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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芸苔素和莱莉酸醅对葡萄某实品质及成熟期的影嫡
马焕普，陈 静，刘志民，梁宝岩

(北京农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京亚葡萄以早熟、丰产、粒大、抗性强等优点被广泛种植，但京亚葡萄着色早，一般采收时酸度偏高，影

响了其商品价值。为降低葡萄的含酸t，提高其商品价值，本研究以京亚葡萄品种为试材，用不同浓度的天

然芸苔素(简称BR)和茉莉酸南(倚称胁，)以及二者的混合物(BR0．5mg／I卯D150吼)分别于花后20d、
30 d及采收前20 d进行全树喷布，结果表明，天然芸苔素具有提高葡萄浆果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降低合酸

t的作用，糖酸比达23。8；不同浓度茉莉酸睹处理的，50舭效果最好，糖酸比为2幺5，且花色普含量明显
增加，具有促进葡萄着色和提早成熟的作用，提早成熟五六天；二者混合应用，效果更好，既增加含糖量，降低

含酸量，糖酸比达24．3，又可使果实提早上色。说明二者混合应用具有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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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亚葡萄以早熟、丰产、粒大的优点被果农广泛种植，但

京亚葡萄因着色早，一般采收时酸度会偏高fll影响其商品价

值，所以降低京亚葡萄的含酸量是非常有意义的。据文献报

道，天然芸苔素(BR，油菜素内酯)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活性最高

且高效、广谱、无毒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闭，对植物具有多方面的

作用，如提高光合作用，增加大豆蛋白质含量，改善多种蔬菜

的品质刚，但对葡萄浆果品质的作用却很少有报道。另外，

据报道，茉莉酸酯(PDJ，茉莉酸的衍生物)，能促进植物内源

ABA的合成【_增加ABA的含量，从而提高植物的抗性。那

么，它能否促进葡萄果实的成熟，是否会因增加ABA的含量

而促进葡萄浆果的成熟(因为葡萄果实的成熟是由ABA启动

的嗡)，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l材料与方法

1．1供试材料及处理

试材为5年生京亚葡萄，管理水平一般。试验分如下几个

处理：天然芸苔素(简称BR)．设O．1 mg／L、O．5mg／L、1．0mg／L

兰个浓度，茉莉酸酯(简称PDJ)，设25 m虮、50 m叽、
loomg几三个浓度，还有二者的混合物即BR O．5 m以+
PDJ50mg／L。均于花后20d、30d及采收前20d进行全树喷布。

1．2果实品质测定

1．2．1单粒重和可溶性圆形物

每处理选有代表性的果穗10个，每穗随机取果粒5个，

称重，求得单果重。每个处理取20粒葡萄，用手持糖量计测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2．2色素合量

采用盐酸乙醇提取法进行测定n，果实按不同处理随机取

样，采后立即送实验室。用清水、去离子水洗干净，将果皮撕

下、磨碎，取3 g，加2％盐酸乙醇10mL浸泡3～4h。过滤后，在

510nm下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光密度，以浸提液为空白对照。每

处理重复3次。

1．2．3可滴定酸

采用Na0H滴定法，每个处理取5 mL原汁．再加15 mL

蒸馏水，以l％酚酞为指示剂，用O．1％的Na0H滴定翻。每个处

理重复3次。

1．3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及光合速率测定

光合速率的测定，取新梢中上部生理成熟的叶片，每个处

理测lO枚叶片，测定的时间为第三次喷药后的第7天上午

9—11时，仪器为CI一301光合速测仪。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用

80％的丙酮暗中提取，用756分光光度计测定，重复3次。

1．4成时期的测定

以果粒软化、果穗上部果粒开始着色但还未成熟时开始。

2结果与分析

2．1 天然芸苔素和茉莉酸酯对果实品质及成熟期的影响

由表1可见，京亚葡萄经天然芸苔紊处理后，其浆果中的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明显增加，且随着浓度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但不同处理浓度问的差异不显著；浆果中含酸量明显降低，且

表l 天然芸苔素和茉莉酸酯对京亚葡萄果实品质及成熟期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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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理浓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糖酸比明显增大；色素含量显 促进光合速率的作用，只是后者的作用不如前者明显。在提高

著提高；着色期提前2d。 果实品质方面，天然芸苔素对京亚葡萄起到很好的作用，提高

京亚葡萄经茉莉酸酯处理后，其浆果各项指标的变化趋 了浆果中的含糖量，降低了含酸量，使糖酸比达到了优质果

势与天然芸苔素处理的相似，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明显增加，含 (京亚葡萄20以上)的要求。其原因可能与天然芸苔素促进光

