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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品质及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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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测出的不同贮藏温度（2、4 和 8 ℃）下各自对应的最佳热处理条件，
研究不同贮藏温度（2、4 和 8 ℃）结合其对应的最佳热处理条件对贮藏期间黄瓜果实品质及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分别对该贮藏条件下黄瓜果实的冷害、硬度、失重率、多酚氧化酶(PPO)、可溶性蛋白、过氧化氢酶(CAT)、过氧
化物酶(POD)、H2O2、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2-•、ASA 和 GSH 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热处理可以抑制冷害，而
热处理结合 4 ℃低温贮藏可以有效地抑制黄瓜果实硬度和失重率的下降，延缓过氧化物酶(POD)、多酚氧化酶(PPO)
活性的上升，抑制 H2O2 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2-•的上升，对黄瓜的褐变有显著抑制作用，延缓抗坏血酸的下降，
维持还原性谷胱甘肽(GSH)的含量，有利于调节活性氧系统的平衡。研究表明，在 4 ℃贮藏条件下，黄瓜的热水处
理条件为 39.4 ℃、24.3 min 时，可延缓黄瓜果实的衰老，较好地保持了果实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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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quality and physiological-biochemical indexes of cuc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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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2, 4 and 8 ℃) combin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optimal heat treatment conditions on the quality an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cucumber fruits during storage using quadratic regression rotation-orthogonal combination design, and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such as hardness, weightlessness rate, soluble protein, polyphenol oxidase (PPO),
catalase (CAT), peroxidase (POD), H2O2, super oxygen anion free radical（O2-·）, ASA and GSH of cucumber fruits
under the treatment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showed that: heat treatment could inhibit the chilling injury, and heat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4 ℃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could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cucumber fruit hardness, lessen
the weight loss rate, delayed the peroxidase (POD) and polyphenol oxidase (PPO) activities, inhibited the rise of
H2O2 and O2-·, which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ucumber browning; it also could delay the decline of ascorbic acid,
maintained the GSH content, which was conducive to regulating the balance of active oxygen system.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nescence of cucumber fruits could be delayed when the heat shock temperature was 39.4 ℃ and
the heat shock time was 24.3 min under the storage condition of 4 ℃.
Key words: cucumber fruits; chilling injury; storage temperature; quality; reactive oxygen
黄瓜（Cucumis sativus Linn.）是一种常见的果
蔬，自身水分含量在 98%以上，含有丰富的营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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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黄瓜在贮藏、运输过程中，营养物质快速流
