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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多酚类物质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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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黑莓 Boysen和 Kiowa品种研究了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多酚类物质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黑莓 

果实总多酚和鞣花酸含量在果实发育初期含量最高，发育过程中的前6天急剧下降，然后缓慢下降，但累计量 

逐渐上升，累积速率在果实发育的前期和后期较快，发育中期增长缓慢；总花色苷在果实成熟后期才开始形 

成，含量和累积量增长迅速，直至果实成熟时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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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Regularity of Polyphenol Content in Blackberry Fruit du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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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change regularity of polyphenol content in blackberry fruit during growth 

period was carried out，and blackberry cultivars Boysen and[(iowa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 

als．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polyphenol and ellagic acid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at fruit—setting 

and then decreased quickly during the initial six days，as their curnulants gradually increased．Th e accu— 

mulation rate of polyphenol and ellagic acid increased qu ickly in the early and late development stages， 

but slowly in the midterm development period．Th e formation of anthocyanins Was in the late development 

stage，whose content and cumulants increased qu ickly and attained the maximum until fruit 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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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Blackberry)为蔷薇科悬钩子属(Rubus 

L．)植物，原产北美⋯1，已有 100多年的栽培历史。 

我国于 1986年开始黑莓的引种利用研究l1-3]，目 

前种植面积约 4 500 hm2，年产量 2～3万 t，主要种 

植于江苏省溧水县、赣榆县和溧阳市等低山丘陵 

地区，此外在贵州、安徽、浙江等地也有少量的种 

植l4J。近 年 来，河 南 省 封 丘 县 也 种 植 了 约 

200 hm2。黑莓果实营养丰富，色泽艳丽，风味独 

特，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引、清 

除自由基l 、抗癌[ 、抗突变[ 、预防动脉硬化等 

作用。多酚类物质是黑莓果实的主要活性物质， 

主要包括花色苷和鞣花酸，这 2类物质占到黑莓 

果实总多酚含量的 20％～40％l9 J。因此，就黑莓 

果实发育过程中多酚类物质含量和累积量的变化 

规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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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和材料 

DPPH标准品(Sigma公司)、Folin--Ciocaheu s 

试剂(Sigma公司)、没食子酸、鞣花酸、碳酸钠、无 

水乙醇均为分析纯；EX一200A型电子天平，TU一 

181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PL一5一B型低速离心 

机，KQ一100DE数控超声波清洗仪。 

本试验材料为 Boysen和 Kiowa品种黑莓四年 

生植株的果实，植株定植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溧水黑莓试验基地，常规栽培管理条件， 

