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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高节竹笋出土后外观品质、营养品质、食味品质的时序变化规律，为高节竹高品质竹笋培育和

生产提供参考。［方法］在高节竹出笋盛期采集刚出土和出土后１ｄ、出土后２ｄ、出土后３ｄ的竹笋，对竹笋外观
品质、营养品质和食味品质指标进行测定。［结果］高节竹笋出土后生长时间对竹笋长度、笋个体质量和脂肪、

维生素Ｃ、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以及木质素、草酸、单宁、总黄酮含量、芳香味氨基酸比例有明显影响，但对
竹笋蛋白质、可溶性糖、蔗糖、淀粉及纤维素含量影响并不明显，对其它种类游离氨基酸、人体必需氨基酸、呈味

氨基酸含量和氨基酸总量及人体必需氨基酸比例、呈味氨基酸比例影响也不明显。［结论］高节竹笋外观品质

和食味品质存在明显的出土后时序变化，食味品质主要影响成分为木质素、草酸、单宁和总黄酮等，呈味氨基酸

影响较小，营养品质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从高品质竹笋生产出发，宜及时采挖出土后１ｄ内的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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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笋是我国广大群众喜爱的森林蔬菜，也是大
宗出口农产品，随着消费者对竹笋品质要求不断提

高，高品质竹笋的市场需求量迅速增长。竹笋品质

主要包括营养品质和食味品质，主要取决于竹种自

身的遗传因素［１］，也与环境因素和人工栽培措施密

切相关，在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人工栽培措施决定了竹笋品质的优劣。竹笋生

长过程中其化学成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２］，也

是判断最佳采笋期的重要依据。采挖出土１０ ２０
ｃｍ的筇竹（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ｔｕｍｉｄｉｓｓｉｎｏｄａＨｓｕｅｌｅｔ
Ｙｉ）笋，其营养品质、口感、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达到
最佳［３］。寿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ｓｆ．ｓｈｏｕｚｈｕ
Ｙｉ）笋的最佳采笋高度为１０ｃｍ以下，此时竹笋营养
品质最佳［４］。毛竹（Ｐｈ．ｅｄｕｌｉｓ（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Ｊ．Ｈｏｕｚ．）
春笋大部分营养品质指标含量随出土时间的延长而

减少，挖取泥下春笋［５］或刚出土的春笋［６］品质最

好。可见，出土后生长时间对竹笋品质有重要影响，

选择适宜的时间采挖竹笋是提高竹笋品质的一种重

要措施。

高节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Ｗ．Ｙ．Ｘｉｏｎｇ）
隶属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ａｌｅｓ）竹亚科（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刚
竹属（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俗称钢鞭哺鸡
竹，笋期４月中下旬至５月中旬，地下鞭系粗壮，延
伸生长能力强，适宜山地栽培，具有竹笋产量高、品

质佳、加工性能好，竹材径级较大、材质坚硬等特点，

是优良的笋材兼用竹种。高节竹自然分布于浙江、

安徽、江苏等省份，现国内许多省份均有引种栽培。

目前，针对高节竹丰产栽培［７－８］、病虫害防治［９－１０］、

竹笋保鲜［１１］和套袋栽培［１２］等技术展开了研究，形

成了较为系统的高节竹林培育技术；但从外观品质、

营养品质和食味品质方面分析高节竹笋出土后品质

的时序变化规律还未见报道。为此，作者采集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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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相同出土时间、不同采收时间（刚出土和出土后

１、２、３ｄ）的竹笋进行试验，测定竹笋外观品质、营养
品质和食味品质指标，比较分析不同出土生长时间

竹笋品质的差异，旨在为高节竹高品质竹笋培育和

生产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桐庐县（２９°３５， ３０°０５，Ｎ，
１１９°１１， １１９°５８，Ｅ）莪山乡，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年平均气温１６．６℃，极端高温４１．７℃，极
端低温－９．５℃，全年≥１０℃的平均积温５２６２℃，年
平均无霜期２５２ｄ，年平均降雨日１６１ｄ，年平均降水
量１４６２ｍｍ，１—６月逐月递增，最多的６月为梅雨
期，降水集中，月平均降雨量达２４８ｍｍ，年平均蒸发
量１３８５ｍｍ，年平均相对湿度８１％。以丘陵山地为
主，土壤主要为红壤，土层厚度８０ｃｍ以上。高节竹
资源丰富，全乡有高节竹林面积０．１４万 ｈｍ２，是浙
江省“高节竹之乡”，以高节竹资源为主的竹笋业已