失，容易衰老并发生腐败，而适合的贮藏温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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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果实的腐烂速度，能够防止营养物质的减少[2]。
因此，确定适合的黄瓜贮藏温度至关重要。
热处理是一种无污染、无化学残留的物理处理
方法，对于延迟果蔬的成熟衰老，减少低温冷伤，
抑制其相关酶活性有显著效果[3]。Huan 等[4] 研究发
现热水处理桃果实后并在 4 ℃贮藏，对减轻桃的冷害
并保持其品质有显著的效果。Zhang 等[5] 研究热水间
歇处理后的黄瓜果实，在 10 ℃下贮藏，40 ℃处理 30
或 50 min，黄瓜果实腐烂和失重率最低，过氧化氢
酶活性最高。Nasef[6]研究发现 55 ℃热水处理 5 min
的黄瓜果实，在 4 ℃贮藏温度下，对于保持黄瓜感官
品质，延长贮藏期，防止腐烂，诱导抗氧化酶提供
了可能性。热处理对于梨[7]、猕猴桃[8]、枇杷[9]等的
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其可以提高抗冷性。
贮藏温度是影响果蔬贮藏品质和货架期的重要
因素，也是影响果实代谢过程、品质与贮藏寿命的
重要因子[10]。低温有利于抑制采后蔬菜生理生化反
应，延缓果实衰老[11]，但是不适宜的低温会引发果
蔬产品代谢异常。乔勇进等[12]研究发现 0 ℃可以有
效地延缓鸡毛菜营养物质含量下降，延缓抗氧化酶
活性的变化，对鸡毛菜的采后衰老起到了显著抑制
作用，有效保持了鸡毛菜的最佳食用品质与商品特
性。赵祎等[13]研究 0 ℃和 5 ℃低温贮藏有利于保持
嘎啦苹果的硬度，抑制腐烂的发生，延缓衰老，较
好地保持果实的鲜食品质。
以往的研究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贮藏温度，研
究热处理对黄瓜果实的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而对
于比较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研究黄瓜果实贮藏
特性的文献较少。因此，本试验以黄瓜果实为试材，
利用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测出的不同贮藏温
度（2、4 和 8 ℃）下各自对应的最佳热处理条件对
黄瓜果实进行处理，旨在探究不同贮藏温度与热处
理条件相结合对黄瓜果实品质与生理生化特性的影
响，为采后黄瓜在冷藏保鲜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及处理
试验选用的黄瓜品种为“申青”黄瓜，散去田
间热，剔除机械伤和病虫害后，采收当天运回实验
室。分装于带孔聚乙烯塑料袋内，选取黄瓜果实质
量在（260±20）g，长度在（26±2）cm，果实表面
无明显机械损伤，静置达到室温。
取 36 根未经过处理的黄瓜果实随机分成 3 组，
分别置于温度为 2、4 和 8 ℃，相对湿度为 85%～90%
的恒温恒湿箱中贮藏，分为 CK 2℃组、CK 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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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K 8 ℃组，测定冷害指数。
根据前期通过电导率结合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
合设计，确定不同贮藏温度（2、4 和 8 ℃）对应最
佳热激温度和热激时间：
（1）2 ℃贮藏温度下，最佳
热处理条件为 38.7 ℃的热水中热激 27.3 min（HWT
2 ℃处理组）
；
（2）4 ℃贮藏温度下，最佳热处理条件
为 39.4℃的热水中热激 24.4 min（HWT 4 ℃处理组）
；
（3）8 ℃贮藏温度下，最佳热处理条件为 40.6 ℃的
热水中热激 21.2 min（HWT 8 ℃处理组）
。根据其结
果将黄瓜果实随机分为 3 组进行相应的处理，通过
恒温水温箱进行温度的调节，每组 120 根，热处理
后拭干，分别装入 0.07 mm 聚乙烯薄膜塑料袋中，
置于温度为 2、4 和 8 ℃，相对湿度为 85%～90%的
恒温恒湿箱中贮藏，即为 HWT 2 ℃处理组、HWT
4 ℃处理组和 HWT 8 ℃处理组。
每 3 d 进行 1 次冷害、
失重率、硬度、过氧化氢酶(CAT)、过氧化物酶(POD)、
多酚氧化酶(PPO)、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蛋白、
H2O2、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2-·、抗坏血酸及还原性谷
胱甘肽的测定，每组每次取 24 根，重复测定 3 次。
1.2 试剂与仪器
试剂：硫代巴比妥酸、三氯乙酸、无水乙醇、
磷酸氢钠、H2O2 试剂盒、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试剂盒、
氢氧化钠溶液、标准蛋白质溶液、乙醇溶液、磷酸、
次氯酸钠（NaClO）、碘化钾、抗坏血酸、硫酸、淀
粉、冰醋酸、草酸，氯化钠、碳酸氢钠、硫代硫酸
钠、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过氧化氢，均为分析纯。
仪器：GY-4 型数显硬度计，浙江托普云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BPS-100CA 型恒温恒湿培养箱，上
海三腾仪器有限公司；H-2050R-1 型高速冷冻离心
机，山东博科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HSWX-600BS 型
电热恒温水温箱，上海沪粤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THZ-82A 型恒温振荡箱，常州市金坛友联仪器研究
所；BJ2100D 型数字孔式电子天平，上海仪分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冷害指数的测定 参照曹建康等 [14] 的方法
来对黄瓜果实的冷害指数进行评定。分别随机取 12
根黄瓜，冷害指数共分为 5 个等级，即 0 级，无冷
害；1 级，冷害面积不超过 25%；2 级，轻度冷害，
冷害面积占 25%～50%；3 级，中度冷害，冷害面
积占 50%～75%；4 级，严重冷害，冷害面积超过
75%。按照公式（1）计算冷害指数，重复测定 3 次。
冷害指数 

