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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贮藏下紫色小白菜的可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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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紫色小白菜为贮藏试验材料，通过测定贮藏期间其失重率、Vc、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及花青素含
量的变化，研究 2 种家庭贮藏条件下(避光贮藏于 4℃和 20℃±1℃)对紫色小白菜食用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4℃
能够在 7 d 左右有效降低紫色小白菜的失重率，保持 Vc、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及花青素含量，对于紫色小白菜的
品质有较好的保护作用，有利于紫色小白菜的贮藏食用；而 20℃±1℃贮藏对于紫色小白菜的品质保护只能维持 3 d
左右。对于不同品种紫色小白菜，其贮藏性能有所差异，其中紫菘较其他品种不易贮藏。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出
花青素和 Vc 含量是紫色小白菜在贮藏期间品质变化的主要特征影响因子；2 种不同的家庭式贮藏方式对紫色小白
菜贮藏时间长短的影响有所差异，在 4℃下贮藏 7 d 仍可以保持其大部分营养价值，而在 20℃±1℃贮藏条件下，0~3
d 内食用，其营养价值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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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dible value of purple pakchoi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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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studied the changes of weight loss rate, Vc, chlorophyll, carotenoid and anthocyanin contents during storage under two kinds of domestic storage conditions (stored at 4℃ and 20℃±1℃ at dark)
with purple pakchoi as the material,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omestic storage conditions on the edible value
of purple pakcho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orage in the dark at 4℃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weight loss rate
of purple pakchoi and protect the contents of Vc, chlorophyll, carotenoid and anthocyanin for 7 days, which had
good protective effects on the quality and beneficial to the storage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urple pakchoi, while its
storage in the dark at 20℃±1℃ could only be maintained for about 3 days. In conclusion, different purple pakchoi
varieties have different storage performance, and Zisong is not suitable for storage as compared with other kinds of
purple pakchoi. The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anthocyanin and Vc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urple pakchoi during storage. The effect of storage time on nutritional value of
purple pakchoi is different under different domestic storage conditions, and most of its nutritional value can be
maintained at 4℃ for 7 days, but the storage at 20℃±1℃ should not be too long, it is better to eat within 3 days.
Key words: purple pakchoi; different temperatur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quality
小白菜(Brassica chinensis L.)又名不结球白菜，
属于十字花科(Cruciferae)芸薹属(Brassica)芸薹种
(Campestris)白菜亚种的一个变种，由于其富含维生
素、矿物质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功能成分，深受大

众喜爱，其中维生素 C(Vc)对人体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体内高效抗氧化剂可以清除活性氧基团、促进
机体对铁的吸收及促进伤口愈合等功能，是衡量小
白菜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1-2]。叶绿素(Chlorophy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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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色素物质[3]，不
仅是叶菜类作物重要生长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评价
绿色蔬菜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与蔬菜采后商品性
密切相关[4]。新鲜小白菜叶绿素含量高，颜色鲜绿，
但采后随贮藏时间的延长，叶绿素不断降解，小白
菜色泽逐渐消褪并黄化，严重影响其感官品质[5-6]。
一般来说，富含叶绿素的植物组织也富含类胡萝卜
素(Carotenoid)，因为叶绿体和有色体是类胡萝卜素
含量较丰富的细胞器。类胡萝卜素属于四帖化合物，
是一种脂溶性色素，是天然食品原料中分布最广泛
的色素之一，目前为止，在自然界中已发现 1 100
余种的类胡萝卜素[7]。类胡萝卜素对维持植物生命
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人和动物合成维生
素 A 的重要前体物质，一些类胡萝卜素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以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生理活性[8-10]。小
白菜叶片颜色以绿色和白色为主，但近些年国内外
育种者培育出紫色白菜品种[11-14]，其紫色是由于花
青素类物质积累所致[15-16]。花青素(Anthocyanin)是
一种重要的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蔬菜和
水果中，属类黄酮类化合物，是植物的主要呈色物
质[17-18]。目前已知天然存在的花青素有 600 多种，
存在于 27 个科、73 个属的植物中[19-21]，但不同植
物中花青素种类不同，同种植物不同品种间花青素
种类也存在着差异。花青素具有清除自由基的强抗
氧化作用，能够抑制肿瘤细胞增生，防止细胞衰老，
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含量及具有抗炎、预防心血管疾
病、维护泌尿系统健康等功效[22-25]，在食品、医药
临床、化妆品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紫色小
白菜颜色亮丽，营养丰富，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
但其采摘后若贮藏不当易造成营养成分、外观、色
泽、质地等品质下降，会大幅降低其食用价值。目
前对于蔬菜贮藏研究较多，乔勇进等[26]对白菜贮藏
过程中叶绿体色素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白菜
采后进行冰温(–0.5℃)贮藏可显著延缓其叶绿体色
素降解，以维持其原有色泽；Goncalves 等[27]研究
了花椰菜在贮藏过程中其营养品质的变化，结果表
明，以损失 50%维生素 C(Vc)为阈值，花椰菜在–
18℃恒温条件下可以贮藏 4 个月；姜文利等[28]研究
了低温加湿贮藏对叶菜类蔬菜品质的影响，结果表
明采用低温加湿条件贮藏可以有效保持叶菜类蔬菜
水分及其组织活性。但由于紫色小白菜为近年来新
培育品种，目前对于其贮藏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作
者选择消费者常用蔬菜的主要贮藏温度 4℃和
（20±1）℃来进行贮藏，并对不同品种紫色小白菜
的采后营养品质进行了研究，以期为不同品种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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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菜的采后贮藏保鲜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1

