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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花蜜富含多种有机物和微量元素ꎬ 不同植物花蜜的分泌量以及化学物质构成存在很大差异ꎬ 不同花蜜采

集和保存方法都会影响其成分分析结果ꎮ 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ꎬ 总结了常用的 ６ 种野外花蜜收集方式( 注射器

法、 毛细管法、 滤纸法、 溶液稀释法、 离心法和抽吸法) ꎬ ６ 种花蜜保存方式( ４℃冷藏保存、 －２０℃冷冻保存、
－８０℃超低温保存、 －１９６℃液氮保存、 添加防腐剂保存和滤纸保存) 以及 ３ 类花蜜化学特征检测方式( 手持折光

仪、 比色法和色谱分析) ꎮ 深入比较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及其潜在的适用对象ꎬ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 毛细管

法、 －８０℃超低温保存及色谱分析是花蜜收集、 保存及分析最常使用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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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蜜通常是指由花基部分泌组织分泌产生的含
糖液体ꎬ 而这类分泌组织通常被称作蜜腺

[１]

ꎮ 蜜

第 ３９ 卷

花部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花蜜分泌特性ꎬ 导致花蜜收
集的操作难度比较大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

腺根据着生位置不同分为花外蜜腺和花内蜜腺ꎬ 花

先ꎬ 收集过程中ꎬ 花粉、 蜜腺毛等特殊花部结构影

内蜜腺分泌花蜜( ｆｌｏｒａｌ ｎｅｃｔａｒꎬ ＦＮ) 主要吸引传粉

响实验操作ꎬ 受损伤组织分泌液容易造成花蜜污

动物ꎬ 花 外 蜜 腺 分 泌 花 蜜 ( ｅｘｔｒａｆｌｏｒａｌ ｎｅｃｔａｒꎬ
ＥＦＮ) 主要吸引捕食性昆虫来限制草食介导间接防

御 [２] ꎮ 本研究着重讨论花内蜜腺分泌花蜜以及花
内花蜜在植物传粉过程所起的作用ꎮ

植物通过分泌花蜜吸引传粉者访花ꎬ 传递花

染 [５] ꎻ 其次ꎬ 大多数植物的单花花蜜量很少而不

易收集 [１３] ꎮ

在花蜜收集之前需要先将目标植物即将开放的

花进行套袋ꎬ 主要原因在于排除动物接触或移除花

蜜ꎬ 并选择合适的时间去除套袋收集花蜜 [１ꎬ ５ꎬ ７] ꎮ

粉ꎬ 帮助植物完成受精过程并产生种子 ꎻ 传粉
者以花蜜作为访花主要报酬ꎬ 获取能量及其它营养

目前常用的花蜜收集方法有如下 ６ 种:

需求ꎮ 花蜜中大部分溶质为糖类ꎬ 主要为传粉者提

微量加样器ꎬ 将注射器或微量加样器深入花蜜储存

[３]

供碳水化合物ꎬ 是传粉者的主要能量来源ꎮ 花蜜中
还存在许多微量物质ꎬ 如: 氨基酸、 蛋白质、 维生
素、 酚类、 脂类、 黄 酮 类、 萜 类 及 其 它 次 生 代 谢
物质 [４－６] ꎮ