 冷害指数  该等级中果实个数 
4  测定果实总个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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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第 3、第 6、第 9、第 12 和第 15 天取出，
室温下放置 3 d，观察各组果实冷害情况。
1.3.2 失重率、硬度的测定 失重率采用称量法[15]，
每个处理重复测定 3 次。
失重率 

m0  m1
 100 %
m1

（2）

式中： m0 为黄瓜果实的原始质量，g； m1 为
贮藏后黄瓜果实的质量，g。
硬度使用 GY-4 型数显硬度计进行测定。在黄
瓜果实赤道部位，取 1 cm 厚果肉，用硬度计垂直打
入黄瓜果肉处测定，结果以 N 表示，重复 3 次。
1.3.3 可溶性固形物和可溶性蛋白的测定 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参考李新等[16]的方法，采用阿贝折光仪
进行测定，每个处理组重复测定 3 次。可溶性蛋白
采用曹建康等的紫外吸收法[14]测定，称取 1 g 样品
至 3 mL 蒸馏水中，测定波长为 280 nm 处的吸光度。
1.3.4 过氧化氢酶(CAT)、过氧化物酶(POD)及多酚
氧化酶(PPO)活性的测定 POD 含量参考李合生[17]
的方法，采用愈创木酚法进行测定，分别加入 3.0 mL
25 mmol·L-1 愈创木酚和 0.5 mL 酶提取液，再加入
0.25 mL H2O2 溶液，迅速开启反应， 测定波长 470
nm 的 吸 光 度 值 。 多 酚 氧 化 酶 活 性 的 测 定 参 考
Jayachandran 等[18]的方法：PPO 催化后形成产物在
420 nm 处有最大光吸收峰，可利用比色法测定，以
U·g-1 来表示，重复测定 3 次。CAT 的测定是根据
Chen 等 [19] 的方法稍作修改，可根据反应过程中
H2O2 的含量变化来测定该酶的活性，利用紫外分光
光度计可以检测 H2O2 含量的变化，以每克果肉 1
min 内 OD240 值变化 0.01 为 1 个酶活单位。
1.3.5 过氧化氢（H2O2）含量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2-·）的测定 H2O2 的含量采用 H2O2 测试盒进行
测定[20]。根据试剂盒，进行试验前测定，确定取样
量制备成组织匀浆；按照试剂盒方法进行测定，其
含量用 µmol·g-1 表示，重复测定 3 次。O2-·产生速率，
采用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测试盒进行测定：确定取样
量，取 1 g 黄瓜果肉加入 4 mL pH 值为 7.2 的磷酸
缓冲液，冰浴研磨，在 4 ℃、8 000 r·min-1 下离心
20 min，按照试剂盒方法进行测定，单位为 U·g-1，
重复测定 3 次。
1.3.6 抗坏血酸（ASA）含量和还原性谷胱甘肽
（GSH）的测定 ASA 含量的测定参考王慧等[21]
的方法，采用 2, 6-二氯靛酚法进行测定。取(5±0.1)
g 黄瓜果实样品，加 0.2 mol·L-1 草酸均质后定容，
取滤液 20 mL 滴定，至 2, 6-二氯靛酚溶液的深蓝色
还原为无色为止。每个处理重复测定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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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H 的测定参照曹建康等[14]的方法。该物质在
波长 412 nm 处具有最大光吸收，因此利用分光光度
计法可测定果实中 GSH 的含量。取 3.0 g 黄瓜组织
样品，加入 5 mL 50 g·L-1 三氯乙酸溶液冰浴研磨，
于 4 ℃下 8 000 r·min-1 离心 20 min 后，
测定其在 412
-1
nm 处的吸光值，结果以 μmol·g 表示，每个处理重
复测定 3 次。
1.4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 Excel 2010 软件处理，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显著性分析，采用 Duncan 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冷害指
数的影响
冷害指数是反映黄瓜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之