1.1 供试材料与试剂
供试材料：紫色小白菜(紫罗兰(ZLL)、紫菘
(ZS)、紫金星(ZJX)和紫冠(ZG))种子获取于丰原种
子有限公司，于安徽农业大学温室阳光房中种植 60
d 后采收。采收后 15 min 内运回实验室，洗净并擦
干表面水分后选取大小基本一致、无病虫害及机械
损伤的紫色小白菜作为试验材料(图 1)。

a

b

c

d
a：ZLL; b：ZJX; c：ZG; d：ZS
图 1 不同品种紫色小白菜
Figure 1 Different varieties of purple pakchoi

试验试剂：草酸(分析纯，天津市河东区红岩试
剂厂)，矢车菊素 3-O-葡萄糖苷(纯度>95%，上海源
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抗坏血酸标准品(分析纯，
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色谱级甲醇、乙腈、
甲酸及乙酸(美国 Tedia 公司)，分析纯乙醇、丙酮、
甲醇及浓盐酸(国药公司)，实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18.2 MΩ·cm)。
1.2 仪器与设备
6460 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美国安
捷伦科技公司)，Waters 600 液相色谱系统(美国
Waters 公司)，AB104-N 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
多仪器有限公司)，JK-500DB 型数控超声清洗器(合
肥金尼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DGT-G 电热鼓风恒
温干燥箱(合肥华德利科学器材有限公司)，H-1650
台式高速离心机(上海穗康仪器有限公司)，
HITACHI U-5100 型 紫 外 可 见 分 光 光 度 计 ( 日 本
HITACHI 公司)，Milli-Q 超纯水制备系统(美国
Millipore 公司)。
1.3 试验方法
将选好的紫色小白菜去除死叶、黄叶后分别称
重、装袋(聚乙烯塑料袋)和封口，在塑料袋上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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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呼吸作用。将包装好的紫色小白菜分别避光贮
藏于 4℃和（20±1）℃条件中。在 1、3、7、10 和
14 d 后分别取样，以新鲜样品作为对照(0 d)。
1.4 测定项目及方法
1.4.1 失重率的测定 取样时记录紫色小白菜的质
量(精确到 0.01 g)，贮藏期间紫色小白菜失重率计算
公式为：
W(%)=(FW0-FW1)/FW0×100%
式中：W 为失重率(%)；FW0 为采收时紫色小白菜质
量(g)；FW1 为取样时紫色小白菜质量(g)。
1.4.2 维生素 C(Vc)含量的测定 参照谢轶等[29]方
法并略加修改后进行测定。准确称取 1.0 g 剪碎混匀
后的紫色小白菜样品于 2.0 mL 离心管后加入 1.5
mL 2%草酸-水，涡旋振荡 1 min 后于（15±1）℃超
声提取 20 min，提取液离心 10 min (12 000 r·min-1)，
取上清液过 0.45 μm 水相微孔滤膜，待测。
HPLC 条件：色谱柱为 Penomenex C18 (150
mm×4.6 mm, 5 μm)；柱温：30℃；流动相：0.1%草酸水溶液(A 相)，100%甲醇(B 相)，流动相梯度：0 ~ 6
min，1% ~ 10% B，6 ~ 6.1 min，10% ~ 1% B，1% B
保持至 8 min；流速为 1 mL·min-1，检测器为紫外检
测器，波长为 254 nm，进样量 20 µL。
1.4.3 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测定 叶绿素
a、叶绿素 b、总叶绿素及类胡萝卜素含量采用改进
的混合液提取法[30-31]进行测定：准确称取 0.1 g 剪碎
混匀后紫色小白菜样品，加入 10 mL 浸提剂(丙酮∶
乙醇= 2:1，V/V)于室温(20±1) ℃避光浸提 24 h 后分
别于 470 nm、645 nm 和 663 nm 测吸光度值，以浸
提液为空白对照。叶绿素 a、b、总叶绿素和类胡萝
卜素含量分别按式(1) (2) (3) (4)计算。
叶绿素 a (mg·g-1)=(12.7 A663–2.69 A645)×V/1 000 W（1）
叶绿素 b (mg·g-1)=(22.9 A645–4.68 A663) ×V/1 000 W（2）
总叶绿素(mg·g-1)=叶绿素 a +叶绿素 b
（3）
-1
类胡萝卜素(mg·g )=[(1 000A470–2.27Ca–81.4Cb)/ 227] ×
