射 1、2、 

4、6、8 h，分别测定果汁在最大吸收波长下的吸光 

度，计算色素降解率。 

1．2．3．3 太阳直射光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将 

高温灭菌的Boysen和Navaho原果汁放置于室外太 

阳直射光下分别照射 10、20、30、60、120 d，测定果汁 

在最大吸收波长下的吸光度。将高温灭菌的Boysen 

原果汁放置于室外太阳直射光下分别照射2、5、10、 

15、2O、30 d，测定果汁在最大吸收波长下的吸光度， 

计算色素降解率。 

1．2．4 贮藏温度和时间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将高温灭菌的Boysen和 Navaho原果汁经真空包装 

后，分别避光贮藏于室温和3～5℃的低温条件下， 

分别贮藏l、2、4、6、8、10、12个月，测定果汁在最大 

吸收波长下的吸光度。 

1．2．5 蔗糖和柠檬酸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向 

Hull和Boysen的原果汁里分别加人蔗糖和柠檬酸 

做护色剂，进行果汁护色试验。设置6个处理：10％ 

蔗糖(T )、20％蔗糖(T2)、0．5％柠檬酸(S )、1．0％ 

柠檬酸(S：)、10％蔗糖 +1．0％柠檬酸(T。+S )、 

20％蔗糖 +0．5％柠檬酸(T2+S )，各处理经高温 

灭菌后真空分装于 100 ml透明玻璃瓶中，进行室内 

避光常温贮藏。以不添加蔗糖和柠檬酸的原果汁作 

对照，贮藏 3、6、9、12个月后，测定果汁在最大吸收 

波长下的吸光度，并计算色素保存率。重复3次。 

色素保存率(％)= 要 × oo 
2 结果与分析 

2．1 灭菌温度和时间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灭菌方法是影响黑莓原汁色泽的重要因素，灭 

菌温度越高、时间越长对黑莓原汁的色泽和贮藏品 

质影响越大。黑莓原汁含有丰富的花色苷，长时间 

加热会使花色苷分解，从而使色泽发生变化。为了 

更好地保存果汁色素，保护色泽，灭菌时间要尽量 

短，黑莓果破碎前还可进行短时间的热烫处理，这样 

可以更大限度地保存花色苷，而且减缓果汁色泽的 

衰退 。 。 

试验结果表明，高温(100℃)灭菌时间 5 rain 

即可达到杀菌的要求，而巴氏灭菌应达到 10 min以 

上。由表 1可知，100℃灭菌5 min时色素的降解率 

为37．08％，以后随着时间的延长，色素继续降解， 

20 min时的降解率达到了51．47％。巴氏灭菌对黑 

莓色素的降解有一定的减缓作用，虽在果汁生产中 

常常被采用 ，但对黑莓原汁色泽也有相当的破 

坏作 用，灭菌 10 min时色 素的降 解率 也达到 

42．68％。黑莓原果汁中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和 pH 

值受灭菌方法的影响较小。由试验结果看，在保证 

灭菌达标的条件下，时间越短越好，即100℃灭菌5 

min为黑莓原果汁灭菌的适宜参数。 

表1 不同灭菌条件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2．2 光照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2．2．1 不同光质的光照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如图1所示，紫外光和太阳直射光照射下，1 h内果 

汁的吸光度急剧下降，其中紫外光照射下的果汁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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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较直射光照射下降快，之后二者吸光度均随着 

时间的延长而明显降低，4 h以后紫外光照射下的 

果汁吸光度开始出现缓慢下降。在散射光和日光灯 

照射条件下，果汁的吸光度下降较为缓慢。由此推 

测，紫外光和直射光对黑莓果汁色素的破坏比较严 

重，散射光和日光灯照射对黑莓果汁的破坏作用相 

对较小。试验中发现，在紫外光和直射光条件下，果 

汁的色泽变为紫褐色，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褐变加 

重。而在散射光和日光灯照射下果汁的色泽变化不 

明显。 

时I司 (h) 

