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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後預冷對番石榴果實貯藏品質之影響 
 
 

邱 俊 源 1)   林 慧 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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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臺灣番石榴外銷量逐年攀升，為了改善夏季'珍珠'番石榴果實不耐低溫貯運、

品質較差及寒害問題。本試驗目的在探討利用採收後預冷處理，調查果實貯藏品

質，了解不同預冷方式對果實低溫貯藏品質及寒害症狀之影響，期望能建立有效

維持夏季番石榴採收後品質及延長貯運壽命。'珍珠'番石榴採收後立刻進行預冷處

理，結果顯示，以冰水預冷冷卻最快，其次為壓差預冷，最慢為一般室冷，貯藏品

質以壓差預冷可有效延緩果實貯藏期間硬度下降，但是在可溶性固形物及抗壞血

酸含量方面，不同預冷處理則無明顯差異，而經 1℃貯藏 14 天且 5℃貯藏 7 天再

於 25℃回溫 3 天後冰水預冷的果實，即出現明顯果皮褐化及腐爛現象，顯示冰水

並不適合做為番石榴預冷方法，採收後以壓差預冷處理較佳。 
 
 

前   言 

番石榴學名為 Psidium guajava L.，屬於桃金孃科(Myrtaceae)番石榴屬(Psidium)之常綠

熱帶果樹，原產於墨西哥及祕魯一帶的熱帶美洲地區，普遍栽種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Lim 
and Khoo, 1990)。臺灣重要栽培品種仍以'珍珠拔'為主，佔栽培面積達 9 成以上，主要產區

則集中於高雄市、台南市與彰化縣三個縣市(張和林，1998；張，2011)，而且臺灣果農利

用修剪及摘心技術調節產期，已可全年生產，是我國目前重要的經濟果樹之一。臺灣番石

榴正常產期集中在夏季 7~9 月，由於果實生育期正值夏天炎熱高溫多雨時節，果實發育成

熟快速，導致內容物容易累積較少而品質不佳，果實於低溫貯藏更易出現果實軟化及寒害

症狀，不利於臺灣番石榴外銷貯藏作業和產業未來發展(張和林，1998)。 
本試驗為了改善'珍珠'番石榴果實不耐低溫貯運、品質降低及寒害問題，於番石榴採

收後迅速進行預冷處理，盡速去除果實田間熱，降低採收後果實品質劣變，並模擬外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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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貯運過程，調查果實貯藏品質，了解不同預冷方式對果實低溫貯藏品質及寒害症狀之影

響，期望能建立有效的夏季番石榴採收後處理方法。 
 
 

材 料 與 方 法 

一、 試驗材料及取樣方法 

實驗材料取自彰化縣大村鄉宋氏果園，於 2014 年 9 月 2 日早上 9 點至果園內採收園

藝成熟度 6-7 分之'珍珠'番石榴果實約 220 顆，採收後 1 小時內迅速送回臺中國立中興大

學實驗室立刻進行預冷處理，每處理預冷約 40-50 顆果實。實驗處理分別進行冰水預冷

(Hydrocooling)將果實塑膠外袋去除保留舒果網，置入碎冰加水的水桶內(100L)，水溫維持

在 1-2℃；壓差預冷(Forced-air cooling)以紙箱(47*34*35cm)挖取 3 個直徑 5 公分的空洞作

為進風口，另一邊挖取直徑 8.5 公分作為出風口並緊密裝設一台抽風扇(出風口風速

18.1m/s)，將果實平均推放於紙箱內，密封後置於 1℃恆溫箱內進行抽風，箱內風速平均約

為 1-1.5 m/s；紙箱包裝室冷(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將果實放置於箱內，紙箱兩邊挖