生长状况良好。Boysen是黑莓与树莓的杂交品 

种，具有成熟期早、果实大、风味好、香气浓郁等优 

点，被认为是 目前我国引进的黑莓中综合品质最 

好的品种l1o]。Kiowa是目前黑莓品种中果实最大 

的品种，具有适应性广、生长势强、产量高、品质优 

良等特点l̈J。 

1．2 试验方法 

在 Boysen品种座果期(5月 5日)，随机选择 

当天刚座果的600个果实进行标记，从当天开始， 

每 3 d取样 1次，前3次每次随机取果 50个 ，以后 

每次随机取果 3O个，直至果实成熟。Kiowa品种 

标记了 1 000个果实，从当天开始，每 3 d取样 

1次，前3次每次随机取果 50个，之后每次随机取 

果 30个 ，直至果实成熟。样品采集后放入保鲜袋 

密封，置于一18 冰箱速冻成单粒冻果保存，样 

品采集结束后统一测定。 

多酚类物质 (包括花色苷和鞣花酸)采用 

50％乙醇超声提取l】 。将样品微波解冻后打浆， 

取果浆 5 g，加入 35 mL的50％乙醇溶液，40℃超 

声 提 取 60 rain，超 声 功 率 180 W，提 取 后 

4 500 r／min离心 5 min，取上清液定容至 50 mL备 

用。分别测定总多酚、总花色苷和鞣花酸含量(以 

果实计)。 

1．2．1 总多酚含量的测定方法 (1)总多酚含 

量 用 Folin．Ciocaheu法 测 定[13-14]。准 确 称 取 

500．0 mg没 食子 酸，用纯 净 水溶 解，定容 至 

1 000 mL，分别移取 2．0，2．5，3．0，3．5，4．0，4．5， 

9．0，10．5，12．5，14．5 mL到 50 mL容量瓶中，加水 

定容，其中没食子酸质量浓度分别为 20，25，30， 

35，40，45，90，105，125，145 mg／L。分别取不同质 

量浓度的标准溶液 1．0 mL，加入5．0 mL 0．2 mol／L 

Folin．Cioeaheu s试剂混合，在 0．5～8 min内加入 

4 mL质量浓度为 7．5％饱和碳酸钠溶液，充分混 

合。将上述混合标准溶液在 25℃下避光放置 2 h 

后，在 765 nlTl波长下测定吸光值。以吸光度 Y为 

纵坐标、没食子酸质量浓度 为横坐标，绘制标 

准曲线。(2)样品的测定。将样品液稀释至适当 

的倍数(4—8)进行测定。吸取 1．0 mL待测液至 

10 mL试管中，加入5．0 mL 0．2 mol／L的Folin．Ci0． 

caheu'S试剂，充分混匀，在 0．5～8 rain内加入 

2 mI质 量浓度为 7．5％饱和碳酸钠溶液 ，25 下 

放置 2 h后测定 765 nlTl下吸光度。根据回归方 

程计算总多酚含量(以没食子酸计)。 

1．2．2 鞣花酸含量的测定 (1)标准曲线的绘 

制。准确称取 0．100 0 g鞣花酸标准品用 35 mL 

0．1 mol／L NaOH溶解，定容至 1 000 mL，分别移取 

0．5，2．5，5．0，7．5，10．0，12．5 mL到 100 mL容量瓶 

中，加水定容，其中鞣花酸质量浓度分别为 0．5， 

2．5，5．0，7．5，10．0，12．5 mg／L。取不同浓度的标 

准溶液，分别测定其在 357 rim下吸光度，以吸光 

度 Y为纵坐标，鞣花酸含量 为横坐标 ，绘制标 

准曲线【15-16~。 

(2)样品的测定。将样品液稀释至适当倍数 

(10～40)后进行测定，以水为空白，测定 357 II1TI 

下吸光度。根据回归方程计算样品鞣花酸含量。 

1．2．3 总花色苷含量的测定 利用花色苷及黄 

酮的结构特性，当 pH=1．0时，510 nin处二者均 

有最大吸收峰，而当pH：4．5时，花色苷转变为无 

色查尔酮形式，在 510 nnl处无吸收，用示差法计 

算溶液中总花色苷含量 l̈ 。 

吸 取 2 n1L 样 品 液，分 别 用 pH 1．0 

[v(o．2 mol／L KC1)：v(o．2 mol／L HC1)=25：67]和 

pH 4．5[v(o．2 mol／L NaAc·3HaO)：V(0．2 mol／L 

HAc)=1：1]的缓冲液稀释至 20 mL，混匀，以2 mL 

溶剂加 18 rnL相应缓冲液作空白，分别在510 nm 

和700 11111处测定吸光值。总花色苷的含量(以矢 

车菊色素．3．葡萄糖苷计)按如下公式计算： 

OD = l(0D51o— OD7oo)。H 1．o一 (0D51o一 

瑚 )DH ．5]；然后按下式计算样品液中花色苷色 

素的浓度(以矢车菊色素．3一葡萄糖苷计)： 

C(rag／L)= ；果实总 

花色苷含量(ACY)按下式计算： 
rI， 

ACY(mg／lOOg) 。 

其中：DF为稀释因子；V为提取液的总体积 

Journal of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3，August 



赵慧芳等：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多酚类物质的变化规律 459 

(mL)；m为取样量(g)；26 900为矢车菊色素．3一葡 

萄糖苷的摩尔消光系数；449．2为矢车菊色素．3． 

葡萄糖苷的摩尔分子质量。 

1．3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03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 

