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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延长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采后保鲜期，对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采后的生理生

化变化进行初步研究。【方法】通过监测贮藏过程中芋柄中的水分含量、呼吸强度、糖类和粗纤维含量的变化，
探讨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在不同温度及添加保鲜剂条件下品质变化规律。【结果】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在
室温条件下储藏时间分别为 12、14 d；4℃条件下储藏时间分别可达 25、29 d；添加保鲜剂在室温条件下的贮藏
时间均为 13 d。整个贮藏过程中，芋柄的呼吸强度在 0.015 mg/kg·h 上下波动，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的初始含
水量分别为 93.63%、93.77%，室温条件下贮藏结束时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的含水量分别为 87.19%、86.29%；4℃
条件下贮藏结束时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的含水量分别为 92.15%、93.00%。4 ℃和室温条件对呼吸强度没有显著
影响；4℃条件能显著延缓芋柄在整个贮藏期水分的损失；4℃和添加保鲜剂在贮藏前期对还原糖、总糖和粗纤
维含量影响较大，对贮藏后期品质变化影响较小。【结论】保鲜剂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贮藏过程中疣柄魔芋
叶柄和芋头叶柄中营养物质的变化，延长保鲜期的效果不明显，而在低温环境中贮存，水分损失和品质劣变缓慢，
能有效延长保质期，是一种比较适宜的贮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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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prolong the post-harvest preservation period of Amorphophallus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nges of Amorphophallus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were
studied preliminarily. 【Methods】In this paper, the changes of water content, respiration rate, sugar and crude fiber content
in the stalks were monitor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the quality of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preservative conditions. 【Resul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orage time of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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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o stalk at room temperature was 12 d and 14 d, respectively, and the storage time was 25 d and 29 d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4℃ . The storage time of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with different preservatives added at room temperature was 13d.
The respiratory intensity was low and fluctuated around 0.015 mg/kg.h CO2 during the storage period. The initial water contents
of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were 93.63% and 93.77%, respectively. and at the end of storage, the water contents at
room temperature were 87.19% and 86.29%, respectively, while the water contents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4℃ were 92.15%
and 93.00%,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piratory intensity at 4℃ and room temperature (P>0.05). The
loss of water content of the stalks could be significantly delayed during the whole storage period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4℃
(P<0.05).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4℃ and adding with preservative, there w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tents of reducing sugar,
total sugar and crude fiber at pre-storage period, and little effect on the quality change at the late stage of storage.【Conclusion】
The preservative could only delay the change of nutrients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to a certain extent during
the storage process, but it had no obvious effect on prolonging the preservation period. When the stalks were stored at low
temperature, water loss and quality deterioration were slowed down,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prolong the shelf life, and was a
more suitable storage method for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after harvest.
Key words：Amorphophallus paeoniifolius stalk; taro stalk; storage temperature; preservative; qualitygame; Kuhn-Tucker
conditions

【 研 究 意 义 】 魔 芋（Amorfhophallus rivieri
Durieu）和芋头（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均
为天南星科植物。魔芋原为热带雨林的林下植
物，历经数千年的驯化，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到亚
热带地区，在我国云南、贵州、湖北、重庆、海
南等地分布广泛。据 FAO 统计，芋头的主产区为
非洲和亚洲，而我国每年的芋头出口量占世界的
81.6%，可见我国是芋头种植和产品出口的大国［1］。
传统上魔芋和芋头的主要利用部位是其球茎，其
中魔芋球茎主要用于提取葡甘聚糖［2］，在食品、
化工等领域应用极其广泛，芋头球茎可直接作为
蔬菜食用，是一种良好的食品资源［3］。由于魔芋
和芋头叶柄具有刺舌、刺喉感，常被作为废物丢
弃，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由于疣
柄魔芋（A. paeoniifolius）球茎中不含葡甘聚糖［4］，
因此疣柄魔芋的利用率不高、种植面积小，疣柄
魔芋叶柄的可食用性也只被少数人所熟知。而芋
头叶柄因营养丰富，在食品、医药和纺织业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利用［5］。因此，研究疣柄魔芋叶柄
和芋头叶柄采后生理生化变化，延长叶柄保鲜期，
对提高叶柄的利用率、提高疣柄魔芋和芋头的利
用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目前
以疣柄魔芋和芋头叶柄为原料制作的产品仍较少
见，仅有少数地区的农户有以芋头叶柄制作酸菜
的传统及较少的文献报道［6-8］，果蔬受到机械伤
害必将诱发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异常变化，从而使
果蔬衰老加快、营养品质迅速下降、腐烂增加，
导致贮期缩短。大量研究表明，机械损伤会使果
蔬组织呼吸速率显著增加，并随着衰老过程而进

