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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果實轉色期木質部輸導功能之變化 
 

陳思如 1、葉德銘 2、李國譚 2, 3 

 

摘要 
葡萄(Vitis vinifera L.)果實發育之模式研究豐富，可供許多果實研究之參

考，利用染劑追蹤法，可了解葡萄果實發育期間木質部輸導能力之變化，轉
色期前之果實可經由中軸(central)及周邊(peripheral)維管束將染劑運輸至果
頂，果實開始轉色後，果梗吸收之染劑僅能到達果刷(brush)區域。利用加壓
滲透膜裝置可使果梗吸收之染劑經由周邊維管束運輸至果頂，顯示多數木質
部導管到果實成熟期都仍保持連通。葡萄果實韌皮部的卸載(uploading)於轉
色前、後由質體內(sympoplastic)途徑轉為質體外(apoplastic)途徑，質體外總
可溶性糖濃度自花後 70 天開始持續增加。以低溫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果托
(receptacle)組織橫切面，veraison 後(花後 93-100 天)許多導管內呈現白色蕾絲
狀，顯示內含高濃度之溶質。質體外及導管內溶質累積造成溶液黏性增加，
被認為可能是果實發育後期木質部之流體阻力提高的原因之一。 

關鍵語：解剖、質體外、鈣、染劑、流體阻力 

前言 
葡萄(Vitis vinifera L.)為世界重要水果及釀酒作物，其果實發育與生長受

到許多研究關注，果實水分含量不僅影響釀酒葡萄的製酒品質，亦是鮮食葡
萄口感脆度的重要因素，且與果實產量及裂果的發生息息相關。葡萄果實發
育期間水分供應與溶質累積模式之研究報告豐富，值得供其他水果的水分生
理相關研究參考。本文針對葡萄果實轉色前後之木質部輸導功能衰退為專題，
就其現象、發生原因及其對於鈣元素運輸之影響，彙整相關論文報告進行論
述，以供果實發育、水分供應及礦物營養研究之參考。 

果實水分的來源主要為木質部及韌皮部，進入果實的水分除了供應蒸散
所需，亦提供細胞擴張所需的膨壓，造就了果實的生長。木質部為植體內鈣
運送之管道(16)，果實自木質部獲得之水量及果實內功能性導管分布之情形，
影響果實內鈣的累積及分布。鈣濃度不足與許多作物果實生理障礙的發生有
關，如：蘋果苦痘病(bitter pit)及番茄頂腐病(blossom-end rot)等(9, 18)。鈣濃度
亦影響果實耐貯性，以酪梨(Persea Americana Mill.)為例，果實採收後的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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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隨果實鈣濃度提高而減緩(28)，顯示提高果實鈣濃度有助於延長其櫥架壽
命；而獼猴桃(Actinidia deliciosa) 提高果實鈣濃度，有助於提升其低溫貯藏
之耐寒性，可降低低溫貯藏後果皮出現凹點之生理障礙發生率(14)。因此，果
實發育期間自植株獲得水分途徑之研究，相關層面不僅止於果實生長及發育，
亦值得在果實生理障礙及採後處理的研究領域上探討應用。 

葡萄果實的發育模式 
葡萄果實生長呈雙 S 曲線，一般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果實形成

期，果實快速生長後逐漸趨緩，經過第二個時期為生長停滯期(約於花後 55-60

天開始)，接著再進入第三階段的果實成熟期(約於花後 70 天開始)，果實再度
生長、開始糖類的累積及果皮花青素形成，約於花後 90 天達到果重最大值，
之後停止增加果重，並在後期產生芳香物質(8)。部分品種於採收前會發生縮
水 (shrinkage)現象，果徑略為萎縮，如： ‘Shiraz’；但  ‘Chardonnay’ 和 

‘Thompson seedless’ 品種則無明顯縮水情形(26)。 

葡萄果實發育第三階段的初期為重要的轉換期，產業上稱之為「veraison」，
源自於法文的 véraison，果實在 veraison 之後開啟果皮轉色及一連串的成熟
過程，因此果實與植株間水分關係在此時期前後之變化，受到許多研究的重
視(1, 7, 19, 29)。許多水果之生長雖非如葡萄之雙 S 曲線模式，但皆同樣有明顯的
轉色期，轉色後果實開始進入朝向成熟的一連串生理變化，例如：蓮霧
(Syzygium samarangense Merr. & Perry)果實生長雖為單 S 形曲線模式，果皮花
青素開始累積時，果實相對生長速率趨緩，且總可溶性固形物濃度開始持續
增加，顯示果實發育已邁向成熟(6)。葡萄果實轉色前後與植株間之水分關係
之相關研究，亦值得其他果樹研究借鏡。 