花蜜作为连接传粉者和开花植物的关键纽带ꎬ

(１) 注射器收集法: 选择合适量程的注射器或

位置进行收集ꎬ 通过记录吸取液体体积确定收集花
蜜量 [１ꎬ １３] ꎮ

该方法读取花蜜量数值简单ꎬ 操作方便ꎬ 但一

般要求花蜜量足够大ꎬ 对于量少花蜜容易造成较多

对传粉者的访花偏好具有重要影响 [６－８] ꎮ 研究表明

花蜜残留ꎬ 适用性受花蜜量影响ꎮ

粉类群及其访花行为 [９ꎬ １０] ꎮ 例如ꎬ 不同传粉者类

蜜ꎬ 利用虹吸效应收集花蜜ꎮ 可以通过倾斜花朵或

花蜜分泌量、 化学组成及分泌时间会影响吸引的传

群对花蜜糖成分的偏好不同ꎬ 大部分鳞翅目和长喙

蜂类通常偏好蔗糖含量较高的开花植物ꎬ 而双翅目
蝇类、 短 喙 蜂 类 则 通 常 偏 好 富 含 己 糖 的 开 花 植

物 [１１] ꎮ 再如ꎬ 鳞翅目和其它不能以花粉为食的传
粉者ꎬ 其高频率访问植物类群所分泌的花蜜成分中
含有高浓度的氨基酸ꎻ 膜翅目及其它能利用花粉作

(２) 毛细管收集法: 将毛细管一端小心接触花

轻轻挤压蜜腺位置ꎬ 加速花蜜收集ꎮ 使用游标卡尺
测量毛细管上液柱的长度ꎬ 计算花蜜量 [７ꎬ １３] ꎮ 单

花花蜜量为毛细管液柱长占毛细管总长的比例乘以
毛细管总体积 [５ꎬ １４] ꎮ

毛细管法操作简单ꎬ 适用性广泛ꎬ 对花的损伤

较小ꎬ 可以减少组织液渗出对花蜜成分造成污染ꎮ

为氨基酸来源的传粉类群所访的植物ꎬ 其花蜜中氨

但对于花蜜浓度较高的植物ꎬ 毛细管法不易将花内

由于花的结构以及开花环境的多样性ꎬ 花蜜储

量单花花蜜量ꎬ 收集效果同样不佳ꎬ 花蜜量越微量

基酸浓度则相对较低 [１２] ꎮ

花蜜完全收集ꎬ 导致单花蜜量被低估 [１３] ꎮ 对于微

藏结构也存在着丰富的变异ꎬ 所分泌的花蜜量也表

误差越大 [５ꎬ １５] ꎮ

现出从非常微小到极度丰富ꎮ 在与花蜜相关研究的
实际操作中ꎬ 对花蜜采集、 保存及测试分析都要求
因材而异ꎬ 尤其是野外条件不便利的情况下ꎬ 合适
的方法能够显著提高花蜜收集效率以及后期测试分
析的数据质量ꎮ 本研究围绕花蜜采集、 保存及后期
成分检测等方面ꎬ 通过系统梳理文献ꎬ 深入总结了
多种花蜜收集方法、 保存方式及花蜜成分检测方

(３) 滤纸收集法: 根据花蜜量大小将滤纸剪裁

成适合尺寸ꎬ 其中一端狭窄至合适大小ꎬ 使其接触

花蜜液体ꎬ 以将花蜜吸附至滤纸上 [５ꎬ １３ꎬ １５] ꎮ 使用

蔗糖标准溶液在滤纸上浸染的面积作对照ꎬ 计算单
花花蜜量 [１５ꎬ １６] ꎮ

相比较于其它收集方法ꎬ 滤纸法收集使花蜜遗

留量更少ꎬ 所收集的花蜜较易保存和运输 [１５] ꎮ 但

法ꎬ 并比较分析了不同实验手段的优缺点及其潜在

是滤纸收集花蜜过程中较易被花粉或其它外来物质

的适用对象ꎬ 以期为开展花蜜收集、 保存及成分检

所污染ꎻ 此外滤纸收集法对于单花花蜜量的估算操

测等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指导ꎮ

作繁琐ꎬ 误差较大ꎬ 对后续花蜜成分分析造成一定

１

的局限性ꎮ

花蜜收集方法

(４) 溶液稀释法: 使用移液枪将已知体积的超

收集是花蜜相关研究的第一步ꎬ 由于很多植物
纯水与花蜜混合ꎬ 静置 １ ｍｉｎꎬ 再使用毛细管将稀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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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花蜜溶液收集ꎬ 游标卡尺测量吸取液体长度计算
体积ꎬ 从而估算出单花花蜜量

[５ꎬ １７]

ꎮ

壤水分、 养分和水资源利用量等外部及内部环境条

件的影响 [２１] ꎮ 花蜜离开活体组织并大量接触空气ꎬ

适用于量少、 粘 稠 的 花 蜜ꎬ 野 外 操 作 相 对 简

花蜜储存空间及环境发生显著改变ꎬ 此时安全有效

单ꎻ 但吸取稀释花蜜时液体会由于表面张力附着在

的花蜜储存方式是保证后期成分分析数据准确的重

花组织上ꎬ 当花蜜量极少时ꎬ 会使误差增大ꎬ 甚至

要决定因素ꎮ

回收花蜜稀释溶液少于加入液体体积ꎬ 无法对花蜜
量进行定量ꎬ 但可以进行后续成分定性分析

[１７]

ꎮ

(５) 离心收集法: 将处理后暴露蜜腺的花固定

在花蜜收集容器中ꎬ 收集容器高速旋转利用离心力

将花蜜从花中释放ꎻ 再使用毛细管收集离心花蜜ꎬ
游标 卡 尺 测 量 吸 取 液 体 的 长 度ꎬ 得 出 收 集 花 蜜
量

[５ꎬ １８ꎬ １９]