一步加强，甚至还会导致某些果蔬组织呼吸途径
发生变更；果蔬遭受机械损伤后，还会产生一系
列次生代谢物质，这些物质主要集中在伤口及其
邻近部位，参与愈伤组织的形成和抵御昆虫或病
菌的侵袭［9］。顾青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臭氧与气
调包装相结合的方式处理能有效阻止雷竹笋粗纤
维含量的增加［10］。邓义才等［11］对菜心营养成分
的研究结果表明，温度对菜心采后保鲜的影响极
大，与小白菜、青花菜相似，低温是防止衰老、
延长保鲜期的最关键措施；复合保鲜剂既具有防
腐作用，又具有生理延缓作用，可以明显减少可
溶性糖的损耗和维生素 C 的氧化损失，从而延长
菜心的保鲜期。可见，贮藏过程中的生理生化指
标变化与植物的衰老、褐变、品质变化有着密切
关系。【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尚未见疣柄魔芋叶
柄和芋头叶柄采后储藏过程与其衰老、褐变、品
质等相关生理指标的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以采摘后的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为研究
对象，观察其在不同贮藏温度及添加保鲜剂后叶
柄水分含量、呼吸作用、糖含量、粗纤维含量等
与品质相关指标的变化，探讨不同贮藏因素对叶
柄在贮藏期品质的影响，为延长魔芋叶柄和芋头
叶柄采后保鲜期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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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采自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橡胶林下资源综合利用实验基
地，生长时间约 2 个月，均处于成熟期。所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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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均为分析纯。
1.2 试验方法

2.2

试验时间：2018 年 5~8 月，选择环境干净、
通风良好的实验室为贮藏地（温度在 32±2℃、
湿度 75%~80%）。采用干净的冰箱作为 4℃储藏
环境（温度 4±1℃，湿度 75%）。
样品处理：新鲜采摘的疣柄魔芋（以下简称
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做 6 个处理，每个处理的
样品重量约为 10 kg。处理 1 置于室温环境下贮存、
处理 2 置于 4℃冰箱贮存、处理 3~6 分别将芋柄
有切口的一端放置在 4 种不同的保鲜剂溶液中，
浸泡 30 min 后，将芋柄取出，置于室温下贮存，
保鲜剂浓度分别为 1.5% 苯甲酸钠（以苯甲酸计）、
1.5% 山梨酸钾（以山梨酸计）、0.5% 对羟基苯
甲酸甲酯
（以对羟基苯甲酸计）
和 0.05 g/kg 1-MCP，
每 2d 取样 1 次，每次随机抽取 2 根为一份样品，
3 次重复，取样至样品失去食用价值。
含水量的测定采用 GB 50093-2010；还原糖
含量的测定采用 DNS 比色法［12］；总糖含量的测
定采用蒽酮比色法［13］；呼吸强度的测定（气流法）
参考曹健康［14］ 的方法；粗纤维含量的测定采用
GB/T 5009.10-2003。

水分含量变化是反映果蔬在贮藏过程中品质
变化的重要指标。从图 2 可以看出，在室温下贮藏，
叶柄的水分含量明显下降；4 ℃条件下贮藏，叶
柄水分含量略有下降。在相同贮藏时间下，疣柄
魔芋叶柄的水分含量下降比芋头叶柄的更明显。
室温条件下，贮藏期结束时魔芋叶柄的含水量为
87.19%，芋头叶柄的含水量为 86.29%；4 ℃条件
下，贮藏期结束时魔芋叶柄的含水量为 92.15%，
芋头叶柄含水量为 93.00%，与实验观察到的结果
一致：无论在室温还是 4℃时贮藏，魔芋叶柄的
贮藏期比芋头叶柄的短。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
室温和 4℃环境下贮藏时，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
叶柄中水分含量具有显著差异。

