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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小黄椰果实发育过程中椰子胚乳的抗氧化能力，为鲜食或加工用椰子果实的筛选提供理论参
考。
【方法】在小黄椰果实发育过程中取不同发育期椰子胚乳，分别测定椰子胚乳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
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还原酶（GR）活性及过氧化氢（H2O2）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分析各指标的变
化规律，评价不同成熟度椰子胚乳的抗氧化活性。
【结果】液体胚乳的CAT、GR活性和H2O2含量高于固体胚乳，而SOD
活性及可溶性蛋白含量低于固体胚乳。果实发育前期，固体胚乳的POD活性高于液体胚乳，而果实发育后期液体胚
乳的POD活性高于固体胚乳。不同发育期中11月龄固体胚乳的SOD活性最强，为47.75 U/mgFW；而10月龄液体胚乳
的POD活性最强，为8.41 U/mg；椰子胚乳中GR活力较低，最高仅为4.64 U/g，远低于的SOD、POD和CAT活性；6月龄
液体胚乳的CAT活性最高，为8.75 U/mg。各抗氧化酶活性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椰子胚乳CAT活性与H2O2含量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1，下同），GR活性与可溶性蛋白含量呈显著负相关（P<0.05，下同）；其中，液体胚乳的CAT活性
与可溶性蛋白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固体胚乳的CAT活性与GR活性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椰子果实发育前期液体胚乳
中的抗氧化酶起关键作用，在果实发育后期则固体胚乳的抗氧化酶逐渐起主导作用。因此，鲜食椰子可选择9月龄前
的果实较好，
而加工用椰子宜选择9月龄后的椰子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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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coconut endosperm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yellow coconuts，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creening of fresh or processed coconut fruits.【Method】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yellow coconut fruit，coconut endosperm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were taken，and
the superoxide dismutase（SOD）activity and peroxidase（POD）activity，catalase（CAT）activity，glutathione reductase
（GR）activity，hydrogen peroxide（H2O2）content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coconut endosperm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each index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conut endosperm antioxidant activity at different
maturity levels were conducted.【Result】The activities of CAT activity，GR activity and H2O2 in liquid endosper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olid endosperm，while the SOD activity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solid
endosperm. In the early stage of fruit development，the POD activity of solid endosperm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iquid
endosperm，while in the later stage of fruit development，the POD activity of liquid endosperm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olid endosperm. The SOD activity of 11-month-old solid endosperm was the stronges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which was 47.75 U/mgFW. The 10-month-old liquid endosperm had the strongest POD activity，at 8.41 U/mg；the GR
activity in coconut endosperm was low，the highest one was only 4.64 U/g，which was far lower than the SOD，POD and
CAT activities. The 6-month-old liquid endosperm had the highest CAT activity at 8.75 U / mg.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ous antioxidant enzymes activities showed that，there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T activity and H2O2 content of coconut endosperm（P<0.01，the same below），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收稿日期：201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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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GR activity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P<0.05，the same below）. In liquid endosperm，the CAT activity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oluble protein content，and in solid endosperm，CAT activity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R activity.【Conclusion】The antioxidant enzymes in the liquid endosperm play a key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conut fruit development，and the antioxidant enzymes in the solid endosperm gradually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later stage of fruit development. Therefore，it is better to choose the fruit before 9 months of age for fresh coconut，and the coconut fruit after 9 months of age for processing coconut.
Key words：small yellow coconut；endosperm；antioxidant enzyme；hydrogen peroxide（H2O2）；soluble protein
Foundation item：Hainan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318QN274）；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ject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ARTP-06-WFY）

