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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黑素减轻猕猴桃果实冷害与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关系
*

李素方，苏金龙，张楚瑶，郭婉君，高慧
（西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为探究褪黑素（Melatonin，MT）处理减轻猕猴桃果实冷害与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关系，该研究以“徐香”猕猴桃为试材，
经 0.05 mmol/L MT 溶液浸泡处理后，置于 0~1 ℃冷藏 90 d，并定期测定冷害指数、硬度、丙二醛含量和碳水化合物代谢相关指标。
结果显示：MT 处理延缓了果实冷害指数的增加，硬度的下降和丙二醛的生成，减轻了冷害的发生；抑制了总淀粉酶活性，贮藏期间，
MT 处理果实的酶活性较对照平均低 41.27%，进而延缓了淀粉向可溶性糖的转化，使果实保持了较高的淀粉含量（1.07%）
，且 MT
处理果实的淀粉含量与冷害指数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r=-0.820，p<0.01）
；下调了蔗糖磷酸合成酶、蔗糖合酶、酸性转化酶和中性转
化酶活性，贮藏结束时，MT 处理果实的酶活性分别较对照低 9.52%、9.12%、8.55%和 9.74%，从而削弱了果实的蔗糖合成-裂解循环，
减缓了果实中蔗糖的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果实中淀粉降解的延迟。综合分析认为，淀粉可能是猕猴桃果实冷害发生的一个重
要生物标志物，MT 处理对淀粉含量的影响可能是其对总淀粉酶活性和蔗糖合成-裂解循环共调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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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tonin Alleviates Chilling Injury in Kiwifrui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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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duction of chilling injury in kiwifruit by the melatonin (MT) treatment and
the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of the fruit, ‘Xuxiang’ kiwifruit was used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The kiwifruits were soaked in the 0.05
mmol/L MT solution and stored at 0~1 ℃ for 90 d. The chilling injury index, firmness,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and carbohydrate
metabolism-related indicators were measured regular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T treatment delayed the increase of fruit chilling injury
index, the decrease of firmnes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alondialdehyde, thus alleviated chilling injury in the kiwifruits. The total amylase activity
was found to be inhibited, and during the whole storage, the total amylase activity of the MT-treated fruit was reduced by 41.27% on averag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thereby causing a delayed conversion of starch to soluble sugars, and consequently a higher retained starch
content (1.07%) in the kiwifruits. Moreover, the starch content in the MT-treated frui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uit’s
chilling injury index (r=-0.820, p<0.01). The MT treatment de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sucrose phosphate synthase, sucrose synthase, acid
invertase and neutral invertas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torage, the activities of the four enzymes in the MT-treated fruit were 9.52%, 9.12%, 8.55%
and 9.74%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respectively. Thus, the synthesis-degradation cycle of sucrose was weakened and sucrose
accumulation in the fruit slowed down, which induced, to some extent, the delay of starch degradation in the kiwifruit.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starch may be an important biomarker for the occurrence of chilling injury in kiwifruit, and in the effect of MT on
kiwifruit may be a result of the co-regulation of total amylase activity and sucrose synthesis-degradati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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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是原产于我国的一种特色浆果，它皮薄多
汁、口味酸甜清香，营养甚为丰富，故深为全世界消
费者所喜爱。猕猴桃果实以鲜销为主，生产实践中，
普遍使用低温贮藏技术以保持其货架品质，延长保鲜
期[1]。但长时间的低温环境下，猕猴桃果实易发生冷
害，并表现出果皮凹陷、果肉组织水渍化、木质化等
冷害症状，严重影响其商品价值[2]。针对这一问题，
1-甲基环丙烯[3]、草酸[4]、水杨酸[5]、多胺[6]和 24-表油
菜素内酯[7]等化学处理已被用于提高低温贮藏猕猴桃
果实抗冷性，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褪黑素（Melatonin，MT）是一种吲哚胺类植物
激素，具有调节植物分化、生长、衰老以及应对生物、
非生物胁迫等多种功能[8]。近年来，人们对 MT 的认
识不断深入，最近的研究发现其在园艺产品采后冷害
的预防上也具有良好效应[9,10]。目前，关于 MT 用于
猕猴桃低温贮藏方面的报道较少，有研究认为
0.1 mmol/L MT 处理通过促进抗氧化酶如超氧化物歧
化酶、过氧化氢酶、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和谷胱甘肽
还原酶活性以及抗坏血酸和还原型谷胱甘肽含量，减
少了活性氧自由基的积累，继而保持了“华优”猕猴
桃果实的冷藏品质[11]。前人研究表明，碳水化合物在
植物抵御低温胁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植
物会动员储备淀粉，释放能量、可溶性糖及其衍生代
谢物以对抗胁迫[12]。吴炼等[13]发现浸钙处理可有效减
缓猕猴桃果实的淀粉降解，降低果糖和蔗糖积累，从
而延长低温贮藏期。但在其他一些冷敏果实上，研究
人员则认为较高水平的可溶性糖有利于提高果实抗冷
性。如蔗糖有利于减缓桃和梨等果实冷害的发生[14-16]，
而果糖、山梨醇和葡萄糖则在杏果实抗低温胁迫中发
挥了一定作用[17]。这些结果表明碳水化合物代谢与冷
害的关系可能因果实种类的不同而不同。那么，MT
处理减轻猕猴桃果实冷害与碳水化合物代谢关系如何
呢？相关内容还鲜有较为系统的报道。本研究以“徐
香”猕猴桃为试材，探究 MT 处理对冷害、碳水化合
物代谢的影响，以期为 MT 在猕猴桃果实低温贮藏保
鲜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生产实践提供一定
的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徐香”猕猴桃（商业成熟度）采摘于陕西省西
安市城郊一管理规范的果园，之后立即运回实验室，