一。如图 1 所示，不同贮藏温度下黄瓜果实冷害指
数随贮藏时间的延长呈上升趋势。黄瓜果实贮藏 3 d
时，热处理组和 CK 组 2，4 ℃贮藏温度下黄瓜果实
出现冷害，在 8 ℃贮藏温度下，热处理组和 CK 组
没有冷害的发生；在贮藏第 6 天，热处理组和 CK 2、
4 及 8 ℃组贮藏温度下黄瓜果实均出现冷害，且随
着贮藏时间的延长，热处理组和 CK 组 2 和 4 ℃冷
害指数显著高于 8 ℃。贮藏后期热处理组和 CK 组
在 2 ℃和 4 ℃的贮藏温度下黄瓜果实冷害加剧，在
贮藏第 12 天，HWT 2 ℃、HWT 4 ℃、HWT 8 ℃贮
藏温度黄瓜果实的冷害指数分别为 0.69、0.6 和 0.2。
CK 2 ℃、CK 4 ℃及 CK 8 ℃贮藏温度黄瓜果实的冷
害指数分别为 0.74、0.63 和 0.23。结果表明，热处
理可以显著降低黄瓜果实的冷害指数。热处理组和
CK 组在 8 ℃贮藏温度下黄瓜果实的冷害指数较低，
说明 8 ℃贮藏温度下保持了较低的冷害指数，但在
8 ℃贮藏温度下，黄瓜果实在贮藏后尾部皱缩严重，
可能是因为贮藏温度的升高，导致黄瓜果实失水，
使黄瓜果实商品性下降。
2.2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失重率
和硬度的影响
贮藏温度是影响黄瓜贮藏品质的重要因素，温
度越高呼吸越旺盛，因此适宜的低温贮藏可抑制水
分蒸腾，有效地保持商品价值。由图 2 可以看出，
在整个贮藏期间，不同贮藏温度的黄瓜果实的失重
率随着贮藏时间的增加呈上升趋势，HWT 8 ℃的失
重率显著高于其他贮藏温度（P＜0.05）。随着贮藏
时间的延长，HWT 8 ℃果实黄瓜果皮出现褶皱，失
水严重。结果表明，在贮藏前期，贮藏温度越低，
黄瓜果实的失重率上升率越小，利于黄瓜贮藏期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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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分保持，HWT 2 ℃贮藏可以抑制失重率升高，
延缓黄瓜果实质量的损失。说明低温能够有效抑制
黄瓜的蒸腾作用，降低水分的挥发，这与对湖南本
地青椒[22]、绿竹笋[23]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
温度是影响采后贮藏过程中失重率和硬度的重要因
素，低温能维持贮藏过程中较低的失重率和较高的
硬度,从而保持贮藏品质，延长货架期。在贮藏后期，
随着冷害的加剧，HWT 2 ℃贮藏的失重率逐渐高于
HWT 4 ℃，说明冷害程度的加深，导致黄瓜果实失
水程度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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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导致其硬度，而 HWT 2 ℃有助于抑制硬度的下
降；贮藏后期随着冷害的加重，HWT 2 ℃黄瓜果肉
硬度的下降率比 HWT 4 ℃的快。说明冷害程度影响
硬度的下降，下降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冷害的加深，
细胞壁物质发生分解导致细胞软化程度加深。

图 3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硬度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hardness of cucumber fruits

图 1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冷害指数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CI of cucumber fruits

图 4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TSS）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TSS of cucumber fruits

图 2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失重率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weight loss rate of cucumber fruits