V/1 000 W
（4）
V：浸提剂总体积(mL)；W：样品质量(g)；A：
吸光度值；Ca：叶绿素 a 的浓度；Cb：叶绿素 b 的
浓度。
1.4.4 花青素含量的测定 准确称取 0.5 g 剪碎混
匀后的紫色小白菜样品，加入液氮研磨至粉末后加
入 0.4 mL 80%甲醇-水(含 0.5% HCl)继续研磨，研磨
至浆状后转移至 2 mL 离心管，用 0.3 mL 提取液洗
涤研钵 2 次，并将洗涤液转移至离心管，涡旋振荡
1 min 后于 50℃、80 Hz 超声提取 20 min，超声结束
后于 12 000 r·min-1 下离心 10 min，收集上清液；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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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残渣按上述步骤再提取 1 次，合并上清液并定
容至 5 mL，取约 1.0 mL 提取液过 0.22 μm 有机微
孔滤膜，待测。
色谱柱为安捷伦 ZORBAX Eclipse Plus C18 柱
(100 mm × 2.1 mm，1.8 μm)，柱温：30℃，进样体
积：5 μL，流速为 0.3 mL·min-1，紫外波长：520 nm，
流动相为 0.4% 乙酸-水溶液(A 相)，100% 乙腈(B
相)。线性洗脱梯度为：0 ~ 2 min，B 相从 5%到 7.5%
(V/V)；2 ~ 5 min，从 7.5%到 8%；5 ~ 15 min，从 8%
到 12%；15 ~ 25 min，从 12%到 30%；25 ~ 29 min，
从 30%到 5%；保持 1 min 以平衡色谱柱及系统后再
次进样。质谱检测模式为正离子模式，使用电喷雾
离子源(ESI)，碎裂电压 135 V，扫描目标离子质荷
比范围设置为 m/z 100~1 500，毛细管电压 3.5 kV，
干燥气为高纯氮气，氮气流速为 6 L·min-1，氮气温
度为 325℃，喷雾器电压 45 psi，鞘气流速为 11
L·min-1，鞘气温度为 325℃。
1.5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20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数据
均为 3 次重复实验的均值和标准方差，DPS 7.05 软
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SIMCA-P+11 进行主成分
分析，Origin 8.5 软件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失重率和外观品质变化
不同品种紫色小白菜失重率随贮藏时间的增加
而不断上升(表 1)，且在不同贮藏天数间存在显著差
异(P<0.05)。在 4℃下贮藏的失重率均低于（20±1）℃
且差异显著(P<0.05)；贮藏 7 d 后，（20±1）℃下贮
藏的紫色小白菜最大(ZLL)失重率已超过 4℃下的
13 倍，差别最小(ZS)也接近 2 倍；当样品贮藏 14 d
后，在（20±1）℃下贮藏的样品失重率均高于 25%，
最大(ZS)达到 32.15%，4 ℃下贮藏的样品最大为
14.89%，最小(ZG)仅为 5.46%。由此可见，4℃下贮
藏能较大程度缓解紫色小白菜的失重情况。
在紫色小白菜贮藏过程中，4℃能够明显降低其
在贮藏期间的衰老，尤其是对于叶片的干瘪和黄化。
从图 2(图 2a 为贮藏前状态，图 2b、c、d、e、f 中
左侧为 20±1℃贮藏，右侧为 4℃贮藏)可以看出，在
（20±1）℃下贮藏第 3 天时，紫色小白菜叶片出现
少量干瘪现象；到第 7 天时 4 种紫色小白菜叶片均
出现干瘪以及黄化现象，甚至叶缘部分开始出现腐
烂现象，其食用价值基本丧失；贮藏 10 d 后，部分
小白菜菜茎开始出现腐烂，已经不适合食用。而 4℃
下贮藏的紫色小白菜在 3 d 时外观品质较佳；在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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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7 d 后部分品种叶片出现干瘪和黄化现象；14 d
后，大部分品种叶片出现黄化，食用价值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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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试验结果说明，4℃贮藏有利于保持紫色小白菜的
外观品质以及延长紫色小白菜的货架期。