0 引言
【研究意义】椰子（Cocos nucifera L.）隶属于棕
榈科椰子属，被称为“生命之树”
（Famurewa et al.，
2017；Roger et al.，2018），其可加工成椰子油、椰子
汁、椰子糖、椰子粉、椰雕工艺品及椰棕垫等，给热区
人民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Perera et al.，2007）。椰
子的可食部分是其胚乳，椰子水是液体胚乳，椰肉是
固体胚乳。不论鲜食还是加工，椰子胚乳的抗氧化
活性均为一个重要指标，但椰子胚乳封闭于坚实的
椰壳中，目前针对其有氧代谢过程及抗氧化研究较
薄弱。因此，研究椰子胚乳抗氧化活性对了解椰子
胚乳生长发育及果实健康食用均具有重要意义。
【前
人研究进展】植物在自身有氧代谢过程中积累的大

中SOD、CAT、谷胱甘肽转移酶（GST）等酶的活性明
显提高。郑亚军等（2010）也研究证实VCO具有较强
的DPPH清除能力。因此，研究液体胚乳和固体胚乳
中抗氧化酶活性，尤其是不同成熟度椰子胚乳的抗
氧化酶活性，不仅有助于了解椰子在遭受环境胁迫
时抗氧化活性酶变化规律，还能为椰肉加工的品种
筛选提供参考。
【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国内外鲜见针
对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抗氧化酶活性的研究报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测定分析小黄椰不同发育
时期液体胚乳和固体胚乳的抗氧化酶（SOD、POD、
CAT和GR等）活性，掌握小黄椰胚乳的抗氧化酶变
化规律，为椰子抗氧化研究及鲜食或加工用椰子果
实的筛选提供理论依据。

量超氧阴离子及单线态氧等有毒物质会影响其生长

1 材料与方法

发育（李合生，2002），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又产生

1. 1

形成了能调控活性氧水平的代谢途径（王鑫，2014），
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可解除超氧根阴离子造成
的 氧 化 胁 迫（Karpinska et al.，2001），过 氧 化 物 酶
（POD）具有控制植物逆境胁迫下细胞氧化还原平衡
及参与延缓植物成熟衰老、生长素降解等功能（Hu
et al.，2016）。在植物细胞中，谷胱甘肽还原酶（GR）
主要存在于叶绿体基质中，植物遭受逆境胁迫时使
用外源过氧化氢（H2O2）处理一些植物的种子可有效
提高其耐盐性（de Azevedo Neto et al.，2005；Wahid
et al.，2007）。在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其胚乳内抗氧
化酶也发生明显变化。郑亚军和陈卫军（2009）研究
发现天然椰子水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有较强的清除
作用。张观飞等（2017）分析发酵对椰子水抗氧化活
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纯度椰子水的抗氧化活性有
明显改善。目前，针对新鲜椰肉的抗氧化酶活性研
究报道较少，而有关其成分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椰子
油（主要为脂肪酸）的抗氧化活性评价方面。Nevin
和Rajamohan（2006）通过给小鼠灌胃原生态椰子油
（VCO）、椰子油和花生油，结果发现VCO具有较强
的抗氧化活性。Nagaraju和Belur（2008）把椰子油、
花生油和橄榄油混合灌胃小鼠，结果发现小鼠肝脏