黄瓜果实硬度是衡量其贮藏寿命的重要指标之
一。贮藏过程中由于酶的作用，细胞壁物质发生分
解，导致果实软化[24]。如图 3 所示，不同贮藏温度
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硬度的变化呈下降趋势。随
着贮藏时间的延长，HWT 8 ℃贮藏条件下降趋势较
明显。贮藏前 3 d，HWT 2 ℃及 HWT 4 ℃贮藏温度
黄瓜果实硬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贮藏后
期，HWT 4 ℃黄瓜果实硬度相较于 HWT2 和 HWT
8℃下降缓慢，贮藏 15 d 时，HWT 2 ℃、HWT 4 ℃
和 HWT 8 ℃ 的 降 幅 分 别 为 21.58% 、 20.48% 和
25.3%。结果表明，适宜的贮藏温度对抑制黄瓜果
实硬度下降有显著效果。贮藏前期，贮藏温度的升
高会加快黄瓜果实变软，硬度的降低与水分散失相
关，热激条件下 8 ℃贮藏温度由于水分散失较为严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可溶性
固形物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可溶性固形物能反应果实的品质和营养价值，
对果实的口味、贮藏性具有重要的影响[25]，是评价
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由图 4 可知，不同贮藏
温度下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第３天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有少许上升，然后
逐渐降低。在贮藏第 3 天，HWT 4 ℃黄瓜果实的上
升率最高，这是由于淀粉等在水解酶的作用下发生
水解，使可溶性固形物增加，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逐渐下降。在贮藏期间，HWT
2 ℃和 HWT 4 ℃贮藏条件下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相
差不大。贮藏 6 d 后，HWT 8 ℃的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下降幅度最大，且随着贮藏温度越高，可溶性固
形物消耗越快。说明低温可以有效地延缓可溶性固
形物的消耗。在贮藏后期，贮藏在 HWT 2 ℃下黄瓜
果实冷害程度加深，使得细胞膜透性增强，加剧了
有机物的消耗。结果表明，贮藏前期糖分的积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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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可溶性固形物的增加，且低温下贮藏可溶性固
形物下降缓慢，这与对西番莲[26]、山楂[27]的试验结
果一致。HWT4℃贮藏下黄瓜果实可溶性固形物的
含量能较好地保持，能较好地维持贮藏期间黄瓜果
实的品质。
可溶性蛋白的积累能够提高植物体的渗透调
节，较好地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28]。由图 5 可知，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的可溶性蛋白
含量随着贮藏时间的变化呈先迅速升高然后缓慢下
降的趋势。在贮藏期间，不同贮藏温度的可溶性蛋
白含量均呈显著差异（P＜0.05）。贮藏第 3 天，不
同贮藏温度的可溶性蛋白含量达到峰值，HWT 2 ℃
的可溶性蛋白含量上升最快，为 24.2%，HWT 4 ℃
和 8 ℃的可溶性蛋白上升率为 18.4%和 14.3%，在
贮藏后期，可溶性固形蛋白含量逐渐下降，各处理
组有差异显著(P＜0.05)，HWT 2 ℃组贮藏下黄瓜果
实可溶性蛋白含量下降最快。在贮藏末期，HWT
4 ℃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大于 HWT 2 ℃和 HWT 8 ℃
的可溶性蛋白含量。第 15 天时，HWT 4 ℃贮藏的
可溶性蛋白含量比 HWT 8 ℃高 3.46%。结果表明，
在贮藏前期，低温逆境下可溶性蛋白含量增加，
HWT 2 ℃贮藏上升最快；而贮藏后期，随着贮藏时
间的延长，贮藏温度越高可溶性蛋白消耗越多，随
着冷害的加深，HWT 2 ℃贮藏温度的可溶性蛋白含
量流失加重。说明低温显著抑制了可溶性蛋白质含
量的下降，且 HWT 4 ℃贮藏能较好地维持细胞生命
活性，有利于保持其营养品质。

