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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CP 對柳橙貯藏期間果皮褐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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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1-Methylcyclopropene (1-MCP)、柳橙、乙烯、呼吸率、褐化

摘要:以 0.01、0.1、0.5、1.0、2.0 克安喜培粉劑 (1-MCP，有效成份為 0.43%，利
統公司出品)混和 2 毫升純水置於 61 公升之密閉方形呼吸缸中，於室溫 (約 25℃)
下燻蒸柳橙 24 小時，調查果實貯藏於室溫條件 (約 25℃)及 15°C 時之果實狀況。
室溫環境下，1-MCP 處理果實之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於貯藏期間迅速升高，並於
出現高峰後下降，其果皮則伴隨乙烯及呼吸率上升而出現褐化之情形。以 0.5、1.0、
2.0 克安喜培粉劑處理之柳橙於 15°C 貯藏時，其離子滲漏率顯著高於對照組，且
部分果實果皮於貯藏 5 日後出現褐化症狀，11 日後全數果皮皆褐化，褐化指數介
於 4.4 至 4.6。將 15°C 貯藏 3、5、7 日之 1-MCP 處裡之柳橙果實取出於室溫回溫，
其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於回溫一天後達高峰，並於 5 天內迅速褐化腐爛。試驗結
果顯示，1-MCP 處理誘導乙烯高峰，進而引起果皮傷害，並產生褐化現象。

前

言

一甲基環丙烯 (1-MCP，1-Methylcyclopropene)，為環狀烯類化合物，化學式 C4H6，
常溫常壓下為氣態，與乙烯結構相似，(Blankenship and Dole, 2003)，透過與乙烯受器 (ETR)
之 不 可逆 之結 合， 阻斷乙 烯 與乙 烯受 器結 合後所 誘 發之 老化 、後 熟等一 系 列反 應
(Blankenship, 2001)，因其化性與天然物質相近、不具毒性、極低濃度下即有活性且殘留
因具化性與天然物質相近、不具毒性等優點 (E.P.A, 2002)，使 1-MCP 成為現今商業上廣
泛應用之乙烯作用抑制劑。但 1-MCP 處理之效果常因作物種類、品種及採收成熟度等而
有差異，藥劑施用量、處理時間、溫度等皆影響 1-MCP 之效果，且三者間存在交互關係
(Blankenship and Dole, 2003)。

1)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碩士班學生。
2)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教授，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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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橘 於 植 物 學 上 之 界 定 為 芸 香 科 (Rutaceae) 柑 桔 亞 科 (Aurantioideae) 柑 桔 屬
(Citrus)作物，其栽種面積廣泛且種類繁多，為台灣重要果樹產業之一。根據果實採收後特
性，柑桔屬於典型非更年型果實，成熟之果實於採收貯藏期間之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極低
(Kader, 2002)，於適當條件下，期貯藏期可長達數週至數月之久 (Reuther, 1989)。
1-MCP 處理可延緩柑橘果皮轉色 (Porat et al., 1999)，但以高濃度之 1-MCP 處理印度
萊姆則反而使其果皮加速轉色 (Win et al., 2006)，此外，前人研究指出，高劑量之 1-MCP
處理導致數種柑桔果實低溫貯藏時寒害發生及增加果實中揮發性物質含量 (Porat et al.,
1999; Dou et al., 2005; Kluge et al., 2003)，由於前人研究 1-MCP 處理柑桔類正面及反面均
有報導，本試驗以不同劑量 1-MCP 處理柳橙果實，探討 1-MCP 對柳橙貯藏栽培品質之影
響並了解相關生理機制。

