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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利用 RT-PCR 基因選殖策略，自番石榴果實（Psidium guajava L.）選殖出

兩個 cDNA 片段，核苷酸長度分別為 1576 鹼基對、解碼 435 個胺基酸，與 977

個鹼基對、解碼 326 個胺基酸。由核苷酸定序結果與基因庫序列比對顯示，這兩

個 cDNA 選殖系皆具有 ACC合成酶（ACC synthase, ACS）應有的七個胺基酸保守

區域，尤其 ACS 酵素活性區域（第五保守區域 SLSKDMGLPGFR）更呈現高度相同

性，推測極可能是番石榴 ACS 基因無誤，分別命名為 Pg-ACS1與 Pg-ACS2。以專

一性 RT-PCR 引子，分析 Pg-ACS1與 Pg-ACS2基因在不同發育階段 ‘大蒂’（更

年型）與 ‘珍珠拔’（非更年型）番石榴表現的情形，Pg-ACS1 mRNA 在更年性

‘大蒂’番石榴發育到綠熟期與後熟期才可偵測到明顯的累積。相反的，Pg-ACS2
基因只在‘珍珠拔’著果期有少量表現。因此推測，Pg-ACS1基因應隸屬於乙烯

生合成系統 II，Pg-ACS2基因則是系統 I的 ACS。而非更年型‘珍珠拔’與更年

型‘大蒂’拔番石榴後熟行為的差異點應該是前者無法表現 Pg-ACS1基因，因而

無法在後熟時期產生大量乙烯所致。

關鍵字：

番石榴（Psidium guajava L.）、後熟、乙烯、ACC 合成酶

Abstract
Two cDNA fragments, 1576 bp encoding 435 amino acids and 977 bp encoding

326 amino acids, respectively, were amplified from total mRNA prepared from guava
fruit tissues by RT-PCR gene cloning strategy. Sequ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both
of these two cDNA fragments contain all the seven regions that are highly conserved
among ACC (1-Aminocyclopropane-1-carboxylic acid) synthases (ACS). Notably,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SLSKDMGLPGFR) in the active-site of ACS enzyme (the
fifth conserved region) is almost identical with the cases studied before. Therefore,
it is very like that the two cDNA clones isolated are guava ACS genes and were
named Pg-ACS1 and Pg-ACS2, respectively.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were
investigated via RT-PCR differential display analysis in different fruit development
stages of ‘Da-Di’, a climacteric guava variety, as well as ‘Jen-Ju Bar’, a
nonclimacteric guava cultivar, by utilization of gene specific primers. The
significant mRNA accumulation of Pg-ACS1 was detected only in green mature and
ripening phases of ‘Da-Di’fruit tissues. In contrast, Pg-ACS2 gene was not
expressed in any fruit development stage examined in this research, except in fruit set
stage of ‘Jen-Ju Bar’. Base on the gene expression pattern obtained, Pg-ACS1
should belong to System II ACS isoform, and Pg-ACS2, on the other han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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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 to System I counterpart. The key factor that causes the different ripening
behaviors between‘Da-Di’and‘Jen-Ju Bar’is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Pg-ACS1 gene
expression in the later variety during fruit ripening.

Keywords:
Guava (Psidium guajava L.); Ripening; Ethylene; 1-Aminocyclopropane-1-carboxylic
acid (ACC) synt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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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內容】

前言

後熟（ripening）是肉質果實（fleshy fruit）生長發育達到成熟（maturation）
階段末期至老化（senescence）初期之間的過度狀態；此一時期的果實組織會進

行一系列特殊的生理、生化反應，包括種子成熟、色澤的改變、質地軟化、醣類

與有機酸組成的改變、揮發性成分的生成（Giovannoni, 2004）。就被子植物本

身而言，後熟階段是果實功能由「保護未成熟種子」變換成「吸引種子散播者」

的轉捩點；以園產品採後處理（postharvest handling）觀點而論，後熟則是決定

果實品質發展完備與否及儲運性長短的重要指標（Kays and Paull, 2004）。因此，

果實後熟的研究除了在植物生長發育上具有學術價值外，對於園藝產業更有其實

際的應用性。

番石榴(學名：Psidium guajava L.；英名:guava)又稱拔仔、芭樂，為熱帶美

洲原產之桃金孃科（Myrtaceae）多年生常綠性小喬木或灌木。由於番石榴樹勢

強健、土壤適應性廣，且果實營養豐富，尤其富含維生素C，舉凡全球熱帶及亞

熱帶地區均有栽培，近年來由於栽培技術改進、品種更新及政府的推廣，番石榴

也是我國重要的熱帶經濟果樹之ㄧ。台灣栽培面積約七千五百公頃，產地集中於

高雄縣、台南縣、彰化縣。主要栽培品種有‘珍珠拔’、‘水晶拔’、‘二十世紀拔’、
‘梨仔拔’、‘東山月拔’、‘大蒂’（王，2000；謝等，2001）；臺灣早年引進栽培的

