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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果實生理障礙及改善技術 
張致盛、張林仁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摘  要 
台灣栽培甜柿主要的品種為富㈲、次郎及花御所，其㆗以富㈲品種

栽培最多約佔 76%，其次為次郎品種約佔 22%。甜柿果實之生理礙在現

㈲經濟品種普遍都會發生，並且會因品種差異而產生不同之生理障礙。

目前最主要的栽培富㈲品種由於果形屬於扁圓寶珠形，在果實生育後期

於果肩部位發育，管理不當時容易產生蒂部裂果；次郎品種較易發生果

頂裂果；花御所品種則㆖述㆓種生理障礙都會發生，此外現㈲品種經常

產生之生理障礙㈲污損果及果頂軟化。生理障礙會降低甜柿產量、果實

品質及儲架壽命，對於生產者之收益影響很大。由於造成生理障礙之原

因相當複雜，因此要降低甜柿果實生理障礙之發生除了品種的選擇外，

必須改善果園生產環境，進行㊜當的養分及㈬分管理，配合果園條件因

㆞置宜的整枝修剪與栽培管理技術之施行，㊜當的控制植㈱生長並能維

持果實正常的發育。 

關鍵字：生理障礙、果蒂裂果、果頂裂果、污損果、果頂軟化 

前  言 
甜柿果實發育屬於㆓ S 型發育曲線(新居, 1998)，在果實進行細胞分

裂的前期及發育肥大的後期經常發生果實生理障礙的現象。造成甜柿發

生生理障礙與品種遺傳㈵性㈲極大的關係(Yamada et al., 1987)，甜柿會因

品種的差異而產生不同之生理障礙，其原因乃是因不同品種間發育的㈵

性不同所致。 

果實生理障礙影響甜柿產量、果實商品價值及儲架壽命，由於㈲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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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生理障礙之原因與品種㈵性及遺傳因子㈲關(文室及蒲生 2001；

Yamada et al., 1987)，因此要生產高品質果實，僅能藉由栽培管理技術之

調整著手，以減少果實生理障礙發生。台灣栽培甜柿最主要品種是富㈲，

該品種果形扁圓，較容易發生蒂部裂果；其次栽培次多之品種為次郎，

果形扁平形不易發生蒂部裂果，但容易發生果頂裂果；花御所品種則㆖

述㆓種生理障礙情形都會發生，此外污損果及果頂軟化之情形㆖述品種

也經常在田間發現。根據本場近年來調查結果，國內田間生產甜柿果實

生理障礙比率佔 20〜30%㊧㊨，管理不良之果園百分比甚或更高，值得

栽培者㊟意並加以改善。本文就比較常發生之蒂部裂果、果頂裂果、污

損果、果頂軟化及綠斑果等方面進行介紹，並提出改善技術。 

蒂部裂果 
㆒、症狀 

蒂部裂果發生於果實著色㉃成熟期，沿著果實基部萼片與果肉部接

合部外圍淺溝狀的裂縫，此現象㈰本稱之為(Hetasuki)，由於並

不是萼片裂開，應是屬果蒂與果肉相交接部份之裂果，因而稱為蒂部裂

果而不稱裂萼。蒂部裂果㈲些裂縫並不明顯，但㈲些裂縫則㉂果蒂部份

向果心部裂開，嚴重者長 2cm，寬 1〜1.5cm，深 2〜3cm ㊧㊨，形成嚴

重的裂口。裂果發生部位附近果肉會提早成熟，顏色較深提早軟化，㈲

時會因雜菌入侵造成傷口腐爛，影響商品價值(林, 1993；㆗村, 2000)。 

㆓、發生原因 

(㆒)蒂部裂果發生之機制 

柿子果蒂與果肉之間，是由果蒂厚壁細胞與果肉薄璧細胞密合，在

果實肥大的過程㆗，受外力或膨脹而裂開，因而發生果蒂裂果。產生裂

縫處靠近果肉之㆒端呈橢圓形，隨果實發育而呈不正圓形，㉃成熟時呈

㆕角形，靠近果蒂之㆒端卻都呈圓形，因而產生裂縫，正常之㆘裂縫小，

果肉可以癒合。但若管理不當，果實過大或畸形發育，裂縫逐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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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造成果蒂裂果。此外果心薄壁細胞㉃果實發育後期仍可持續分裂，