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料
試驗柳橙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cv. Liucheng )來自嘉義縣梅山鄉梅山合作農場，
採收當日立即寄送，於隔日抵達中興大學採後處裡研究室。挑選果蒂完整、大小及成熟度
相近、外觀良好無明顯傷害之果實進行試驗。
二、試驗方法
(一)不同劑量 1-MCP 處理對柳橙果實於室溫貯藏之影響
將柳橙以自來水清洗風乾後分組，並依序將果實編號秤重。將完成編號之果實放入容
量 61 公升 (60 公分×40 公分×29 公分)之方形壓克力呼吸缸中，每呼吸缸中放入 30 顆果
實，每果重量約於 100-150 克間。另秤取 0.01、0.1、0.5、1.0、2.0 克 1-MCP 粉劑 (AnsiP
安喜培®,有效成份為 0.43%，利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置入 50 毫升玻璃燒杯中，添加 2 毫
升純水後放入呼吸缸內，立即將呼吸缸密閉，置於室溫 (約為 25℃)燻蒸 24 小時，對照組
燒杯中僅添加 2 毫升純水，其餘條件皆相同。完成燻蒸之果實取出後置於室溫環境 (約為
25℃)下，每日進行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及外觀之調查。
(二)0.5、1.0、2.0 克 1-MCP 粉劑處理對柳橙果實於 15℃貯藏之影響
將柳橙以自來水清洗風乾後分組，並依序將果實編號秤重。將完成編號之果實放入容
量 61 公升 (60 公分×40 公分×29 公分)之方形壓克力呼吸缸中，每呼吸缸中放入 30 顆果
實，每果重量約於 100-150 克間。秤取 0.5、1.0、2.0 克 1-MCP 粉劑 (AnsiP 安喜培®,有
效成份為 0.43%，利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置入 50 毫升玻璃燒杯中，添加 2 毫升純水後放
入呼吸缸內，立即將呼吸缸密閉，置於室溫 (約為 25℃)燻蒸 24 小時，對照組燒杯中僅添
加 2 毫升純水，其餘條件皆相同。果實燻蒸完成後以柑橘專用袋包裝，貯藏於 15℃，於
3、5、7、9、11 日取出調查，查項目包含: 果皮顏色、褐化情況、離子滲漏率及貯藏 3、
5、7 天取出於室溫回溫果實之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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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項目及方法
(一)乙烯釋放率
以塑膠針筒自出氣口抽取氣體定量至 1 mL，注入氣象層析儀 (gas chromatography,
Shimadzu, Model GC 8A)配以火焰離子檢出器 (FID)測定，分離管採不鏽鋼管柱 (1/8’’×6ft)
填充活性氧化鋁(Activated Aluminum, 80-100 mesh)，管柱及注射口偵測器溫度分別為 90℃
及 130℃，以氮氣作為攜帶氣體 (carrier gas)，壓力設定為 3kg/ cm3，氫氣為燃燒氣體，壓
力設定為 0.5kg/cm3，氧氣為助燃氣體，壓力與氫氣相同，測得之乙烯濃度變化與 1.461ppm
之標準品比較計算後獲得乙烯釋放率，單位為μLC2H4·kg-1·h-1。
(二)呼吸率
以塑膠針筒自出氣口抽取 1 mL 氣體，注入紅外線二氧化碳分析儀 (Infrared analyzer,
Maihuk, Model UNOR610)，攜帶氣體為氮氣，利用二氧化碳吸收固定波長之紅外線的特性
測得二氧化碳濃度，並與濃度 3.44%之二氧化碳標準品比較計算後獲得果實呼吸率，單位
為 mL CO2·kg-1·h-1。
(三)果皮褐化率及褐化程度
以肉眼觀察柳橙果皮是否出現褐化之現象，並依據褐化面積將褐化程度分為五個等級:
第 1 級之果皮褐化面積為 0，指數以 1 表示；第二級之褐化面積佔果實 10%以下，指數以
2 表示；第三級為果皮褐化區域佔果實 10%-25%，指數以 3 表示；第四級之褐化面積佔果
皮總面積之 26%-50%，指數以 4 表示；褐化面積超越果實總面積之 50%則評定為第五級，
指數為 5。
(四)果皮離子滲漏率
將柳橙果實切片後剝取果皮，並以去離子水沖洗沾附之果汁，擦乾後以直徑 1.1cm 打
孔器鑽取 3 片果皮圓片，依序放入填有 10 ml 0.4 M 甘露醇之塑膠 EC 瓶中，闔上上蓋後
置於常溫環境下，以震盪 100rpm 3 小時後量測初始電導度 (EC0)，使用儀器為電導度測
定儀 (Suntex, conductivity meter, SC-170)。完成測定後，將樣品連同 EC 瓶至於-20℃冷凍
7 天，取出於室溫下回溫，測定解凍後電導度 (EC1)，樣品回溫同時須以 100rpm 震盪，震
盪時間為 3 小時。每處理三重複，每重複為 3 顆果實。以下為離子滲漏率之計算方式:
離子滲漏率(%) = 測初始電導度 (EC0)/ 解凍後電導度 (EC1)*100