品種多屬更年性香味濃郁、球型小果品種，適合果汁加工利用；然而，更年性番

石榴果實採收後易軟熟不耐儲運，不符合鮮食消費強調果色翠綠、肉質清脆的市

場需求。民國六十五年間引進‘泰國拔’，以果型大、不具更年性、果肉脆、耐儲

運而深受消費者喜愛，我國番石榴經濟栽培面積才顯著增加，再加上近年來本地

農民由‘泰國拔’系統實生或芽條變異選育出‘珍珠拔’、‘水晶拔’、‘二十世紀拔’等
優良品種，已完全取代更年性品種成為鮮果市場主流，可見鮮果番石榴品種發展

趨勢是以非更年性的品種為主（林，1998）。國外有關番石榴後熟生理變化的研

究，大多以更年性品種為材料（Brown and Wills, 1983; Mercado-Silva et al., 1998;
Abu-Goukh and Bashir, 2003; Bassetto et al., 2005; Bron et al., 2005），對於非更年

性番石榴果實採後生理的研究幾近闕如。林（1998）調查二十個番石榴品種果實

採收後呼吸率及乙烯產生量的結果指出，大多數品種如‘梨仔拔’、‘東山月拔’、‘大
蒂’為更年性果實，而少數源於‘泰國拔’的大果型品種如珍珠拔’、‘水晶拔’、‘二
十世紀拔’則為非更年性果實。因此，同屬於P. guajava 種內的不同番石榴品種，

依其果實後熟行為可分為更年性與非更年性兩群。而造成這兩群番石榴品種後熟

行為的差異為何？典型更年性果實突變成非更年性果實單株的可能原因有乙烯

生合成障礙或是乙烯訊息傳導受阻。以‘大蒂’（更年性）及‘珍珠拔’（非更年性）

番石榴果實在20℃環境下所做的預試驗結果顯示，‘大蒂’在採收後置於空氣中會

有明顯的呼吸與乙烯高峯出現，是典型的更年性果實，同時伴隨著果實硬度降

低、轉色等後熟特徵的進行；‘珍珠拔’在兩週的觀察時間內並未有呼吸速率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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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釋出的明顯上升，至於果實也可以維持較脆、綠的狀態。若以1000 μL/ L 丙

烯（乙烯類似物，具有誘導乙烯生理作用之功能）（McMurchie et al., 1972）處

理24 小時後測定兩者的乙烯生成速率，‘珍珠拔’並無法經由丙烯的誘導啟動系

統II 的大量乙烯合成，更年性的‘大蒂’果實則可因為丙烯處理產生大量內生乙烯

合成而提前進入後熟階段。但是，這兩個品種對於100 μL/ L 乙烯處理24 小時

都可反應而造成呼吸速率提高。綜合以上所以結果可推論出非更年性‘珍珠拔’果
實具有對乙烯感受的能力，其與更年性‘大蒂’的差異是在於其果實組織無法合成

內生乙烯的緣故，此與林（1998）的研究結論一致。林（1998）的論文進一步指

出非更年性‘珍珠拔’果實後熟時ACC氧化酶（ACC oxidase）的活性較更年性的‘梨
仔拔’為高，故非更年性番石榴ACC合成能力較低可能是兩者後熟行為差異的主

要癥結所在。

研究目的

有鑑番石榴果實後熟行為（更年性或非更年性）是番石榴產業興起的關鍵，

且未來鮮果番石榴育種趨勢是以清脆鮮綠、耐儲運的非更年性品種為主流，ACC
合成酶極可能是更年性與非更年性番石榴果實後熟行為差異的關鍵。本計劃擬選

殖番石榴後熟所表現之ACC合成酶的cDNA，研究其核苷酸序列結構；並探討這

些ACC合成酶選殖系在後熟時期更年性與非更年性番石榴表現的差異性。此依研

究結果，將可作為番石榴果實採後保鮮、儲運處理技術開發的基礎；並且，也可

供爾後雜交育種親本選擇及子代後熟特性早期選拔之標誌。

文獻探討

Biale（1960）依據肉質果實後熟期間呼吸速率變化及對外加乙烯反應的不

同，區分為更年性果實（climacteric fruit）與非更年性果實（nonclimacteric fruit
兩大類。所謂「更年性果實」如香蕉、番茄，其果實發育進入後熟時期會有明顯