试验材料
供试椰子品种为小黄椰，取自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椰子研究所椰子种质资源圃。椰子在授粉后5~
6个月开始形成固体胚乳，为了更具代表性，取样时
选择5株结果稳定的成年小黄椰子树为研究对象，对
每株椰树上的花序从开花时进行标记，并在花后6个
月（2018年6月）开始取样，分别取花后6月龄（6M）、
花 后 7 月 龄（7M）、花 后 8 月 龄（8M）、花 后 9 月 龄
（9M）、花后10月龄（10M）和花后11月龄（11M）的椰
子果实。6M和7M两个时期的椰子肉含量较少，因
此采样时每次取5个椰果为材料，而其余时期各取3
个椰果作为生理性重复。主要试剂：磷酸二氢钾（广
州化学试剂公司），磷酸二氢钠（广州化学试剂公
司）；SOD、POD、CAT、GR和H2O2等试剂盒均购自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主要仪器设备：高速离心
机（Eppendorf 5801R型，德国艾本德公司）、恒温水
浴锅（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和紫外分光光度
计（日本岛津公司）。
1. 2 试验方法
剖开椰子果后分别取100.0 mL液体胚乳及不同
部位的固体胚乳混合后作为试验材料，液氮速冻后
置于超低温冰箱保存备用。由于1.0 mL液体胚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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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为1.0 g，为统一计算单位，因此在提取各活性酶
时分别取1.0 mL液体胚乳和1.0 g固体胚乳，在换算
酶活性时均以重量计算后再比较酶活性差异。
1. 2. 1 胚乳SOD和POD活性测定 称取1.0 g固体
胚乳，用0.1 mol/L磷酸缓冲液（pH 7.1）按重量（g）
∶
体积（mL）=1∶9的比例提取，液体胚乳按体积（mL）
∶
体积（mL）=1∶9的比例在冰浴条件下提取，3500 r/min
离 心 10 min 后 分 别 取 35 μL 液 体 胚 乳 提 取 上 清
液、20 μL固体胚乳提取上清液，按照操作说明测定
SOD活性。各取上述液体胚乳和固体胚乳的上清
液 100 μL，按 照 POD 试 剂 盒 操 作 说 明 测 定 POD
活性。
1. 2. 2 胚乳可溶性蛋白含量测定 取1.0 g固体胚
乳，用5%生理盐水按重量（g）
∶体积（mL）=1∶9的比
例，液体胚乳按照体积（mL）
∶体积（mL）=1∶9的比例
在冰浴条件下提取可溶性蛋白，3500 r/min离心10
min后取50 μL上清液，根据操作说明测定椰子胚乳
的可溶性蛋白含量。
1. 2. 3 胚乳GR活性测定 提取方法与SOD提取方
法相同。10000 r/min离心10 min后分别吸取20 μL
椰子胚乳提取上清液，
按照操作说明测定GR活性。
1. 2. 4 胚乳CAT活性和H2O2 含量测定 提取方法
与SOD提取方法相同。10000 r/min离心10 min后分
别取50和100 μL上清液，按照操作说明测定椰子胚
乳的CAT活性和H2O2含量。
1. 5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AS 9.1进行数理统计，并以Duncan’
s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小黄椰发育过程中果实的变化情况
由表1可知，在小黄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椰果
各部位随着果实的成熟呈现一定变化规律，其果肉
厚度逐渐增加，椰子水含量逐渐减少，椰子果实重量
逐渐减轻。椰子果实大小（纵径和横径）变化差异不
显著（P>0.05，下同），因为从6M开始椰子果实已基

本发育完成，不会随着植株发育而明显变大。椰子
在6M时其果实厚度平均仅0.1 cm，此时椰肉无法完
全覆盖椰壳内部，在随后的发育过程中椰肉逐渐覆
盖整个椰壳，椰肉也逐渐增厚，至果实成熟时（10M
和11M）椰肉厚度达1.1 cm，此时与其余各时期的椰
肉厚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同）。椰子水随着
果实的成熟逐渐减少，即从6M时的367 mL下降到成
熟时（11M）的205 mL，椰子水从充满整个椰腔变成
仅占椰腔的一部分。6M和7M时的椰子水含量差异
不显著，但从9M开始椰子水含量显著降低。由此可
见，
在椰子果实发育至逐渐成熟的过程中，
椰子水与椰
肉间密切关联，其物质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
2. 2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SOD的活性变化
由图1可知，不同发育期液体胚乳的SOD活性
均明显低于固体胚乳。其中，液体胚乳的SOD活性
随着果实的成熟整体上呈逐渐下降趋势，在6M时最
强，为11.02 U/mgFW，而后下降，至成熟时（10M~
11M）为8.20 U/mgFW；液体胚乳在6M~9M时的SOD
活性差异不显著，从10M时开始差异显著。而固体
胚乳的SOD活性呈两头高中间低的变化趋势，6M的
较高，可达44.26 U/mgFW，在7M时有所下降，8M
时有所回升，而后又下降，至10M达最低值，为30.57
U/mgFW，随后又升高；至11M时SOD活性最强，为
47.75 U/mgFW，与7M~10M时固体胚乳中SOD活性
差异显著。可见，在整个椰子果实发育期，固体胚乳
的SOD起主导作用。
2. 3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POD的活性变化
从图2可看出，随着果实的发育，液体胚乳的
POD活性呈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10M时达
最高值，为8.41 U/mg，与其他发育时期液体胚乳的
POD活性存在显著差异；6M时液体胚乳POD活性
最低，仅为3.03 U/mg。果实发育前期（6M~8M），固
体胚乳的POD活性高于液体胚乳，果实发育后期
（9M~11M）固体胚乳的POD活性低于液体胚乳；花
后9M时固体胚乳POD活性最强，为5.60 U/mg，但与
6M、8M和10M时固体胚乳POD活性差异均不显著。

