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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

苹果品质的气体表达及感知技术现状
李 娴 1，曹玉栋 1，李哲敏 1，2※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2.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水果品质检测技术，尤其是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苹果品质管理具有
【方法】文
重要作用，而其中气体表达和感知技术是水果品质无损检测的重要研究方向。
章从苹果果实的气体表达角度出发，分别对苹果释放的香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成
分）、内源乙烯和呼吸作用中二氧化碳的产生、作用和研究意义进行阐述，同时对其现有检
测技术进行归纳总结。【结果】3 类气体的产生具有紧密关联关系，其变化直接反映苹果的
品质状态，而现有检测技术多关注于单一对象贮藏期内变化情况，功能较单一，应用受限。
【结论】3 类气体的检测对于提升果品品质、育种、贮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苹
果气体感知技术和设备应该向低成本、高性能、多功能、集成化、智能化等方向加快发展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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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苹果的产量、销量均居世界首位，苹果产业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其发展对农

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扩大出口创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作为苹果生产大

国，我国苹果的出口率仅为 2.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1］。究其原因，在于我国

苹果的基础竞争力不足。果品品质的提升是提高我国果品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苹果的色泽、大小、糖酸含量、香气、硬度、营养成分等都是苹果品质的组成内容。

其中，苹果释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中的香气物质

一定程度反映苹果的风味，而苹果释放的乙烯（C2H4）和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CO2）

与苹果香气释放及苹果其它品质指标具有重要联系。VOCs 被称为植物的“化学语言”，
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自身会释放包括醇类、醛类、酮类、酯类、菇烯类和芳香类等
VOCs，这些挥发物传递着植物身份和其生理状况等信息。通过检测苹果的 VOCs 组分及
获取其香气成分，对于提高果实品质、获取果实成熟度、香味育种和建立完善果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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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而 C2H4 是跃变型果实的成熟信号，对于苹果果实的生长发育、贮

藏等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3］；CO2 则反映苹果果实呼吸强度，同样是苹果生长发育、贮

藏的重要研究内容［4］。文章对苹果果实释放气体（VOCs、C2H4 和 CO2）的产生、作用、
相互之间关联关系及检测意义进行了分析，同时对 3 类气体的现有检测技术进行了归纳
整理，并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分析，对苹果气体感知技术的发展做出展望。

1

苹果的香气—VOCs

1.1

香气产生、组成及检测意义
果实的香气是人们通过嗅觉和味觉可以感受到的物质，作为一种独特的特征，对

判断果实成熟及品质具有重要作用，香气还是构成苹果整体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果
实的香气不仅可以吸引消费者，还可以增强市场竞争力［5-6］。苹果释放的 VOCs 达 300

多种，主要包括酯类、醇类、醛类、酮类和醚类，其中酯类约占 78%~92%，醇类约占
6%~16%，此外还包括其他挥发性组分。苹果 VOCs 组分中，仅有 20~40 种含量超过其味
感阈值的物质对果实的香味起作用。香气阈值指嗅觉器官感觉到气味时嗅感物质的最低

浓度，如苹果中最主要的香气代表物质乙酸己酯的香味阈值为 2 μg/kg。香气值（香气物

质浓度与香气阈值的比值）是评价食品香气特性的依据，香气值越大，表明该成分对果
实香气贡献的作用越大［7-8］。不同苹果品种产生的 VOCs 种类和含量不同，因此产生香气

也不同，但乙酸己酯、1- 己醇和（E）-2-己烯醛是多种苹果品种的共有特征香气成分，
其中乙酸己酯占比最高［9］。苹果果皮香气比较浓郁和丰富，果肉则主要提供背景香气化