量的变化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储藏温度下疣柄魔芋和芋头叶柄呼吸强

呼吸强度 Rcspiration rate(mg/kg·h）

图 1 显示的是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在室温和
4℃储藏条件下的呼吸作用变化曲线，结果表明，
在整个储藏期间叶柄的呼吸作用强度均极弱，在
0.015 mg/kg•h 上下波动，变化不明显。统计学分
析表明，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在 4 ℃和常温下放
置时的呼吸强度没有明显差异。
魔芋（室温）A. paeoniifolius（room temperature）
芋头（室温）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room temperature）
魔芋（4℃）A. paeoniifolius（4℃）
芋头（4℃）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4℃）

0.05
0.04
0.03
0.02
0.01
2

芋头（室温）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room temperature）
魔芋（4℃）A. paeoniifolius（4℃）
芋头（4℃）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4℃）

97
95
93
91
89
87
85
0

2

4

图2

度的变化

0.00
0

魔芋（室温）A. paeoniifolius（room temperature）

水分含量 Water content（%）

2

不同储藏温度下疣柄魔芋和芋头叶柄水分含

4

图1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贮藏时间 Storage time（d）

不同贮藏温度下疣柄魔芋叶柄和
芋头叶柄呼吸强度的变化
Fig. 1 Change of respiration rate of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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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贮藏温度时疣柄魔芋叶柄
和芋头叶柄水分含量的变化
Fig. 2 Change of water contents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s

2.3

不同贮藏温度下疣柄魔芋和芋头叶柄糖含量

的变化
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中的还原糖含量在
贮藏过程中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贮藏期结
束后，还原糖含量与初始相比略有降低，如图 3
所示。室温条件下，疣柄魔芋叶柄的还原糖初始
含量为 24.16%，贮藏 6 d 后升高至 29.47%，贮藏
12 d 时降低至 18.34%；贮藏 4 d 后，芋头叶柄的
还原糖含量由 32.43% 升高至 46.11%，然后不断
降低，第 14 d 时为 17.21%。4℃条件下，疣柄魔
芋叶柄和芋头叶柄中的还原糖含量均在第 14 d 时
达到最高，分别为 46.17%、44.32%，贮藏结束时
分别降至 27.69%、35.67%。可见，4℃条件在贮
藏前期能抑制还原糖含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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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糖含量 Total sugar content（%）

不同贮藏温度时疣柄魔芋叶柄
和芋头叶柄还原糖含量的变化
Fig. 3 Change of reducing sugar contents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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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贮藏温度下疣柄魔芋和芋头叶柄粗纤维

含量的变化
不同温度条件贮藏的叶柄中粗纤维含量的测
定结果如图 5 所示。新鲜采摘的疣柄魔芋叶柄和
芋头叶柄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分别约为 15.62%
和 10.87%。疣柄魔芋叶柄在室温下贮藏，粗纤
维含量先降低至 11.78%，然后升高至 17.52%，
而芋头叶柄的粗纤维含量在贮藏 6 d 时显著升高
至 16.87%，其他贮藏时间内粗纤维含量与初始
值没有显著差异。4 ℃条件下贮藏，叶柄的粗纤
维含量变化趋势同室温，疣柄魔芋叶柄在贮藏 8
d 时粗纤维含量最低为 11.45%，而后缓慢升高至
19.38%；芋头叶柄粗纤维含量在贮藏 20 d 时最高、
为 15.00%，然后缓慢降低至 12.27%。从贮藏 8 d
开始，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在室温下的粗纤
维含量显著高于 4℃时的。杨光等［16］认为纤维化
速率较快可能是由于雷竹笋体内水分含量下降导
致的。而本试验中，粗纤维含量的变化趋势与雷
竹笋中粗纤维含量变化不一致，并不是随着贮藏
时间的延长升高或降低，因此，芋柄的品质变化
除与水分含量变化相关外，还与其他因素有关，
需进一步探讨。
魔芋（室温）A. paeoniifolius（room temperature）
芋头（室温）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roo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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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贮藏温度时疣柄魔芋叶柄
和芋头叶柄粗纤维含量的变化
Fig. 5 Change of crude fiber contents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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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知，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在室
温下贮藏，总糖含量略有增加，分别由 32.14%、
32.38% 升高至 38.11%、36.89%；4 ℃条件下，疣
柄魔芋叶柄的总糖含量缓慢升高，贮藏结束时为
39.36%，芋头叶柄的总糖含量在贮藏 20 d 时达到
最高、为 38.65%，贮藏结束时降至 23.08%。相
同贮藏时间下，4 ℃条件下的总糖含量显著低于
常温贮藏。
可溶性糖是蔬菜中的一种重要营养物质，相
关研究认为蔬菜中可溶性糖含量在室温贮藏条件
下先升高再降低，呈上升趋势是因为在酶的作用
下，淀粉等多糖类水解，后期在微生物分解下可
溶性糖含量下降［15］。由于低温条件下酶活性和
微生物的活动较弱，因此图 3、图 4 中的糖类化
合物的升高和降低的时间均有所延迟，说明低温
能很好的延缓芋柄衰老，有利于延长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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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贮藏温度时疣柄魔芋叶柄
和芋头叶柄总糖含量的变化
Fig. 4 Change of total sugar contents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and taro stalk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s