的呼吸速率上升與乙烯生合成量的遽增；反之，「非更年性果實」如柑橘、葡萄，

果實呼吸速率隨著發育逐漸平緩降低，後熟階段並無顯著的呼吸與乙烯高峯的出

現。長久以來，乙烯一直被認為在更年性果實後熟老化過程中扮演最主要的調控

角色（Srivastava and Handa, 2005）；吾人對於高等植物乙烯生合成路徑已有相

當的瞭解（Yang and Hoffman, 1984），ACC（1-aminocyclopropane-1-carboxylic
acid）合成酶（ACC synthase, ACS）被認為是乙烯生合成調控最主要的關鍵酵素。

至於果實乙烯生成的控制，目前學者認為是由兩個系統分別管控（Lelievre et al.,
1998），一個稱為系統I（System I），主要負責果實進入後熟之前的乙烯生成，

此一系統所生成的乙烯量並不多，但是卻擔任果實進入後熟之誘發者的角色；當

果實開始後熟時，另一個乙烯生成系統稱為系統II（System II）的乙烯開始生成，

系統II 的特性就是具有乙烯自動催化作用（autocatalytic ethylene production），

也就是說系統II 乙烯的生成會受到乙烯分子的回饋刺激而促進更多乙烯的生

成。更年性果實同時擁有系統I 及系統II 的乙烯合成系統，而非更年性果實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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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系統I 而缺少系統II，所以在其後熟時沒有大量的乙烯釋出。由分子生物上

的証據顯示果實中的確有兩組的乙烯生成系統，會受到不同因子啟動，而系統I
及系統II 可能代表著兩組不同的ACS 基因，例如Barry et al.（2000）分析番茄

ACS 基因家族中不同ACS 同功異構酶在其果實後熟前後的差異性表現，

LEACS1A、LEACS6 屬於系統I，LEACS2 則是在後熟期大量表達的系統II ACS
基因。

研究方法

本計畫擬以更年前期（preclimacteric）、更年高峰（climacteric peak）、更

年後期（postclimacteric）的‘大蒂’（更年性）及‘珍珠拔’（非更年性）番石榴果

實之為材料，抽取mRNA 後，進行RT-PCR（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擴增出番石榴ACS 基因片段，接合於載體後，轉殖於大腸菌寄主細胞

內增殖。cDNA 選殖系經核酸定序分析後，以RACE（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的技術取得全長cDNA，再經核酸定序後研究其結構；各ACS cDNA 選殖

系分別於‘大蒂’與‘珍珠拔’番石榴果實生長發育不同階段－著果（fruit set）、小

果（‘珍珠拔’果徑23-26 mm；‘大蒂’拔果徑21-24 mm）、中果（‘珍珠拔’果徑41-43
mm；‘大蒂’果徑28-32 mm）成熟果（‘珍珠拔’果徑84-93 mm；‘大蒂’拔果徑50-55
mm）及後熟之大蒂拔番石榴果實果心、果肉之組織，進行基因表現的分析，分

別以兩個基因片段之專一性引子對（gene specific primer）進行RT-PCR的分析。

結果與討論

（1）番石榴ACC合成酶cDNA之胺基酸序列分析
以退化性引子（degenerated primer）自‘大蒂’番石榴果實選殖出之ACC合成

酶基因片段，經進行核苷酸序列定序，分別命名為Pg-ACS1及Pg-ACS2。其中

Pg-ACS1共有1576個鹼基對（base pairs），解碼435個胺基酸；Pg-ACS2共有977
個鹼基對，解碼326個胺基酸。Pg-ACS1與Pg-ACS2推演出的第五保守區的ACS
酵素活化區（active site）的胺基酸序列同為SLSKDMGLPGFR（Kende, 1993），

與其他物種的ACC合成酶具有高度保守性，而將這兩個番石榴胺基酸序列及其他

物種ACC合成酶胺基酸序列排列比對，ACS七個胺基酸胺基酸的演化保守區域

(Kende, 1993)也都可以找到（圖1）。因此，所選殖出的Pg-ACS1及Pg-ACS2很可

能是番石榴ACS基因cDNA。

以軟體分析不同物種間ACC合成酶胺基酸序列相似性，圖2樹狀圖顯示ACC
合成酶可分成三大類群，Pg-ACS1與Pg-ACS2分別被分在GroupⅡ及GroupⅠ；其

中在GroupⅠ中的有番茄LE-ACS1A、LE-ACS1B及LE-ACS6，在GroupⅡ中的有

阿拉伯芥AT-ACS1及AT-ACS2，因此可以藉由此樹狀圖的分析推測，Pg-ACS1
的胺基酸序列和番茄LE-ACS1A、LE-ACS1B及LE-ACS6較為相似，而Pg-ACS2
和阿拉伯芥的AT-ACS1及AT-ACS2較為相似；然而依據ACC合成酶胺基酸序列