计算与分析，并用 Excel 2003分析软件绘制黑莓 

果实发育期内多酚类物质含量和质量的动态变化 

曲线图，营养物质的质量(mg)=果实质量 ×营养 

物质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曲线 

2．1．1 总多酚含量测定标准曲线 总多酚含量 

测定的标准曲线见图 1。由图 1可知，总多酚含 

量(以没食子酸计，Y)与吸光度(765 nm，x)的回 

归方程为 Y=0．010 89X一0．234 31，R2=0．998 9， 

表明没食子酸质量浓度在 20～145 mg／L范围内 

线性关系良好。 

p(总多酚)／(mg·L- ) 
Total polyphenol content 

图 1 总多酚标准曲线 

F ．1．Standard curve of total polyphenol 

2．1．2 鞣花酸含量测定标准曲线 鞣花酸含量 

测定的标准曲线如图 2。 

鞣花酸)／(mg·L- ) 
Ellagic acid content 

图2 鞣花酸标准曲线 

Fig．2．Standard curve of eUag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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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可知，鞣花酸含量 (y)和吸光度 

(357 nin， )的回归方程 为 y：0．040 44X 十 

0．013 24，R =0．996 0，表明鞣花酸质量浓度在 

1．5 12．5 mg／L~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2 总多酚含量的变化规律 

Boysen品种黑莓果实从座果至成熟共调查 

11次，果实发育期为 30 d，Kiowa品种果实调查 

14次，果实发育期为 39 d，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 

应的总多酚含量和单果多酚质量绘制其变化曲线 

(图3和图4)。 

蚤 

鑫呈 
昌 

眯 
斟 

图3 Boysen果实总多酚含量在生长发育期内变化 

Fig．3．Change of total polyphenol content in the fruit of 

Boysen du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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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Kiowa果实总多酚含量在生长发育期 内变化 

Fig．4．Change of total polyphenol co ntent in the fruit of 

Kiowa du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由图3和图 4可以看出，2个品种果实总多 

酚含量在果实发育期一直呈下降趋势，发育前期 

0～6 d内 Boysen品种 果 实 总 多 酚 含 量 由 

112．63 mg／g迅速降低到22．77 mg／g，Kiowa品种果 

实总多酚含量由84．50 mg／g降低到20．63 mg／g， 

降低的速率前者大于后者；Boysen品种在 6～30 d 

内总多酚含量持续缓慢下降，果实成熟时总多酚 

含量只有4．813 mg／g，Kiowa品种果实总多酚含量 

覃u 茸00—0q q( 一0 

一．．s．∞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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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18 d内持续缓慢下降到5．92 mg／g，在 18～ 

36 d内维持不变，最后 3 d又有所下降。生长发 

育期内2个品种果实总多酚含量变化的差异可能 

与发育期长短不同有关。 

在果实发育期，根据果重和总多酚含量计算 

单果多酚质量(即累积量)，可以更直观地代表多 

酚物质在果实发育过程中的累积情况。由图3和 

图4可以看出，单果多酚的质量在果实发育过程 

中呈上升趋势，Boysen品种果实多酚在前 3 d累 

积迅速，由6．037 mg增长到 11．718 mg，增长了近 

2倍，累积速率为 1．894 mg／d；果实发育的中期 

(3～27 d)，多酚质量有 2次小幅的下降，但总体 

依然呈上升趋势，平均累计速率仅为0．148 mg／d； 

果实发育的最后 3 d，多酚质量再次迅速增长，由 

27 d的 15．268 mg增长到30 d的23．896 nag，累积 

速率达到 2．876 mg／d。Kiowa品种果实多酚在果 

实发育的最初 9 d累积的速率均较高，最高达到 

1．543 mg／d，在 9～30 d单果总多酚质量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30 39 d又迅速增长，由18．51 H 增长 