酸量明显降低，糖酸比明显增大，色素含量显著提高，着色期 合作用有关，使更多的有机物进入果实。这与其在蔬菜和水稻

提前4d。 上的作用相似13．m。而茉莉酸酯对果实的影响主要是提高色素

京亚葡萄经天然芸苔素与茉莉酸酯混合处理后，其浆果 的含量，促进果实的成熟，虽然也具有增糖降酸的作用，但效

的各项指标均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最高 果不如天然芸苔素明显。将两者混合应用以后，无论对果实品

值，含酸量达最低值，糖酸比最大，花色苷含量达最高值，着色 质还是成熟期，均优于二者单用，且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很

期提前6 d。证明天然芸苔素与茉莉酸的混合应用对果实的成 有应用价值。应进一步研究二者的生理作用及作用机制等，以

熟和品质的改善有增效作用。 便为其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由表2可知，天然芸苔素、茉莉酸酯都能提高京亚葡萄叶 【1]王其松．特早熟京亚葡萄引种结果初报叨．葡萄栽培与酿

更好些，但以二者混合物处理的效果最好，叶绿素的含量比对 【2】王焕民．天然云苔索：植物生长发育的一种基本调节物质

表2天然芸苔素与茉莉酸酯对京亚葡萄光合作用的影响
【3】黄新华，张恪成-天然云苔素内酯对水稻、大豆、小麦和蔬

处 理 l绿詈妻● ，．．光拿速要一，、 【4]瞿青松，王基贤．天然芸苔索对水稻增产效果及增产原因

PDJ 50。孑L I．76 14．29
f5】刘志民、马焕普，等·P埘对苹果树植物光合作用、内源

BR o．5。∥L+mJ 50。g／L 1．88 15．55 ABA含量影响初探【J】．园艺学报，1999，26(2)：87—90．

对照 1．54 13．37 【6】 夏国海，张大鹏，贾文锁．IAA、GA和ABA对葡萄果实．蔗

3小结与讨论 【7]陈乎，等．葡萄果皮色素的稳定性研究．食品工业科技叨．
天然芸苔素和荣莉酸酯都具有增加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和 1996 f5、．11—15

·来稿摘登· 2结果与分析

农地乐堕黧掣曼婪兰冕尘卷叶蛾、 蛾幼霎篙篥妻耄翌这琵3裟：署篡雾装裂凳蕊
潜叶蛾药效试验 茗磊差荔言谲蒜藁乐崭最描赫辜茄篇：葛；

随着果业结构的调整，油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由于苹

果小卷叶蛾、桃潜叶蛾的危害造成油桃虫果增多和大量落叶．

使果树生长与果品质量均受到不良影响。为控制桃树苹果小

卷叶蛾、潜叶蛾的发生与为害，我们于2003年使用52．25％农

地乐进行防治苹果小卷叶蛾、桃潜叶蛾的田问试验，效果显

著。

l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在前所果树农场四分场油桃园，试验田总面积

2．33 hm：，为丘陵地，水平梯田，土壤为山砾土，有机质含量1％．

pH值7左右。晴朗油桃800株，为初结果期，树下采取清耕制。

试验区苹果小卷叶蛾、潜叶蛾发生严重，油桃果实被害率

16％，叶片被害率为20％，8月份因潜叶蛾为害落叶达lo％以上。

供试药剂为52．25％农地乐(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生产，为

48％乐斯本与4．25％氯氰菊脂复配剂)l 500倍液、2000倍液，

水胺硫磷】200倍液，灭扫利1 200倍液，清水(CK)。每20株

树为l小区，随机排列，重复4次。于苹果小卷叶蛾成虫高峰期

(6月20日)后5 d喷药，此时正是卵孵化和幼虫期，药后1 d、

5 d、10d调查幼虫死亡率，采收期调查虫果率(按树冠东、西、

南、北、中5个方位各取100个果)。桃潜叶蛾的防治于第l代

成虫高峰期(5月22日)喷药，药后7 d、15 d、25 d、采收前调

查叶片被害率(东、西、南、北、中各100片叶)。

于其它处理，且有效期10d以上。农地乐两个处理的虫果率分

别为3．4％、3．6％，明显低于其它处理。

农地乐l 500倍液处理的潜叶蛾对叶片危害率长期稳定

在6％，农地乐2 Ooo倍液处理的稳定在lO％；其它处理均在

20％以上。

总之，农地乐对苹果小卷叶蛾和桃潜叶蛾的防治效果较

好，其使用浓度为1 500倍或2000倍。

表l 农地乐防治桃树苹果小卷叶蛾、桃潜叶蛾田闻试验

苹果小卷叶蛾

幼虫死亡率(％)虫果率

1 d 5 d lO d (％)