表 1 贮藏温度对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失重率的影响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on weight loss percentage of purple pakchoi at different storage time

储藏温度/℃
Storage temperature
4

20±1

品种
Variety

%

储藏时间/d Storage time
1

3
c

10

14

2.19±0.18 c

4.71±0.66 b

8.76±1.53 a

ZLL

0.22±0.03

ZJX

0.27±0.04 c

0.52±0.35 c

5.53±0.22 b

6.78±0.63 b

10.60±1.18 a

ZG

0.16±0.02 d

0.72±0.05 d

3.27±0.12 c

4.81±0.44 b

5.46±0.29 a

ZS

2.11±0.16 e

6.84±0.23 d

8.76±0.45 c

10.13±0.12 b

14.89±1.23 a

ZLL

0.39±0.03 c

4.54±0.45 b

29.12±1.59 a

29.46±1.59 a

30.85±1.25 a

ZJX

0.34±0.03 c

0.83±0.12 c

19.07±1.73 b

19.38±0.75 b

25.70±3.86 a

ZG

0.29±0.01c

0.82±0.02 c

24.07±0.52 b

24.38±0.51 b

28.97±3.46 a

ZS

e

10.03±0.32 d

16.38±1.54 c

21.61±0.92 b

32.15±2.97 a

4.76±0.40

1.35±0.14

7
c

注：数据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n=3)；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refer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a

b

c

d

e

f

a, b, c, d, e 和 f 分别为储藏 0、1、3、7、10 和 14 d
a, b, c, d, e and f represent the storage of 0, 1, 3, 7, 10 and 14 days, respectively
图 2 不同贮藏时间 ZLL 外观品质的变化
Figure 2 The change of appearance quality of ZLL at different storage time

2.2 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 Vc 的变化
对贮藏期间紫色小白菜中 Vc 进行了检测分析。
结果（图 3）表明，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紫色小白
菜中 Vc 含量持续有所下降，但不同条件下降低速率
有所差异，在（20±1）℃贮藏 1~7 d 时下降速率较快，
在 4℃贮藏 3~10 d 时下降速率较快。
（20±1）℃下的
紫色小白菜在贮藏 1 d 后其 Vc 含量即出现显著性降
低(P<0.05)，且不同天数之间均差异显著(P<0.05)，
在贮藏 3 d 后 ZLL 和 ZS Vc 损失率超过 50% (分别为
59.55%和 74.66%)，贮藏 14 d 后，紫色小白菜中 Vc

损失率达到 99%以上，营养价值严重损失，这与乔
勇进等[32]研究结果一致，贮藏温度高会加剧白菜 Vc
含量的降低。而在 4℃下贮藏 1 d 其 Vc 含量损失较
少，仅 ZS 出现显著性降低(P<0.05)，贮藏 3 d 后 4
种紫色小白菜 Vc 含量均出现显著性下降(P<0.05)，
但含量在 74%以上，贮藏 7 d 后 ZLL 和 ZG Vc 含量
损失仍不到 50%，这与 He 等[33]的研究结果相似，低
温下贮藏可以有效防止白菜中 Vc 含量的下降。但在
4℃下贮藏 14 d 后紫色小白菜中 Vc 损失均超过 70%，
这和 Zhu 等[5]研究结果相比损失较高，可能是由于贮