表 1 小黄椰发育过程中果实的变化情况
Table 1 Fruit cha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yellow coconut
椰果部位
Part of coconut
果实纵径（cm）Longitudinal diameter
果实横径（cm）Transverse diameter
果肉厚度（cm）Pulp thickness
果实重量（kg）Fruit weight
椰子水含量（mL）Coconut water content

6M
16.1±0.4b
14.2±0.5
0.1±0.0e
1.2±0.2b
367±19a

7M
16.6±0.2ab
13.7±0.8
0.3±0.1d
1.3±0.1a
352±20a

发育时期 Development period
8M
9M
16.9±0.2a
16.5±0.4ab
13.9±0.6
13.7±0.2
0.5±0.0c
0.8±0.0b
1.02±0.0cd
0.8±0.1d
326±26ab
294±15bc

10M
17.0±0.4a
14.1±0.3
1.1±0.1a
0.7±0.1e
263±12c

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发育时期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P<0.05）

11M
17.1±0.4a
14.0±0.4
1.1±0.0a
0.64±0.0e
205±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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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SOD活性的变化
Fig.1 Changes of SOD activity in endosperm of coconu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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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POD活性的变化
Fig.2 Changes of POD activity in endosperm of coconu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可见，果实发育前期（6M~8M）固体胚乳的POD活性
起主导作用，而果实发育后期（9M~11M）液体胚乳
的POD起主导作用。
2. 4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CAT的活性变化
从图3可知，不同发育期液体胚乳的CAT活性均
明显高于固体胚乳，
其中6M时的差异最明显，
各发育
期固体胚乳的CAT活性是液体胚乳的1/4~1/2。液体胚
乳中的CAT活性随果实成熟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
变化趋势，
在6M时CAT活性最强，
为8.75 U/g，与其他
月龄液体胚乳的CAT活性呈显著差异，
最低值为9M时
的2.14 U/g。固体胚乳中的CAT活性随果实成熟整体
上呈逐渐下降趋势，在6M时CAT活性最强，为2.01
U/g，约是同期液体胚乳的1/4，与其他月龄的固体胚
乳呈显著差异，至11M时达最低值，仅为0.67 U/g。
2. 5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GR的活性变化
从图4可知，不同发育期果实液体胚乳的GR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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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CAT活性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CAT activity in endosperm of coconu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性均明显高于固体胚乳。其中，液体胚乳的GR活性
随果实成熟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至
9M时达最低值（1.63 U/g），而到10M果实成熟时又
有所升高，11M时再下降，在6M时其活性最强，为
4.64 U/g，与其他月龄液体胚乳的GR活性呈显著差
异。固体胚乳的GR活性随果实成熟基本上呈逐渐
下降趋势，其中在6M时最强，但相比液体胚乳的GR
活性仍然很低，仅为0.31 U/g，为同时期液体胚乳GR
活性的6%；而在椰子果实成熟（11M）时，固体胚乳
GR活性达最低值（0.08 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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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GR活性的变化
Fig.4 Changes of GR activity in endosperm of coconu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2. 6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可溶性蛋白的含量
变化
从图5可知，果实不同发育期固体胚乳的可溶
性蛋白含量均明显高于液体胚乳。其中，
固体胚乳中
的可溶性蛋白含量随果实成熟呈逐渐升高趋势，在
11M时最高，为10.37 g/L，与其他月龄固体胚乳可溶
性蛋白含量呈显著差异，最低值出现在7M时，为
3.33 g/L；液体胚乳中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最高值出现
在花后9M时，仅为0.53 g/L，6M时最低，0.11 g/L。
可见，整个椰子果实发育期固体胚乳的可溶性蛋白
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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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Fig.5 Changes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endosperm of coconu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2. 7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H2O2的含量变化
从图6可知，液体胚乳的H2O2 含量呈先大幅下
降后有所上升的变化趋势，最大值出现在花后6M
时，达113.79 mmol/g，与其他月龄液体胚乳H2O2含量
呈显著差异，在花后9M时达最低值（8.23 mmol/g）；
固体胚乳的H2O2 含量呈逐渐下降趋势，最大值出现
在花后6M，为7.47 mmol/g，在成熟时（11M）达最低
值（2.89 mmol/g），均远低于液体胚乳，其最大值仅
为液体胚乳H2O2含量最大值的1/16。说明在椰子胚
乳中液体胚乳H2O2起主导作用。
2. 8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各抗氧化酶活性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
由表2可看出，液体胚乳中CAT活性与GR活性
和H2O2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下同），相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99 和 0.96；CAT 和 GR 活 性 均 与 可 溶
性蛋白含量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0和