图 5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可溶性蛋白的
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soluble protein in cucumber fruits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过氧化
氢酶(CAT)、过氧化物酶(POD)和多酚氧化酶
（PPO）活性的影响
在膜脂过氧化反应中，过氧化氢酶在植物生长
发育、抗衰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减少因
为活性氧机体受到的不良影响[29]，能够有效地清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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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防止活性氧对植物造成伤害[30]。如图 6 所
示，CAT 酶活性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贮藏
第 9 天时各处理组的 CAT 活性达到峰值，随后逐
渐降低。在贮藏前 9 d，HWT 4 ℃黄瓜果实 CAT 活
性的上升趋势显著高于其他贮藏温度，HWT 2 ℃、
HWT 4 ℃和 HWT 8 ℃的 CAT 活性分别为 25.9、
28.64 及 24.8 U·g-1，表明果实中 CAT 活性在适宜的
贮藏温度下，被诱导升高，清除活性氧。在贮藏后
期，随着冷害的加深，HWT 8 ℃黄瓜果实的 CAT
活性下降较缓慢。贮藏 15 d 时，HWT 2 ℃、HWT 4 ℃
和 HWT 8 ℃贮藏的 CAT 活性分别为 14.32、17.12
和 15.48 U·g-1，说明贮藏后期，因冷害程度的加深，
HWT 8 ℃的 CAT 活性比 HWT 2 ℃高，使其受活性
氧物质的伤害程度减小。结果表明，HWT 4 ℃黄瓜
果实的 CAT 活性对于清除植物体内积累的 H2O2 有
显著影响。

图 6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过氧化氢酶
（CAT）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CAT in cucumber fruits

过氧化物酶（POD）是防止植物膜脂过氧化的
酶促防御体系中重要保护酶，能催化不饱和脂肪酸
的氢过氧化物的裂解，
可以减轻 H2O2 对细胞的损伤，
[31]
同时产生自由基 ，在果实衰老和冷害发展中起重
要作用，也是反映果实衰老的一个重要指标[32]。由
图 7 可知，POD 活性呈上升趋势，随贮藏时间延长
而增加，不同处理组 POD 的活性存在显著差异（P<
0.05）
。在贮藏前 6 d，4 ℃贮藏温度处理组的黄瓜果
实的 POD 活性低于 2 和 8 ℃；贮藏第 6 天，HWT
2 ℃、HWT 4 ℃及 HWT 8 ℃处理组分别较 0 d 的高
2.03、1.91 和 2.66 倍，其中 HWT 4 ℃的抑制效果最
明显；
在贮藏 9 d 后，
HWT 2 ℃的 POD 活性低于 HWT
4 ℃和 HWT 8 ℃；在贮藏末期，HWT8℃组贮藏温
度的黄瓜果实的 POD 活性由 0 d 时的 3.38 U·g-1 增长
到 15 d 时的 17.26 U·g-1。说明低温能够降低过氧化
氢酶活性，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自由基
的增加，诱导 POD 的合成，使 POD 酶活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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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过氧化物酶
（POD）的影响
Figure 7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POD in cucumber fruits

多酚氧化酶（PPO）能催化多种酚类物质氧化
成醌类化合物 [33] ，这些化合物进一步聚合形成褐
色，PPO 活性的高低可直接影响到果实的褐变及发
生程度。从图 8 可以看出，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PPO 酶活性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且 HWT 8 ℃贮藏
温度下 PPO 酶活性上升较快，HWT 2 ℃贮藏的 PPO
酶活性上升较慢。在贮藏 15 d 时，PPO 酶活性分别
达到 0.197、0.202 和 0.236 U·g-1，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说明低温能够显著降低多酚氧化酶活
性，抑制膜脂过氧化能力，延缓褐变。

图 8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多酚氧化酶
（PPO）的影响
Figure 8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PPO in cucumber fruits

图 9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 H2O2 含量影响
Figure 9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H2O2 content in cucumber fruits

顾思彤等[34]探究贮藏温度（0、5 和 10 ℃）对
软枣猕猴桃采后生理品质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大