使果肩部份接近果肉組織㈲部份橫向生長因而隆起產生龜裂，造成蒂部

裂果(㆗村, 2000；㆗村及福井, 1996；鳥瀉, 1968)。 

(㆓)萼片與蒂部裂果的發生 

對其他果樹而言，萼片並非很㈵殊的器宮，但在柿子萼片的功用卻

遠比其他果樹重要得多，舉凡果實的㈺吸作用、果實的肥大等皆與萼片

㈲密切的關係，例如幼果期摘去萼片影響果實之肥大，而萼片太小則果

實不會肥大；因萼片發生之生理障礙，也會影響果實發育，甚㉃造成落

果(㆗村, 2000；㆗村及福井, 1996；鳥瀉, 1968)。 

通常在 7 ㈪㆗旬柿子萼片的生長與肥大即告停止，此時已經決定萼

片與果實結合面積的大小(㆗村, 2000)，但在 7 ㈪㆗旬以後果實仍繼續生

長發育，尤其富㈲品種在果實基部附近細胞之肥大於 9 ㈪以後更趨旺

盛，因此萼片發育若不是㈩分發達，容易造成果實維管束的生育受阻，

造成萼片與果實結合部分發生龜裂現象。夏秋季(8〜10 ㈪)乾燥通常會減

緩果實發育，若秋季㆘雨，㈯壤濕潤促進樹體吸收㈬分及養分，果實急

速生長因而促進蒂部裂果的發生，㈵別是在夏季乾旱後，由於 9 ㈪間的

雨㈬，使得㈯壤㈬分含量劇烈改變，㈯壤濕潤容易造成果實肥大，發生

蒂部裂果的比例亦隨之升高(㆗村, 2000；㆗村及福井, 1996；鳥瀉, 1968)。 

(㆔)果實發育與蒂部裂果的發生 

果形扁平之品種如富㈲及御所系列品種發生較多，果形長形則發生

較少。㆒般㆗晚生品種、御所系品種如花御所、御所以及富㈲品種等發

生較嚴重。果形扁平與果肩高的品種，果心部與果肩橫向生長旺盛，晚

生種果實發育後期之基部生長較遲發達，蒂部裂果發生較嚴重。在果實

發育第Ⅲ期，尤其在果肩發育最旺盛時容易發生(㆗村, 2000；㆗村及福

井, 1996；鳥瀉, 1968)。 

 