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分别经苯甲酸钠、
山梨酸钾、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和 1-MCP 处理后，
置于室温中存放，贮藏过程中芋柄中还原糖含量
的变化如图 6、图 7 所示。未添加保鲜剂时疣柄
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的保鲜期分别为 12、14 d，
添加保鲜剂的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的保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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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不同保鲜剂处理后疣柄魔芋和芋头叶柄总糖

含量的变化
室温条件下，添加保鲜剂的疣柄魔芋叶柄和
芋头叶柄总糖含量变化趋势（图 8、图 9）与图 4
一致。疣柄魔芋叶柄添加山梨酸钾、对羟基苯甲
酸甲酯和 1-MCP 后，贮藏期结束时，总糖显著升
高，而添加苯甲酸钠的疣柄魔芋叶柄中总糖含量
变化不明显（图 8）。与未添加保鲜剂的芋头叶
柄样品相比，添加 4 种保鲜剂均不能有效抑制总
糖含量升高（图 9）。这可能与芋柄在不同贮藏
期受到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有关［15］。
   
25

总糖含量
Total sugar content（%）

还原糖含量
Reducing sugar content（%）

均为 13 d，因此，认为添加保鲜剂和未添加保鲜
剂的叶柄保鲜期没有显著差别。
从图 6 可以看出，添加苯甲酸钠能明显抑制
疣柄魔芋叶柄中的还原糖含量升高，而添加其他
3 种保鲜剂的样品贮藏 8 d 时还原糖分别显著升
高至 37.45%、32.85% 和 39.49%，说明苯甲酸钠
对抑制疣柄魔芋品质劣变有一定效果。由图 7 可
知，添加保鲜剂后芋头叶柄的还原糖含量未出现
峰值，且整个贮藏过程中，相同贮藏时间下，添
加保鲜剂的芋头叶柄中还原糖含量显著低于未添
加保鲜剂的样品，说明本实验中选用的 4 种保鲜
剂对抑制芋头叶柄中还原糖升高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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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柄魔芋叶柄经保鲜剂处理后还原糖含量的变化
Fig. 6 Change of reducing sugar content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with preser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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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芋头叶柄经保鲜剂处理后总糖含量的变化
Fig. 9 Change of total sugar content in
taro stalk with preser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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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酸钠 Sodium benzoate
山梨酸钾 Potassium sorbate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Methylparaben
1- 甲基环丙烯 1-MCP

不同保鲜剂处理后疣柄魔芋和芋头叶柄粗纤

维含量的变化
添加苯甲酸钠、山梨酸钾、对羟基苯甲酸
甲酯和 1-MCP 后疣柄魔芋叶柄的粗纤维含量先
升高后下降，最高时分别达 19.77%、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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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21.74%（ 图 10）。 添 加 保 鲜 剂 后， 芋
头叶柄的粗纤维含量呈现缓慢上升，其中苯甲酸