图 6 椰子果实发育过程中胚乳H2O2含量的变化
Fig.6 Changes of H2O2 content in endosperm of coconu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0.92，H2O2含量与可溶性蛋白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93；GR活性与H2O2含量呈极显著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0.93。由表3可看出，固体胚乳中
CAT活性与GR活性、H2O2含量分别呈显著和极显著
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91和0.94；GR活性与可溶
性蛋白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87。

3 讨论
本研究检测了SOD、POD、CAT和GR等抗氧化
酶活性，发现只有SOD活性是固体胚乳高于液体胚
乳，其余3种抗氧化酶活性均表现为液体胚乳高于固
体胚乳。究其中原因可能是液体胚乳的抗氧化酶活
性影响着固体胚乳的抗氧化酶活性，即在椰子果实
发育前期液体胚乳中的抗氧化活性酶起关键作用，
而在果实发育后期固体胚乳中的抗氧化酶也参与到
椰子的抗氧化代谢中。该结论也符合椰子果实成熟

表 2 液体胚乳中各抗氧化酶活性的相关性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coconut water endosperm
指标
Index
SOD活性 SOD activity
POD活性 POD activity
CAT活性 CAT activity
GR活性 GR activity
可溶性蛋白含量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H2O2含量 H2O2 content

SOD活性
SOD activity
1.00

POD活性
POD activity
-0.72
1.00

CAT活性
CAT activity
0.42
-0.60
1.00

GR活性
GR activity
0.33
-0.56
0.99**
1.00

可溶性蛋白含量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0.36
0.75
-0.90*
-0.92*
1.00

H2O2含量
H2O2 content
0.59
-0.78
0.96**
0.93**
-0.93**
1.00

*和**分别表示显著（P<0.05）或极显著（P<0.01）相关。表3同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and **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

表 3 固体胚乳中各抗氧化酶活性的相关性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coconut meat endosperm
指标
Index
SOD活性 SOD activity
POD活性 POD activity
CAT活性 CAT activity
GR活性 GR activity
可溶性蛋白含量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H2O2含量 H2O2 content