47 卷 4 期

熊科胜等: 不同温度贮藏下紫色小白菜的可食性研究

藏温度较高所致。紫色小白菜(除 ZS 外)在不同温度
条件下贮藏 1 d 后其 Vc 含量即出现显著差异
(P<0.05)，在贮藏 7 d 后，4℃下贮藏的样品中 Vc 含
量为（20±1）℃下贮藏的 2 倍以上，差别最大达到 6

Figure 3

倍，和寇兴凯等 [34] 研究结果一致， 4℃下贮藏较
（20±1）℃能够有效降低 Vc 的降解速率，对于紫色
小白菜有较好的保鲜作用。

图 3 贮藏温度对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 Vc 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ontents of vitamin C in purple pakchoi at different storage time

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
变化
紫色小白菜在贮藏期间叶绿素含量变化结果
（表 2）显示，叶绿素 a、叶绿素 b 及总叶绿素含量
总体变化趋势和 Vc 类似，随贮藏时间的延长而不断
下降。在(20±1)℃和 4℃条件下贮藏 3 d 后，虽然叶
绿素含量变化较缓，但其含量较之前有显著下降
(P<0.05)。(20±1)℃下贮藏 7 d 后紫色小白菜中叶绿
素含量出现急剧下降，而 4℃下贮藏 10 d 后出现较
大降低。在贮藏期间，4℃下贮藏的样品中叶绿素 a、
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量始终高于(20±1)℃下的样
品，且在贮藏 1 d 后部分品种即出现显著性差异(P＜
0.05)，在贮藏 7 d 后，4 种紫色小白菜中叶绿素含量
均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在贮藏 14 d 后，
(20±1)℃下贮藏的样品中叶绿素 a 仅为初始值的
5.36%~6.69%，而 4℃下贮藏的紫色小白菜(ZS 除外，
仅为初始值的 11.43%)为初始值的 25.52%~31.38%。
在(20±1)℃贮藏的样品中，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量
在 14 d 后均仅有初始值的 5%左右，而在 4℃下仅有
ZS 为初始值的 11.53%(叶绿素 a)和 11.46%(总叶绿
素)，而其他品种中，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量均在
初始值的 30%左右，这和 Zhang[35]和 Kramchote[36]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 4℃能够有效防止叶绿素含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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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可较好地维持紫色白菜的叶绿素含量和保
留其营养物质，保持白菜的鲜绿。
本文就紫色小白菜在不同温度贮藏期间其类胡
萝卜素变化进行了检测。从图 4 可以看出，随着贮
藏时间的延长，在 4℃和(20±1)℃下贮藏的紫色小白
菜中类胡萝卜素含量均有所下降，但下降趋势有所
区别。在 4℃下贮藏的紫色小白菜，除 ZS 外的其他
品种在贮藏 3 d 后类胡萝卜素含量变化不大，而在
(20±1)℃下贮藏的紫色小白菜类胡萝卜素含量下降
比较明显，在贮藏 1 d 后即与 4℃组出现显著性差异
(P＜0.05)，这与杨静[37]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低温
能够很大程度上抑制类胡萝卜素的下降。在贮藏 7 d
后，4℃下紫色小白菜类胡萝卜素含量除 ZS 外都在
初始值的 50%以上(ZS 为 33.44%)，而(20±1)℃下最
高仅为初始值的 17.24%，温度差异对紫色小白菜中
类胡萝卜素含量影响显著。紫色小白菜(除 ZS 外品
种)在 4℃下贮藏 14 d 后，类胡萝卜素含量均在
(20±1)℃组 4 倍以上(ZS 为 2.38 倍)，4℃条件能有
效降低紫色小白菜中类胡萝卜素的降解，对紫色小
白菜的营养品质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2.4 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花青素的变化
对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其花青素含量变化进行
了分析检测。结果(图 5)表明，不同品种紫色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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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L、ZJX、ZG 和 ZS 分别为 55.63%、49.36%、
52.02%和 32.80%)；而在(20±1)℃下，贮藏 7 d 后其
花青素含量降低均超过 80%，损失最多达到 87.33%
(ZS)。在贮藏 14 d 后，4℃下样品的花青素含量均
是(20±1)℃下 3 倍以上，差别最大的达到 5.51 倍
(ZG)。由此可见，4℃条件能够有效保护紫色小白菜
中花青素的降解，延缓其活性成分的下降。随着贮
藏时间的增加，小白菜中各营养成分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其体内活性氧代谢的失调，
比如过氧化物酶活性增加和丙二醛含量上升而引起
的[40]。