合物［10］。根据苹果产生的酯类和醇类的含量和种类不同，苹果分为酯香型和醇香型［9］。
果实的香气通常在后熟期间大量产生，其中酯类、醇类和醛类是主要香气成分，大多数
苹果在采收时的挥发性成分主要为己醛和（E）-2-己烯醛。果实后熟期间，醛类物质被
还原为醇或氧化为酸，并参与到酯类物质的合成中，香味随着果实衰老逐渐变淡［11］。果
实香气受内部因素（种类品种、成熟度）和外部环境因素（灌水、施肥、套袋、嫁接等
栽培因素；光照、温度等生态环境因素；温度、乙烯、气调贮藏条件）共同影响［12］。苹
果中香气能反映苹果的采后货架期，间接反映果实硬度、pH、可溶性固形物、淀粉指数
等变化情况［13］。此外，苹果受到病虫害侵袭时，香气物质会迅速做出反应［14］。研究果
实香气物质对于进一步提高果实品质、获取果实成熟度、香味育种和建立完善的果品评
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香气检测技术
香气的提取主要采用萃取方法，鉴别主要采用气相色谱方法。通常是将果实果肉

切碎或粉碎后加入适量氯化钠、放置于顶空样品瓶中平衡后，使用萃取头萃取一定时间
后插入气相色谱仪进样口分析。但萃取—色谱联用技术为有损检测方法，使用范围局限
于实验室。色谱方法是破坏样品及分离，并将分离后结果重组分析的过程，苹果香气的
“嗅觉”系统化、科学化分析难度大［13］。同时，果实香气成分复杂、动态变化且浓度低，
对香气物质的动态监测和分析造成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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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鼻技术可以对苹果的香气成分进行无损、整体评价，相比于专家小组对苹果

香气进行感官鉴别判断具有更高准确性［14］。如 PEN3 便携式电子鼻（Airsense，德国）
480 s 后即可获取苹果的挥发性物质响应信号，结合不同的模式识别方法可成功区分苹

果品种（图 1），该电子鼻的传感器元件由 10 个半导体氧化物传感器组成（甲苯、二氧
化氮、苯、氢气、丙烷、甲烷 ×2、硫化氢 ×2、一氧化碳传感器）［15］。电子鼻由传感

器阵列、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组成，也有研究者根据检测需要购买传感器单元后集成采
气系统、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算法（主成分分析、神经网络、最小二乘法等）制备而
成［16-17］。电子鼻技术还可应用于苹果贮藏期香气物质变化、新鲜度［16］、成熟度、腐烂
程度［18］、损伤和病害情况［14］检测和对比分析。但电子鼻产品中所采用的传感器单元并
不针对苹果释放的某一香气物质定向进行检测，且传感器单元的交叉灵敏度问题严重，
因此需要大量样本数据训练并借助模式识别算法来提高检测的准确率，同时也增加了检
测时间和功耗。随着纳米材料和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支持苹果香气物质高灵敏和
高选择性检测的气体传感器研制和开发提出了迫切需求。目前，也有一些研究者在这方
面开展了初步尝试，如通过在不同电极衬底上沉积不同聚合方式形成的聚苯胺（PANI）
薄膜构成传感器阵列，借助主成分分析算法检测苹果、葡萄和草莓中的香气成分［19］；
该研究团队还对聚苯胺进行不同酸的掺杂后原位聚合于石墨电极上，用于监测存储过程
中软糖的香气物质的释放情况［20］，并对苹果味道、葡萄味道和草莓味道的软糖进行区
分［21］。

图1

电子鼻技术：（a）原理；（b）主成分分析方法识别不同苹果品种
Fig.1

Electronic nose technology identifies different apple varieties

2

苹果成熟信号—C2H4

2.1

乙烯的产生及检测意义
1901 年，科学家发现乙烯导致植物和叶片提前衰老，此后研究者开始关注乙烯研究

并发现乙烯对于植物生长发育过程和果实成熟软化具有重要作用。乙烯存在于大多数植

物组织和器官中，是重要的植物生长激素，参与许多发育过程，调节种子休眠和萌发，
诱导根茎生长和分化（三重反应：抑制茎的伸长生长、促进茎或根的增粗和引起叶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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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轴偏上生长），促进叶片衰老和果实成熟软化，参与植物抗逆性调节［3，22-24］。图 2 展
示了果实乙烯合成途径。