学

学

报

2020 年

研究发现 0 ℃贮藏显著抑制了软枣猕猴桃的褐变，
保持了较高的果实硬度，抑制了过氧化物酶(POD)
和多酚氧化酶(PPO)活性的增加，保持了较高的抗氧
化酶活性，这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
现 POD 和 PPO 呈正相关，与 HWT 8 ℃组相比，在
HWT 2 ℃和 HWT 4 ℃贮藏下果实的 POD 和 PPO 活
性较低，可能是因为低温逆境抑制细胞呼吸和生物
代谢，提高抗氧化酶活性和膜的稳定性。
2.5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过氧化氢
含量（H2O2）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影响
过氧化氢（H2O2）是植物体内一种活性氧自由
基，是引起衰老的启动因子，当活性氧清除系统代
谢不平衡时，H2O2 将会大量累积导致细胞膜结构受
到破坏。由图 9 可示，在贮藏期间，各处理组黄瓜
果实的 H2O2 含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HWT 4 ℃的
黄瓜果实 H2O2 含量与 HWT 2 ℃和 HWT 8 ℃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在贮藏前 6 d，HWT 2 ℃组 H2O2
含量显著高于 HWT 4 ℃和 HWT 8 ℃的 H2O2 含量，
这可能与在贮藏前期冷害程度的加深，导致细胞膜
的损伤程度加深和 H2O2 含量的大量积累；在贮藏第
6 天，HWT 2 ℃、HWT 4 ℃和 HWT 8 ℃的 H2O2 含
量分别比 0 d 高 4、2.74 和 3.09 倍；在贮藏后期，
HWT 8 ℃的 H2O2 含量显著高于 HWT 2 ℃、HWT
4 ℃贮藏温度下的 H2O2 含量；在贮藏第 15 天时，
HWT 8 ℃比 HWT 2 ℃和 HWT 4 ℃组分别高 9.8%
和 13.8%。结果表明 HWT 4 ℃组能明显抑制黄瓜果
实体内 H2O2 含量的上升，有利于减少果实内 H2O2，
减缓其伤害，延缓果实衰老。
脂质过氧化反应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和机体组织
的损伤。而果实在成熟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活性
氧，其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加速果实内部的氧化
·
伤害。随着 O2- 的不断累积，细胞的完整性会遭到
破坏，膜结构及功能受损伤。但机体也会对这种反
应作出防御，使活性氧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防
止其产生毒害作用。由图 10 可见，随着贮藏时间的
延长，不同贮藏温度下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呈
·
上升趋势，在贮藏前期，HWT 2 ℃组贮藏的 O2- 显
著高于 HWT 4 ℃和 HWT 8 ℃组（P＜0.05）。在贮
藏第 3 天，HWT2、HWT4 和 HWT 8 ℃组贮藏较 0
d 分别高 1.85、1.65 和 1.77 倍，说明 HWT 4 ℃组贮
·
藏抑制黄瓜果实 O2- 含量的增加，提高了果实的抗
氧化性，较好地保持了果实的品质；在贮藏后期，
HWT 8 ℃始终大于 HWT 2 ℃和 HWT 4 ℃贮藏下的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在贮藏 15 d 时，HWT 2 ℃、
HWT 4℃和 HWT 8 ℃贮藏较 0 d 分别高 4.6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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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36 倍，HWT 8 ℃贮藏的黄瓜果实 O2- 含量的增
加，说明其抗氧化性逐渐降低，果实逐渐衰老。
·

图 12

图 10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O2-·）的影响
Figure 10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O2-· in cucumber fruits

图 11

不 同贮 藏 温 度 结合热 处 理 对黄 瓜果 实 抗坏血酸
（ASA）含量的影响
Figure 11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ASA content in cucumber fruits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抗坏血
酸含量（ASA）和还原性谷胱甘肽含量（GSH）
的影响
抗坏血酸（ASA）是果蔬营养品质的一个重要
指标，可以抵抗自由基对细胞伤害，具有抗氧化活
性，延缓果蔬衰老[35]。由图 11 可知，随着贮藏时间
延长，黄瓜果实的 ASA 含量呈下降的趋势，且 HWT
4 ℃贮藏条件下的 ASA 含量显著高于 HWT 2 ℃和
HWT8 ℃贮藏条件，说明适宜温度的低温贮藏能较
好地保持 ASA 含量。在贮藏第 6 天， HWT2 ℃、
HWT 4 ℃和 HWT 8 ℃下黄瓜 ASA 含量分别降为 0
d 的 21.5%、15.85%、27.59%；贮藏第 15 天，HWT
2 ℃、HWT 4 ℃和 HWT 8 ℃下黄瓜 ASA 含量分别
比 0 d 低 53.62%、49.47%及 51.52%。在贮藏前期，
HWT 8 ℃下 ASA 含量下降迅速，说明温度的升高
导致黄瓜果实 ASA 含量的下降；在贮藏后期，HWT
2 ℃贮藏温度下 ASA 含量下降明显，是由于随着冷
害程度的加深，细胞膜损伤严重，导致营养物质流
失。HWT 4 ℃贮藏下，黄瓜果实 ASA 含量下降较
为缓慢，能较好地维持贮藏期间黄瓜果实的品质。
2.6