图1 不同光质的光照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同光质的光照对黑莓果汁 

中色素稳定性影响的大小顺序为紫外光 >太阳直射 

光 >室内散射光 >室内日光灯。这一结果与陈炳华 

等 对空心泡(Rubus rosaefolius Smith)红色素稳定 

性的研究结果一致。 

蓝、紫光具有特殊的生理作用，对于植物的化学 

成分有较强的影响  ̈。色素因吸收了日光中的紫 

蓝光、紫外光，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光降解反应。直 

射光与散射光因含一定的紫外光，所以对色素有破 

坏作用，散射光因光强较弱，对色素的影响显著小于 

直射光，而日光灯几乎不含紫外光，所以对色素影响 

最小 。 

2．2．2 太阳直射光照射时间长短对黑莓果汁色泽 

的影响 黑莓果汁在太阳直射光照射4个月的过程 

中，色泽呈现阶段性变化(图2)。10 d内色素的吸 

光度急速下降，10 d后下降缓慢，60 d后几乎没有 

变化。试验中观察的Boysen和 Navaho两个品种的 

果汁色泽和吸光度变化趋势相同。 

在4个月照射试验的基础上，在太阳直射光的 

条件下，对 Boysen果汁30 d内色泽的变化情况作了 

进一步观察 ，发现太阳直射光照射 1 d，色素的降 

解率就达到了8．68％，随着照射时间的延长，色素 

的吸光度也急速下降，到 10 d时色素的降解率为 

55．95％，30 d时色素的降解率达到 了 65．70％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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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太阳直射光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表2 Boysen果汁在太阳光直射下的吸光度和色素降解率 

光和热一样 ，可活化参加化学反应的色素分子， 

分子受光照射时间越长，吸收的辐射能频率越高，光 

分解就越激烈，果汁的色素降解和色泽变化也就越 

快 ]。因此黑莓汁在贮藏时应尽量避免长时间的 

室外直射光照射。 

2．3 贮藏条件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2．3．1 贮藏容器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将原汁贮藏于玻璃管和塑料管中，在太阳直射 

光下，色素的降解率存在很大的差异，塑料管中色素 

的降解速度明显高于玻璃管。照射 1 h后玻璃管内 

果汁色素的降解率为 4．41％，8 h后色素的降解率 

为 1 h的2．05倍。照射1 h后塑料管内原汁色素的 

降解率为5．85％，比玻璃管的高1．44个百分点，8 h 

后色素的降解率为 i h的2．18倍，比玻璃管的高出 

3．72个百分点。 

普通玻璃的透光率一般为 90％左右，塑料的透 

光率只有 85％左右 1 。一方面因普通 SiO 玻璃可 

表3 不同贮藏容器中黑莓果汁色素的降解率 

玻璃管 0 4．41 5．37 6．40 7．92 9．02 

塑料管 0 5．85 7．30 9．02 9．85 12．74 

米 

；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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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 160 nm处的紫外光 ，使玻璃管内的紫外光 

的强度降低，花色苷分解减弱。另一方面因塑料的 

保温性较玻璃好，果汁经太阳光直射后温度升高较 

快，而玻璃管内的热量散发快，因此在同样的太阳直 

射光条件下，塑料管内的温度高于玻璃管，加速了花 

色苷受热分解，色素的降解率随照射时间的延长而 

增大。因此贮藏黑莓果汁最好用玻璃材质的容器。 

2．3．2 贮藏温度和时间对黑莓果汁色泽的影响 

不同的贮藏温度和时间对黑莓果汁的色泽有显著影 

响(图3、图4)。Boysen和 Navaho品种的果汁在 l2 

个月的贮藏时间内，均以 1个月时的色泽变化最快 ， 

即色素降解最多，吸光度下降最快，其后变化趋于平 

缓。整个贮藏过程中，室温贮藏的果汁吸光度低于 

低温贮藏，色素降解率高于低温贮藏，其中Boysen 

果汁低温贮藏 l2个月后的吸光度是室温贮藏的 

1．96倍，Navaho果汁低温贮藏 l2个月后的吸光度 

是室温贮藏的 1．73倍。 

1·6 

1·4 

l·2 

l·O 

0．8 

O．6 

0·4 

O．2 

时I司 (月 ) 