結

果

(一)不同劑量 1-MCP 處理對柳橙果實於室溫貯藏之影響
無論任何劑量 1-MCP 粉劑處理之柳橙果實，其乙烯釋放率與呼吸率趨勢一至，皆高
於對照組。以 0.5、1.0、2.0 克 1-MCP 粉劑處理果實之乙烯釋放率 (圖 1)及呼吸率 (圖 2)
與對照組於處理後第 1 日已出現顯著性差異，於第 2 日驟升，第 3 日達高峰後下降，以
0.5 g1-MCP 粉劑處理之柳橙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最高，分別為 137µL C2H4·kg-1·h-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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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CO2·kg-1·h-1。以 0.1 g 1-MCP 粉劑處理之柳橙果實之乙烯釋放率 (圖 3)及呼吸率 (圖
4)顯著高於 0.01g 1-MCP 粉劑處理及對照組，並於貯藏第 4 日時出現乙烯高峰 22.5 µL

圖 1. 1-MCP (安喜培,0.43%1-MCP)處理之柳橙於常溫下之乙烯釋放率。
Fig. 1. Effect of 1-MCP (AnsiP®,0.43%1-MCP) treatment on the ethylene production rate of
orange fruits during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圖 2. 1-MCP 處理之柳橙於室溫下之呼吸率。
Fig. 2.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the respiration rate of orange fruits during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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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MCP 處理柳橙於室溫下之乙烯釋放率。
Fig. 3.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the ethylene production rate of oranges fruits during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圖 4. 1-MCP 處理柳橙於室溫下之呼吸率。
Fig. 4.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the respiration rate of oranges fruits during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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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常溫貯藏 6 天之果實外觀。
Fig. 5.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appearance of orange fruits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6 days.

圖 6.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 25℃貯藏 8 日之外觀變化。
Fig. 6.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appearance of oranges fruits stored at 25 °C for 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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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H4·kg-1·h-1 及呼吸率高峰 50 mL CO2·kg-1·h-1 後迅速下降，而 0.01 g 1-MCP 粉劑處理之
果實乙烯釋放率與呼吸率上升較為緩慢，於第 5 日達高峰 3.01 µL C2H4·kg-1·h-1 及 19.38
mL CO2·kg-1·h-1。外觀方面， 經 1-MCP 處理之果實皆出現褐化，0.5、1.0、2.0 克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貯藏第 6 日時全數褐化 (圖 5)，而 0.1 及 0.01g 1-MCP 粉劑處理之
柳橙則於貯藏 8 日時全數褐化 (圖 6)。

圖 7. 不同劑量 1-MCP 處理之柳橙貯藏於 15℃之外觀變化。
Fig. 7.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appearance of orange fruits during storage at 15℃. At
harvest, storage at 15°C for 3 days, 5 days, days, 9 days, 11 days, 1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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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5、1.0、2.0 克 1-MCP 粉劑處理對柳橙果實於 15℃貯藏之影響
無論濃度，1-MCP 處理柳橙之果皮於貯藏第 5 日時開始出現褐化徵狀 (圖 7)，其發生
比例隨貯藏天數增加而上升 (圖 8)，於 11 日時全數褐化。褐化嚴重程度方面，不論以何
種濃度 1-MCP 處理，柳橙果實之褐化嚴重程度隨貯藏日數增加而加重 (圖 9)，所有果實
之褐化指數於貯藏第 11 日時達 4.4-4.5 (圖 9)，顯示多數果實褐化面積過半。

圖 8.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 15℃貯藏之果皮褐化率。
Fig. 8.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browning rate of orange fruits during storage at 15 ℃.

圖 9.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 15℃貯藏期間之果皮褐化指數。
Fig. 9.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browning index of oranges during storage at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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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 15℃貯藏期間之離子滲漏率。
Fig. 10.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electrolyte leakage of orange fruits during storage at 15 ℃.