取果形端正、大小均匀、无微生物侵染和机械损伤的
果实用于试验。
MT（纯度≥99.0%），合肥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乙腈（色谱纯）
，美国 Tedia 公司；果糖、葡萄糖
和蔗糖标准品，美国 Sigma 公司；所用其他试剂均为
国产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TGL-20bR 高速低温冷冻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
仪器厂；UV-26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岛津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 Shodex RI-201H 示差折光检测
器）
，中国江苏汉邦科技有限公司；KQ-100DE 型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材料处理
将猕猴桃果实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10 个果实。
分别采用浓度为 0（对照）和 0.05 mmol/L 的 MT 溶液
浸泡 10 min[18]，果实晾干表面水分后装入聚乙烯薄膜
袋，置于 0~1 ℃的机械冷库贮藏 90 d。期间每 15 d 取
样，并测定果实的硬度。取果肉样品在液氮中快速冷
冻，之后立即于-80 ℃冰箱保存，用于后续指标的测
定。同时，按上述处理另准备相同数量的猕猴桃用于
确定冷害指数。为准确获得数据，需将果实从 0~1 ℃
移至常温下（20 ℃）贮藏 3 d，以模拟货架期[2]。

1.3.2 冷害指数和硬度的测定
参考 Yang 等[2]方法并略修改后测定。果实的冷害
程度分为 5 级，0 级：无冷害症状；1 级：冷害面积
小于 20%；2 级：冷害面积 20%~40%；3 级：冷害面
积 40%~60%；4 级：冷害面积大于 60%。冷害指数计
算公式如下：
CII 

（ s  ns）
4  nt

式中：
CII——冷害指数；
s——冷害级数；
ns——该等级果实个数；
nt——果实总个数。

采用 GY-3 型果实硬度计测定赤道两侧去皮果肉
硬度，探头直径为 8 mm，结果表示为 N。

1.3.3 丙二醛含量的测定
参考 Gao 等[19]方法测定。称取果肉样品 2 g，以
6 mL w=10%三氯乙酸溶液
（含 w=0.5%硫代巴比妥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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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浆。混合物在沸水中煮沸 10 min，流动水迅速冷却
后，于 5 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测定其在
450、532、600 nm 处吸光度值。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含量以鲜重计，单位：µmol/g。