桃潜叶蛾叶片受害率(％)

7 d 15 d 25 d采收期

水胺硫磷l 200倍液 45 55 65 10．O 4．O 12 25 25

灭扫利l 200倍液 52 65 77 7．O 3．O 5 20 20

农地乐l 500倍液 96 98 98 3．4 2．0 2 6 6

农地乐2 000倍液 70 87 90 3．6 2．O 3 10 10

CK 0 2 O 12．0 6．8 20 35 35

陈水昕．孙福金

(辽宁省前所果树农场科研所，辽宁葫芦岛125206)

(联系电话：13842917678)

  万方数据



天然芸苔素和茉莉酸酯对葡萄果实品质及成熟期的影响
作者： 马焕普， 陈静， 刘志民， 梁宝岩

作者单位： 北京农学院,北京,102206

刊名：
北方果树

英文刊名： NORTHERN FRUITS

年，卷(期)： 2004(4)

被引用次数： 5次

  
参考文献(7条)

1.陈平 葡萄果皮色素的稳定性研究 1996(05)

2.夏国海;张大鹏;贾文锁 IAA、GA和ABA对葡萄果实.蔗糖输入与代谢的调控[期刊论文]-园艺学报 2000(01)

3.刘志民 PDJ对苹果树植物光合作用、内源ABA含量影响初探[期刊论文]-园艺学报 1999(02)

4.瞿青松;王基贤 天然芸苔素对水稻增产效果及增产原因简析 2000(04)

5.黄新华;张恪成 天然云苔素内酯对水稻、大豆、小麦和蔬菜的优生作用[期刊论文]-农药 2000(03)

6.王焕民 天然云苔素:植物生长发育的一种基本调节物质[期刊论文]-农药 2000(01)

7.王其松 特早熟京亚葡萄引种结果初报 1995

 
引证文献(5条)

1.曹刚.常永义.李文瑾.施春晖.武应鹏.陈光正 "包果优"对荒漠区日光温室延后栽培红地球葡萄叶片衰老及果实品

质的影响[期刊论文]-中外葡萄与葡萄酒 2010(7)

2.肖永英.甘立军.夏凯 茉莉酸酯类和6-BA对葡萄果实品质的影响[期刊论文]-江苏农业科学 2008(6)

3.田爱梅.王国强.曹家树 茉莉酸类物质对农作物的生理效应研究[期刊论文]-安徽农业科学 2008(30)

4.支金虎.马永清 PDJ对不同温度下小麦种子萌发和幼苗根系活力的影响[期刊论文]-江苏农业科学 2007(5)

5.支金虎.马永清 双氢茉莉酸丙酯对不同小麦品种气体交换性状的影响[期刊论文]-安徽农业科学 2007(19)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fgs200404004.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fgs200404004.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7%84%95%e6%99%a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9%9d%9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bf%97%e6%b0%91%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2%81%e5%ae%9d%e5%b2%a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86%9c%e5%ad%a6%e9%99%a2%2c%e5%8c%97%e4%ba%ac%2c102206%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fgs.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fgs.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bfgs200404004%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4%8f%e5%9b%bd%e6%b5%b7%3b%e5%bc%a0%e5%a4%a7%e9%b9%8f%3b%e8%b4%be%e6%96%87%e9%94%8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yxb20000100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y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bf%97%e6%b0%9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yxb19990200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y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e%bf%e9%9d%92%e6%9d%be%3b%e7%8e%8b%e5%9f%ba%e8%b4%a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bfgs200404004%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6%96%b0%e5%8d%8e%3b%e5%bc%a0%e6%81%aa%e6%88%9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y200003019.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7%84%95%e6%b0%9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y20000100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b6%e6%9d%b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bfgs200404004%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9%e5%88%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8%b8%e6%b0%b8%e4%b9%8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6%96%87%e7%91%b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6%bd%e6%98%a5%e6%99%96%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d%a6%e5%ba%94%e9%b9%8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5%85%89%e6%ad%a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wptyptj201007005.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wptyptj20100700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wptypt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2%96%e6%b0%b8%e8%8b%b1%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4%98%e7%ab%8b%e5%86%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4%8f%e5%87%a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snykx20080606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sny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4%b0%e7%88%b1%e6%a2%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9b%bd%e5%bc%b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9%e5%ae%b6%e6%a0%9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nykx20083001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hny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4%af%e9%87%91%e8%99%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6%b0%b8%e6%b8%85%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snykx20070500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sny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4%af%e9%87%91%e8%99%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6%b0%b8%e6%b8%85%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nykx200719029.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hnykx.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fgs20040400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