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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小粒菌核病包括小球菌核病及小黑

菌核病，二者之形態及生態均有差異，一

般認為小黑菌為小球菌之變種(8,28)。小粒菌

核病為臺灣水稻之風土病，每年發生情形

變化很大。根據前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統計

1964-1996年期間，第一期作稻小粒菌核病

的發生面積，以1971發生面積3,639公頃最

廣，第二期作之發生面積，以 1973 年達

24,416公頃為最廣；1976年以後，第二期作

稻小粒菌核病發生面積均低於五千公頃(16)。

由上述資料顯示，臺灣第二期稻作小粒菌

核病的發生面積比第一期作廣，臺灣水稻

小粒菌核病之分佈並無明顯的地理性差

異。

羅及謝氏報告，1962年第一期作平均

發病率及損失率分別為71.31％及25.23％，

第二期作則為64.64％及37.00％，因此第二

期作水稻受害程度比第一期作嚴重(9,21,22,27)。

小粒菌核病菌感染稻株，如僅以細小病斑

出現於葉鞘或莖稈上，一般對稻株生育之

影響甚小，而不被認為是病害；如果稻稈

周圍被害達20-30％以上，小粒菌核病菌侵

入稻組織後，分解組織使其軟化腐朽，莖

稈地基部組織軟化後，常引起稻株倒伏並

提早死亡，則可導致50％以上之減產，故

其破壞性很大(3,8,28)。

本病主要危害稻葉鞘及莖稈。初發生

期及感染部位，均與紋枯病相似，在水稻

分 盛期，稻叢近水面之葉鞘表面形成小

形黑漆色的病斑或黑色細長的縱條斑，漸

次擴大至葉鞘內部。水稻分 期至抽穗

期，小粒菌核病之病勢進展，一般僅止於

葉鞘甚少進入莖稈。

水稻乳熟期，葉鞘病斑上之病原菌會

開始侵入稻稈組織，產生縱條狀黑色病

斑，病斑散生（圖二）。嚴重時，多數病斑

合併圍繞整枝稻稈，稻稈組織由內向外漸

稻小粒菌核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Magnaporthe salvinii (Catt.)R.A. Krause & R.K. Webster

無性世代 Nakataea sigmoidea (Cavara) Hara var. sigmoidea、Nakataea

sigmoidea (Cavara)Hara var. irregulare(Cralley & Tullis)

英名：Stem 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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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被病原菌分解，病稈組織軟化後隨之腐

朽，稻株倒伏枯死(13,15)。人為接種小球菌核

病菌到葉鞘或莖稈，病斑呈線狀或斑紋狀

（圖三）；接種小黑菌核病菌病斑呈縱走線

狀（圖四），此可作為診斷二種菌核病菌之

特徵。但是依筆者過去經驗，在田間並不

易利用病徵分辨小球菌核病或小黑菌核

病。

稻小粒菌核病感染葉鞘或莖稈後，會

在病組織中及莖稈內壁形成多數菌核。小

球菌的菌核呈規則之圓球形，表面黑色具

光澤，大小0.2~0.3公釐左右。小黑菌之菌

核為不規則球形，表面黑色無光澤，菌核

數目較多但較小形，大小為0.1~0.2公釐。

被小粒菌核病危害之稻稈形成菌核後，雖

然外觀病徵不易分辨何種小粒菌核病菌所

引起，但因小黑菌之菌核小而多、小球菌

核大而少，所以剝開病稈，由菌核量及大

小可約略診斷。小球菌之菌核在病組織上

之著生方式，為表生或半埋生於病稈內壁

表面組織，菌核圓球形而表面光滑，當剝

開病稈後輕輕震動，即可見許多菌核掉

落。相對的，小黑菌之菌核著生方式為埋

生，菌核表面較粗糙，剝開病稈時除了切

口上之菌核掉落外，輕輕震動並不易使菌

核掉落（圖五）。調查田間病株上之菌核，

常發現一叢水稻中同一病稈小球菌及小黑

菌分別或同時存在，得知兩菌共同危害之

情形很高。

小粒菌核病菌常自葉鞘外部感染，逐

漸進展使葉鞘與稻稈形成病斑，病菌進入

稻稈內部組織後，再往上下兩方向擴展病

勢，所以先被感染之節間內所產生之菌核

量最多。但部分小粒菌核病，係由稻稈基

部感染，再往上蔓延，這種感染方式，在

葉鞘及莖稈上並無明顯病斑，但病稈基部

組織常變黑色而有灰色菌絲，菌核量以基

部往上第一或第二伸長節間最多。

圖一：稻小粒菌核病田間發生情形。

（張義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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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近似 Phyllachorales  黑痣菌目