1.3.4 淀粉、可溶性糖含量测定
淀粉的提取和测定参考曹建康等[20]方法，采用碘
-淀粉比色法测定。称取果肉样品 2 g，依次以 5 mL
乙醚和 80%乙醇匀浆，过滤，弃去滤液，重复上述步
骤 3 次。将滤渣完全转移至烧杯中，并于沸水浴中加
热至淀粉完全糊化，冷却后用蒸馏水定容至 25 mL，
即为淀粉提取液。将 2 mL 淀粉提取液与 7.8 mL 蒸馏
水混匀，
再加入 0.2 mL 5 g/L 碘液，
混匀并静置 10 min。
测定其在 660 nm 处吸光度值。淀粉含量根据淀粉标
准曲线计算，以鲜质量计，%。
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提取参考 Zhou 等[21]方法。
称取果肉样品 2 g，以 6 mL 乙腈-水溶液（V/V=4:6）
匀浆，
75 ℃热水浸提 20 min，
超声波提取 30 min，
4 ℃、
12 000 r/min 离心 15 min 后取上清液，经 0.45 µm 微
孔滤膜过滤后用于高效液相色谱分析。色谱条件：
Athena NH2-RP 色谱柱（4.6×250 mm，5 µm），柱温
35 ℃，检测器：示差折光检测器，流动相：乙腈-水
溶液=78:22（V/V）
，流速：1 mL/min，进样体积：10 µL。
果糖、葡萄糖和蔗糖含量分别根据其标准曲线计算，
以鲜重计，单位：mg/g。

1.3.5 碳水化合物代谢相关酶活性测定
总淀粉酶活性参考曹建康等[20]方法测定。称取果
肉样品 3 g，以 5 mL 蒸馏水匀浆，室温下放置提取
20 min。4 ℃、8 000 r/min 离心 20 min 后，收集上清
液为淀粉酶粗提液。淀粉酶粗提液和 10 g/L 淀粉溶液
置于 40 ℃水浴中预保温 10 min 后，取 1 mL 淀粉酶粗
提液与 1 mL 淀粉溶液混匀，于 40 ℃水浴中准确保温
反应 5 min，再加入 2 mL DNS 试剂，混匀并于沸水浴
中煮沸 5 min，流动水迅速冷却。以灭活的酶液为对
照，测定其在 540 nm 处的吸光度值。总淀粉酶活性
以每分钟每克鲜重果肉样品中酶催化产生的麦芽糖含
量表示，单位：mg/(g·min)。
蔗糖代谢相关酶的提取参考 Deng 等[22]方法。蔗
糖磷酸合成酶（Sucrose Phosphate Synthase，SPS）
、蔗
糖合酶（Sucrose Synthase，SS）、酸性转化酶（Acid
Invertase，AI）和中性转化酶（Neutral Invertase，NI）
活性参考 Sun 等[23]方法测定。SPS 活性以每小时每克
鲜重果肉样品中酶催化产生的蔗糖含量表示，将每小
时催化反应体系生成 1 mg 蔗糖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1
个酶活性单位（U）
，单位：U/g。SS、AI 和 NI 活性
均以每小时每克鲜重果肉样品中酶催化产生的还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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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含量表示，将每小时催化反应体系生成 1 mg 还原性
糖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1 个酶活性单位（U）
，单位：U/g。
己 糖 激 酶 （ Hexokinase ， HK ） 和 果 糖 激 酶
（Fructokinase，FK）活性参考 Cao 等[24]方法测定。
均以每分钟每克鲜重果肉样品中酶催化反应体系在
340 nm 处吸光度变化表示，将每分钟催化反应体系吸
光度变化 0.01 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1 个酶活性单位
（U）
，
单位：U/g。