SOD活性
SOD activity
1.00

POD活性
POD activity
0.05
1.00

CAT活性
CAT activity
0.19
0.20
1.00

GR活性
GR activity
-0.13
-0.07
0.91*
1.00

可溶性蛋白含量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0.41
0.09
-0.67
-0.87*
1.00

H2O2含量
H2O2 content
0.38
0.18
0.94**
0.81
-0.51
1.00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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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液体胚乳逐渐减少而固体胚乳逐渐增厚，两
者间存在可溶性糖及脂肪酸等的物质转换过程的自
然生长规律（Li et al.，2019）。
本研究发现在椰子胚乳中GR活性较低，且固体
胚乳的GR活性较液体胚乳更低，最高仅为0.31 U/g。
可能与GR主要存在于植物叶绿体基质中，而椰子果
实胚乳不含叶绿体，因此其含量较低；此外，固体胚
乳是由液体胚乳经物质能量转化而来，故液体胚乳
GR活性高于固体胚乳。可溶性蛋白质是重要的渗
透调节物质和营养物质，其增加和积累能提高细胞
的保水能力，可对细胞的生命物质及生物膜起保护
作用。因此，可溶性蛋白含量是衡量植物生长发育
状况的一个重要生理生化指标，与植物的生长发育、
成熟衰老及抗逆性等密切相关（邓丽莉等，2012；Yu
et al.，2013）。固体胚乳的可溶性蛋白含量较高，在
11M时达最高值，为10.37 g/L，而液体胚乳的可溶性
蛋白含量很低，进一步验证固体胚乳是由液体胚乳
提供能量物质逐渐转化而来，且可溶性蛋白参与这
一转化过程。柳永强等（2012）研究表明外源H2O2可缓
解盐碱土壤对马铃薯的生长发育的抑制。徐芬芬等
（2017）研究发现添加低浓度的H2O（5~100
µmol/L）
2
可促进盐胁迫下水稻幼苗根系生长、根毛分化，而根
系 SOD、POD 和 CAT 活 性 增 强 ，脯 氨 酸 含 量 增 加 ，
MDA含量降低，增强水稻的抗盐性。目前，虽没有
关于椰子添加外源H2O2以调节其在盐碱地生长的研
究报道，但椰子生长在海边等盐碱地，苗期可借鉴草
本植物的方法适当添加H2O2，以促进椰子苗根系的
生长，增加椰子树体抗盐碱能力，但添加的浓度有待
进一步研究。
影响各抗氧化酶活性的因素有很多，酶与酶之
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唐功，2010）。陈瑶（2011）研究
分析盐碱胁迫下杨树叶片MDA含量与各抗氧化酶
的相关性，结果发现MDA含量与SOD、POD、CAT的
活性无关，在各抗氧化酶中，CAT和POD及SOD活性
间存在线性关系。本研究发现椰子果实胚乳的各抗
氧化酶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其中椰子果实胚
乳的CAT活性与GR活性和H2O2 含量均呈显著正相
关，与陈瑶（2011）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与椰子生长
的环境不同有关。本研究中，椰子果实胚乳的GR活
性与可溶性蛋白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液体胚乳的CAT
活性与可溶性蛋白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固体胚乳的
CAT活性分别与GR活性、H2O2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
正相关。推测这些指标在椰子胚乳抗氧化系统中存
在一定的关联性，尤其在逆境等胁迫下彼此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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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作用，调控椰子正常生长发育，但各抗氧化酶间
的互作机理还需进一步验证。

4 结论
不同成熟期椰子的胚乳抗氧化活性不同，液体
胚乳和固体胚乳的抗氧化活性也不同。椰子果实发
育前期液体胚乳中的抗氧化酶起关键作用，在果实
发育后期则固体胚乳的抗氧化酶逐渐起主导作用。
因此，鲜食椰子可选择9月龄前的果实较好，而加工
用椰子宜选择9月龄后的椰子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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