圖 11. 1-MCP 粉劑 (安喜培,0.43%1-MCP)處理柳橙於 15°C 貯藏 3 天、5 天、7 天取出回溫
之乙烯釋放率。
Fig. 11.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the ethylene production rate of oranges fruits stored at 15℃
(A) 3 days, (B) 5 days, (C) 7 days and transfer to room temperature follow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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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果皮離子滲漏率方面，對照組柳橙於貯藏期間維持於 36-40%間；經 1-MCP 處理之
柳橙，無論處理濃度，離子滲漏率隨貯藏日數增加而上升 (圖 10)。於貯藏 5 日時，1-MCP
處理果實離子滲漏率皆顯著高於對照，但不同濃度間並無顯著差異；貯藏 9 日時，1-MCP
處理果實果皮離子滲漏率於 58-66%。
柳橙果實於室溫回溫之乙烯釋放率如圖 11 所示，貯藏 3、5、7 日之柳橙果實取出於
室溫回溫時，其乙烯釋放模式相仿，不論濃度，1-MCP 處理柳橙之乙烯釋放率於回溫當日
顯著高於對照，除貯藏 5 日回溫之 2.0 g 1-MCP 粉劑處理之柳橙外，其餘皆於第 1 日時達
高峰後下降。柳橙果實於室溫回溫之呼吸率模式與乙烯釋放率相仿 (圖 12)，經 1-MCP 處
理之柳橙呼吸率上升，與對照組有顯著差異。回溫試驗以果實全數褐化且褐化面積超過
50%為終點，於 15℃貯藏愈多日，其果實回溫後褐化發展愈迅速，15°C 貯藏 3 日之 1-MCP
處理柳橙於回溫 5 日後全數果實褐化面積超過 50%，而貯藏 7 日之 1-MCP 處理柳橙於回
溫第 3 日，果實褐化面積超過 50%。

