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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黑莓果品的利用价值, 通过分析黑莓果渣的营养成分, 结果发现, 黑莓果渣含有多种具有营养保健功能

的成分。其中粗蛋白 14. 00% , 粗脂肪 10. 78%, 粗纤维 30. 74% , 还原糖 3. 02% , 可滴定酸 1. 43% , 灰分 1. 88% , 多酚 4. 54% ,

花色苷 0. 14% 。蛋白质组分中含有 18种氨基酸, 8种必需氨基酸都有, 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 36. 03% ; 油脂组分中不饱

和脂肪酸占 93. 00%, 其中亚油酸含量占 69. 28% 。根据果渣的营养成 分, 可以研制黑 莓色素、种子油、植物蛋白、植物纤维等

精深加工产品, 可以加工生产黑莓果渣饲料和果渣复合有机肥料等常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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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u trient con tents of blackberry fru it residuewere determin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crudepro

teinwas 14. 00% , crude fat was 10. 78% , crude fiberwas30. 74% , reducing sugarwas3. 02% , titratable acidwas1. 43% , ashwas

1. 88% , polyphenolwas4. 54% and anthocyan inwas 0. 14% . E ighteen k inds of amino acidsweredetected in residueprotein, and the

content of 8 essential am ino acids accounted for 36. 03% of all am ino acids. The con tent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was 93. 00% in fat

and the l inoleic acidwas69. 28% in fat. Based on the data of nutr ient content of blackberry fru it residue, lots of productswereexpec

ted, includ ing deeply processingproducts such as pigment, seed oi,l protein, d ietary fiber, and commonly processingproducts such as

feed and fertil izer.

K ey words: B lackberry; Fru it residue; Nutrient content; Deeply processing product

黑莓 ( Blackberry)是蔷薇科悬钩子属 (Rubus L. )植

物, 作为重要的浆果类果树, 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悠久而

广泛的栽培历史 [1] 。黑莓果实柔软多汁, 风味独特, 富含

各种营养成分, 其中花色苷等抗氧化、抗衰老、抗癌的多

酚类物质的含量异常丰富 [ 2], 被称之为 生命之果 。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将黑莓

引入中国 [ 3], 至 2008年, 已经在江 苏省形成了 4000余

hm2 的栽培规模, 年产量达到了 3万多 t。除此之外, 安

徽、山东、贵州、陕西、浙江和四川等地也有小规模的种

植。黑莓在盛夏成熟, 极易腐烂, 贮藏、运输较困难, 因此

95% 以上用于加工, 是一种典型的加工型果品 [ 4, 5]。在溧

水黑莓产区, 大量的加工果渣被弃置, 腐烂变质后对加工

厂的周边环境, 尤其是对水源和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因

此, 通过分析黑莓果渣的营养成分, 探讨黑莓果渣的综合

利用途径,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黑莓果渣由南京新得力食品有限公司

提供, 为 黑莓品种鲜果加工果汁后的废渣。

1. 2 方法 水分: 真空干燥法测定; 粗蛋白: 凯氏定氮法

测定; 粗脂肪: 索氏抽提法测定; 粗纤维: 酸性洗涤法测

定; 还原糖: 直接滴定法测定 [ 6]; 可滴定酸: 酸碱中和滴定

法测定 [6] ; 灰分: 干法灰化法测定; 矿质元素钾和磷: AFS

- 3300原子荧光仪测定; 多酚: Fo1in- Ciocalteu比色法

测定 [ 7]; 花色苷: pH 示差法测定 [ 8]; 氨基酸: 样品经酸水

解、碱水解后用 A200aminoNova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

定; 脂肪酸: 气相色谱法测定 [ 9]。

2 结果与分析

黑莓浆果在盛夏成熟, 极易腐烂变质, 为了快速处

理黑莓鲜果, 果品加工厂往往先生产黑莓原果浆。通过

蒸汽将果实加热到 60~ 70 ! 软化, 然后用渣汁自动分离

的螺旋榨汁机榨取黑莓原浆, 原浆经高温瞬时灭菌后冷

藏, 待需要时再进一步加工成其他产品。此法处理速度

快, 一台投资几万元到十几万元的螺旋榨汁机, 一天即可

处理 100 t左右黑莓鲜果。但该机榨汁的出汁率 (或出

浆率 )只有 70% 左右, 并产生大量果渣。经调查, 产生的

黑莓果渣含水量在 55% 左右, 经风干或烘干后, 干果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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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水量为 11. 05% (见表 1), 干果渣约为鲜果的 10% 。