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

１．２　试验方法
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高节竹出笋盛期，在试验

区选取立地条件、经营措施和经营水平一致的高节

竹试验林３块，每块试验林面积不小于０．４ｈｍ２，在
每块试验林中随机选择刚出土的竹笋４０株，共１２０
株，笋旁立醒目标签标记，从竹笋刚出土至出土后生

长３ｄ，每间隔１ｄ在每块试验林分别挖取完整竹笋
１０株，共取笋４次，鲜笋放在冰盒中带回实验室。

清除笋体上的泥土，逐株测量样笋的基径、长度

和质量，再剥除笋壳、去除笋基部，称质量，计算竹笋

可食率。后用粉碎机粉碎，测定竹笋蛋白质、淀粉、

脂肪、维生素Ｃ、游离氨基酸、可溶性糖、蔗糖、单宁、
总黄酮、草酸、纤维素、木质素等含量。采用凯氏定

氮法［１３］测定蛋白质含量，索式抽提法［１４］测定脂肪

含量，铜还原碘量法［１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氨基酸

分析仪［１６］测定游离氨基酸含量，蒽酮比色法测定淀

粉含量，高效液相色谱法［１７］测定维生素 Ｃ含量，高
效液相色谱法［１８］测定蔗糖含量，分光度法测定单宁

含量，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１９］测定草酸含量，分光

光度法［２０］测定总黄酮含量，硫酸水解法［２１］测定纤

维素、木质素含量。测定重复３次。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统计软件中进行整理和
图表制作，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中对刚出土、出土
后１ｄ、出土后２ｄ、出土后３ｄ高节竹笋各品质指标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和Ｔｕｋｅｙ检
验。试验数据均为平均值 ±标准误，显著性水平设
置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高节竹笋出土后外观品质的时序变化

由表１分析可知：随着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增加，
高节竹笋基径、长度、笋个体质量均呈增大趋势，均

以出土后３ｄ竹笋最大，刚出土竹笋最小；而可食率
呈减小趋势，其中，竹笋长度出土后３ｄ竹笋显著大
于出土后１ｄ、出土后２ｄ、刚出土竹笋，而后三者之
间均无显著差异；笋个体质量刚出土、出土后１ｄ、出
土后２ｄ竹笋之间无显著差异，但三者均显著小于
出土后３ｄ竹笋；竹笋基径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竹
笋之间也无显著差异。试验表明，高节竹笋基径、长

度、笋个体质量均以出土后３ｄ竹笋最大。

表１　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高节竹笋的外观品质及可食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ｄｉｂｌｅｐａｒｔ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ｈ．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ｇｒｏｗｎ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ｔｉｍｅ

项目

Ｉｔｅｍ

采笋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
刚出土

Ｊｕｓ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１ｄ

１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２ｄ

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基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ｍ ３．６０±０．５４ａ ３．７５±０．５７ａ ３．８０±０．２３ａ ４．００±０．２６ａ
长度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１６．５８±２．８４ｂ １７．７４±２．５６ｂ １８．２５±２．４３ｂ ２３．２９±４．６１ａ
笋个体质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ｇ １２０．８２±４２．６６ｂ １３５．２８±４８．３７ｂ １４５．５６±４１．３６ｂ １８６．４７±６０．４７ａ
可食率Ｅｄｉｂｌｅｐａｒｔｓｒａｔｉｏ／％ ５９．６３±３．８１ａ ５８．２６±３．９３ａ ５６．６２±４．３７ａ ５６．２２±４．８３ａ
　　注：同行比较，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Ｎｏｔｅｓ：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ｓｔ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高节竹笋出土后营养品质的时序变化
由表２分析可知：随着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延长，