葡萄果實 veraison 前後之水分需求 
葡萄果實與植株間的水分關係於 veraison 前後有明顯變化，以 ‘Zinfandel’ 

為例，果實於 veraison 前，之果徑隨正午葉片水勢降低而減小，顯示其果實
生長受到植株水分狀態的影響，但 veraison 後之果徑則與正午葉片水勢相關
性較低(15)。‘Merlot’ 及 ‘Concord’ 葡萄果實在 veraison 前會因停止灌溉而果
徑縮小，並在開始灌溉後逐漸再增大，但 veraison 後之果徑的變化皆呈穩定
而微幅縮小的趨勢，不受到停止灌溉、復水處理之影響而變動，以根系加壓
處理進行試驗，同樣顯示果實轉色後的果徑不再隨著根壓提高而增大(19)；此
外，採收前 1 個月的乾旱處理，對‘Shiraz’葡萄品質亦無顯著影響(21)。由以上
結果看來，葡萄果實與植株間的水分關係於 veraison 後已逐漸失去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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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受到灌溉影響而變化。 

藉由監測果梗環剝、正常掛樹及離體果實果徑變化之差異，可估算果實
獲得水分之來源(20)，葡萄 ‘Cabernet Sauvignon’ 果實於 veraison 前之水分來
源為木質部為主，以韌皮部為輔，而轉色後則主要由韌皮部供應生長所需之
水分(15)。除了葡萄以外，蘋果(20)、獼猴桃(10)及番茄(17)的相關研究皆顯示，果
實木質部液輸入量隨著果實發育逐漸減少，後期以韌皮部運輸為主要水分來
源。 

果實發育期間木質部功能衰退影響鈣的累積 
由於木質部為植體內鈣運送的主要途徑(16)，果實發育期間木質部輸導的

衰退速率被認為與果實鈣的獲得能力有關。提高葡萄果實鈣濃度可延緩其老
化，並增加對灰黴病(Botrytis cinerea)之抗性(3)。葡萄果肉鈣的累積主要於
veraison 前，而轉色期後果肉鈣含量就不再增加，可能與果實 veraison 後果實
周邊(peripheral)維管束之木質部輸導功能下降有關，但中軸(central)維管束木
質部仍保持功能性，種子鈣含量於 veraison 後仍持續累積(2)。 

葡萄果實鈣累積的模式與木質部輸導功能測試結果相符合，將帶果梗果
實之果梗切口浸入質體外運移之染劑，藉由染劑追蹤果實木質部之輸導能力
範圍，結果顯示，veraison 前之葡萄果實可經由中軸及周邊維管束將染劑運
輸至果頂，而 veraison 後進入果實內之染劑僅限於果刷(brush)區域，無法經
由周邊維管束之木質部導管輸送染劑(圖 1)(24)。此結果同樣顯示葡萄果實於
veraison 後，輸導至果肉的周邊維管束木質部輸導功能衰退，僅有輸導至種
子之中軸維管束仍具功能性。藉由此染劑追蹤法的研究，果實成熟過程中木
質部輸導功能的衰退於許多作物已被報導，包括：蘋果、梨、棗(Ziziphus 

mauritiana)、柑橘(Citrus reticulate cv. Shatangju 及 Mashuiju)、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荔枝(Litchi chinensis)、龍眼(Dimocarpus longon)、蓮霧等，並被認
為是水果發育的共通特性(6, 25)。 

品種間木質部輸導功能衰退發生時間及程度差異，常與其缺鈣生理障礙
之敏感度有關。對苦痘病較敏感的‘Catarina’蘋果品種比對苦痘病不敏感的
‘Fuji’木質部輸導功能衰退發生時間早(23)，且發生苦痘病的果實鈣濃度較正常
果實低(22)。易發生尻腐病之番茄品種 ‘Spectra’ 及 ‘Calypso’ 於高鹽分之養
液中栽培時，果實導管功能衰退較不敏感品種 ‘Counter’ 更顯著(17)。顯示果
實發育期的木質部輸導量的衰退情形受品種特性之影響，且可能是造成果實
缺鈣相關生理障礙發生率差異的因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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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管束，veraison 後雖有部分較早形成的木質部導管出現裂口，但仍有相鄰
之健全的導管，不至於造成木質部輸水中斷(4)。因此果實發育後期的木質部
導管輸送量下降，除了因部分導管斷裂造成輸送不利以外，果實內應仍存在
有其他箝制導管水分運送之阻力。 