图2

Fig.2

乙烯生物合成途径

The biosynthesis of ethylene

苹果在成熟过程中受到乙烯调控发生一系列生理生化和结构变化，包括颜色改变、
质地变软、淀粉水解及特殊风味和香气的形成［11］。乙烯促进果实呼吸，通过调节基因
表达来实现对果实衰老的促进作用［25］。人们往往根据果实是否出现乙烯高峰来划分跃
变型果实和非跃变型果实。苹果呼吸高峰与乙烯释放高峰同时出现或稍晚于乙烯释放高
峰［26-27］。苹果在进入成熟时呼吸强度逐渐下降，完全成熟时，呼吸强度急剧上升，出
现一个峰值，即呼吸跃变。对于呼吸跃变型果实，呼吸跃变的出现标志着果实的完全成
熟，同时也表明果实内贮藏物质的强烈水解作用开始。影响呼吸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包括
温度、湿度、空气成分、乙烯浓度。乙烯的作用位点可能在某些细胞膜和细胞质膜的金
属离子（Cu2+），受乙烯作用后，膜的透性增强物与酶的分隔状态被打破，因而引起呼吸
代谢增强。乙烯是影响呼吸跃变型果实成熟的关键因素，跃变型果实成熟时适量的外源
乙烯能够启动大量自我催化的内源乙烯产量的上升［28］。内源乙烯产量的突然升高，往往
认为是果实色泽、质地、风味和香味物质等生理生化指标开始发生不可逆变化的标志，
因而乙烯是跃变型果实成熟启动、调节的关键因子。对于非跃变型果实，乙烯从分子水
平参与其成熟衰老过程以及叶绿素降解和类胡萝卜素的合成。乙烯在植物对生物的、非
生物的应激反应中起重要作用。机械伤能诱导乙烯的合成，采后果实遭受机械伤害，能
诱导乙烯合成关键酶基因的表达，提高乙烯释放量，激活防御反应，提高伤口对病原菌
的抵抗力［29］。伤害诱导乙烯和果实跃变时产生乙烯是相对独立的，在时间上表现不一
致。果实伤害首先诱导氨基环丙烷羧酸（l-aminocyclopropane-l-carboxylic acid，ACC）氧
化酶活性增加，进而导致伤诱乙烯快速合成发生，并在 6~12 h 内达到乙烯生成量的高

峰，随后因 ACC 氧化酶活性下降，乙烯生成量下降并逐渐恢复至原来水平，加快果实的
成熟、软化和衰老［30］。乙烯释放量的高低还决定果实的贮藏性，乙烯释放量高则贮藏性

变差。

乙烯除了与 CO2 释放具有紧密联系外，其浓度与香气的生成也密切相关。催化乙烯

产量的增加和呼吸系统的活性对于增加香气物质的产生至关重要［31］。酯类是苹果果实香
气的主要成分，其产生量的大小和时间与呼吸跃变紧密相关，呼吸跃变是果实产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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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通过乙烯抑制剂或调节贮藏条件抑制果实乙烯的产生，果实的酯类香气产生量
会大幅度降低，而醇类和醛类香气降低较少［32］。水果成熟到接近最优收获日期时，水果

质量、呼吸、乙烯和香气的产生同时达到最高水平［33-34］（图 3）。因此，乙烯检测可以从
一定程度反映果实香气及品质，与果实香气检测相比难度和复杂度降低。

Fig.3

2.2

图3

果实的呼吸、乙烯释放和生长轨迹

Fruit respiration，ethylene release and growth trajectory

乙烯检测技术
果实释放乙烯检测最常用的方法是色谱技术，其次还有光声光谱方法、非扩散红外

光谱方法、电催化传感器和化学传感器方法［25］。

气相色谱仪是实验室常用方法，将一定数量的苹果果实放入密闭器皿，静置 1~5 h

后使用注射器抽取器皿内气体，注入气相色谱仪分析测定。研究发现，不同的贮藏条件

（温度、CO2 浓度）对于乙烯释放速率有一定影响。采后果实乙烯浓度逐渐上升，达到乙
烯高峰后下降，这也意味着果实真正进入衰老过程，且果实品质将严重下降。乙烯浓度
的检测对于贮藏果实最佳出库时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6］。

