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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不同品种果品的观察、鉴别及糖、硬度、有机酸的测定 

一、按果品特征区分品种  

        三种不同品种的苹果，根据品种特性加以区分，写出不同的

品种特征。  

 总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折光仪法） 

一、目的及原理 

  利用手持式折光仪测定果蔬中的总可溶性固形物（Total Soluble 

Solid，TSS）含量，可大致表示果蔬的含糖量。  

  光线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会产生折射现象，且入射角正

弦之比恒为定值，此比值称为折光率。果蔬汁液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与折光率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温度、压力）成正比例，故测定果蔬汁

液的折光率，可求出果蔬汁液的浓度（含糖量的多少）。 



常用仪器是手持式折光仪，也称糖镜、手持式糖度计，该仪器的

构造如下图所示 

 

通过测定果蔬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含糖量），  

可了解果蔬的品质，大约估计果实的成熟度。  

二、药品与器材 

  苹果 

  蒸馏水 

  烧杯、滴管、卷纸、手持式折光仪 

三、操作步骤 

  打开手持式折光仪盖板(a)，用干净的纱布或卷纸小心擦干棱镜

玻璃面。在棱镜玻璃面上滴 2 滴蒸馏水，盖上盖板。 

于水平状态，从接眼部（b）处观察，检查视野中明暗交界线是否处

在刻度的零线上。若与零线不重合，则旋动刻度调节螺旋，使分界线

面刚好落在零线上。 



打开盖板，用纱布或卷纸将水擦干，然后如上法在棱镜玻璃面上滴 2

滴果蔬汁，进行观测，读取视野中明暗交界线上的刻度，即为果蔬汁

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糖的大致含量）。重复三次。  

 
四、结果与计算  

总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汁液种类  

读数 1  读数 2  读数 3  
平均（%）  

               

               

               

               

 

 



 果品硬度的测定 

操作方法：测定时，将果实待测部分的果皮削掉，使硬度计插头

和削去果皮的果肉相接触，并与果实切面垂直，左手握紧果实，右手

持硬度计，缓缓增加压力，直到果肉切面到达压头的刻线为止。这时，

游标尺随压力增加而被移动，它所指的数值即表示每 cm2 上的千克

数。  

GY-1 型果实硬度计：这种硬度计虽然也是采用压力来测定果实

的硬度，但其读数标尺为圆盘式，当压头受到果实阻力，推动弹簧压

箱，使齿条向上移动，带动齿轮旋转，与齿轮同轴的指针也同时旋转，

指出果肉硬度的数值。本硬度计可测定苹果、梨等的硬度。测定前，

转动表盘，使指针与刻度 2kg 处重合。  

压头有圆锥和平压头两种，平压头适用不带皮果肉硬度的测定，

圆锥形压头可用于带皮或不带皮的果实硬度的测定。测定方法和

HP-30 型果实硬度计相同。  

 

注意事项：  

1、测定果实硬度时，最好是测定果肉的硬度，因为果皮往往掩盖了



果肉的真实硬度。  

2、加压力时，用力要均匀，不可转动压入，亦不能用猛力压入。 

3、探头必须与果面垂直，不要倾斜压入。 

4、果实的各个部位硬度不同，所以，测定同一种果实硬度时，必须

采用同一部位，以便比较。 

 

 含酸量的测定(中和法） 

一、目的及原理 

      果蔬中含有各种有机酸，主要的有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草

酸等。果品品种种类不同，含有有机酸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同 。果蔬

含酸量测定是根据酸碱中和原理，即用已知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滴

定，故测出来的酸量又称为总酸或可滴定酸。计算时以该果蔬所含主

要的算来表示，如苹果、梨、桃、杏、李、番茄、莴苣主要含苹果酸，

以苹果酸计算，其毫克当量为 0.067g；柑橘类以柠檬酸计算，其毫

克当量为 0.064g；葡萄以酒石酸计算，其毫克当量为 0.075g。 

二、药品与器材 

     苹果 

     0.1N 氢氧化钠、1%酚酞指示剂； 

      50ml 或 10ml 滴定管、200ml 容量瓶、20ml 移液管、100ml 烧

杯、研钵、分析天平、漏斗、棉花或滤纸、小刀、白瓷板、滴定管。 

三、操作与步骤 

      称取均匀样品 20g，置研钵中研碎，注入 200ml 容量瓶中，加



蒸馏水至刻度。混合均匀后，用棉花或滤纸过滤。 

      吸取滤液 20ml 放入烧杯中，加酚酞指示剂 2 滴，用 0.1N NaOH

滴定，直至成淡红色为止。记下 NaOH 液用量。重复滴定三次，取

其平均值。 

      某些果蔬容易榨汁，而其汁液含酸量能代表果蔬含酸量，可以榨

汁，取定量汁液（10ml）稀释后（加蒸馏水 20ml），直接用 0.1N NaOH

液滴定。                                     

VxNx 折算系数     B 

果蔬含酸量%= ――――――― x ― x100 

                                            b              A  

              V = NaOH 液用量（毫升） 

              N = NaOH 液当量浓度（N） 

              A = 样品克数 

              B = 样品液制成的总毫升数 

              b = 滴定时用的样品液毫升数 

              折算系数 = 以果蔬主要含酸种类计算，如苹果或番茄

用 0.067 

四、结果与计算 

      1.将测定数据填入下表中 

  