無法辨識「系統Ⅰ」或「系統Ⅱ」ACC合成酶基因，因此進一步對所選殖出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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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番石榴ACC合成酶基因進行基因表現分析。

（2）番石榴果實生長發育階段ACC合成酶基因表現分析
專一性引子對的設計為RT-PCR檢測基因表現分析的重要關鍵。針對選殖出

的番石榴果實Pg-ACS1及Pg-ACS2基因所設計的專一性PCR引子對，可以區別性

的擴增出這兩個cDNA，具有高度專一性（圖3）。

以前述Pg-ACS1及Pg-ACS2基因專一性引子，對不同‘大蒂’及‘珍珠拔’番石榴

果實生長發育階段總RNA進行基因表現RT-PCR分析，結果如圖4所示，Pg-ACS1
在更年型‘大蒂’番石榴果實著果到綠熟期前，未能偵測到明顯的Pg-ACS1 mRN累

積；但是當‘大蒂’進入綠熟期與後（黃）熟期期，Pg-ACS1 mRN則有顯著的表現

（圖4）。反之，對於非更年型的‘珍珠拔’番石榴而言，整個果實發育過程並未

偵測到Pg-ACS1 mRNA累積。而Pg-ACS2基因只有在‘珍珠拔’番石榴果實著果階

段有少量表現，在‘大蒂’果實及‘珍珠拔’果實其他生長發育階段皆無法偵測到其

mRNA累積。

由以上試驗結果我們可以推測，由於Pg-ACS1在番石榴果實後熟階段表現，

應屬於系統II之ACC合成酶基因；Pg-ACS2只在非更年型的‘珍珠拔’果實著果階

段表現，推測應為系統I之ACC合成酶基因。因此，在番石榴的例子，造成‘珍珠

拔’採後果實呈現非更年性的現象之關鍵點，似乎是因為缺乏系統II Pg-ACS1基因

的ACC合成酶表現，所以其果實後熟階段並沒有大量的乙烯生合成，因此果實可

維持清脆鮮綠的特性，迴異於更年性的‘大蒂’番石榴。由於系統II之ACC合成酶

基因具有受到乙烯正向調控之特性，系統I之ACC合成酶基因則受到乙烯的負向

調控（Barry et al., 2000; Barry and Giovannoni, 2007），進一步的試驗則可以針對

外施乙烯或乙烯類似物質，並觀察這兩者ACC合成酶基因表現情形，以確認其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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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番石榴（Pg-ACS1、Pg-ACS2）、酪梨（PA-ACS1）、甜橙（CS-ACS1）、阿

拉伯芥（AT-ACS6）、柿子（DK-ACS1）、番茄（LE-ACS3）及西洋梨（PC-ACS3）
ACC 合成酶胺基酸序列之比較。黑色底線區域為 ACC 合成酶胺基酸序列保

守區域、上標箭頭為 ACC 合成酶轉氨酶（aminotransferases）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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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番石榴（Psidium guajava）、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菸草 （Nicotiana
glutinosa）、甜橙（Citrus sinensis）、柿子（Diospyros kaki）、酪梨（Persea
americana）、西洋梨（Pyrus communis）、阿拉伯（Arabidopsis thaliana）
ACC 合成酶胺基酸序列之演化相關性。星號＊標示處為番石榴 ACC 合成酶

基因－Pg-ACS1、Pg-ACS2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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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番石榴 ACC 合成酶基因 Pg-ACS1 與 Pg-ACS2 引子專一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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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不同‘大蒂’及‘珍珠拔’番石榴果實生長發育時期 ACC 合成酶基因

Pg-ACS1 及 PgACS2 基因表現之 RT-PCR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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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成果自評】

執行本計劃之初，遭遇最大的試驗困難是自番石榴果實抽取品質優良的

總 RNA，因為番石榴果實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酚類化合物，對於 RNA

的抽取純化造成很大的障礙，一般運用在植物營養器官 RNA 抽取的步驟方

法，並不能在番石榴果實 RNA 抽取發揮很好的效果。嘗試比較幾種不同的

RNA 抽取的方法，並經過修飾，本實驗室目前已能穩定的由各個番石榴發育

階段的果實樣品抽取優質的總 RNA 以進行後續的 RT-PCR 反應或北方墨點法

分析。

目前已選殖出兩個番石榴 ACC合成酶基因片段，由其核苷酸序列所推演

出的胺基酸序列，已可比對出 ACC合成酶的七個保守區域，十分可能是 ACC

合成酶基因無誤。現在仍持續進行 RT-PCR 選殖新的 ACC合成酶基因的試驗，

並以 5端及 3端 RACE 的技術以得到全長 cD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