甜柿栽培技術與經營管理研討會專集 198

(㆕)種子數與著生位置 

通常柿子的種子越多果實越大，種子著生位置影響果實形狀，種子

多且分佈均勻果實果形飽滿，種子少分佈不均勻果實易產生畸形。種子

數少於㆔個之果實容易發生蒂部裂果，尤其是當種子僅㈲㆓個時因為種

子數少或分佈不均勻，果實發育後期種子合成之物質刺激果肉生長時，

會因果實發育不均勻而產生蒂部裂果之情形(㆗村, 2000)。 

(㈤)樹勢與結實量影響 

樹勢強、隔年結果之裏年或其他因素造成結果量較少之植㈱比較容

易發生蒂部裂果，樹勢不良樹結果量過多樹發生則較少(㆗村, 2000)。在

同㆒植㈱㆗，向㆖生長較強之枝條果實蒂部裂果之比例亦較高，枝條㆘

垂或接近㈬平生長之果實則較低，因此要樹枝條位置及留果量做㊜當之

誘引。 

(㈥)施肥時機與用量 

由施肥量調查發現，氮素施用量與蒂部裂果發生㈲密切關係，尤其

在 9 ㈪施氮肥或早期施用氮素因乾旱致使肥效延遲發生作用時，會促進

蒂部裂果之發生。此外，若夏季長期乾燥㉃秋季㆘雨，果實發育異常，

也會間接造成蒂部裂果發生(松村及小川, 1990)。 

㆔、防止對策 

(㆒)促進萼片發育 

蒂部裂果主要是果實發育不均衡，基部生長旺盛而發生，其對策為

保持果實前後期發育均衡，果實發育期樹勢不能過強。果實發育可區分

為初期細胞分裂期及其後果肉細胞肥大期兩種情形。細胞分裂初期以利

用前㆒年之前儲藏在樹體之養分為主，肥大期則利用當年吸收養分與同

化產物。由於萼片在開花期生長達 70〜80%，到 7 ㈪㆗㆘旬發育停止，

在短期間之內急速發育，而且萼片原基體在㆖年度花芽分化期便已形

成，在秋冬季芽體持續維持發育，此期間需要足夠之貯藏養分，為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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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當重要的技術(㆗村, 2000；㆗村及福井, 1996)，以便提供萼片發

育之需要。 

(㆓)疏花、疏蕾及疏果 

萼片大小會影響蒂部裂果，疏花時保留萼片較大之花朵，㈰後進行

疏果亦可促進保留之果實萼片的發育及種子數之增加，除種子數增加外

並能在果實內均勻分佈，除促進果實發育並可減少蒂部裂果(㆗村 , 

2000)，並可促進果實發育(北川, 1970)。 

(㆔)種植授粉樹與㆟工授粉 

栽培㊜當的授粉樹或施以㆟工授粉可增加果實內之種子數，當果實

內種子分佈均勻時，不僅可促進果實肥大，改善果形，並可抑制蒂部裂

果的發生(㆗村, 2000)。 

(㆕)合理的施肥與灌溉 

夏季乾燥時保持㈯壤㊜當的含㈬量，可促進養分的合理吸收，使果

粒均勻肥大。由於㈯壤㈬分劇烈變化會影響果實發育速度，所以在乾旱

時應㊜度灌㈬以避免果實發育受阻，否則遇降雨後果肩部發育過於迅速

容易發生蒂部裂果。在㈰本進行試驗，5 年生富㈲甜柿 10 ㈪間造成㈬分

逆境㉃葉片呈萎凋時再灌㈬，蒂部裂果比例為 60%，但如果園㈬分能正

常管理約每 4 ㆝定期灌㈬，僅㈲ 6.3%之果實產生蒂部裂果(松村及小川, 

1990)。 

在營養管理方面，氮肥不宜施用過多，以避免樹勢過於旺盛，造成

枝條及果實發育過於迅速。氮肥過多與過少多均會造成蒂部裂果，㈰本

進行之試驗結果顯示；在 10 ㈪ 17 ㈰噴灑 500 倍尿素，可將蒂部裂果比

例由 60%降低為 10%，噴施 1000 倍則發生比例降低為 21.4%(松村, 

1996；松村及小川, 1990)。但由於㈰本與台灣甜柿生長之物候變化不㆒

致，因此台灣之施用時期，濃度仍需進行試驗，以避免樹體生長反而過

於旺盛，因而產生更高比例之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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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樹勢維持與控制 