ꎮ

参考已发表文献ꎬ 目前常用的花蜜保存方法有
如下 ６ 种:

(１)４℃冷藏保存: 收集后的花蜜立即转移至

４℃冰箱进行保存 [７ꎬ １９] ꎮ

Ｍｏｒｒａｎｔ 等 [２２] 系统比较了多种保存条件对不同

储存时间花蜜的保存效果ꎬ 结果表明在 ４℃条件下
保存ꎬ １ 周后果糖浓度发生了显著 改 变ꎮ 因 此 在

适用于微量花蜜收集ꎬ 收集花蜜耗时较短ꎮ 对
于花蜜量少的物种ꎬ 可以多朵单花同时离心ꎬ 快速
收集花蜜ꎬ 在野外和室内均有操作实例

[１８ꎬ １９]

ꎮ 但

在离心过程中ꎬ 花蜜会在花组织表面残留ꎻ 另外在
潮湿天气ꎬ 会受到花外部水滴的影响ꎬ 造成数据误

差较大 [２０] ꎮ

(６) 抽吸收集法: 将电动真空泵连接的花蜜收

集管深入花蜜储藏位置ꎬ 利用动力将花蜜从花中吸
出ꎬ 再将花蜜从管中排出ꎬ 测量体积

[２０]

ꎮ

适用于较大花蜜量ꎬ 操作简单ꎬ 外加动力可缩
短操作时长ꎻ 但在操作过程容易受到气泡和花粉粒
的影响ꎬ 造成花蜜量估算差异较大ꎬ 并且电动真空
泵不易携带ꎬ 动力不易补充ꎬ 野外适用性有限ꎮ

４℃条件储存花蜜ꎬ 建议只能进行 １ ~ ３ ｄ 的短期
保存ꎮ

(２) － ２０℃ 冷 冻 保 存: 收 集 后 的 花 蜜 转 移 至

－２０℃冰箱进行保存 [２３ꎬ ２４] ꎮ

Ｍｏｒｒａｎｔ 等 [２２] 收集桉树 (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ｉ

ｓｓｐ. Ｆａｌｌｅｎｓ ＬＡ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ＫＤ Ｈｉｌｌ) 花蜜保存于
－２０℃条件ꎬ 并对不同保存时间进行了比较ꎬ 结果
显示ꎬ 蔗糖和葡萄糖在第 ７ ｄ 发生了变化ꎬ 糖比在
４ 周之内没有显著改变ꎮ 对于 －２０℃储存花蜜ꎬ 适
用于短期花蜜保存ꎬ 需要快速完成后期分析ꎮ

(３) －８０℃超低温保存: 收集后的花蜜转移至

－８０℃超低温冰箱进行保存 [２５] ꎮ

超低温保存是目前文献中比较常用的花蜜保存

不同的植物特征和实验条件适用于不同的操作

方式ꎬ 但对于超低温保存花蜜最佳时间期限及不同

方法ꎬ 因此收集花蜜前需熟知所研究物种的花蜜特

保存时间下花蜜的保存效率并没有明确的研究ꎮ 此

征和实验条件ꎬ 以便选择最合适的花蜜收集方法

外ꎬ 超低温保存在野外条件下难以实现ꎮ

管收集法、 滤纸收集法或两者结合使用ꎮ

液氮中进行保存ꎮ

(表 １) ꎮ 目前应用范围较广的花蜜收集方法是毛细

２

(４) －１９６℃液氮保存: 将收集后的花蜜转移至
目前鲜有研究针对液氮保存花蜜的效果进行评

花蜜保存方法

估分析ꎮ 液氮保存对于其它生物材料( 如 ＲＮＡ、 人

花蜜成分组成会受到温度、 湿度、 微生物、 土

表 １ 花蜜收集方法比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ｃｔａ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ａｂｌｅ １
实验方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羊膜等) 得到了广泛应用 [２６－２８] ꎮ 但液氮保存成本较

优势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局限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注射器收集法

操作方便

不适用少量花蜜

毛细管收集法

适用广泛

不适用微量花蜜或粘稠度高花蜜

滤纸收集法

花蜜残留少

易受污染

溶液稀释法

适用微量花蜜或粘稠度高花蜜

定量误差较大

离心收集法

耗时短

花蜜残留

抽吸收集法

耗时短

不适用微量花蜜仪器不易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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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 且需要进行定期补充ꎬ 不易携带ꎬ 对野外操作