高节竹笋脂肪含量呈减小趋势，维生素 Ｃ含量呈增
大趋势，淀粉和蛋白质含量均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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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含量呈“Ｎ”型变化趋势，可溶性糖含量呈先增
大后减小趋势。其中，脂肪含量出土后２ｄ、出土后
３ｄ竹笋之间无显著差异，均显著小于刚出土竹笋，
而出土后１ｄ竹笋与前三者均无显著差异；维生素Ｃ

含量出土后２ｄ、出土后３ｄ竹笋之间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大于刚出土竹笋，而出土后１ｄ竹笋与前三
者均无显著差异；蛋白质、淀粉、可溶性糖和蔗糖含

量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竹笋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表２　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高节竹笋的营养品质
Ｔａｂｌｅ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ｈ．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ｇｒｏｗｎ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ｔｉｍｅ

项目

Ｉｔｅｍ

采笋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
刚出土

Ｊｕｓ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１ｄ

１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２ｄ

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淀粉Ｓｔａｒｃｈ／％ １．６７±０．２６ａ １．５６±０．４８ａ １．７７±０．４５ａ ２．２０±０．４７ａ
脂肪Ｆａｔ／％ ３．４０±０．５３ａ ２．８３±０．７４ａｂ ２．５７±０．３１ｂ ２．５５±０．０５ｂ
可溶性糖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 １．６８±０．１５ａ １．９１±０．１１ａ ２．０６±０．３５ａ １．８８±０．０６ａ
蛋白质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３６±０．０７ａ ２．３０±０．４９ａ ２．３５±０．３２ａ ２．５２±０．３７ａ
维生素ＣＶｉｔａｍｉｎＣ／（μｇ·ｇ－１） ２９．７０±２．６０ｂ ３４．６７±８．７２ａｂ ４２．００±４．０６ａ ４８．３３±１２．０７ａ
蔗糖ｓｕｃｒｏｓｅ／％ ０．８６±０．０７ａ １．０５±０．１３ａ ０．９３±０．０８ａ １．０６±０．１２ａ

　　由表３分析可知：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高节竹
笋中均检测到１７种氨基酸，但出土后生长时间仅对
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有较明显的影响，对其它

种类氨基酸含量、氨基酸总量、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

及比例均无显著影响。异亮氨酸、亮氨酸含量刚出

土和出土后１ｄ、出土后２ｄ竹笋之间均无显著差

异，但均显著小于出土后３ｄ竹笋；赖氨酸含量刚出
土、出土后３ｄ竹笋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大于
出土后１ｄ竹笋，而出土后２ｄ竹笋与其它出土后不
同生长时间竹笋均无显著差异。可见，出土后 ３ｄ
内的生长时间对高节竹笋的营养品质总体上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

表３　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高节竹笋的氨基酸含量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ｈ．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ｇｒｏｗｎ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ｔｉｍｅ

氨基酸含量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采笋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
刚出土