1.4 数据处理
所有指标的测定均完全随机重复 3 次，实验数据
采用 Excel 2019 软件进行统计，相关性系数采用 SPSS
21.0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Origin 8.5 软件进行
差异显著性检验和作图，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讨论
2.1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冷害指数、硬度和
MDA 含量的影响
如图 1a 所示，对照果实在贮藏第 45 d 时开始表
现出冷害症状，冷害指数为 0.02，之后，随贮藏时间
延长，冷害指数不断增大。MT 处理将冷害症状的出
现时间延迟了 15 d，且显著抑制了贮藏 60~90 d 果实
冷害指数的升高（p＜0.05）。贮藏结束时，MT 处理
果实的冷害指数为 0.19，
较对照果实
（0.36）
低 47.22%。
表明 0.05 mmol/L MT 处理有利于猕猴桃果实抗冷性
的提高。这与胡苗等以 0.1 mmol/L MT 处理“华优”
猕猴桃得到的结论相似[11]。硬度是猕猴桃果实贮藏品
质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如图 1b 所示，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硬度均呈下降趋势变化，且均在贮藏
30 ~60 d 损失较快，贮藏 45~90 d 时差异显著
（p＜0.05）
。贮藏第 90 d 时，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硬
度分别由采收当天的 117.60 N 降至 32.67 N 和 41.16 N，
下降了 72.22%和 65.00%。冷害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猕
猴桃果实的软化[25]。对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硬度与
冷害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均呈极显著负相关关
系（r=-0.898 和 r=-0.925，p＜0.01）
（图 1d）
。由此可
知，MT 处理可以通过延缓冷害的发生进而一定程度
上保持了果实的硬度。细胞膜是果实冷害发生的原初
部位。低温胁迫下，细胞膜相变导致脂质过氧化反应
的发生，并引发细胞膜氧化损伤。MDA 是细胞膜脂
质过氧化的终产物之一，是公认的细胞膜氧化损伤标
识物[2]。如图 1c 所示，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 MDA
含量均随贮藏时间的延长而呈上升趋势变化，但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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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果实的 MDA 含量在整个贮藏期内始终低于对照
（p＜0.05）。贮藏第 90 d 时，MT 处理果实的 MDA
含量为 9.40 µmol/g，而对照果实的 MDA 含量为
11.45 µmol/g，是 MT 处理果实的 1.22 倍。结果表明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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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可以减轻低温对猕猴桃果实细胞膜的损伤，抑制
MDA 的生成，促进细胞膜结构的完整与功能的稳定，进
而提高了猕猴桃果实的抗冷性，延缓了冷害的发生。这
与前人在桃、石榴、杏等果实上的研究结果一致[9,10]。

图 1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冷害指数(a)、硬度(b)和 MDA 含量（c）的影响及对照、MT 处理果实冷害指数与硬度（d）的相关性
Fig.1 Effect of MT treatment on chilling injury index (a), firmness (b) and MDA content (c) in kiwifruit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chilling injury index and firmness (d) in control and MT-treated fruit

2.2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淀粉、果糖、葡萄
糖和蔗糖含量的影响
淀粉具有维持果实细胞膨压，支持果实硬度的作
用。淀粉还能降解为可溶性糖为果实提供呼吸底物，
对果实的品质和保鲜期产生影响[26]。猕猴桃是典型的
淀粉积累型果实，贮藏期间，保持果实中较高的淀粉
含量是促进贮藏品质、延长贮藏期限的有效方法。如
图 2a 所示，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淀粉含量均随贮藏
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但 MT 处理果实的淀粉降解较
为缓慢，均与对照差异显著（p＜0.05）。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在贮藏期内的淀粉含量损失分别为 98.02%
和 84.89%，贮藏结束时，MT 处理果实的淀粉质量分
数为 1.07%。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是猕猴桃果实中最主
要的三种可溶性糖。如图 2b、2c 所示，对照果实的果糖
和葡萄糖含量在贮藏的 0~45 d 几乎线性上升，第 45 天
时，两者的含量分别较采收当天升高了 2.37 倍和 2.68