芋头叶柄经保鲜剂处理后还原糖含量的变化
Fig. 7 Change of reducing sugar content
in taro stalk with preservatives

钠、山梨酸钾和 1-MCP 的保鲜效果较好，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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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柄魔芋叶柄经保鲜剂处理后总糖含量的变化
Fig. 8 Change of total sugar content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with preser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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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柄魔芋叶柄经保鲜剂处理后粗纤维含量的变化
Fig. 10 Change of crude fiber content in A.
paeoniifolius stalk with preservatives

6
结束时粗纤维含量均低于未添加保鲜剂的（图
11）。表明 4 种保鲜剂对抑制疣柄魔芋叶柄粗纤
维含量升高效果不明显，除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外，
其他 3 种保鲜剂对抑制芋头叶柄粗纤维含量升高
均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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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de fibe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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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芋头叶柄经保鲜剂处理后粗纤维含量的变化
Fig. 11 Change of crude fiber content in
taro stalk with preservatives

3

讨论

蔬菜的贮藏主要有物理贮藏法、化学贮藏法
和生物贮藏法，其中物理贮藏中的低温冷藏法是
目前食品保鲜方式中成本最低、保鲜期较长、效
果较好的一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低温冷藏
法更能使果蔬保持鲜度、营养价值和原有风味［17］。
多项研究表明，蔬菜在 0~4℃条件下贮藏，能促
使生菜内酶活性下降，抑制微生物的繁殖且能避
免冷害和褐变的发生［18-20］。本试验比较了 4℃和
室温下贮藏过程中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生理
生化指标的变化，表明 4℃贮藏更有利于保持叶
柄的新鲜度、品质更佳，与前人研究［11］较为一致。
苯甲酸钠、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山梨酸钾和
1-MCP 均为常见的食品保鲜剂，其中苯甲酸钠、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和山梨酸钾具有一定的抑菌作
用，而 1-MCP 则是通过抑制果蔬的呼吸作用而延
长保鲜期。本研究比较了添加和未添加保鲜剂的
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在室温下的保鲜期，表
明两个处理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原因可能为：试
验过程中温度一直较高，可能水分损失比微生物
的影响更大，因此，保鲜剂的效果不明显；芋柄
采后多种因素导致芋柄的腐烂变质。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低温能有效降低芋柄的水
分损失，能有效延长芋柄的保质期；添加保鲜剂

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芋柄中营养成分的代谢速
度，但在本实验中观察到添加保鲜剂并未有效延
长芋柄的保质期。
在室温贮藏条件下，疣柄魔芋叶柄和芋头叶
柄仅可分别保存 12、14 d；在 4 ℃贮藏，分别可
存放 25、29 d。芋柄中呼吸强度在贮藏过程中均
较低，在 4 ℃条件下贮藏，芋柄水分含量损失更慢。
还原糖在贮藏过程中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
总糖含量略有增加，芋头叶柄中的总糖含量在贮
藏 27 d 时急剧降低；在贮藏过程中，疣柄魔芋叶
柄中粗纤维含量先降低后升高，而芋头叶柄中的
粗纤维含量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低温贮藏
芋柄可以有效延缓水分损失和品质劣变，从而达
到延长贮藏期的效果。室温条件下添加保鲜剂的
魔芋叶柄和芋头叶柄的保鲜期均为 13 d，与未添
加保鲜剂的处理相比，保鲜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芋柄添加保鲜剂处理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还
原糖、总糖和粗纤维含量的升高，具有延缓衰老
的作用，但是，从芋柄的贮藏期上来看，室温条
件下添加几种保鲜剂的作用较小。因此，可采用
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处理采后的芋柄，从而达
到延长保质期的目的。
低温贮藏、室温贮藏和添加保鲜剂 3 种方式
中，低温贮藏是较理想的方法。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若疣柄魔芋叶柄或芋头叶柄采后置于 4 ℃冷
库中保存，保鲜期约可达 1 个月。为进一步提高
保鲜后芋柄的品质和保鲜期，需对芋柄采后生理
生化机制和保鲜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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