取與壓差預冷紙箱同樣大小洞口而無裝設抽風扇，同樣於 1℃恆溫箱進行預冷；無包裝室

冷(Non-package room cooling)為沒有使用紙箱包裝，果實保留塑膠袋及舒果網堆置於塑膠

籃內，於 1℃恆溫箱進行預冷；對照組為無進行預冷處理，放置室溫 1 天後才進行貯藏。

每處理均裝設 1-2 台溫度計觀察果心溫度變化，待果心溫度降至 5℃時取出，更換新的塑

膠袋(有孔 PE 袋,0.02mm)後進行貯藏試驗。貯藏試驗則模擬外銷貯藏，分別在貯藏前、1

℃貯藏 14 天後、1℃貯藏 14 天後再經 5℃貯藏 7 天後、1℃貯藏 14 天再經 5℃貯藏 7 天再

於 25℃回溫 3 天後出庫調查，各處理每次取 9 顆果實調查果實品質與寒害程度。另外，

每處理取 10 顆果實固定於每次貯藏期取出測定失重率、果皮顏色及拍照觀察。 

二、 調查項目及分析方法 

(一)果心溫度預冷曲線 

於 2014 年 9 月大量預冷試驗中調查果心預冷曲線(含外包裝)，將溫度計(TES,1311A 

Digital Thermometer)探針插入果心，記錄貯藏前果心溫度，之後將檢測果實大約放置於果

實推疊位置的中間，每 10 分鐘記錄溫度計顯示讀值。當果心溫度達 5℃即停止調查。 

(二)果肉硬度 

以手持式硬度計(Penetrometer FT-327, Italy)測定果實以直徑 8mm 探針穿刺果肉所需

之最大力量，每個果實測量赤道面上對應之兩點-三點求其平均值，單位以牛頓(N/cm2)表

示。計算:硬度(N/cm2)=以硬度計測得最大力量(Kg) ×9.80665/(0.4×0.4×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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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實可溶性固形物 

以電子式糖度計(ATAGO PR-32)測定果肉擠壓出汁液之可溶性固形物，每個果實測量

赤道面上對應兩點汁液混合之讀值，單位以°Brix 表示。 

(四)果實抗壞血酸測定 

將新鮮果實切丁後秤取 2 克，將 2 克果實樣品加 9 毫升偏磷酸抽取液(含 6% 

metaphosphoric acid 之 2 N acetic acid)於研缽磨碎，以抗壞血酸試紙(Reflectoquact® ascorbic 

acid test strip, Merck)沾取後置入 RQ-flex(RQ-flex 10, Merck, Germany)讀取抗壞血酸之濃度

(mg/l)，換算濃度單位以 mg/100 g 表示。 

(五)果皮顏色 

測定以攜帶型分光色差儀(Mini Scan XE Plus, Model 4500S)測定果實赤道面上相對應

兩點之 L*、a*及 b*值，並換算出 C*、h°值，每個果實以兩點平均值表示。色座標(Color 

scale)以 CIELAB 表示；L*表示明亮度(Lightness)，100 為白色，0 為黑色；a*表示紅綠程

度(a value)，正值偏紅、負值偏綠；b*值表示黃藍程度，正值偏黃、負值偏藍；C*值表示

彩度(Chroma)，以 C* = (a*2 + b*2)1/2計算而得，數值越高代表顏色越濃；h°表示色相角(Hue 

angle)，以 h° = tan-1(b*/ a*)計算而得，0°為紫紅色、90°為黃綠色、180°為綠藍色、270°為

藍紫色，表示顏色色相之變化。 

(六)果實外觀及果肉寒害指數 

以目測方式對果實寒害症狀進行區分，將寒害症狀的指標分為四項，分別為果皮褐化、

果皮腐爛、果心維管束褐化、果心水浸狀。指數分為 5 級，0 代表沒有寒害症狀出現；1 為

局部或症狀輕微 1-20%，果實品質尚佳；2 為寒害症狀擴大或寒害面積 20-40%，果實仍具

商品價值；3 為寒害症狀佔果實 40-60%面積，果實已不具商品價值；4 為寒害症狀面積達

60-80%；5 為寒害症狀嚴重，面積大於 80%，完全不具商品價值。以人為觀察判定的指數

作為寒害程度之表示方式。 

 

三、 統計分析 

將試驗結果以 SAS 9.3 軟體(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Institute Inc)計算平均值，並利

用 ANOVA 進行變方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及最小顯著差異檢定(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LSD)比較各處理間之差異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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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採收後預冷處理對番石榴果心溫度之影響 

在 2014 年夏季 9 月份進行大量果實預冷處理，調查不同預冷處理對番石榴果心溫度

的影響，結果發現夏季果實採收後的果心溫度高達 32-34℃，表示夏季番石榴採收後含有

高的田間熱。由果心溫度曲線圖顯示，預冷速率最快為除去塑膠外袋的冰水預冷處理

(Hydrocooling)，其次為含紙箱包裝的壓差預冷(Forced-air cooling)，最慢則是紙箱包裝室冷

處理(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與沒有使用紙箱包裝的無包裝室冷處理(Non-package 

room cooling)(圖 1)。而不同預冷處理所需的冷卻時間也不相同，以冰水預冷處理的果實到

達 15℃需要 60-90 分鐘(1~1.5 小時)，接近目標溫度 5℃也需 210-240 分鐘(3.5~4 小時)；壓

差預冷(瓦楞紙箱)處理到達 15℃需要 180-210 分鐘(3~3.5 小時)，果心溫度接近 5℃則需

420 分鐘(7 小時)；紙箱包裝室冷處理與無包裝室冷處理的預冷曲線和冷卻時間較為接近，

大約需要 13 小時才能到達果實中心目標溫度 5℃。 

 