由表 1可知, 黑莓果渣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可以用来

生产黑莓果品的附属产品或精深加工产品, 提高黑莓果

品的附加值。

表 1 黑莓果渣的营养成分含量 %

项目 含量 项目 含量

水分 11. 05 可滴定酸 1. 43

粗蛋白 14. 00 灰分 1. 88

粗脂肪 10. 78 多酚 4. 54

粗纤维 30. 74 花色苷 0. 14

还原糖 3. 02

2. 1 蛋白质与氨基酸组分分析 蛋白质是人和动物的

必须营养素, 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植物蛋白含量较

高的食物中的饱和脂肪及胆固醇往往都很低, 同时含有

大量膳食纤维, 正好与动物蛋白食物相反, 更有利于人的

身体健康。由表 1可见, 黑莓果 渣中含有 14% 的 粗蛋

白, 其含量低于 豆类 ( > 40% ), 高于 水稻、玉米等 谷类

( < 10% ), 与鸡蛋 ( 12. 8% )、小麦 ( 9. 4% ~ 14. 0% )、黑

荞麦粉 ( 11. 7% )、带壳杏仁 ( 9% )、苜蓿籽仁 ( 12. 6% )、

去壳榛子 ( 12. 7% )、山核桃 ( 13. 2% )、松子 ( 13. 1% ) [10]

等相当。

通过对黑莓果渣中蛋白质的氨基酸组分进行分析

(见表 2), 发现黑莓果渣蛋白中含有 18种氨基酸, 占氨

基酸种类的 90% , 总量达到干果渣的 12. 81% 。其中 8

种必需 氨 基 酸 都 有, 且 含 量 较 高, 占 氨 基 酸 总 量 的

36. 03%。必需氨基酸是人和动物体内不能以一定速度

由常规材料合成, 而必需从食物中摄取的氨基酸, 对生长

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赖氨酸是一种必需氨基酸,

为合成肉毒碱提供结构组分, 而肉毒碱会促使细胞中脂

肪酸的合成。人体对赖氨酸需求量大, 婴儿每天需要 90

mg/kg, 儿童每天需要 44 mg/kg, 成人每天需要 12 mg/

kg[ 10] , 黑莓果渣中赖氨酸含量达到 0. 714% , 其含量与熟

大豆 ( 0. 759% )、蛋类 ( 0. 820% )相当 [10]; 亮氨酸和异亮

氨酸也是人体需求量较大的必需氨基酸, 在黑莓果渣中

这两种氨基酸含量也较高, 分别达到 0. 983%和 0. 657% 。

在非必需氨基酸中, 谷氨酸含量高达 2. 716%, 天冬氨酸

含量也很高 ( 1. 740% )。谷氨酸是一种与神经系统有关

的化合物, 是 - 氨基丁酸的前体; 谷氨酸的钠盐是一种

著名的调味剂 ���味精 [11]。

由此可见, 黑莓果渣中蛋白质含量高, 氨基酸种类

齐全, 具有独特功能的氨基酸含量丰富, 对其研究与利用

意义较大。

2. 2 油脂与脂肪酸组分分析 油脂的主要生理功能是

贮存和供应热能, 在代谢中可以提供的能量比糖类和蛋

白质约高一倍, 食用油脂根据来源可分为植物油脂和动

物油脂。植物油脂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 含有较多

的不饱和脂肪酸。黑莓果渣中的油脂主要存在于种子

中。由表 可见, 黑莓果渣中含有 %的粗脂肪, 通

过对油脂的脂肪酸组分进行分析, 发现其亚油酸含量高

达 69. 28%, 另外还含有较多的亚麻酸 ( 13. 99% )和油酸

( 9. 41% ), 总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 93. 00% (见表 3)。