Ｊｕｓ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１ｄ

１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２ｄ

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天冬氨酸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４．８３±０．８０ａ ４．３７±０．１５ａ ４．６３±０．１５ａ ５．１０±１．００ａ
苏氨酸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６９±０．０８ａ ０．６３±０．１１ａ ０．６７±０．０２ａ ０．７７±０．２１ａ
丝氨酸Ｓｅｒ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７９±０．１０ａ ０．７２±０．１２ａ ０．７６±０．０３ａ ０．８９±０．２６ａ
谷氨酸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１．９０±０．３６ａ １．８０±０．３６ａ １．７０±０．１０ａ １．９７±０．１０ａ
甘氨酸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７２±０．０８ａ ０．６５±０．１２ａ ０．６８±０．０２ａ ０．７６±０．１８ａ
丙氨酸Ａｌａｎｉｎｅ／（ｍｇ·ｇ－１） １．０２±０．０７ａ ０．９３±０．１８ａ １．０３±０．０６ａ １．１９±０．２８ａ
缬氨酸Ｖａｌｉｎｅ／（ｍｇ·ｇ－１） １．０５±０．１７ａ ０．９３±０．１７ａ ０．９８±０．０４ａ １．１２±０．３８ａ
胱氨酸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２３±０．０３ａ ０．２２±０．０６ａ ０．２２±０．０１ａ ０．２６±０．０４ａ
蛋氨酸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１７±０．０２ａ ０．１８±０．０４ａ ０．１５±０．０４ａ ０．１３±０．０３ａ
异亮氨酸Ｉｓｏｌｅｕｃ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８５±０．１１ｂ ０．７８±０．１３ｂ ０．８５±０．０４ｂ １．０１±０．０２ａ
亮氨酸Ｌｅｕｃｉｎｅ／（ｍｇ·ｇ－１） １．２０±０．１７ｂ １．１１±０．１９ｂ １．１７±０．１６ｂ １．５０±０．２０ａ
酪氨酸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ｍｇ·ｇ－１） １．７３±０．１５ａ １．９７±０．３２ａ １．９０±０．００ａ ２．００±０．２０ａ
苯丙氨酸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８４±０．１２ａ ０．７９±０．１２ａ ０．８２±０．０３ａ ０．８５±０．１６ａ
赖氨酸Ｌｙｓｉｎｅ／（ｍｇ·ｇ－１） １．００±０．１０ａ ０．７５±０．０２ｂ ０．８３±０．１３ａｂ １．００±０．０９ａ
组氨酸Ｈｉｓｔｉｄ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３７±０．０５ａ ０．３２±０．０３ａ ０．３７±０．０１ａ ０．３８±０．０４ａ
精氨酸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７８±０．０７ａ ０．６９±０．１２ａ ０．８６±０．０３ａ ０．８７±０．０４ａ
脯氨酸Ｐｒｏｌｉｎｅ／（ｍｇ·ｇ－１） ０．８２±０．１６ａ ０．７７±０．１１ａ ０．７５±０．０７ａ ０．８５±０．２４ａ
氨基酸总量

Ｔｏｔ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１８．８７±２．５７ａ １７．５４±２．２０ａ １８．３６±０．５５ａ ２０．８０±３．１９ａ

人体必需氨基酸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５．６７±０．８９ａ ５．１１±０．８２ａ ５．４６±０．２３ａ ６．３９±０．９５ａ

人体必需氨基酸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３２．９９±０．６９ａ ２９．０４±１．２１ａ ２９．７４±０．３７ａ ３０．７５±０．８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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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高节竹笋出土后食味品质的时序变化
从表４分析可知：出土后生长时间对高节竹笋

的纤维素含量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对木质素、草酸、

单宁和总黄酮含量有较明显的影响。随着出土后生

长时间的延长，竹笋纤维素、木质素、草酸和总黄酮

含量呈增大趋势；单宁含量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以

出土后２ｄ竹笋最大，刚出土竹笋最小。其中，草酸
含量刚出土和出土后１ｄ、出土后２ｄ竹笋均显著小

于出土后３ｄ竹笋，刚出土竹笋也显著小于出土后２
ｄ竹笋，与出土后１ｄ竹笋无显著差异；单宁含量刚
出土竹笋显著小于出土后２ｄ竹笋，木质素含量刚
出土竹笋显著小于出土后３ｄ竹笋，而其它出土后
不同生长时间竹笋之间均无显著差异。总黄酮含量

出土后２ｄ、出土后３ｄ竹笋之间无显著差异，但二
者均显著大于刚出土竹笋，而前三者与出土后１ｄ
竹笋均无显著差异。

表４　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高节竹笋的食味品质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ａｔ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ｈ．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ｇｒｏｗｎ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ｔｉｍｅ