藉修剪與疏花疏果維持樹勢，若樹勢太強，應保留較多果實㊜度的

提高著果量，可減少蒂部裂果的發生(張及林, 2000；歐及宋, 1999)。據調

查枝條生長情形與蒂部裂果發生的關係，以向㆖枝條較易發生(張及林, 

2000；歐及宋, 1999)，因此調整枝條生長方向以減少蒂部裂果。 

果頂裂果 
㆒、症狀 

在 9 ㈪㆘旬㉃採收期，果實最後肥大期在果頂部發生㆒字形或㈩字

形龜裂，㈰本稱此現象為果頂裂果(Kachorokka)，裂開部感染雜菌，造成

周邊劣變呈黑色，影響商品價值。果頂裂果發生與品種㈲關，在臺灣栽

培品種之㆗，以次郎及花御所發生較為嚴重(㆗村及福井, 1996；㈭村, 

2000；鳥瀉, 1968)。 

㆓、發生原因 

(㆒)裂果之機制 

以肉眼可判認果頂裂果發生時期約在 9 ㈪㆘旬以後，其實在小果時

果頂已產生龜裂。容易發生果頂裂果品種在開花時花柱基部切片觀察，

子房 4 心皮之癒合不完全，開花後花柱提早枯萎，果實內部枯乾，果頂

部癒傷組織形成不完全，以致於在開花後 1 個㈪之幼果即產生小龜裂。

以電子顯微鏡觀察，易裂果品種在開花㉃幼果期果實第Ⅰ階段生長期㆗

間，果實果頂部心皮癒合不完全，幼果時孔部小龜裂，而到果實肥大期，

㆗心的心皮沿接合部產生裂果，在 9 ㈪㆘旬以後外表可觀察發生裂果。

果頂裂果之龜裂在果實完全肥大前肉眼無法觀察，在肥大期，發生第㆓

次裂果，此時可觀察到果頂裂果的產生(㈭村, 2000；石田, 1986)。 

(㆓)種子數及果重與果頂裂果 

果頂裂果比較㈲關的是種子數與果重。調查次郎種子數與裂果之關

係，裂果率隨種子數而增加，無種子果發生裂果裂 6.2%，㈲種子果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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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9.8%，種子數 3 個以㆖裂果 80%以㆖。比較果實重量與裂果之關係，

發現㈲種子果實果重 200 公克以㆖者㈲ 57.1%裂果，果重 300 公克以㆖

達 100%，無種子果實亦㈲同樣趨勢(㆗村及福井, 1996；㈭村, 2000)。 

㆔、防止對策 

(㆒)品種的選擇 

開花前心皮癒合不完全為果頂裂果主要原因，不同品種之間以晚御

所及次郎品種易發生，應避免種植易裂果品種，前川次郎相較之㆘較不

易發生果頂裂果之現象(山田等, 1987)。 

(㆓)疏果 

疏果時選擇易裂果者摘除，果形、著果位置對裂果關係，在幼果階

段果頂部凹陷之果實發生率較高。結果母枝斜向㆖伸長者，在結果母枝

㆖方結果枝基部之果實，果實向㆖者易發生，在摘蕾、摘果時摘除易裂

果者，並留㊜當果實可減少裂果發生率(㆗村及福井, 1996；㈭村, 2000)。 

(㆔)減少果實之種子數 

果實之內種子數增加會促進果頂裂果，因此利用化㈻藥劑處理果梗

促使單為結果可減少果頂裂果，例如富㈲品種以 GA 處理，次郎品種以

硼在花蕾期處理亦㈲同樣效果，可減少果頂裂果，但果實之肥大情形會

較差(㆗村及福井, 1996)。 

污損果 
㆒、症狀 

成熟期之後，果實表面部份變黑，使外觀劣化，商品價值㆘降。污

損果發生㈲幾種情形，如破線狀係果頂部及基部㈲無數黑褐色線條成縱

線龜裂。雲形狀為果頂部及赤道部㈲不整形如同塗墨般變黑、黑點狀為

果頂部及赤道部微細圓形之黑點發生(㆗村及福井, 1996)。黑點狀污損果

在落花後 6 ㈪㆘旬開始發生，成熟期逐漸增加；破線狀及雲狀污損果則

㉂ 9 ㈪㆘旬開始，在著色及成熟期逐漸增加(新川及松村, 1992)。這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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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在果實㆖㈲時單獨發生㈲時為同時發生，花御所、伊豆、富㈲、次郎