黑莓种子油中还含有丰富的天然维生素 E, Xu[ 12] 等对多

个黑莓品种种子中维生素 E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发现高

达 159~ 615 mg/kg。维生素 E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又

称生育酚, 是最主要的抗氧化剂之一。因此, 黑莓果渣中

的油脂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是一种重要的营养保健油

脂资源。

表 2 果渣蛋白的组分分析 %

名称 含量 名称 含量

天冬氨酸 1. 470 酪氨酸 0. 161

苏氨酸* 0. 473 苯丙氨酸* 0. 652

丝氨酸 0. 537 赖氨酸* 0. 714

谷氨酸 2. 716 组氨酸 0. 424

甘氨酸 0. 858 精氨酸 0. 724

丙氨酸 0. 682 脯氨酸 0. 597

胱氨酸 0. 025 色氨酸* 0. 371

缬氨酸* 0. 676 必需氨基酸 4. 616

蛋氨酸* 0. 090 非必需氨基酸 8. 194

异亮氨酸* 0. 657 合计 12. 810

亮氨酸* 0. 983

注: * 为必需氨基酸。

表 3 果渣油脂的组分分析 %

名称 含量 名称 含量

棕榈酸 3. 58 亚油酸 69. 28

棕榈油酸 0. 08 亚麻酸 13. 99

硬脂酸 2. 25 花生酸 0. 85

油酸 9. 41

2. 3 多酚与花色苷 黑莓干果渣总多酚含量为 4. 54%

(见表 1)。植物多酚是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的多元

酚化合物, 是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 属于天然有机化合

物。多酚除了具有抗氧化作用外, 据以色列的研究人员

发现在进食高脂食物的同时摄入多酚可以减轻高脂食物

对人体健康的威胁。黑莓多酚主要有五倍子酸、咖啡酸、

阿魏酸、鞣花酸、儿茶酸、表儿茶酸、对香豆酸等, 其中鞣

花酸含量 较高, 约 占总 多酚 含量的 6% ~ 10% [ 13]。据

Ross[ 14] 等对树莓果实鞣花酸提取物的研究, 发现树莓果

实鞣花酸对癌细胞具有防治作用。 T. Siriwoharn[15] 等研

究发现, 黑莓果实中主要酚类化合物为黄酮醇, 而种子中

主要为原花青素和鞣花酸的衍生物。

花色苷是一类重要的多酚类物质, 黑莓花色苷有矢

车菊 - 3- 葡萄糖苷、矢车菊 - 3- 芸香糖苷、矢车菊 - 3

- 木糖苷、矢车菊 - 3- 半乳糖糖苷、天竺葵 - 3- 葡萄糖

苷、锦葵 - 3- 葡萄糖苷等 [16], 其中以矢车菊 - 3- 葡萄

糖苷为最主要成分, 约占花色苷总量的 85% 左右 [ 17] 。黑

莓花色苷具有抗氧化 [ ] 及清除自由基 [ , ] 的功能, 能够

降低血 脂及 肝脏 中 的脂 肪含 量 [ ] , 抗 脂 质和 蛋 白氧

化 [ ] , 同时 黑莓 花色 苷还 具 有抗 突变 及 抗肿 瘤 的作

用 [ ] , 另外还具有抑制胃溃疡、延迟血小板凝集、提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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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善微循环 等作用。黑莓 干果渣含花色 苷 0. 14%

(见表 1), 花色苷只占总多酚的 3. 01% 。笔者在前期研

究中发现, 黑莓果实中花色苷占总多酚的比例为 30% ~

50% , 远高于干果渣, 这可能是由于花色苷类物质在果渣

干燥过程中氧化褐变, 生成酚类物质的缘故。

2. 4 糖、酸、纤维与矿物质 黑莓干果渣中含有少量的

糖, 主要为还原糖, 含量只有 3. 02%。黑莓果实的糖类

物质主要为小分子还原糖, 包括果糖和葡萄糖, 两者含量

占到总糖的 90% 以上, 而蔗糖含量很低, 只占总糖含量

的 5% [23], 这些糖类物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黑莓干果

渣中有机酸含有丰富, 含量达到 1. 43%, 据报道, 黑莓果

实中的有机酸主要为异柠檬酸和苹果酸 [ 11, 22], 异柠檬酸

是柠檬酸的异构体, 在落地生根属等多汁植物的叶或悬

钩子类中特别多。柠檬酸是人体内糖、脂肪和蛋白质代

谢的中间产物, 是糖有氧氧化过程中三羧酸循环的起始

物。在酶的催化下, 由柠檬酸经顺乌头酸转化成异柠檬

酸, 然后进行氧化和脱羧反应, 变成 - 酮戊二酸。有较

强的酸味, 在食品工业中用作糖果和饮料的调味剂。

黑莓果渣中纤维含量特别高, 达到 30. 74% , 如利用

得当, 可以生产出含有丰富膳食纤维的加工产品。食物

纤维素包括粗纤维、半粗纤维和木质素。食物纤维素是

一种不被消化吸收的物质, 过去人们认为是 废物 , 近

来研究发现它在保障人类健康, 延长生命方面有着重要

作用, 并称它为第七种营养素。

黑莓果渣中含灰分 1. 88%, 灰分主要为矿质元素,

其中含钾 (K ) 375. 9 mg/100 g, 磷 ( P) 246. 5 mg/100 g。

据吴文龙等研究发现 [23], 黑莓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钾、钙、

镁等常量元素及锌、铁、硒等微量元素, 是人体摄取矿质

元素的良好的天然来源。而果实中的大部分矿质元素来

源于果渣中, 只要采用适宜的加工措施, 即可生产出富含

矿质营养的加工产品。

3 黑莓果渣利用价值探讨

3. 1 精深产品的加工 根据黑莓果渣营养物质的分析

结果, 可以按图 1的技术路线, 研制开发黑莓色素、种子

油、植物蛋白和植物纤维等精深加工产品。笔者认为, 通

过该技术路线, 可使黑莓果渣得到充分利用, 全方位提高

黑莓浆果的利用率, 延长黑莓产业链, 提升黑莓产业的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 1)黑莓色素: 黑莓干果渣中的色素含量为 0. 14% ,