 

 

 

圖 1. 採收後不同預冷方式對'珍珠'番石榴果心溫度之變化(2014 年 9 月)。 

Fig 1. Changes of precooling treatments on fruit core temperature of 'Jen-Ju' guava in 

Sept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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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收後預冷處理對番石榴果實貯藏品質及寒害症狀之影響 

將夏季番石榴果實採收後立刻進行不同預冷處理，結果顯示對照組的果實硬度隨著貯

藏期間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在 1℃貯藏 14 天後及 1℃貯藏 14 天且 5℃貯藏 7 天後以壓差

預冷處理的果實硬度最高，皆顯著高於無預冷之對照組處理，尤其在 25℃回溫 3 天後，

全部預冷處理均明顯高於對照組，故採收後預冷處理可以減緩果實硬度下降，尤其在回溫

後效果更明顯。可溶性固形物方面，1℃貯藏 14 天且 5℃貯藏 7 天後以紙箱包裝室冷處理

含量最高(9.44°Brix)，無包裝室冷處理則最低(8.27°Brix)，經 25℃回溫 3 天後則為對照組

最高(9.93°Brix)。在抗壞血酸含量方面，不同預冷處理在各個貯藏階段較無一致的差異趨

勢(表 1)。 

果實顏色方面，1℃貯藏 14 天後不同預冷處理間果實顏色均不受影響，經 1℃貯藏 14

天且 5℃貯藏 7 天後以無紙箱包裝室冷處理的果皮亮度、紅綠程度、黃藍程度及彩度數值

均為最低，色相角則為最高(102.99 h∘)，顯示無包裝室冷處理的果皮呈現較暗綠的顏色，

而紙箱包裝室冷處理的果皮黃藍程度及彩度皆為最高，顯著高於對照組及無包裝室冷處理

的果實。最後經 25℃回溫 3 天的貯藏階段以冰水預冷處理的果皮顏色最差，在亮度、彩

度及色相角皆顯著低於對照組，而紅綠程度較高呈現退綠的顏色。另外，對照組的果皮亮

度數值最高，優於壓差預冷及無包裝室冷處理，其餘的果皮顏色指標除了冰水預冷處理外，

對照組與不同預冷處理之間無顯著變化(表 2)。 

低溫貯藏環境對於果實寒害症狀的影響，無包裝室冷處理在 1℃貯藏 14 天後果皮褐

化及果心水浸狀指數最高，無法有效減緩寒害發生，而壓差預冷及紙箱包裝室冷處理的果

皮褐化及果實腐爛症狀較輕微，在維管束褐化則以冰水預冷處理為最高(0.9)。壓差預冷處

理經過 1℃貯藏 14 天且 5℃貯藏 7 天後，果皮褐化及維管束褐化情形較嚴重，而果心水浸

狀則比對照組輕微。果實在低溫貯藏條件下再經回溫後容易誘發寒害症狀出現，結果顯示

果皮褐化以冰水預冷處理最嚴重(3.8)，其次無包裝室冷處理為 2.7，果實腐爛同樣為冰水

預冷處理較對照組嚴重，而果肉維管束褐化則是冰水預冷及壓差預冷處理最嚴重。在 1℃

貯藏環境下果實尚未出現明顯寒害症狀，但對照組經 1℃貯藏 14 天且 5℃貯藏 7 天後果實

剖面即發現較明顯的果心水浸狀，而壓差預冷及無包裝室冷處理的果肉有輕微維管束褐化

的症狀(圖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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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採收後不同預冷方式對'珍珠'番石榴夏季果實貯藏品質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precooling treatments on fruit quality of 'Jen-Ju' guava during storage in 

summer.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Treatmentsz 
Firmness 

(N/cm2) 

TSSy 

(°Brix) 

Ascorbic acid 

(mg/100 g) 