倍，随后上升变缓。MT 处理果实的果糖和葡萄糖含
量在贮藏前 30 d 亦表现为近乎线性上升，且与对照无
明显差异（p＞0.05）
，之后上升变缓，但始终低于对
照，到贮藏结束，分别为 21.57 和 21.19 mg/g，分别
较对照果实低 10.09%和 10.85%（p＜0.05）。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蔗糖含量在贮藏期间均呈先上升后下降
趋势变化，且在贮藏第 45 天时达到最大值 30.03 和
26.85 mg/g，但 MT 处理抑制了贮藏中后期果实中蔗糖
的积累（p＜0.05）
（图 2d）
。以上结果表明，MT 处理
在抑制猕猴桃果实淀粉降解，延缓果糖、葡萄糖和蔗
糖累积方面发挥了正向的调控作用，促进了果实贮藏
品质的保持。进一步分析发现，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
的淀粉含量与冷害指数均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r=-0.863 和 r=-0.820，p＜0.01）
（图 2e）
，与硬度间
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r=0.974 和 r=0.941，p＜0.01）
（图 2f）。由此可知，较高的淀粉含量有利于猕猴桃
果实抵御低温胁迫，MT 处理对淀粉降解的抑制作用是
其减轻猕猴桃果实冷害和硬度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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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淀粉（a）
、果糖（b）
、葡萄糖（c）和蔗糖（d）含量的影响及对照、MT 处理果实淀粉含量与冷害指数（e）
和硬度（f）的相关性
Fig.2 Effect of MT treatment on the contents of starch (a), fructose (b), glucose (c) and sucrose (d) in kiwifruit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starch content and chilling injury index (e) and firmness (f) in control and MT-treated fruit

2.3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总淀粉酶活性的影响

图 3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总淀粉酶活性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MT treatment on the activity of total amylase in
kiwifruit
152

淀粉酶是引起果实中淀粉降解的起始酶，其活性
升高可直接导致猕猴桃果实的快速软化[27]。如图 3 所
示，贮藏第 45 d 时，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总淀粉酶
活性均达到峰值，分别为 7.40 mg/(g ·min)和
3.95 mg/(g·min)，其中 MT 处理果实的总淀粉酶活性
仅为对照的 53.38%（p＜0.05）
。贮藏结束时，MT 处
理果实的淀粉酶活性为 1.91 mg/(g·min)，较对照低
41.77%（p＜0.05）。整个贮藏期内，MT 处理果实的
总淀粉酶活性平均较对照低 41.27%，表明 MT 处理有
效抑制了果实的总淀粉酶活性，并进一步延迟了淀粉
向可溶性糖的转化，使 MT 处理果实较对照保持了较
高的淀粉含量。淀粉对细胞的支撑作用赋予了 MT 处
理果实较高的硬度，再结合其较低的冷害指数综合考
虑认为，MT 处理介导的猕猴桃果实抗冷性提高与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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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猕猴桃果实冷害发生的一个重要生物标志物。

图 4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 SPS（a）
、SS（b）
、AI（c）和 NI（d）活性的影响及对照、MT 处理果实 SPS、SS、AI 和 NI 活性分别与蔗
糖含量（e~h）的相关性
Fig.4 Effect of MT treatment on the activities of SPS (a), SS (b), AI (c) and NI (d) in kiwifruit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activities of
SPS, SS, AI and NI and sucrose content (e~h) in control and MT-treated fruit