而黑莓湿果渣的色素含量就在 0. 1% 以上, 由于湿果渣

在干燥过程中花色苷损耗较大, 如果有可能, 利用黑莓湿

果渣提取、纯化黑莓花色苷色素, 可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

益。笔者在此项工作中已取得较大进展, 可以转化到工

业生产中。

( )黑莓种子油 利用黑莓果渣可以很容易得到黑

莓种子, 黑莓种子中含油量在 5% 左右, 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高达 % 以上, 利用黑莓果渣提取黑莓种子油, 可

以获得具有营养保健功能的种子油产品。由于油脂极易

氧化变质, 通过生产黑莓种子油软胶囊, 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油脂的氧化, 保存其中的维生素 E 等营养成分。该

产品可销售给特定人群, 以获得较大的经济价值。

图 1 黑莓果渣开发利用技术路线

( 3)黑莓植物蛋白: 黑莓果渣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其

蛋白质组分中含有多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氨基酸, 人体必

需的 8种氨基酸不仅全部都有, 而且含量较高, 可以通过

精细加工, 生产出高营养、高附加值的黑莓植物蛋白精深

加工产品。

( 4)黑莓植物纤维: 黑莓果渣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可

以采取酸碱消解法、挤压蒸煮技术或发酵法提取膳食纤

维, 用于面包、饼干、膳食纤维营养奶粉等多种食品中, 具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3. 2 常规产品的生产 黑莓成熟期在盛夏, 加工产生的

果渣需要及时处理, 否则就会发酵变质, 并且会严重污染

环境, 对加工厂周边的土壤、水源以及空气造成严重污

染。果渣的精深加工自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需要

加工设备和技术的支持。因此, 对黑莓果渣的处理与利

用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根据黑莓果实的特性, 最简易

的处理方法是生产肥料, 或者添置一些简易设备, 加工饲

料。肥料和饲料市场需求大, 而且也可取得较好的经济

收益。

( 1)黑莓果渣有机复合肥: 从果渣中的氮、磷、钾以

及矿质元素的含量和有机质的含量来看, 黑莓果渣是生

产肥料的好原料。果渣的有机酸含量较高, pH 在 3. 0以

下, 因此需要根据植物要求和土壤情况, 采用适当的方法

处理果渣, 即可生产出优质有机复合肥料。另一方面, 黑

莓果渣中的主要营养存在于种子中, 黑莓种子具有较为

坚硬的种皮, 如果不进行破碎、发酵处理, 其营养物质很

难在当年作物生长季节里被吸收利用, 因此, 在生产黑莓

果渣肥料的时候, 需要将果渣进行粗破碎, 通过选用适宜

菌种 (或请专业人员进行筛选 )进行发酵处理, 根据果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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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含量, 可以再增加其他有机成分,

如家禽、家畜的粪便, 菜籽饼、棉籽饼、豆饼等, 根据相关

质量标准,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经干燥、造粒, 即可生产出

符合生产需求的黑莓果渣肥料。

( 2)黑莓果渣饲料: 在溧水黑莓基地, 加工生产出的

黑莓果渣, 有一部分被当地农民取回家, 直接作为猪饲

料, 或者将果渣与常规饲料和在一起喂猪。因为果渣中

含有丰富的糖和酸, 对猪来说, 是一种可口、开胃的食物。

但果渣中的蛋白质和油脂主要在种仁中, 如果将果渣直

接用于喂猪, 其大部分营养是不能被猪吸收的, 因此需要

进行加工处理。根据果渣本身的营养成分, 以及猪、鸡等

家畜、家禽的的需要, 在对果渣进行干燥、破碎的基础上,

添加适量的谷类 (如玉米等 )、豆粕粉、鱼粉和氯化钠、植

物油等, 根据相关质量标准, 按一定比例混合, 即可生产

出优质的黑莓果渣饲料。

4 结论

黑莓果渣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脂肪和纤维素等,

可利用加工为饲料和肥料等常规产品。同时, 黑莓果渣

中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其中的多酚、花色苷、维生素 E、矿

物质等含量较高, 可从中提取花色苷类色素、种子油、植

物纤维等制成精深加工产品。因此, 开发利用黑莓果渣,

生产黑莓果品的附属产品或精深加工产品, 在减轻环境

污染的同时, 可以提高黑莓果品的附加值, 延长黑莓产业

链, 促进黑莓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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