花青素含量差异显著(P＜0.05)，其中 ZLL 和 ZG 品
种花青素含量较高，分别达到 497.43 和 284.78
mg·100 g-1 (DW)；ZJX 花青素含量最低，仅为 78.38
mg·100 g-1 (DW)，这和张淑江[38]和 Lee[39]等的研究
结果相似，不同品种紫色小白菜其花青素含量及种
类差异较大。不同品种紫色小白菜在不同温度的贮
藏过程中，其花青素含量随贮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图 5)。在(20±1)℃下贮藏，其花青素含量从第 1 天
即出现显著降低(P＜0.05)，而 4℃在贮藏 3 d 后出现
显著降低(P＜0.05)。在 4℃下贮藏 7 d 后的紫色小白
菜，除 ZS 外，其花青素含量均保持在 50%左右

表 2 贮藏温度对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in purple pakchoi at different storage time
叶绿素含量
/mg·g-1(DW)
Chlorophyll
Chlorophyll a

储藏温度/℃
Variety
Storage
temperature
4

20±1

Chlorophyll b

4

20±1

Chlorophyll

4

20±1

储藏时间/d Storage time
0

1

3

7

10

14

ZLL

20.41±0.13 a

19.55±0.03 b

16.15±0.16 c

13.47±0.76 d

8.77±0.23 e

6.40±0.10 f

ZJX

16.12±0.38 a

14.62±0.82 b

13.56±0.14 b

7.61±0.68 c

5.35±0.18 d

4.11±0.24 e

ZG

18.60±1.60 a

17.93±0.22 a

15.16±0.20 b

12.27±0.19 c

8.34±1.42 d

5.69±0.13 e

ZS

19.30±0.07 a

15.61±0.14 b

9.41±0.13 c

6.59±0.04 d

3.82±0.23 e

2.21±0.02 f

ZLL

20.41±0.13 a

18.94±0.04 b

12.06±0.41 c

2.96±0.12 d

1.46±0.05 e

1.21±0.01 e

ZJX

16.12±0.38 a

13.38±0.62 b

10.33±1.12 c

1.98±0.24 d

1.39±0.13 d

1.08±0.04 d

ZG

18.60±1.60 a

16.47±0.82 b

14.23±0.42 c

1.95±0.01 d

1.41±0.02 d

1.05±0.02 d

ZS

19.30±0.07 a

10.78±00.08 b

5.69±0.03 c

3.05±0.47 d

1.80±0.02 e

1.03±0.03 f

ZLL

9.10±0.17 a

8.76±0.07 a

7.10±0.24 b

6.51±0.48 b

4.75±0.52 c

2.94±0.15 d

ZJX

6.05±0.46 a

5.74±0.52 ab

5.11±0.05 b

3.25±0.08 c

2.27±0.03 d

1.66±0.13 d

ZG

8.56±0.98 a

7.51±0.70 ab

7.08±0.25 b

5.75±0.39 c

3.79±0.57 d

2.52±0.13 d

ZS

8.21±0.07 a

6.09±0.13 b

4.16±0.16 c

3.28±0.27 d

1.69±0.17 e

0.95±0.09 f

ZLL

9.10±0.17 a

8.21±0.07 b

5.17±0.49 c

1.36±0.02 d

0.60±0.02 e

0.30±0.02 e

ZJX

6.05±0.46 a

5.58±0.07 a

4.96±0.47 b

0.96±0.07 c

0.55±0.02 cd

0.35±0.01 d

ZG

8.56±0.98 a

7.18±0.06 b

6.18±0.79 b

0.99±0.01 c

0.69±0.05 c

0.43±0.05 c

ZS

8.21±0.07 a

5.46±0.06 b

3.12±0.04 c

1.55±0.15 d

0.83±0.03 e

0.26±0.03 f

ZLL

29.51±0.22 a

28.31±0.10 a

23.25±0.09 b

19.99±1.24 c

13.51±0.60 d

9.34±0.05 e

ZJX

22.17±0.47 a

20.36±0.33 b

18.67±0.18 c

10.86±0.60 d

7.62±0.21 e

5.78±0.11 f

ZG

27.16±2.58 a

25.44±0.51 a

22.24±0.08 b

18.02±0.21 c

12.13±1.19 d 8.20±0.01 e

ZS

27.51±0.08 a

21.70±0.17

b

c

9.87±0.31 d

5.51±0.07 e