项目

Ｉｔｅｍ

采笋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
刚出土

Ｊｕｓ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１ｄ

１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２ｄ

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纤维素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ｍｇ·ｇ－１） ４８．１４±１６．４２ａ ５３．４４±４．６３ａ ５４．８８±７．９０ａ ５６．４６±１０．０９ａ
木质素Ｌｉｇｎｏｓｅ／（ｍｇ·ｇ－１） ５４．２０±７．２３ｂ ５９．２９±６．７４ａｂ ６４．３２±５．０８ａｂ ６６．１２±６．００ａ
草酸 Ｏｘ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０．５８±０．０７ｃ ０．７１±０．０４ｂｃ ０．７６±０．０６ｂ ０．９２±０．０６ａ
单宁Ｔａｎｎｉｎ／（ｍｇ·ｇ－１） ２．３４±０．２２ｂ ２．３６±０．３２ａｂ ２．９４±０．２４ａ ２．４８±０．０６ａｂ
总黄酮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ｅ／（ｕｇ·ｇ－１） ４９．６０±２．１０ｂ ５８．９０±７．９３ａｂ ５９．０７±２．７０ａ ６１．４３±２．８９ａ

　　从表 ５分析可知：随着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延
长，高节竹笋的苦味、鲜味、甜味氨基酸含量均呈

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芳香味氨基酸含量呈“Ｎ”形
变化趋势，鲜味氨基酸比例呈减小趋势，苦味氨基

酸、芳香味氨基酸比例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甜味

氨基酸比例呈倒“Ｎ”形变化趋势。芳香味氨基酸
比例刚出土和出土后３ｄ竹笋之间无显著差异，但

均显著小于出土后１ｄ竹笋，出土后２ｄ竹笋与前
三者均无显著差异。其它呈味氨基酸含量及其比

例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竹笋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可见，出土后３ｄ内的生长时间对高节竹笋的食味
品质有较明显的影响，其中，影响的主要成分是木

质素、草酸、单宁和总黄酮等，而对竹笋呈味氨基

酸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 ５　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高节竹笋的呈味氨基酸含量及比例
Ｔａｂｌｅ５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Ｐｈ．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ｇｒｏｗｎ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ｔｉｍｅ

项目

Ｉｔｅｍ

采笋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
刚出土

Ｊｕｓ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１ｄ

１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２ｄ

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出土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苦味氨基酸

Ｂｉｔｔｅｒ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５．６７±０．６５ａ ５．５８±０．８９ａ ５．７１±０．１５ａ ６．４８±１．０３ａ

鲜味氨基酸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６．７３±１．１６ａ ６．１７±０．４９ａ ５．８３±０．７０ａ ７．０７±１．７０ａ

甜味氨基酸

Ｓｗｅｅｔ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４．０５±０．４６ａ ３．７１±０．６２ａ ３．８８±０．１６ａ ４．４７±１．１２ａ

芳香味氨基酸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ｍｇ·ｇ－１）
２．５７±０．２０ａ ２．７５±０．４３ａ ２．７２±０．０３ａ ２．８５±０．５６ａ

苦味氨基酸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ｔｔｅｒ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３０．１０±１．１０ａ ３１．６０±１．１７ａ ３２．０１±１．２６ａ ３１．６０±２．３０ａ

鲜味氨基酸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３５．５７±１．３１ａ ３５．３０±１．７４ａ ３２．６２±３．３７ａ ３４．００±０．８７ａ

芳香味氨基酸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１３．７２±１．００ｂ １５．６６±０．６６ａ １５．２２±０．５５ａｂ １３．８２±０．３１ｂ

甜味氨基酸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ｅｅｔ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２１．５３±０．９８ａ ２１．０７±１．１８ａ ２１．７４±１．１７ａ ２１．１４±１．４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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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出土后生长时间对高节竹笋的