 

2.列出计算式并计算结果  

样品名称 NaOH浓度（N） NaOH 用量（ml） 含酸量（%）  以何酸计 

               



实验二  果蔬呼吸强度测定 

果蔬的呼吸强度是指单位重量的果蔬，在单位时间内所释放的C02量

或所消耗的 02量，它是反映果蔬呼吸水平的指标。呼吸强度的测定方

法很多，在此只介绍测定果蔬呼吸强度时常用的两种方法，即滴定法

和二氧化碳分析仪测定法。 

一、滴定法  

 原     理：利用氢氧化钠吸收测试果蔬品种呼吸放出的C02，

然后加BaCl2进行反应，终止C02和氢氧化钠的反应。再用已知浓度

的草酸溶液滴定，根据所用去的草酸量即可求出呼吸放出的C02量，

即测定果蔬品种的呼吸强度值。 

材料及用品：待测果蔬样品(苹果)，真空干燥器，吸收管，滴

定管架，铁夹；大气采样器，25ml 滴定管，100ml 容量瓶，150ml

三角瓶，500ml 烧杯，蒸发皿，小漏斗，10ml 移液管，洗耳球，万用

试纸，台秤。 

0．4N 氢氧化钠，0．2N 草酸，饱和氯化钡溶液，酚酞指示剂。 

 



操作步骤： 

1．先用移液管吸取氢氧化钠 20ml 放入蒸发皿中，并将其置于

干燥器底部，然后放置隔板，将称重后的待测样品(约 1kg)放

入干燥器并迅速封盖，同时记录封盖时的时间。       

静置 1 小时后，打开干燥器，取出蒸发皿将碱液移入三角瓶中

(冲洗 4～5 次)，然后加饱和氯化钡 5m1，酚酞指示剂 2 滴，

用草酸滴定至红色刚刚消失为止，记录草酸用量。 

 3．用同样的方法做空白对照实验，并记录滴定草酸用量。 

4．最后根据下述公式计算样品的呼吸强度：  

 
 

 

 

 

 

 

 



