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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皮黑變於採收時並不發生，但經低溫

貯藏後，回溫時即開始顯現病症，往往造成

很大的損失。此病症類似發生在西洋梨表面

燙傷（superficial scald或Anjou scald），但兩者

發生機制是否相同，相關研究仍少，故暫稱

果 皮 黑 變 。 在 臺 灣 新 興 栽 培 的 新 雪

（ S h i n s e t s u ） 於 冷 藏 後 常 發 生 ； 新 高

（Niitaka）、新水（Shinsui）亦有可能發生。

本病僅發生於果實果皮上，對內部的果

肉並無影響仍可食用。發病時，果實外表產

生不規則的黑褐色斑點或區塊（圖一、圖

二），中間顏色較深，周圍較淺；嚴重時，

整個梨皆呈褐色。

此病症由低溫所導致的生理障礙，即寒

害的結果，如新雪梨在9℃以下即會發生本

病，溫度愈低愈嚴重；1℃下貯藏2週，症

狀明顯。另外，表面燙傷的發生機制，1919

年推論是因果實本身所產生的揮發性物質所

引起，至1950年已證實，並自蘋果果實分析

出主要的致病成分為α-farnesene（2.6.10-

trimethyl-2.6.9.11-dodecatetraene）及MHO（6-

methyl-5-hepten-2-one）。α- farnesene主要是由

FPP（farnesol pyrophosphate）衍生而來，再經

採收後之生理障礙–果皮黑變
Postharvest disorder - Fruit skin blackening

圖一：新雪梨貯藏於1℃經5週

後，外表型態的變化。正

常的果實（左）；果皮呈

黑變（右）。（郭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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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後形成MHO，此類物質可以直接傷害

細胞，促使細胞內激態氧分子（active oxygen

species）如O2-、H2O2氧化蛋白質之胺基酸

形成carbonyl群，為造成褐化的因子。故干

擾α-farnesene及MHO的形成，或抑制細胞

有氧化反應（如低氧或抗氧化劑），可防止

表面燙傷的發生。除低溫外，另有下列因子

可能和果皮黑變有關：

（一）品種

非所有梨品種皆會發生此病害，如新

雪、新水易發生，但新興（Shinko）則較不

會，故認為此病害具遺傳性。

（二）採收前因子

如果實於低鈣及高氮情況下，黑變情形

較嚴重；此外，溫熱及乾燥地區的梨，較冷

涼地區易發生，主要因果皮角質或臘的成分

及含量不同造成。

（三）成熟度

一般成熟度愈低，愈容易發生果皮黑

變，這可能和果實抗氧化能力高低有關。

（四）貯藏條件

低溫、高氧低二氧化碳、乙稀累積及通

風不良等皆會誘發果皮黑變。

預防表面燙傷的最根本方法，從品種篩

選開始，其次為注意採收成熟度，在採收後

可用下列方法防治：

（一）低氧、超低氧或低乙烯氣調貯藏

氣調貯藏（CA）時控制氧氣濃度在0.7

%以下；亦可施用乙烯吸收劑（如1-MCP, 1-

methylcyclopropene）或乙烯作用抑制劑，可

有效控制表面燙傷。

（二）低壓貯藏

將果實貯存在減壓條件下，可防止α-

farnesene物質在果實內殘留，以達防止果皮

黑變發生。

（三）熱處理

在進行低溫貯藏前先將果實放置於38℃

下4日，可控制表面燙傷的發生，但熱處理

對果實風味可能些微影響。

（四）酒精處理

梨或蘋果在貯藏前用少量酒精蒸氣或將

酒精注入果腔，皆可明顯減少表面燙傷之出

現。

（五）化學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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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新雪梨貯藏於1℃經4週後，果皮黑變

如燙斑。（郭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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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氧化劑，如美國於1960及1962年

分別通過允許在蘋果使用二苯胺（dipheny-

lamine, DPA）及ethoxyquin（6-ethoxy-1.2-dihy-

dro-2.2.4- trimethylquinoline），許可濃度分別為

10 ppm及3 ppm。此類抗氧化劑雖然效果良

好，須注意毒性殘留，本國將二苯胺列入管

制毒物，故使用時需申請許可。另外，可使

用油紙包裹果實，吸收α-farnesene及MHO

物質，降低表面燙傷的發生；或用一些可食

性的被膜及抗氧化劑，塗布在果實表面亦有

效果，此類物質如脂肪酸蔗糖酯（sucrose-

fatty acid ester）、水溶性維他命C（Ascorbic

Acid）、食用油（如葵花油、花生油、橄欖

油類），或加入脂肪酸蔗糖酯的棕櫚酸維生

素C酯（ascorbyl palm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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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蜜症又稱水心症、水傷、燙傷、蜜