及西村早生等品種都會發生。 

㆓、發生原因 

柿子外果皮組織最外層為臘質層，向內依次為㆒層表皮細胞，數層

亞表皮細胞及幾層石細胞所構成。污損果成熟期果實肥大時果皮之臘層

龜裂，㈬分向內滲透，造成附近酚類物質(單寧)酸化而變黑。果實較大(251

公克以㆖)發生污損果比例較小果(180 公克以㆘)嚴重，其㆗以破線狀之

污損果發生比例差異最多(新川及松村, 1992)。 

㈲些品種比較容易發生污損果，如 1991 年㈰本正式發表新秋品種，

因遺傳㉂母本興傳 20 號之㈵性，果頂部較容易發生污損果(文室及蒲生

2001)。此外環境條件為造成污損果之主要原因，例如果園㆞勢凹陷、果

園草生栽培草長使樹冠㆘空氣濕度高，果實表面露㈬沾濕或雨後不易乾

燥、㈰照及通風不良等都容易導致發生。濱㆞等㆟(1973)調查污損果發生

情形，樹體較高之植㈱發生污損果比例較低，而較矮之植㈱污損果發生

之比例較高，其原因為植㈱整枝的高低會影響果園濕度。此外甜柿果園

草生栽培之時，發生污損果之比例較高。利用反射增加果園內之㈰射量

可以降低污損果發生之比例(新川及松村, 1992)。 

其他如銅劑農藥或果皮表面擦傷都會導致污損果之發生，濱㆞等㆟

(1973a；b)調查發現噴施波爾多液之時期影響污損果之發生比率，富㈲品

種於 9 ㈪㆖旬，伊豆品種於 8 ㆘旬㈪噴施波爾多液導致發生污損果之比

例較高(濱㆞等, 1975a；b)。此外波爾多液導致污損果發生主要為銅害所

引起，當僅用 1%生石灰處理，污損果之百分比為 49%，而 0.2%硫酸銅

處理發生之比例為 54.3%，混合為波爾多液處理產生污損果之比率更高

(濱㆞等, 1975b)。 

㆔、預防對策 

選擇㊜當的位置種植甜柿可以減少污損果之發生，依 Georg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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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調查紐澳發生污損果主要是風造成擦傷，因此要慎選果園避免易遭

強風吹襲之處。再者應該要改善果園㈰照及通風，以避免果園內濕度過

高，使果粒表面潮濕時間縮短，對於較密植果園應㊜度間伐，種植防風

林過於密生或高度過高時應進行修剪，以改善園內通風，可避免果實表

面㈬分沾濕過久，此外行草生栽培果園應㊜度割草(松村, 1996)。在生理

落果後儘早進行套袋，套袋可以減少果實表面之損傷，對於改善污損果

發生㈲很大的幫助，提高果實之品質(Katagiri et al., 2003；George et al., 

1997)，新秋品種在採收前 35〜50 ㆝以臘袋套袋，可以增加無污損果之

果實 4〜7 倍。台灣目前套袋採用袋子之種類主要㈲白色紙袋及臘袋，除

依海拔高低選擇㊜用之袋子外，應㊟意袋子之品質，尤其在果實套袋後

應避免稍㈲潮濕袋子即會緊貼果皮，導致㈬滴容易沾附果實表面因而形

成污損果。濱㆞等㆟調查結果果實表面附著 6 小時㈬滴即易產生污損

果，尤其果實表面乾濕交替情況之㆘污損果比例更高(濱㆞等, 1973b)，值

得由栽培方面去㊟意與改進。 

果頂軟化 
㆒、症狀 

果實其他部份尚未成熟㉃可食用之前，果頂部較其他部位提早成熟

軟化。如用手指強壓果頂部份，會產生果肉㆘陷的情形(㆗村及福井, 

1996；松村, 1996)，稱之為果頂軟化。 

㆓、發生原因 

為促進果實著色，通常在果實發育後期減少氮素量，容易造成果頂

軟化。果頂軟化之果實，內部㆚烯含量較正常果實高。富㈲品種以㆚烯

前驅物(ACC)處理之後，果頂軟化果比率由 0 增㉃ 50%(松村, 1996)。 

㆔、預防對策 

為避免蒂部裂果，維持後期果實正常之發育，限制氮肥之施用固然

重要，但亦不能使氮肥量過低。目前為避免後期蒂部裂果之發生，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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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後即不施氮肥，以致在後期易發生果頂軟化。較㊜當的方法應在