外观品质有明显的影响。随着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增

加，除可食率外，高节竹笋基径、长度、笋个体质量均

呈增大趋势，这与出土后竹笋的快速拔节生长密切

相关；而竹笋可食率的降低，主要与竹笋纤维素和木

质素含量的增加密切相关。

本研究发现，随着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延长，高节

竹笋淀粉、可溶性糖、蔗糖含量变化并不明显，这可

能与竹笋在生长过程中，虽然营养物质被不断的消

耗，但同时又能得到不断的补充，使竹笋非结构性

碳水化合物含量呈现出较小幅度的波动性［２２］等有

关；而脂肪含量随着竹笋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延长呈

下降趋势，且从出土后２ｄ开始，显著小于刚出土竹
笋，这可能与笋体不断生长引起组织逐渐老化，导致

脂肪不断减少有关［２］，在毛竹和斑苦竹（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
ｉａｏｌｅｏｓａ（ＭｃＣｌｕｒｅ）Ｃ．Ｄ．ＣｈｕｅｔＣ．Ｓ．Ｃｈａｏ）笋中
也存在相同的变化规律［５，２２］。竹笋维生素Ｃ含量随
着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延长呈增大趋势，且出土后１ｄ
开始差异就达显著水平，出土后第１天至第３天都
相对稳定，这与夏勃［２４］对斑苦竹笋的研究结果一

致。同样，重要营养成分维生素 Ｃ含量也受到光照
因素［２４－２５］和笋体生长过程中生长素［２６］、微量元

素［２７］等变化的影响。本研究还发现，游离氨基酸、

氨基酸总量和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以及人体必需氨

基酸比例出土后不同生长时间竹笋之间也无显著差

异。可见，竹笋出土后，高节竹笋各营养品质指标虽

然有所差异，但营养品质总体上差异不显著。

纤维素和木质素影响竹笋的粗糙度和硬度，纤

维素是笋体细胞内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木质素则是

几乎无法消化的物质，会增加肠胃负担。单宁、草

酸、黄酮类物质以及部分氨基酸是竹笋内的苦涩味

物质［２８－３０］，减少此类物质有利于提高竹笋的适口

性。本研究中，出土后生长时间对纤维素含量以及

各呈味氨基酸含量、呈味氨基酸比例的影响不显著

（Ｐ＞０．０５），而对木质素、草酸、单宁、总黄酮含量有
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说明出土后生长时间对高节
竹笋的食味品质有较明显的影响。随着出土后生长

时间的增加，竹笋纤维素、木质素含量呈增大趋势，

与以往对毛竹［２，５］、寿竹［４］、麻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ａｔｉｆｌｏｒｕｓＭｕｎｒｏ）［３１］笋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竹笋纤
维素和木质素会随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合

成与沉积，细胞次生壁逐渐加厚，组织老化速度加

快。推迟采收虽然会增加竹笋产量，但竹笋纤维素、

木质素含量增加，竹笋粗糙度和硬度增大，会导致竹

笋品质和可食率降低。竹笋出土见光后苦涩味骤然

加重是一个普遍现象，明显降低了竹笋食用品

质［３２］。本研究中，随着出土后生长时间的增加，竹

笋受光时间的增多，竹笋草酸、单宁、总黄酮含量呈

明显增高趋势，与以往降低光照强度或减少光照时

间可以降低竹笋［３０，３３］、三角枫（Ａｃｅ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ａｎｕｍ
Ｍｉｑ．）［３４］和三叶青（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Ｄｉｅｌｓｅｔ
Ｇｉｌｇ）［３５］单宁、草酸、总黄酮含量的研究结果一致，也
表明此类物质光敏感度非常强，光照是竹笋产生苦

涩味的主要原因之一。木质素、草酸、单宁和总黄酮

等苦涩味物质含量刚出土竹笋与出土后１ｄ竹笋之
间均无显著差异，从出土后２ｄ开始，竹笋草酸、单
宁和总黄酮含量显著大于刚出土竹笋，因此，宜及时

采挖出土后１ｄ内的竹笋。

４　结论
研究表明，高节竹笋外观品质和食味品质存在

明显的出土后生长时间的时序变化，食味品质中呈

味氨基酸含量及比例总体上变化较小，影响口感的

主要物质是苦涩味物质木质素、草酸、单宁和总黄

酮，从出土后２ｄ开始，竹笋草酸、单宁和总黄酮含
量显著大于刚出土竹笋，造成竹笋食味品质明显降

低，而营养品质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从高品

质竹笋生产出发，宜及时采挖出土后１ｄ内的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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