2.4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 SPS、SS、AI 和

NI 活性的影响

SPS 是果实蔗糖代谢的一个限速关键酶，负责催
化蔗糖的合成。如图 4a 所示，对照果实的 SPS 活性
在贮藏的第 60 天达到酶活峰值（10.02 U/g）
，随后下
降。MT 处理果实的 SPS 活性则仅在贮藏的前 45 d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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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上升至峰值 8.54 U/g，且除第 15 天外，始终低于对
照（p＜0.05）
。贮藏结束时，MT 处理果实的 SPS 活
性为 7.51 U/g，较对照果实低 9.52%。表明 MT 处理
从抑制酶活力和缩短酶活力持续时间两个方面发挥作
用使猕猴桃果实的 SPS 活性处于较低水平。对对照和
MT 处理果实的 SPS 活性与蔗糖含量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r=0.911 和
r=0.955，p＜0.01）（图 4e）。由此可知，SPS 活性与
猕猴桃果实的蔗糖合成直接相关，MT 处理则通过抑
制 SPS 活性减缓了果实中蔗糖的累积。不同于 SPS，
SS、AI 和 NI 是蔗糖代谢中负责将蔗糖催化裂解为果
糖和葡萄糖的关键酶。如图 4b 所示，对照和 MT 处
理果实的 SS 活性变化与 SPS 活性相似，贮藏 30~90 d
时，MT 处理对 SS 活性呈现了抑制效应（p＜0.05）
。
同时，
MT 处理也抑制了果实的AI 和NI 活性
（p＜0.05）
（图 4c、4d）
。贮藏第 90 d 时，MT 处理果实的 SS、
AI 和 NI 活性仅为 11.96、38.92 和 54.96 U/g，分别较
对照果实低 9.12%、8.55%和 9.74%。对对照和 MT 处
理果实的 SS、AI 和 NI 活性与蔗糖含量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 SS 和 NI 活性均与蔗糖含量呈极显著正
相关关系（r=0.863、r=0.727 和 r=0.848、r=0.709，
p＜0.01）
（图 4f、4h）
，而 AI 活性则与蔗糖含量的相
关性较低（图 4g）。由此可知，SS 和 NI 主要参与了
猕猴桃果实的蔗糖裂解过程，且与其活性与蔗糖裂解
的速率密切相关，MT 处理则主要通过对 SS 和 NI 的
共抑制，减缓了果实中蔗糖的累积。研究表明，高活
性的蔗糖合成-裂解循环一定程度上可促进果实中淀
粉向可溶性糖的转化[28]。因此，削弱蔗糖合成-裂解循
环可能是 MT 处理延缓淀粉降解的又一可能途径，是
MT 处理减轻猕猴桃果实冷害的又一可能机制。

2.5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 HK 和 FK 活性的
影响
HK 和 FK 是果实己糖代谢的关键酶，
主要催化果
[29]
糖和葡萄糖的磷酸化 。如图 5 所示，对照和 MT 处
理果实的 HK 和 FK 活性均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变化，
并在贮藏的第 15 d 达到峰值。整个贮藏期内，MT 处
理果实具有较高的 HK 和 FK 活性，MT 处理促进了
0~15 d 果实 HK 和 FK 活性的升高，分别由采收当天
的 1.08 U/g 和 0.90 U/g 升高至 2.44 U/g 和 1.65 U/g。
同时，MT 处理也抑制了随后的活性下降，贮藏结束
时，较对照果实高 61.54%和 67.50%（p＜0.05）
。结果
表明 MT 处理从促进酶活力和延长酶活力持续时间两
个方面发挥作用使猕猴桃果实的 HK 和 FK 活性处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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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HK 和 FK 是糖酵解产生能量的重要影响因
素[29]，Zhao 等[30]在油桃果实上发现较高的 HK 和 FK
活性有助于充足的能量供应和果实抗冷性的提高。据
此，我们推测 MT 处理可以通过促进能量供应减缓猕
猴桃果实冷害的发生，但相关内容还待进一步验证。

图 5 MT 处理对猕猴桃果实 HK(a)和 FK(b)活性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MT treatment on the activities of HK (a) and FK
(b) in kiwifruit

3 结论
0.05 mmol/L MT 处理延缓了猕猴桃果实冷害的
发生，具体表现为降低了果实的冷害指数、硬度损失
和 MDA 积累。淀粉可能是猕猴桃果实冷害发生的一
个重要生物标志物，MT 处理对淀粉含量的影响可能
与其对总淀粉酶活性和蔗糖合成-裂解循环的共调控
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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