At harvest Control 127.0 8.2 149.82 

1℃14 days 

Control 113.7 bx 9.51 a 137.45 a 

Hydrocooling 122.9 ab 8.71 a 147.52 a 

Forced-air cooling 125.4 a 8.80 a 134.12 a 

Carton package RC 117.4 ab 9.40 a 153.00 a 

Non-package RC 115.5 ab 9.16 a 154.25 a 

1℃14 days 

+5℃7 days 

Control 102.5 c 8.49 ab 143.40 a 

Hydrocooling 108.6bc 8.96 ab 117.15 b 

Forced-air cooling 128.2 a 8.58 ab 126.17 ab 

Carton package RC 109.0 bc 9.44 a 125.96 ab 

Non-package RC 124.2 ab 8.27 b 102.72 b 

1℃14 days 

+5℃7 days 

+25℃3 days 

Control  80.1 b 9.93 a 121.76 a 

Hydrocooling 113.4 a 8.78 b 118.20 a 

Forced-air cooling 117.5 a 8.36 b 124.65 a 

Carton package RC 107.9 a 8.58 b 126.84 a 

Non-package RC 112.7 a 8.84 b 119.00 a 
zControl: no precooling；Forced-air cooling:carton with exhaust fan in 1℃ incubator；Non-

package RC: No 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RC) in 1℃ incubator. 
yTSS:total soluble solid. 
xMeans within colum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SD test 

at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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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採收後不同預冷方式對'珍珠'番石榴夏季果實貯藏期間果皮顏色之影響。 

Table 2.Effect of precooling treatments on skin color of 'Jen-Ju' guava during storage in 

summer.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Treatmentsz 

Skincolory 

L* a* b* C* h∘ 

At harvest Control 64.50 -7.10 35.56 36.28 101.33 

1℃14 days 

Control 63.05 ax -6.67 a 35.09 a 35.75 a 100.74 a 

Hydrocooling 62.41 a -7.14 a 34.35 a 35.09 a 101.76 a 

Forced-air cooling 61.90 a -7.42 a 35.07 a 35.85 a 101.95 a 

Carton package RC 62.55 a -7.56 a 36.05 a 36.85 a 101.84 a 

Non-package RC 62.83 a -7.32 a 35.85 a 36.59 a 101.58 a 

1℃14 days 

+5℃7 days 

Control 62.67 a -6.55 a 33.22 b 33.88 b 101.15 b 

Hydrocooling 62.01 ab -6.38 a 33.91 ab 34.51 ab 100.67 b 

Forced-air cooling 61.96 ab -6.30 a 34.43 ab 35.02 ab 100.37 b 

Carton package RC 61.02 ab -6.76 a 35.02 a 35.69 a 100.95 b 

Non-package RC 59.31 b -7.65 b 33.35 b 34.23 b 102.99 a 

1℃14 days 

+5℃7 days 

+25℃3 days 

Control 64.34 a -4.62 b 35.06 a 35.40 a  97.44 a 

Hydrocooling 56.77 c -1.55 a 33.19 a 33.34 b  92.61 b 

Forced-air cooling 58.95 bc -3.15 ab 33.91 a 34.25 ab  95.37 ab 

Carton package RC 61.08 ab -4.33 b 34.08 a 34.44 ab  97.23 a 

Non-package RC 57.98 bc -4.17 b 33.12 a 33.51 ab  97.08 a 
zControl: no precooling；Forced-air cooling:carton with exhaust fan in 1℃ incubator；Non-

package RC: No 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RC) in 1℃ incubator. 
yL*:lightness；C*:chroma, (a2+b2) 1/2；h∘: hue angel, tan-1(b/a). 

xMeans within colum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SD test 

at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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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採收後不同預冷方式對'珍珠'番石榴夏季果實貯藏期間寒害指數之影響。 

Table 3.Effect of precooling treatments on chilling injury of 'Jen-Ju' guava during storage in 