利用壓力探針由果梗往果實內注入液體的流速，可實際測量葡萄果實各
部位的流體阻力，結果顯示，‘Chardonnay’ 果實及果托(receptacle)木質部之
流體阻力(hydraulic resistance)於花後 80-100 天顯著增加(7)；Tyerman 等(2004)
偵測 ‘Shiraz’ 及 ‘Chardonnay’ 於果實不同部位之流體阻力，顯示果實花後
70 天至 100 天之間有流體阻力增加的現象，但果托及果梗端則維持較低的流
體阻力，且各部位於花後 100 天的流體阻力，以果實的果頂端>果梗端>果托
或果梗(27)，此結果也再次驗證果實發育後期木質部水分輸入果實的阻礙在於
果實內部，而非果托或果梗，符合染劑追蹤法觀察到的結果。 

若將 veraison 後之葡萄果頂橫向切開，放置於強力吸水素材上，製造流
體梯度，可使之果梗吸收之染劑沿周邊維管束送達果頂，顯示 veraison 後導
管輸送量的衰退是由於缺乏足夠的動力，無法抵抗木質部內的逐漸增加的流
體阻力，而非僅因導管斷裂的裂縫增大導致輸送中斷，此結果也成為氣栓
(Embolism)或填充體(Tylose)阻塞造成木質部輸導量下降之論點的反證(1, 3)。 

葡萄果實發育後期木質部流體阻力的增加，被認為與質體外之溶質濃度
提高有關。Zhang 等(2006)指出，葡萄果實 Veraison 過程中，韌皮部的卸載
(unloading)由質體內(Symplasmic)途徑轉為質體外(apoplasmic)途徑，果實質體
外總可溶性糖濃度自花後 70 天開始增加，且高於韌皮部液的總可溶性糖濃度，
顯示果實內來自韌皮部的糖類開始被累積於質體外(29)。Choat 等(2009)以低溫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果托組織橫切面，觀察到 veraison 後(花後 93-100 天)
許多導管內呈現白色蕾絲狀，顯示內含高濃度之溶質，質體外及導管內溶液
因溶質濃度提高而黏性增加，被認為可能為木質部之流體阻力提高的原因之
一(7)。 

除了導管內的流體阻力增加以外，導管與鄰近的薄壁細胞間的水分關係
也可能影響果實內木質部液之流量，水通道蛋白(aquaporin)為細胞膜上調控
水分進入細胞的蛋白質，葡萄果肉的水通道蛋白 PIP1 及 PIP2 基因表現量於
花後 60-80 天達到高峰，此時亦是果實流體阻力最低的時期(7)。PIP2 的表現
對細胞膜水的通透性影響被認為大於 PIP1(5)，而膜對水的通透性在 PIP1 及
PIP2 同時表現時，高於僅有兩者之一單獨表現時(13)。但關於水通道蛋白在葡
萄果實內之表現位置，是否確實在薄壁細胞與木質部導管相臨的細胞膜上，
目前尚缺乏研究資料，未能做為影響木質部鄰近細胞輸入木質部液之直接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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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無論是果實的生長發育期間的灌溉需求、鈣的累積與果實品質及耐貯性，

或是果實發育期間水分變動造成之逆境或裂果現象，皆是果樹產業上亟待了
解之問題。葡萄果實轉色後木質部液輸入量顯著下降，果實轉色後為溶質累
積的時期，韌皮部成為果實主要的供水來源，並在發育後期將可溶性糖累積
於質體外，可能形成木質部流體阻力，導致輸導能力下降。果實發育期間木
質部輸導量的衰退時機與程度因品種而異，進而影響果實鈣的累積與分布，
成為果實缺鈣相關生理障礙敏感性、耐貯性及抗病性之決定因子之一。以葡
萄果實發育期間水分獲得之相關研究做為碁石，參考應用於其他水果之灌溉、
水分生理、植物營養及品種選育等研究，應有助於加速改善眾多果樹產業當
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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