3.15±0.11 f

ZLL

29.51±0.22 a

27.16±0.10 b

17.23±0.09 c

4.32±0.14 d

2.06±0.04 e

1.51±0.02 f

ZJX

22.17±0.47 a

19.25±0.66 b

15.29±1.60 c

2.94±0.31 d

1.94±0.14 d

1.42±0.04 d

ZG

27.16±2.58 a

23.66±0.77 b

20.41±0.38 c

2.94±0.01 d

2.10±0.04 d

1.48±0.07 d

ZS

27.51±0.08 a

16.24±0.13 b

8.82±0.07 c

4.60±0.62 d

2.63±0.02 e

1.29±0.06 f

2.5 主成分分析
以 ZLL 品种为例，采用 SIMCA-P+11 软件对紫
色小白菜在贮藏期间花青素等含量为变量进行主成
分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得知，第一主成分和

13.57±0.28

第 二 主 成 分 分 别 能 解 释 样 品 信 息 的 98.43% 和
1.11%。从得分图(图 6)可以看出 ZLL 在不同贮藏时
间及温度下的聚类情况，其中在 4℃下贮藏 1 d、3 d
和（20±1）℃下贮藏 1 d 及 0 d 的样品分布比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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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聚为一类，其食用价值最高；其中（20±1）℃
下贮藏 3 d 和 4℃下贮藏 7 d 的样品分布比较集中，
可以聚为一类，其食用价值相对有所降低，而其他
组别样品比较分散，食用价值相对较差。载荷图反
映了样品指标与其主成分的相关性及影响程度[41]。
从 ZLL 在不同贮藏时间和温度其花青素等指标与
主成分的载荷图（图 6 b）可以看出，花青素和 Vc

Figure 4

Figure 5

3

637

含量偏离中心点较远，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
上的载荷均较大，说明 ZLL 在贮藏期间其花青素和
Vc 含量变化相对较大，而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
主要分布在中心点左右，差异较小。在 ZLL 的贮藏
过程中，花青素和 Vc 含量的变化是其品质的主要
特征影响因子。

图 4 贮藏温度对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ontents of carotenoids in purple pakchoi at different storage time

图 5 贮藏温度对紫色小白菜贮藏期间花青素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contents of anthocyanins in purple pakchoi at different storage time

结论
本研究对紫色小白菜在家庭式贮藏条件下其营

养成分及可食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
(20±1) ℃下贮藏的紫色小白菜(除 ZS 外)在 3 d 后其
营养成分下降 50%左右，在 4℃下贮藏其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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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得分图 Score plot; b: 载荷图 Loading plot
图 6 ZLL 主要指标在贮藏期间主成分分析图
Figure 6 PCA results of main indexes of purple pakchoi (ZLL)
during storage periods

则在 7 d 后下降 50%左右，而较高温度时营养物质
更易损失，在(20±1) ℃下贮藏的紫色小白菜品质均
低于 4℃贮藏的同期样品。对于不同品种的紫色小
白菜，其贮藏性能有所差异，ZS 在相同贮藏时间下
其营养成分损失相较于其他 3 种紫色小白菜较大，
且差异显著(P＜0.05)。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紫色小
白菜在贮藏过程中其品质变化的主要特征影响因子
为 Vc 和花青素含量，且从主成分分析得分图得知 4
种紫色小白菜在(20±1)℃下贮藏时间不宜过长，1~3
d 内食用营养价值较佳；而在 4℃下贮藏则可以保持
7 d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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