荷兰 Sensor Sense 生产的乙烯气体检测仪 ETD-300 是光声光谱方法的典型产品，通

过烃分解器 CAT-1 利用铂金颗粒催化烃氧化分解为水蒸气和 CO2，为系统提供无烃干扰

的样品空气；然后利用激光技术实现对乙烯气体的高精度检测，乙烯在光声腔吸收激光
后释放热使光声腔内部产生压力，随激光频率增减形成能被微型麦克风检测到的压力差，
而乙烯浓度越高压力差越大，从而据声波强度差可实时快速测量乙烯气体绝对浓度。该

检测仪的精度可达 0.3×10-3 μL/L，但价格较高，与农业物联网兼容性较差，目前仅局限
于实验室使用［35］。德国 SmartGAS 公司生产的基于非扩散红外光谱乙烯检测仪，其价格

相比于 ETD-300 略低，但乙烯检测精度为 20 μL/L，同样多应用于实验室。德国波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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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美国流体分析公司合作开发的电催化式乙烯检测仪对 0~50 μL/L 乙烯进行检测，检

测精度 1×10-3 μL/L，重复性 93%，并可与生产线连用监测乙烯浓度（图 4）［36-37］。近红
外方法也可通过检测乙烯获取苹果的成熟度［38］。

Fig.4

图4

电催化式乙烯器及应用

Electroactalytic ethylene detector and its application

麻省理工学院 TM Swager 团队通过监测铜系化合物掺杂碳纳米管的导电性变化获得

水果乙烯浓度的变化，但该研究采用的是玻璃衬底，难以和水果果皮紧密结合，同时传

感器件对乙烯的灵敏度低，选择性较差［39］。也有研究采用基于二氧化锡纳米颗粒的电
容式传感器对乙烯气体进行无线监测，但该传感器仅对高浓度（20~100 μL/L）的乙烯
气体表现出一定响应，而苹果果实乙烯浓度较低，该方法不适用于水果乙烯检测。荷

兰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研究者将电化学乙烯传感器（Winsen ME4-C2H4）搭载于无

人机上，对当地果园释放的乙烯浓度进行监测，从而获取最佳采摘时间（图 5）［34］。新

加坡国立大学研究者基于烯烃复分解反应的荧光探针可视化检测苹果释放乙烯，将乙
烯气体收集于溶液中，当探针遇到乙烯气体时，溶液发生变色，该方法最低检测限为
0.9 μL/L［40］。

Fig.5

图5

通过搭载在无人机上的电化学传感器监测果园苹果乙烯浓度

Monitoring ethylene concentration in apples by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mounted on drones

· 80 ·

李娴等：苹果品质的气体表达及感知技术现状

3

苹果的呼吸强度—CO2

3.1

CO2 的产生及检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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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作用是植物生命活动的标志，是新陈代谢的主导，与果蔬品质的变化、贮藏寿
命、贮藏中生理病变等都有密切联系。呼吸跃变是果实成熟衰老过程中各种生理生化变
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标志着果实由成熟向衰老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呼吸作用消耗大量
的果实营养物质，造成采后果实品质的下降，严重影响果实的商品价值［25］。呼吸跃变型
果实在生长停止后，同化作用基本结束，但以呼吸作用为主的异化作用仍在进行，这期
间会出现一个呼吸高峰；在贮藏过程中，呼吸作用为采后苹果提供了物质和能量基础，
随着呼吸作用不断进行，第 2 个呼吸高峰出现，之后营养物质逐渐被分解，导致果实品
质下降，苹果的食用品质在此呼吸高峰时最佳［41-42］。呼吸作用过程是一些酶促氧化还原

反应，所释放的能量一方面为果实新陈代谢提供所需能量，另一方面产生呼吸热及果实
散发热量。呼吸作用分为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无氧呼吸一旦发生加强，意味着果实品

质的急剧下降。呼吸速率受温度影响，贮藏温度低于 10℃时，呼吸跃变被抑制，呼吸速

率降低。

CO2 释放与果实香气、乙烯密不可分。果实达到一定成熟度时，香气成分产生，呼

吸跃变型果实其香味物质随呼吸高峰出现而明显积累。乙烯高峰是划分跃变型果实和非

跃变型果实的依据，乙烯和呼吸高峰几乎同步出现；CO2 是乙烯（低浓度）的竞争抑制
剂，气调贮藏中高浓度 CO2 可以减少果实乙烯生成、延缓果实衰老，其原因在于 CO2 争