实验三  贮藏环境中氧气和二氧化碳测定 

1.目的及原理 

采后的果蔬仍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在贮藏过程中不断地进行

着呼吸作用，必然影响到贮藏环境中O2及CO2含量，如果O2过低或

CO2过高，或两者比例失调，会危及果蔬正常生命活动。特别是在气

调贮藏中，要随时掌握贮藏环境中 O2及CO2的变化，所以果蔬在贮

藏期间需经常测定O2及CO2的含量。 

测定O2及CO2含量的方法有化学吸收法及物理化学测定法，前

者是应用奥氏气体分析仪或改良奥氏气体分析仪以氢氧化钠溶液吸

收CO2，以焦性没食子酸碱性溶液吸收O2，从而测出它们的含量。

后者是利用O2及CO2测试仪表进行测定，即使有较高级的测氧和二

氧化碳仪器，也要用奥氏气体分析仪作校正，以便减少或消除仪器的

误差。  

2.仪器、试剂  

（1）仪器  奥氏气体分析仪，其结构如图所示。  

 
梳形管：是带有几个磨口活塞的梳形连通管，  



其右端与量气筒连接，左端为取样孔；吸气球；  

量气筒；调节瓶；三通话塞（磨口）；取气囊。  

（2）试剂  焦性没食子酸、氢氧化钾、氯化钠、液体石蜡 

①氧吸收剂：取焦性没食子酸 30 克于第一个烧杯中，加 70 毫

升蒸馏水，搅拌溶解，定容于 100 毫升；另取 30 克氢氧化钾或氢氧

化钠于第二个烧杯中，加 70 毫升蒸馏水中，定容于 100 毫升；冷却

后将两种溶液混合在一起，即可使用。 

②二氧化碳吸收剂：30%的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溶液吸收二氧

化碳（以氢氧化钾为好，因氢氧化钠与二氧化碳作用生成碳酸钠的沉

淀量多时会堵塞通道）。取氢氧化钾 60 克，溶于 140 毫升蒸馏水中，

定容于 200 毫升即可。 

③封闭液的配制：在饱和的氯化钠溶液中，加 1～2 滴盐酸溶

液后，加 2 滴甲基橙指示剂即可。在调节瓶中很快形成玫瑰红色的封

闭指示剂。当碱液从吸收瓶中偶然进入量气筒内，会使封闭液立即呈

碱性反应，由红色变为黄色，也可用纯蒸馏水做封闭液 

3.操作步骤 

①清洗与调整  将仪器的所有玻璃部分洗净，磨口活塞涂凡士林，并

按图装配好。在吸气球管中注入吸收剂，3 中注入二氧化碳吸收剂，

4 中注入氧气吸收剂，吸收剂不宜装得太多，一般装到吸收瓶的 1/2

（与后面的容器相通）即可，后面的容器加少许（液面有一薄层）液

体石蜡，使吸收液呈密封状态，调节瓶中装入封闭液。将吸气孔接上

待测气样。 



调整：将所有磨口活塞关闭，使吸气球管与梳形管不相通，转

动 8 呈├状，高举调节瓶，排出 2 中空气，以后转动 8 呈┤状，打开

活塞 5 并降下 1，此时 3 中的吸收剂上升，升到管口顶部时，立即关

闭 5，使液面停止在刻度线上，然后打开活塞 8，同样使吸收剂液面

达到刻度线。 

②洗气  用气样清洗梳形管和量筒内原有空气，使进入中的气

样保持纯度，避免误差。打开三能活塞，箭头向上，调节瓶向下，气

样进入量气筒，约 100 毫升，然后把三通活塞箭头向左，把清洗过的

气样排出，反复操作 2～3 次。 

③取样  正式取气样，将三通活塞箭头向上，并降低调节瓶，

使液面准确达到 0 位，取气样 100 毫升，调节瓶与量气筒两液面在

同一水平线上，定量后关闭气路，封闭所有通道。再举起调节瓶观察

量气筒的液面，堵漏后重新取样。若液面稍有上升后停在一定位置上

不再上升，证明不漏气后，可以开始测定。 

④测定  先测定二氧化碳，旋动二氧碳吸气球管活塞，上下举

动调节瓶，使吸气球管的液体与气样充分接触，吸收二氧化碳，将吸

收剂液面回到原来的标线，关闭活塞。调节瓶液面和量气筒的液面平

衡时，记下读数。如上操作，再进行第二次读数，若两次读数误差不

超过 0.3%，即表明吸收完全，否则再进行如上操作。以上测定结果

为CO2含量，再转动氧气吸气球管的活塞，用同样的方法测定出O2含

量。 

（4）计算 



CO2含量（%）=100×（V1-V2）/V1  

O2含量（%）=100×(V2-V3/V1  

 V1——量气筒初始体积（毫升）； 

 V2——测定二氧化碳时残留气体体积（毫升）； 

 V3——测定氧气时残留气体体积（毫升）。 

5.注意事项 

①举起调节瓶时量气筒内液面不得超过刻度 100 处，否则蒸馏

水会流入梳形管，甚至到吸气球管内，不但影响测定的准确性，还会

冲淡吸收剂造成误差。液面也不能过低，应以吸收瓶中吸收剂不超出

活塞为准，否则吸收剂流入梳形管时要重新洗涤仪器才能使用。 

②举起调起瓶时动作不宜太快，以免气样因受压力大冲过吸收

剂成气泡状而漏出，一旦发生这种现象，要重新测定。 

③先测二氧化碳后测氧气。 

④焦性没食子酸的碱性溶液在 15～20℃时吸收氧的效能量大，

吸收效果随温度下降而减弱，0℃时几乎完全丧失吸收力。因此，测

定，室温一定要在 15℃以上。 

⑤多次举调节瓶读数不相等时，说明吸收剂的吸收能力减弱，

需重新配制吸收剂。  

 

 

 

 



实验四  果蔬细胞膜透性测定 

原     理：植物细胞的细胞质由一层质膜包着。这种质膜具有选

择透性的独特功能，植物细胞与外界环境之间发生的一切物质交

换都必须通过质膜进行。各种不良环境因素对细胞的影响往往首

先作用于这层由类脂和蛋白质所构成的生物膜。极端温度、干旱、

盐渍、重金属(如Cd2+等)和大气污染物(如SO2、HF、O3)等)都会

使质膜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往往表现为膜透性增大，细胞内

部分电介质外渗。因此，质膜透性的测定常作为植物抗性研究中

的一个生理指标。测定质膜透性变化最常用的方法是测定组织外

渗液的电导率变化，外渗液电导率的增大可反映质膜受损伤的程

度。 

所需仪器：电导仪、硬质玻璃小(烧)杯、小玻璃棒、不锈钢打孔器。 

 
操作步骤： 

 取 4 个果实，用四号打孔器（直径为 0.5cm），将果实纵向打



孔，使果肉成一条肉柱。 

 然后用刀片将其切成 3mm 厚的圆片，共 100 片，分装到 4 个

50mL 的小烧杯中，加去离子水洗涤 3-4 次。 

 加 30mL去离子水，测其电导值L0。 

 放置 1 小时后测电导值L1。 

 然后将小烧杯放入微沸水浴中煮 5 分钟，静置变凉，加水至

30ml后，测其电导值L2。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出膜渗透率。 

 公式：百分率=[（L1- L0）/（L2- L0）]*100%  

 

 

 

 

 

 

 

 

 

 

 

 

 



 

实验五  果蔬产品的贮藏方案设计和实施 

 用苹果、葡萄、香蕉为试验材料，每班分为四个小组设计贮藏

方法。  

 按所设计贮藏方法实施  

 按一定周期观察试验效果，并测定相关指标确定贮藏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