不同贮藏温度结合热处理对黄瓜果实还原性谷胱甘
肽含量(GSH)的影响
Figure 12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combined
with heat treatment on GSH content in cucumber fruits

还原性谷胱甘肽 GSH 可作为供氢体，使 H2O2
转变为 H2O，清除脂类氢过氧化物，减轻有机氢过
氧化物对机体的损伤，抑制活性氧诱发脂类过氧化，
在预防衰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且 ASA-GSH 循环
是非酶类抗氧化物质的联合作用，更能发挥清除活
性氧及抑制膜脂过氧化的作用。由图 12 可知，不同
贮藏温度黄瓜果实中 GSH 含量呈现出先缓慢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在第 12 天达到峰值。在贮藏到 9 d
时，HWT 2 ℃、HWT 4 ℃和 HWT 8 ℃的 GSH 含量
分别由 0 d 时的 28.68 µmol·g-1 上升到 38.03、 39.06
和 37.41 µmol·g-1；在贮藏结束时，HWT 2 ℃、HWT
4 ℃和 HWT 8 ℃的 GSH 含量分别为 35.32、37.54
和 36.42 µmol·g-1。结果表明，在贮藏前期，HWT 2 ℃
和 HWT 4 ℃的上升程度大于 HWT 8 ℃组；在贮藏
后期，随着冷害程度的加深，黄瓜果实内部过氧化
导致 HWT 2 ℃组的 GSH 含量低于其他贮藏温度。
HWT 4 ℃组贮藏温度下黄瓜果实的 GSH 含量上升
幅度最大，有助于黄瓜果实的活性氧积累。

3

结论

热处理后进行低温贮藏，黄瓜的各项生命活动
都会受到抑制，低温会抑制酶的活性，酶在低温下
生化反应的速率会减慢，从而可以降低黄瓜品质劣
变。本试验中，不同贮藏温度下，热处理可以显著
降低黄瓜果实的冷害指数，抑制冷害的加剧，说明
热处理对黄瓜果实的贮藏起到积极作用。根据前期
试验中通过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确定的贮藏
温度 2 ℃、4 ℃和 8 ℃对应的最佳热处理条件进行
研究，发现适当的低温可抑制失重率和硬度的下降，
保持活性氧清除系统代谢平衡，热处理组 2 ℃和
4 ℃低温贮藏对黄瓜果实失重率和硬度的保持效果
都明显优于热处理组 8 ℃贮藏温度，热处理组 2 ℃
和 4 ℃的冷害指数较 8 ℃严重，但热处理组 8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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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后期，黄瓜果实尾部发生明显失水皱缩，影响
了黄瓜果实的商品性。HWT 2 ℃和 HWT 4 ℃低温
贮藏能有效抑制黄瓜果实营养物质的劣变，抑制果
实硬度的降低、可溶性固形物、抗坏血酸的下降，
抑制 H2O2 和 O2-·的大量累积，抑制细胞膜结构的破
坏程度，延缓营养物质的下降速度，减慢黄瓜果实
的衰老和褐变。通过比较，在 HWT 4 ℃组(即热水
处理条件为 39.4 ℃、24.3 min)贮藏条件下，黄瓜的
贮藏效果更好，能更好地维持营养及活性氧代谢平
衡，是黄瓜果实较适宜的贮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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