到 43．35 ，增长了2倍多。 

2．3 鞣花酸的变化规律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鞣花酸含量与 

质量绘制的变化曲线见图 5和图 6。由图 5和图 

6可见，黑莓果实鞣花酸的含量在发育期内呈下 

降趋势，变化趋势同总多酚一致，发育前期 0～6 d 

下降迅速，Boysen品种果实鞣花酸含量由座果时 

的 15．39 mg／g下降到 6 d时的 2．96 mg／g，Kiowa 

品种从 13．92 m#g下降到2．94 mg／g，前者下降的 

速率大于后者；Boysen品种在6～30 d内鞣花酸含 

量持续缓慢下降，30 d果实成熟时鞣花酸含量仅 

为0．51 mg／g，Kiowa品种果实鞣花酸含量在 6～ 

18 d内缓慢下降到0．78 mg／g，在 18～39 d内变化 

非常小。整个发育过程中，Boysen品种鞣花酸占 

总多 酚 的 5．51％ ～13．67％，座 果 时 最 高 为 

l3．67％，果实成熟时也较高，为 10．52％，果实发 

育中期鞣花酸占总多酚的百分率较低。Kiowa品 

种鞣花酸占总多酚的8．28％～19．44％，座果和果 

实成熟时均较高约为 16．50％，果实发育的中后 

期较低。 

由图5和图 6还可以看出，单果鞣花酸的质 

量(即鞣花酸在果实中的累积量)在果实发育过程 

中总体呈上升趋势，Boysen品种果实鞣花酸在前 

6 d累积迅速，从 0．825 mg增长到 1．456 mg，累积 

速率平均为 0．105 mg／d；果实发育的中期 (6 

27 d)，鞣花酸质量先小幅下降(6～9 d)，然后缓慢 

上升，9—27 d的平均累计速率仅为 0．030 mg／d； 

果实发育的最后 3 d，鞣花酸质量再次迅速增长， 

从 27 d的1．366 mg增长到 30 d的2．515 mg，累积 

速率达到 0．383 mg／d。Kiowa品种果实鞣花酸在 

果实发育的最初 6 d累积较迅速，最高累计速率 

达到 0．31 mg／d，果实发育的中期(6—33 d)总体 

变化不大，有 2次下降和上升，6～9 d下降，9～ 

12 d升高，12～18 d下降较迅速，18～36 d变化缓 

慢呈上升趋势，果实成熟期(36～39 d)鞣花酸累 

积迅速，由 2．64 Hlg增长到 7．14 n1g，增长了2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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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Boysen果实鞣花酸含量在生长发育期内变化 

Fig．5．Change of ellagic acid content in the fruit of 

Boysen du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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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Kiowa果实鞣花酸含量在生长发育期内变化 

Fig．6．Change of ellagic acid co ntent in the fruit of 

Kiowa du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4 花色苷含量的变化规律 

根据果实发育时间对应的果实总花色苷含量 

与质量(累积量)绘制的变化曲线见图 7和图 8。 

由图7和图 8可见，Boysen品种果实总花色苷含 

量的变化规律为无花色苷 (24 d)一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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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具体为座果后 0～24 d果实为青绿色，无 