傷、蜜症，是亞洲梨系統如豐水梨（Hosui）

及二十世紀梨，常發生的生理障礙。豐水是

臺灣地區高接梨栽培模式中主要的品種，市

場消費要求大果及高糖度的品質，而栽培者

欲達此目標，常過度施用生長素及肥料，增

加梨蜜症的發生率，因此嚴重影響產品信

譽。

梨蜜症主要發生在內部果肉，在成熟期

採收後即將果實切開，在切面可見水浸狀，

以近萼端果肉最易發生（圖一）。此病在採

收時即已發生，若現採現食，風味仍可接受

且呈味甜多汁狀，但若放置數天，則有異味

發生。此症狀的形成原因一般認為有二，一

為果實發育近成熟期因逆境使山梨糖醇脫氫

酵素（sorbitol dehydrogenase）活性下降，造

成山梨糖醇（sorbitol）無法進入細胞貯藏而

停留在細胞間隙，導致胞外滲透壓升高，而

由細胞中吸收水分，而造成水浸狀。另一原

因可能因果肉鈣含量不足有關，缺鈣下細胞

壁結構不完善，而導致通透性失衡，造成山

梨糖醇滯留細胞間隙，形成水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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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後之生理障礙–梨蜜症
Postharvest disorder - Water core

圖一：豐水梨不同程度之水

心症，（A）正常，

指 數 0 、 （ B ） 輕

微，指數 1 、（C）

中度，指數2、（D）

嚴重，指數3。橫線

代表2公分。

（郭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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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豐水、二十世紀、新世紀、八雲、長

十郎等品種易發生梨蜜症，新水、新

興則較少發生。

（二）果實太成熟或老化時易發生梨蜜症。

（三）果園地下水位高，排水不良，及遇雨

積水不退，梨蜜症發生率偏高。

（四）根部受傷、生長勢弱的梨樹亦易發生

梨蜜症。

（五）套袋及幼果期處理激勃素（GAs）會提

高梨蜜症的比例。

（一）慎選栽種品種。

（二）果實成熟度適當時即進行採收，勿採

收過度成熟果實。

（三）增加鈣肥的施用，如乳酸鈣、碳酸鈣

等。

（四）注意生長調節劑施用時機及種類，如

幼果期施用細胞分裂素，小果期施用

激勃素。

（五）選用透氣性佳及具隔熱效果的袋子進

行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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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yme actives in the watercore fruit of Japanese

pear (Pyrus serotina Rehd. Var. culta Rehd.). J.

Japan. Hort. 52：250-255.

（作者：謝慶昌）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7

梨超過貯藏期限，果皮會呈黑褐色，甚

至果皮剝落（圖一），並影響果肉品質。預

防此病須由適當成熟度，溫度管理及避免貯

存期過長等著手。

為亞洲梨系統常發生的生理障礙，主要

是近果心處的果肉呈水浸狀，可能是因果肉

內梨糖醇含量高所引起的毒害，亦和缺鈣有

關。此病害採收時即已發生，若採收時病症

輕微，只要在常溫放置3 ~ 4日即可恢復；若

嚴重時，再經貯藏，則果肉會褐化。預防此

病最有效方法即不要採收過度成熟果實；另

外，採收後可用光學及比重等非破壞性測定

將病果挑選出來。

病徵是在果皮呈暗綠色小點，果肉呈乾

褐色的凹陷或空洞。此病可能是灌溉不良或

營養失調（尤其缺鈣）所引起。以西洋梨較

容易發生，亞洲梨較少發生。

此病是一種衰老的表徵，近果心部分的

果肉發生褐化及軟化現象，晚採或較大的果

實在貯藏期間易發生此病，故採收成熟度適

當的果實，及採收後快速冷卻都有助於減少

此症狀之發生。

106

其它生理障礙及擦壓傷

圖一：臺中三號梨低溫貯藏後，果皮龜裂剝落

現象。（郭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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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為低溫不敏感的水果，不易受寒害，

但臺灣橫山梨系統對低溫敏感，在10℃以下

即有可能發生寒害，其症狀是果心和果皮間

的果肉發生褐化，回溫後有異味。故育種

時，此潛在因子須列入選種考量。

採收、分級、選別、裝箱、運輸等階

段，操作時發生壓傷及擦傷，梨果受機械傷

害時引起酚類化合物氧化，造成果實褐化，

影響外觀品質，並誘發果實產生乙烯，加速

後熟及老化，並導致病原菌容易由傷口侵入

引起病害。

（作者：謝慶昌）

圖二：橫山梨果實寒害症

狀。（郭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