其成分进行分析ꎬ 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ꎮ 但由于偏

限制较大ꎮ 同时液氮保存花蜜时应注意取出花蜜的

僻野外条件限制ꎬ 花蜜输送较为困难ꎬ 实验条件有

操作方式ꎬ 取出至室温的花蜜保存管会因为前后温

限ꎬ 无法立即对花蜜进行分析ꎬ 此时应当采取及时

差相差较大ꎬ 导致离心管等容器炸裂ꎮ 若采用此方

有效的保存方法ꎬ 如液氮保存或其它多种保存方法

法需提前做好准备工作ꎬ 防止造成实验材料和人员

组合使用ꎬ 减少对花蜜成分的影响ꎬ 尽可能快速的

安全等问题ꎮ

(５) 添加防腐剂保存: 收集花蜜后进行保存之

前ꎬ 在花蜜中加入防腐剂如甲醇、 乙醇和苯甲醛

等ꎬ 之后进行冷冻或冷藏 [７ꎬ ２２ꎬ ２９] ꎮ

进行后续实验( 表 ２) ꎮ

３

花蜜检测方法
花蜜总糖浓度及各成分物质如糖、 氨基酸等组

添加防腐剂处理是在分析保存花蜜常用方法ꎮ

花蜜中存在蔗糖转化酶ꎬ 可能会对花蜜糖成分产生

成是花蜜相关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指标 [６ꎬ ２９] ꎮ

３ １

花蜜总糖浓度测量一般使用手持折光仪读取数

影响ꎬ 但防腐剂甲醇、 乙醇和苯甲醇等可以抑制蔗
糖转化酶的水解过程

[３０－３２]

ꎮ 然而ꎬ Ｍｏｒｒａｎｔ 等

[２２]

花蜜总糖浓度

值

[１ꎬ ６ꎬ １３ꎬ ３４]

ꎬ 该方法检测花蜜用 量 少ꎬ 花 蜜 检 测

通过实验证明添加苯甲醇、 甲醇保存花蜜会产生一

量可以少至 ０ ２ μＬꎬ 仪器检测总糖浓度范围大概在

些明显不良的后果ꎬ 即保存一段时间后ꎬ 苯甲醇会

０ ~ ５０％或 ０ ~ ８０％ꎬ 仪器易携带ꎬ 操作简单ꎬ 适

氧化成苯甲醛ꎬ 进行色谱分析时苯甲醇峰会淹没果

合野外花蜜总糖浓度测量 [１６] ꎮ 若检测物种种类较

糖峰ꎬ 甲醇会使蔗糖、 果糖等糖成分浓度发生变

多ꎬ 单一量程可能不能满足所有物种总糖浓度测量

化ꎮ 添加剂使用乙醇会干扰色谱分析果糖成分测

范围ꎬ 此时可能需要两支不同量程手持折光仪或将

定ꎮ 添加防腐剂进行花蜜保存不利于后期花蜜样品

超过测量量程的花蜜稀释 ２ ~ ３ 倍ꎬ 之后再使用仪

分析ꎬ 需要对花蜜进行预处理从而去除防腐剂ꎬ 以

器测量稀释后的花蜜溶液ꎬ 计算得出原始花蜜总糖

防对花蜜成分分析结果造成影响ꎬ 但在添加防腐剂
的过程中ꎬ 花蜜成分是否发生变化ꎬ 暂时并没有明
确的研究结论ꎮ

浓度 [５] ( 表 ３) ꎮ

３ ２

花蜜糖成分

目前花蜜组成成分的主要检测方式包括比色法

(６) 滤纸保存: 花蜜收集后ꎬ 置于滤纸上ꎬ 进

和色谱分析法ꎮ 比色法对糖定性、 定量操作步骤繁

滤纸保存较为方便ꎬ 便于运输ꎮ 滤纸保存方法

糖的值略高于实际值 [３５] ꎬ 因此会高估花蜜的糖含

行风干ꎬ 放置于室温或冷藏、 冷冻保存

[１ꎬ ９ꎬ ３３]