花色苷 物质，24～30 d果实总花色苷 含量 由 

4．83 mg／lOOg迅速增加至 92．O1 H 1o0g，短短6 d 

增长了 19．O7倍。Kiowa品种果实总花色苷含量 

的变化规律为无花色苷(33 d)一迅速增长(6 d)。 

具体为座果后 0～33 d果实为青绿色，无花色苷 

物质，33～39 d果实总花色苷含量由0．78 mg／100g 

迅速增 加 至 106．59 Il 100g，短短 6 d增长 了 

137倍。整个发育过程中，Boysen品种果实花色苷 

的相对含量 (占总多酚的百分率)为 0．74％ ～ 

19．12％，Kiowa品种果实花色苷 的相对含量为 

0．13％～23．08％，果实成熟时花色苷的相对含量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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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Boysen果实花色苷含量在生长发育期内变化 

Fig．7．Change of anthocyanin content in the f九Jn 0f 

Boysen du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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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Kiowa果实花色苷含量在生长发育期内变化 

Fig．8．Change of anthocyanin content in the fruit of 

Kiowa du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果实总花色苷质量的变化规律与其含量一 

致，但变化幅度更大。果实成熟前 6 d内，单果总 

花色苷质量迅速增加，Boysen品种 24 d时为 

0．12 mg，果实成熟时达最大值 4．57 mg，增长了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38．25倍 ，6 d内花色苷的累积量占到花色苷总累 

积量的97．40％，最后 3 d累积速率达 1．32 mg／d； 

Kiowa品种 33 d时为 0．036 mg，果实成熟时达最 

大值 10．01 n1g，增长了279倍，6 d内花色苷的累 

积量占到花色苷总累积量的99．60％，最后 3 d累 

积速率达 2．93 mg／d。 

3 讨 论 

Boysen和 Kiowa品种黑莓的果实发育期分别 

为30 d和 39 d，果实的总多酚在发育前期和后期 

增长较快，发育中期增长缓慢，其中鞣花酸存在于 

果实发育的整个阶段，变化趋势与总多酚基本一 

致，此结果与果实发育过程中糖、酸等营养成分的 

变化类似[18-19~。花色苷是黑莓果实的呈色物质， 

在果实发育的后期果实变红时才开始出现，果实 

成熟时颜色最深，花色苷含量和累积量达到最大 

值。钱皆兵等_20 J研究杨梅果实品质形成时发现， 

杨梅的花色苷形成较早，但前期、中期含量很低， 

后期迅速增长至果实成熟，与黑莓情况基本一致。 

对果实发育期营养成分的动态变化，多数人 

开展的是营养物质含量的变化研究，而对其累积 

量变化的报道则很少[驯。笔者认为，在弄清楚果 

实营养物质含量动态变化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果 

实中营养物质累积量的变化规律，可以更直观地 

确定营养物质在果实发育过程中的累积情况，更 

有利于我们掌握果实生长发育规律和果实品质的 

形成过程。多酚类物质在植株生长过程中具有一 

定的生理作用，如作为植保素的组成成分而与植 

物抗病性密切相关，因此在果实发育过程中单果 

多酚类物质的总量在整体上升的趋势下会在某些 

时段有小幅度下降，此外小幅下降也可能是由于 

气候或环境条件的变化或试验误差造成的。本研 

究指标采用的是同一时间座果的 30～50个随机 

果实的平均值，已尽量将试验误差减小到最低，但 

仍然无法避免由于果实成熟时的个体差异而导致 

的误差。 

综合调查数据和以上的分析结果，黑莓果实 

多酚类物质的积累主要集中在果实发育的快速生 

长期(前期)和成熟期(后期)，即最初的 6 d和最 

后6 d。在这前后 12 d内，多酚的累积量约占总 

量的80．10％，鞣花酸的累积量占总量的79．80％ 

以上，花色苷几乎是全部。因此，Boysen品种黑莓 

在果实发育的前期和后期，即 5月上旬和 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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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这段时间的外部环境包括肥水管理、天气情况 

(温度、光照、雨量和雨日等)对果实品质的形成影 

响很大，尤其是果实成熟前最后 6 d的栽培管理 

和天气状况对黑莓果实品质的影响最大，因此生 

产上在这 2个时期应加强栽培管理，同时应对恶 

劣的天气状况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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