summer.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Treatmentsz 

Chilling injury symptom indexy 

Skin 

browning 
Decay 

Vascular 

browning 

Water-soaking 

core 

1℃14 days 

Control 1.7 ax 0.4 a 0.1 b 0.0 b 

Hydrocooling 0.7 b 0.1 ab 0.9 a 0.1 b 

Forced-air cooling 1.1 b 0.0 b 0.1 b 0.3 b 

Carton package RC 0.8 b 0.0 b 0.0 b 0.2 b 

Non-package RC 1.6 ab 0.2 ab 0.3 b 1.1 a 

1℃14 days 

+5℃7 days 

Control 1.3 b 0.1 a 0.3 b 2.0 a 

Hydrocooling 1.0 b 0.0 a 0.4 ab 1.6 ab 

Forced-air cooling 2.4 a 0.0 a 1.3 a 0.6 b 

Carton package RC 1.2 b 0.0 a 0.1 b 2.1 a 

Non-package RC 1.2 b 0.0 a 1.3 a 1.2 ab 

1℃14 days 

+5℃7 days 

+25℃3 days 

Control 1.8 cd 1.1 b  0.1 b 2.0 a 

Hydrocooling 3.8 a 2.1 a  1.7 a 0.9 a 

Forced-air cooling 2.3 bc 1.4 ab 1.7 a 1.0 a 

Carton package RC 1.3 d 1.3 ab 0.8 ab 1.0 a 

Non-package RC 2.7 b 1.2 ab 0.8 ab 1.2 a 
zControl: no precooling；Forced-air cooling:carton with exhaust fan in 1℃ incubator；Non-

package RC: No 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RC) in 1℃ incubator. 
yChilling injury symptom index:0,no symptom；1, 1-20%；2, 20-40%；3, 40-60%；4, 60-

80%；5, 80-100%. 

xMeans within colum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SD test 

at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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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採收後不同預冷方式對夏季'珍珠'番石榴以 1℃貯藏 14 及 5℃貯藏 7 天後果實外觀

及剖面之影響。Control:無預冷；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1℃紙箱包裝室冷；

Forced-air cooling: 1℃紙箱包裝壓差預冷；Hydrocooling:冰水預冷；Non-package 

room cooling: 1℃無紙箱包裝室冷。 

Fig 2. Effect of precooling treatments on fruit appearance and section of 'Jen-Ju' guava after 

storage at1℃ for 14 days and 5℃ for 7 days in summer. Control: no pre- cooling；

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 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 in 1℃ incubator；

Hydrocooling: Pre- cooling in 1-2℃ ice water；Non-package RC: No carton package 

room cooling(RC) in 1℃ incubator. 

 
 

討   論 

果實採收後同樣屬於活的器官，仍持續進行呼吸作用、蒸散作用、乙烯生成及其他化

學成分變化等生理作用，這些果實本身代謝所產生的呼吸熱與採收後的田間熱，均會加速

果實老化及劣變(劉，1995；林，2001；Brosnan and Sun, 2001)。有些果實在採收後腐敗非

常快速，例如:草莓在 30℃環境 6 或 8 小時會造成果實軟化、皺縮及失色，且果實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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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度和抗壞血酸含量均明顯下降(Nunes et al., 1995)。紅樹莓採收後延遲 2 小時預冷會造成