圖 12.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 15℃貯藏 3 天、5 天、7 天取出回溫之呼吸率。
Fig. 12. Effect of 1-MCP treatment on the respiration rate of oranges fruits stored at 15℃ (A) 3
days, (B) 5 days, (C) 7 days and transfer to room temperature follow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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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濃度為影響 1-MCP 效果之因子 (Blankenship and Dole, 2003)，經計算得知，0.01 g、
0.1 g、0.5 g、1.0 g、2.0 g 等不同劑量 1-MCP 粉劑於 61 公升之方形呼吸缸中釋放之 1-MCP
濃度分別為 319ppb、3192ppb、15960ppb、31920ppb、63840ppb，不論何種 1-MCP 濃度處
理，皆使柳橙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提高，以 0.5 g 含以上之較高劑量 1-MCP 粉劑處理時，
其乙烯釋放率 (圖 1)及呼吸率 (圖 2)顯著高於 0.1、0.01g 低劑量 1-MCP 粉劑處理者 (圖
3、圖 4)。以不同濃度 1-MCP 處理'Marsh'葡萄柚，於常溫下觀察 72 小時，以 1-MCP 處理
之果實乙烯釋放率高於對照，因處理劑量之不同，分別於 24 及 48 小時達高峰，且以愈高
濃度之 1-MCP 處理，其乙烯釋放率愈高。此外，於試驗中，使用之 1-MCP 濃度倍增時，
乙烯釋放率也跟著加倍 (McCollum and Maul, 2007)，此結果與柳橙試驗相仿，在'Pera'橙試
驗中，以 0.1、0.5、1.0µLL-11-MCP 處理果實，其於貯藏期間之呼吸率也因處理 1-MCP 而
上升，且伴隨處理濃度增高而增加 (Rosa et al., 2016)。
無論何種劑量之 1-MCP 粉劑處理柳橙，於室溫貯藏 8 日後，果實全數皆褐化(圖 5、
圖 6)，劑量愈高，褐化愈迅速，且褐化愈嚴重 (圖 6)。15℃為柳橙最適貯藏溫度 (劉，
2005a)，以 0.5 g 含以上之較高劑量 1-MCP 粉劑處理之柳橙，於 15℃貯藏期間全數褐化
(圖 7)，且褐化發生率及嚴重程度皆隨貯藏日數增加而加劇 (圖 8、圖 9)。前人研究指出，
以 1µLL-11-MCP 處理臍橙，果皮於 20℃貯藏期間出現非寒害性下凹小點 (Establés-Ortiz et
al., 2016)，此外，Dou 等人 (2005)以'Marsh'葡萄柚為材料試驗不同劑量之 1-MCP，當處理
之 1-MCP 粉末劑量高於 1000µg L-1 時，不論貯藏於低溫或常溫，皆對‘Marsh’葡萄柚造
成損害，由此推測，試驗中 0.01 g 以上之 1-MCP 粉劑 (319ppb 以上)對柳橙而言為過高之
劑量，因而誘發柳橙表皮之傷害。
離子滲漏率可做為判定細胞膜完整性之依據，當果實處於老化或低溫等非生物逆境時，
因膜質異常導致細胞隔室消失，細胞釋出之酚類化合物被 PPO 氧化後導致褐化發生 (Soler,
1993)。無論任何濃度 1-MCP 處理，貯藏於 15℃之柳橙果皮離子滲漏率 (圖 10)與褐化率
(圖 8)皆隨貯藏日數增加而上升，顯示其膜體系統遭受破壞，使細胞中物質與酵素結合，
因而導致褐化發生。
於 15°C 貯藏 3、5、7 日取出之柳橙果實於室溫環境回溫時，其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
趨勢一致，圖 11、圖 12 顯示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皆於回溫第一天顯著高於對照組，第 2
日達高峰後驟降，其結果與 Lado 等人 (2014)之研究結果相似，其以 1-MCP 處理 2 品種
之葡萄柚，於 2°C 長期貯藏，回溫期間無論葡萄柚是否發生寒害徵狀，其乙烯釋放率於回
溫時迅速升高後下降 (Lado et al., 2014)。由試驗結果得知，經 1-MCP 處理之柳橙於室溫
條件下或於 15°C 貯藏取出回溫時，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皆於短時間內顯著升高，並於出
現峰值後下降 (圖 11、圖 12)，而果實褐化之現象於乙烯及呼吸升高之過程中同步發生，
且隨褐化程度增加。

-28-

柳橙為非更年型果實，於一般貯藏情況下，果實採後之乙釋放率及呼吸率於極低，但
若果實遭受生物及非生物逆境時，其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大幅增加 (McCollum and
McDonald, 1991; Marcos et al., 2005)，由試驗得知 0.01g 以上之 1-MCP 粉劑處理對柳橙而
言為過量之劑量，誘導其乙烯及呼吸高峰，引起果皮傷害，並產生褐化現象，且隨 1-MCP
粉劑處理劑量增加，其乙烯釋放率及呼吸率增加，加速果實褐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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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1-MCP on the Peel Browning of Orange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cv. Liucheng ) Fruit during Storage
Ying-Chen Kao1)

Huey-Ling L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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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ive AnsiP® (1-MCP, 0.43% active ingredient, produced by Litong Company) levels 0.01、
0.1、0.5、1.0 and 2.0 g were treated on orange fruit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24 hours. Two
milliliters of water was added to the AnsiP® and placed inside 61-L chambers to observe the
changes in fruits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about 25°C and 15°C.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t all
concentrations of 1-MCP tested, the ethylene production rate and respiration rate of 1-MCPtreated fruits increased rapidly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decreased after peak. The browning of
the peel occurred as the ethylene production rate and respiration rate increased. The electrolyte
leakag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when the fruits were treated with 0.5、1.0、
2.0 g AnsiP® and stored at 15 °C. Some fruits showed browning peel 5 days after storage. At 11
days after storage, all fruits turned brown and the browning index was between 4.4 to 4.6. Oranges
were rewarmed at room temperature after 3, 5, and 7 days of storage at 15 °C, the ethylene
production rate and respiration rate of the 1-MCP treated fruits reached a peak one day after
rewarming, and rapidly turned brown and rotted within 5 day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1-MCP
treatment induces high ethylene production, which in turn leads to fruit peel damage and
brow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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