图4 贮藏温度与时间~Navaho果汁色泽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以Boysen果汁为试材进行了更详 

细的研究。观察发现，Boysen果汁在室温贮藏 2 d 

时色素的降解率为 14．53％，30 d时色素的降解率 

可达27．13％，而低温条件下分别只有 5．95％和 

i1．85％(表4)。对吸光度作差异显著性分析，可知 

室温贮藏 5～10 d时的吸光度差异不显著，低温贮 

藏2～10 d内吸光度差异不显著，这说明低温贮藏 

可以减缓色素降解，有利于保持果汁色泽。 

黑莓果实中含有多酚氧化酶，容易导致花色苷 

类物质的降解和酚类的氧化聚合，最终引起果汁的 

褐变 。低温状态下参加化学反应的色素分子活 

性降低，吸收的辐射能也随之降低，花色苷类的降解 

和酚类的氧化聚合也就越缓慢，原汁色素保存效果 

越好。本试验结果证明，黑莓果汁贮藏应采取低温 

保存，以减少色素降解，保护色泽。 
表4 Boysen果汁在不同贮藏条件下的吸光度和色素降解率 

2．4 蔗糖和柠檬酸对黑莓色泽的保护作用 

图5、图6显示，添加柠檬酸和蔗糖均能使 Boy— 

sen和 Hull果汁的吸光度下降减缓，且加入量越大 

效果越显著。柠檬酸有一定的显色作用，可增加初 

始吸光度，但对黑莓果汁长期贮藏的护色效果不明 

显。蔗糖也有一定的显色作用，但较柠檬酸弱，对黑 

莓果汁长期贮藏的护色效果显著。同时添加蔗糖和 

柠檬酸可以更好地提高黑莓果汁的吸光度，显示了 

更好的护色效果。 

1．8 

1．5 

巢1．2 
0．9 

O．6 

O_3 

O 

时间 (月 ) 
图5 蔗糖与柠檬酸对Boysen果汁吸光度的影响 

O 

O 

。 

0 

时间 (月) 

图6 蔗糖与柠檬酸对Hull果汁吸光度的影响 

由表 5、表6可知，添加 0．5％和 1．0％的柠檬 



王小敏等：黑莓原果汁中色素的光热稳定性与保护技术研究 ·--——227·--—— 

酸对 Boysen和 Hull两个品种果汁的色素均有保护 

作用，但效果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黑莓果汁本身酸 

度较高，添加低浓度的柠檬酸对其酸度的影响较小。 

添加 10％和20％的蔗糖对 Boysen和 Hull两个品种 

果汁的色素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同时添加蔗糖与柠 

檬酸，对黑莓果汁色素的保护作用更为显著，其中以 

20％蔗糖 +0，5％柠檬酸的配比效果最好，保存 l2 

个月后色素的保存率可以达到 50％左右，比对照高 

出2倍左右。 

表5 蔗糖和柠檬酸对 Boysen果汁色素保存率的影响 

表6 蔗糖和柠檬酸对 Hull果汁色素保存率的影响 

3 结论 

黑莓原果汁中的色素具有一定的热稳定性，但 

长时间的高温对色素的破环作用较强。黑莓色素在 

室温贮藏的降解速度比低温贮藏的要快得多。黑莓 

色素在紫外光条件下最不稳定，其次为直射太阳光， 

而在散射光和日光灯条件下比较稳定。在太阳直射 

光照射的条件下，黑莓果汁的色泽略呈现阶段性降 

解变化，10 d内色素的吸光度急速下降。用塑料管 

盛放的黑莓果汁中色素的降解率较用玻璃容器盛放 

的高。蔗糖和柠檬酸对黑莓果汁中的色素均有一定 

保护作用，其中添加 20％蔗糖 +0．5％柠檬酸最有 

利于色素的保存。 

综合分析认为，为了保持黑莓果汁的色泽稳定 

和原汁风味，应采用高温(100℃)灭菌 5 min的灭 

菌方法，贮藏时采用玻璃材质的容器盛放，在 3～5 

℃下避光保存，并添加 20％的蔗糖和 0．5％的柠 

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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