夺了乙烯受体，使乙烯不能发挥催熟作用，当乙烯浓度超过 1 μL/L 时，CO2 抑制作用消

失［42］。苹果果实伤害诱导乙烯产生，在此过程中，刺激呼吸强度上升（甚至会导致呼

吸途径发生改变），加快淀粉降解，果实汁液堵塞气孔，气体扩散速率下降，造成局部
CO2/O2 比值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诱发无氧呼吸，导致乙醇和乙醛的大量积累，与其他
挥发物质共同造成果实异味产生［30］。因此，CO2 检测对于采后贮藏、苹果品质监测等具
有一定意义。
3.2

CO2 检测技术

目前，苹果的 CO2 检测主要采用酸碱滴定法［42］、气相色谱仪［30，43］、CO2 分析仪

（Telarie-7001、ETONG-7001［41］）或近红外气体分析仪（ICA 40，美国；Gas ID，美国）［22，44-45］
来获取其呼吸速率。相比于香气和乙烯检测，苹果呼吸速率检测方法相对固定，国外产
品占据了主要市场，而气体传感器在苹果呼吸速率方面未见相关报道。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苹果释放出来的气体（VOCs、C2H4、CO2）研究发现，3 类气体具有一定关联

关系，同时对苹果的品质具有直接影响；3 类气体检测对于苹果生理生化性质分析、品质
鉴定、采后苹果贮藏、获取最佳出库时间、提高货架期品质等具有重要的分析和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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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主要结论包括以下方面。
（1）3 类气体发挥作用各不相同，但相互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通过开展其关
联机制研究，可以更全面获取苹果生理生化信息；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苹果单项指标的
动态变化规律探究，对多种指标的关联分析及机制探讨缺乏深度挖掘，而后者对于简化
检测目标和快速获取苹果品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3 类气体的检测方法各异：其中香气检测以色谱技术和电子鼻技术为主；C2H4 检

测技术相对多样，近年来低成本的新型化学传感器逐渐被应用；而 CO2 检测技术相对传
统固定，缺乏新技术的应用突破。结合国内果品市场发展现状而言，现采用的苹果气体
检测技术方法大多成本较高，多依赖于人工操作，难以大范围推广普及应用；苹果品质
对象检测指标不唯一，且各项指标的检测技术不同，需要耗费人力和时间来全面确定苹
果品质，因此现有检测方法仅用于抽检，不适用于对大批苹果进行品质鉴定；此外，3 类
气体的检测方法不同，增加检测复杂度的同时也增大了检测的成本投入，难以满足对果
品进行大范围检测应用，这就对气体检测技术提出了低成本、高性能、多功能性的要求。
与此同时，3 类气体之间及其与苹果其他内在品质之间的关联机制需要进一步探明，这对
于构建多功能性苹果气体检测设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在苹果产业的高质量绿色发展过程中，要满足人们追求高质量果品的需求，同时大
力提升我国苹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急需新型信息感知技术的发展、集成及智能
应用来进一步快速获取果品质量并推动智慧果业发展。对此，低成本、高性能、多功能、
集成化、智能化的气体感知技术研究及设备开发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紧迫性，应重视
相关研究，并推动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并大力普及、推广应用，尤其在果品市场的应
用，这对于苹果品质提升、推动高端苹果产品发展和提升我国苹果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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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expressions of apple quality and their sensing technologies
Li Xian1，Cao Yudong1，Li Zhemin1，2※

（1.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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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ruit quality detection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the non-destructive detection technologies，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apple quality
management. Among them，gas expression and sensing technologies are worthy for research.

［Method］Herein，gas expression of apple fruit was researched，including the aroma（the

main component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ethylene released by apple and carbon dioxide
produced by respiration process. The production，function，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their

existing detection technologies were introduced and summarized，respectively.［Result］The

production of these gases is closely related，the changes of which directly reflect the quality
status of apples. However，the attention of the existing detection techniqu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single gas object in the storage period. The functions of the detectors are relatively
simple，resulting in limited applications.［Conclusion］The detection of three types of ga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value for improving fruit quality，breeding，storage and so on.
Low-cost，high performance，versatility，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ce are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the gas sensing technologies and devices of apple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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