果實硬度顯著下降，顯示即使是短暫的延遲預冷也會影響果實在低溫貯藏期間的損耗

(Robbins and Moore, 1992)。臺灣番石榴於夏季 7-9 月為主要盛產期，也是外銷出口的主要

季節，夏天高溫的田間環境會造成採收後果實累積龐大的田間熱，這樣的高溫可能會造成

品質下降及不耐低溫貯藏，不利於臺灣番石榴外銷貯運。經調查夏季採收後果心溫度可高

達 32-34℃(圖 1)，顯示夏季果實存有高田間熱的問題。本試驗以彰化縣大村鄉番石榴產銷

第一班作為預冷試驗供果園，早晨採收後在 30 分鐘內迅速送回實驗室進行不同預冷方式

對'珍珠'番石榴果實貯藏品質的比較。結果顯示，預冷速度最快為冰水預冷，其次為壓差預

冷，最慢為室內風冷(圖 1)，到達目標 5℃冷卻時間分別為 3.5 小時、4 小時及 1 天。採收

後不同蔬菜以不同預冷方法降溫到 5℃，水冷約需 5-6 分鐘，強風壓差預冷需 20-25 分鐘，

真空預冷為 4-5 分鐘，以水冷和真空預冷速度較接近，壓差預冷則較慢(張等，1994)。一

般來說壓差預冷效率較室內風冷快 4-10 倍(林，2001)。茄子胡瓜豇豆等果菜類在 0℃冷藏

室中利用強制送風方式，以風速約 3m/sec，到達 7/8 冷卻時間約在 3-5 小時內，而靜置室

冷則均需要 20 小時以上(柯與蔡，1991)。在主要外銷果樹採後處理專刊提到，番石榴推薦

之預冷方式為壓差預冷，以壓差預冷果心溫度下降最快，半冷時間為 40 分鐘，到達 7/8 冷

卻時間約 3-4 小時；其次為水冷處理，半冷需要 60 分鐘，7/8 冷卻時間為 8-10 小時；最慢

則是室冷處理，半冷時間 4-5 小時(劉，2012)。其冷卻時間、速度與本結果略有差異，因

為影響園產品預冷速率的主要因素有:冷卻介質與產品間的溫度差、吸熱特性、接觸程度及

風速等(李和林，2005)，以及不同實驗設備、操作方式、季節、果實產地等多種因素，皆

會影響番石榴預冷效果。 

'珍珠'番石榴經預冷後進行模擬外銷貯運流程試驗，以壓差預冷處理最可有效延緩果

實貯藏期間硬度下降，25℃回溫後經預冷處理果實的硬度均高於無預冷處理，但在可溶性

固形物及抗壞血酸含量方面則無一致變化差異(表 1)。Manganaris 等人(2007)以冰水預冷

15 分鐘可延緩甜櫻桃果實老化及腐敗，降低果梗褐化及表面失水，維持低溫貯藏環境較

好的品質。而苦瓜果實以冰水預冷及壓差預冷均可顯著地延緩果實黃化及降低裂果率，有

效提高其可售比率(郭等，1999)。所以預冷處理通常為減輕果實採收後劣變及延緩品質下

降，而保持新鮮度。 

林(1998)指出'珍珠'番石榴在1℃容易出現果心水浸狀，部分寒害症狀是發生在回溫後，

例如:回溫後易有果皮褐化情形。本試驗經 1℃貯藏 14 天且 5℃貯藏 7 天後再於 25℃回溫

3 天，果實即出現明顯的果皮褐化及腐爛現象，不同預冷方式以冰水預冷處理果實寒害症

狀最為嚴重，其果皮顏色的亮度、彩度和色相角均顯著較低，果實失去翠綠的顏色。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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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果實適合的預冷方法也不同，冰水預冷(hydrocooling)是一種迅速有效的預冷方法，但以

水為冷卻介質容易使果實受到微生物汙染及腐敗發生(林，2001)。番石榴果皮結構與果肉

直接相連，果皮易受機械傷害，任何不當的操作方式皆可能造成受傷致使腐爛增加，所以

採收後應避免任何的傷口及擦壓傷害提供病原菌入侵的管道，而番石榴進行冰水預冷工作

時可能會造成果實間互相摩擦及擠壓傷害，增加貯藏後果皮褐化及腐爛情形發生(表 3)，

顯示冰水預冷並不適合做為番石榴預冷方式，以操作容易且不易造成果實傷害的壓差預冷

方式進行較為合適，本試驗結果與葉和張(2011)推薦的預冷方法相同。但並不是溫度越低

越適合預冷，'Wonhwang'梨果實以 10℃室內風冷處理貯藏品質最好，其果實硬度較高、果

心劣變率低及口感較佳，預冷效果明顯優於 0℃的室冷處理(Choi et al., 2015)。一般番石榴

果實寒害溫度-臨界溫度為 1-10℃，'珍珠'和'帝王'番石榴在 1℃較易出現寒害症狀，'珍珠'

番石榴以 5℃貯藏溫度較佳(林，1998；林等，2011)。而本實驗以 1℃恆溫箱進行目標 5℃

的預冷處理，結果顯示番石榴預冷後可維持硬度，改善夏季果實易軟化之缺點(表 1-3)。另

外，預冷處理的果實仍無法有效改善 1℃貯藏期間在回溫後出現果皮褐化等寒害症狀，所

以番石榴在低溫貯運後仍須維持在較低溫的櫥架環境，以減緩果實寒害症狀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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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ostharvest Precooling on Fruit Storage Quality 
of 'Jen-Ju' Guava (Psidium guajava L.) 

 

Chun-Yuan Chiu 1)   Huey-Ling Lin 2) 

 
 
Key words: Guava, Precooling, Storage quality 
 

Summary 

The amount of guava export in Taiwan has increased year after year, but guava fruits are 
chilling sensitive, have poor quality and chilling injury during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at summer 
seas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stharvest precooling on fruit 
quality and cold storage capacity of 'Jen Ju' guava(Psidium guajava L.), and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post-harvest procedure for guava export. Results from different pre-cooling treatments 
immediately after harvest showed that hydrocooling was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lower fruit 
temperature, followed by forced-air cooling and then general room cooling. Forced-air cooling 
could maintain firmness during storage,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otal soluble solid 
and ascorbic acid concentration can be observed among different pre-cooling treatments. 
Hydrocooling is not suitable for guava, because the fruits showed skin browning and decay after 
rewarming at 25℃. In summary, forced-air cooling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precooling method for 
guava harvested from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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