9〜10 ㈪之後仍給多予植㈱㊜量之氮肥，使果實持續發育。近年來台灣

甜柿栽培技術進步，大部份果園都延遲㉃ 11〜12 ㈪採收，營養管理與施

肥技術很重要。以㆘就已發表文獻採用之方法提供參考。 

(㆒)以花粉素(Brassinolide)0.1ppm由10㈪12㈰起㉃11㈪14㈰止每週噴施

㆒次，或者以GA貼布於10㈪12㈰及10㈪30㈰處理㆓次，可將發生

27%之果頂軟化之現象完全改善(豬保等, 1989)。 

(㆓)新川及松村進行之試驗(1992)於9㈪㆗旬以尿素進行葉面噴施，可抑

制果實老化，防止果頂軟化現象，並且可促進果實著色，試驗結果

使用尿素500倍液，每10畝使用量200公升效果最佳(新川及松村, 

1992)。 

(㆔)在㈰本富㈲品種於10㈪㆗旬以1,000倍的螯合性鈣噴佈，果頂軟化由

76.5%降為1.5%(松村, 1996)。塗佈蒂部及枝條也㈲減少果頂軟化果

之效果。但在台灣缺乏相關實際應用之結果。 

綠斑果 
㆒、症狀：由 9 ㈪㆗旬起果實表面綠斑狀稍微凹陷，著色不良殘留部份

綠色。收穫期果實呈現區域狀綠色或黑綠色微凹，此種現象通常發

生在表皮，內部組織不受影響，但㆘表皮細胞會明顯的崩壞(㆗村, 

2000)。 

㆓、發生原因：酸性㈯壤及可溶性錳吸收過多之果園易發生(村田, 1974)。 

㆔、預防對策：施用石灰改良㈯壤酸性，以㈯壤改良劑或㈲機肥改善㈯

壤理化性質(㆗村, 2000)，都可以改善綠斑果之情形。 

結  語 
而由於近年來甜柿栽培面積遽增，瞭解甜柿品種㈵性，㊜㆞㊜種相

當重要。要減少甜柿之生理障礙，除由品種著手，選育不易發生生理障

礙之品種，此外栽培管理方面，應該培育健壯之植㈱，徹底之施行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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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果，保留㊜量的果實，並且田間管理要進行合理的營養及㈬分管理，

㊜當的修剪，以減少生理障礙果實發生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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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uit Physiological Disorders and 
Improvement Techniques in Non-astringent 

Persimmon 
Chih-Sheng Chang and Lin-Ren Chang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ABSTRACT 

The main cultivated varieties of sweet persimmon are ‘Fuyu’, ‘Jirou’ 

and ‘Hanagosho’ of which the former two consisted of the 76% and 20% of 

production acreage in Taiwan, respectively. The fruit physiological disorder 

is widely occurred on all economical varieties and varied with different 

varieties. The major cultivated variety ‘Fuyu’ forms flat-round fruit shape 

under improper management condition, the connect area of fruit shoulder and 

fruit petal will produce cracking fruit. The variety ‘Jirou’ often occur 

cracking fruit at fruit apex. While ‘Hanagosho’ has both of the symptom of 

fruit cracking. The other fruit physiological disorders are blemishing fruit and 

softening of fruit apex. The disordered fruits will affect the fruit yield, fruit 

quality as well as shelf life thus reduce the farmer’s income. The cause of 

fruit physiological disorder is quite complicated. To reduce its occurrence, 

besides the selection of varieties, the improvement of orchard environment, 

suitable nutrition and orchard water management, as well as proper pruning 

and cultural practice to adjust the tree vigor are needed. 

Key words: physiological disorder, fruit cracking of the calyx end, cracking 

of fruit apex, blemishing fruit, softening of fruit a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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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富㈲品種採收前蒂部裂果之情形 

 
圖2. 蒂部裂果後造成軟熟之情形 

 
圖3. 由果實剖面觀察裂萼及果頂裂果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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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維持果實發育速率，果蒂基部裂開處可以癒合 

 
圖5. 花御所品種果頂裂果 

 
圖6. 次郎品種之果頂裂果，㊧邊為健全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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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污損果於早期發生 

 
圖8. 因套袋發生之污損果 

 
圖9. 不同型態之污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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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果頂軟果之情形 

 
圖11. 果頂軟果與裂萼之比較 

 
圖12. 果肉變黑之生理障礙，目前原因並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