ꎮ

进行后期实验时ꎬ 需溶解之后再用于实验分析ꎬ 但
滤纸溶解之后的纤维会对花蜜成分造成影响ꎬ 使其

花蜜成分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 [２２] ꎮ

琐ꎬ 检测数值精确度较低ꎬ 该方法检测葡萄糖和果
量ꎮ 色谱分析糖类主要方法有气相色谱法 [３４] 、 离

子色谱法 [７] 、 液相色谱法 [１] 等ꎮ 由于糖类挥发性

过低、 极性太强ꎬ 没有紫外吸收团和荧光基团ꎬ 使

不同的花蜜保存方法对后期花蜜检测成分结果

用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法时ꎬ 不适宜用紫外检测

有重要影响ꎬ 但在花蜜储藏过程中花蜜组成成分的

器ꎮ 若要使用该检测器ꎬ 需要对花蜜进行预处理ꎬ

变化等方面的问题ꎬ 仍然没有足够的研究进行评

操作复杂ꎬ 而微量花蜜不能提供足够蜜量进行分

估ꎮ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ꎬ 花蜜收集之后应该尽快对

析ꎮ 花蜜成分中糖含量一般较高ꎬ 因此花蜜中糖分

Ｔａｂｌｅ ２

表 ２ 花蜜保存方法比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ｃｔａ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实验方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优势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局限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４℃冷藏保存
－２０℃冷冻保存

保存条件易获得

无法长期保存

糖比变化减缓

无法长期保存

－８０℃超低温保存

适用广泛

野外条件难实现

－１９８℃液氮保存

适用广泛

需不断补充液氮操作存在危险

添加防腐剂保存

抑制转化酶活性

防腐剂影响花蜜成分分析

滤纸保存

操作、运输简便

滤纸纤维影响花蜜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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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花蜜特征检测方法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ｃｔａ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昂贵ꎬ 对于微量花蜜ꎬ 可能不能满足衍生化所需样
品量ꎬ 且预处理可能会使样品丢失ꎮ 阴离子交换分
离可以直接检测ꎬ 无需进行衍生化ꎬ 操作简单ꎬ 但

花蜜特征 实验方法
优势
Ｎｅｃｔ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局限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总糖浓度 手持折光仪

操作方便

量程范围较小

[１ꎬ ５ꎬ ６ꎬ ３４]

比色法

费用低廉

精确度不高

色谱分析

分析精确

成本较高

成分分析

２０５

[３５]

[１ꎬ ７ꎬ ３９]

的检测可以采用液相色谱配置示差折光检测器( ｒｅ￣
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ꎬ ＲＩＤ) 进行ꎬ 该方法是检测

糖成分标准检测方法 [３６] ꎮ 高效液相色谱配置蒸发

检测时长较长ꎮ
花蜜成分检测方法的选择ꎬ 应该根据花蜜实验
目的ꎬ 选择合适的方法ꎻ 若花蜜量较少ꎬ 需要对花
蜜成分精确定量ꎬ 建议使用色谱分析ꎻ 若花蜜量满
足比色法需求ꎬ 对花蜜某种成分粗略定量可以使用
比色法进行检测( 表 ３) ꎮ

４

结论

光散射检测器(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ｇｈ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

花蜜对动植物关系维持的作用机制需要大量研

ｔｉｏｎꎬ ＥＬＳＤ) 也是标准分析方法之一ꎬ 但该检测器

究数据进行解释ꎬ 花蜜在群落、 种间及种内不同尺

价格昂贵、 适用性较低ꎮ 利用离子色谱法检测糖成

度下ꎬ 都是植物与传粉者互作关系的重要影响因

分也有文献报道ꎬ 离子色谱检测灵敏度高ꎬ 但色谱

素ꎮ 在野外对花蜜进行收集、 保存是重要数据获取

峰图出峰宽ꎬ 导致分离度低ꎬ 检测糖类物质会在电

环节ꎬ 采取不同收集保存方法对后期花蜜检测分析

极 表 面 发 生 氧 化 还 原 反 应ꎬ 影 响 检 测 结 果 准 确

结果存在直接影响ꎮ 对野外不同收集、 保存、 检测

ꎮ 因此ꎬ 现有文献中花蜜糖成分检测大多使

方法的适用性及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价具有重要意

比色法和色谱分析是花蜜化学成分常用检测方

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加强这方面的认知ꎬ 以便为花

式ꎬ 两种检测手段各有优劣ꎮ 比色法检测相较于色

蜜相关研究提供更多技术支撑ꎮ 根据不同物种花蜜

谱分析成本较低ꎬ 检测仪器使用广泛ꎬ 但检测结果

特性、 野外操作条件及实验目的ꎬ 选择合适的花蜜

精确度 较 低ꎬ 对 花 蜜 量 要 求 较 高ꎬ 实 验 步 骤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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