Magnaporthaceae  

Magnaporthe  

（二）分布

本病廣布於世界各稻產區，包括亞

洲、美洲、非洲及歐洲均有記載。

（三）寄主

本菌為腐生性強之兼性寄生菌，在自

然界大多以弱寄生為主。利用人工接種測

試，寄主植物廣，但以百合科、莎草科、

禾本科及燈心草科等為主要寄主植物(7,19)。

田間禾本科植物如茭白筍等也有小粒菌核

病，各種植物與水稻上之小粒菌核病菌是

否相同，尚未獲得明確的答案(18)。

（四）形態

本病之病原菌僅有小球菌會形成有性

世代，小黑菌只有無性世代。小球菌有性

世代為異絲生殖，形成子囊孢子及子囊

殼。子囊殼黑色球形、埋生於葉鞘外側組

織，直徑平均381µm（202-481µm），殼鼻

短僅30-70µm，寬度為子囊殼直徑的一半、

圖二：稻小粒菌核病之莖部病徵。（張義璋） 圖三：小球菌感染葉鞘之病徵。（張義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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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菌之菌絲白色、灰白至橄欖色，

氣生菌絲較少，埋生菌絲黑色。菌核在病

組織或培養基上大多埋生，菌核量較多而

小，約為268-342 ×90-119µm，菌核黑色、

不規則、表面粗糙（圖五）。分生孢子紡綞

形，一般具3隔膜，兩端細胞較淡，大小約

為41-58 ×9-12µm、常附有孢子長度2-3倍

長之附絲即發芽管 (8,11,12,14,24,28)。

（五）診斷技術

在葉鞘病斑為黑漆色或黑色細長的縱

條斑，與其他病害之褐色斑有差異；稻稈

上產生縱條狀黑色病斑，病斑散生，嚴重

時，多數病斑合併圍繞整枝稻稈，稻稈組

織由內向外漸次被病菌分解，病稈組織軟

化後隨之腐朽，稻株倒伏枯死。

小粒菌核病會使稻株倒伏提早枯死，

與飛蝨類所引起之「蝨燒」相似，人們常

不易分辨而互相混淆。單純病害或蟲害

時，只要由枯死稻株上有無蟲蛻皮所留之

殼，或組織中有無菌核，即可診斷（圖

六）。但因兩者常共同危害，所以何者為主

兇？就需要經驗判斷，蟲殼愈多則蟲所佔

角色愈重要，菌核愈早出現則病害所佔角

色愈重要，即稻株剛枯萎時稻稈內就有菌

核形成，小粒菌核病的可能性甚大。另

外，觀察田間倒伏株時，可將稻莖分成上

下二半，上半部莖幹先枯萎組織鬆軟者大

多因「蝨燒」所致，下半部莖幹先枯萎組

織鬆軟者大多因小粒菌核病所致。

不突出葉鞘外表皮、肉眼可見（圖五）。子

囊弧形、大小約為90-128 ×12-14µm，子囊

壁幾乎看不見並於孢子成熟時溶化有柄。

子囊內一般有8個子囊孢子偶爾僅有4個、

雙列排列。孢子成熟時具3個隔膜，隔膜略

縊縮褐色呈稍彎曲之紡綞形兩端細胞較淡

大小為38-53 × 7-8µm。菌絲白色、灰白至

橄欖色，在病組織或培養基上大多表生，

菌核黑色、表面光滑、大小180-280µm。分

生孢子紡綞形彎曲，一般具3個隔膜中間隔

膜處常有縊縮，兩端細胞顏色較淡，大小

約為29-49×9.9-14.2µm (8,11,12,14,24,28)。

圖四：小黑菌感染葉鞘之病徵。（張義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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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留於土中的菌核，成為下期作之初次感

染源。各方研究結果，顯示小粒菌核病菌

在田間，至少可存活4個月以上，比臺灣各

期作間隔為長。本病菌之菌核在稻田中之

消長，據筆者進行稻紋枯病生態研究時所

做比較觀察，發現本病菌與紋枯病菌相

似，整地至插秧時田水中菌核量最多。每

公頃小粒菌核病菌之菌核量估計約在100億

至1000億，插秧後每叢水稻外表上常附有

數十至數千個菌核，本菌之腐生性較強，

稻株上之菌核會發芽並於植物殘體等有機

物質上生長，若缺乏可供生長有機物或環

境不適合時菌核發芽後隨即死亡，受稻株

本身抗性及拮抗微生物之影響，只有少數

菌核發芽後會感染水稻葉鞘。本病之病斑

上會形成分生孢子，野中氏報告，分生孢

子之感染較菌核之感染機率少，故經由分

生孢子造成之第二次傳染，對本病不具重

要性 (5,14,20,28)。

小球菌及小黑菌接種在水稻葉片或葉

鞘上，菌絲形成附著器及侵入菌絲之最適

溫度為24-28℃，在36℃以上不能形成附著

器，在8℃時小球菌可形成少數附著器，小

黑菌則不形成附著器。謝氏報告，指出小

粒菌核病菌感染之最適溫度為24℃，病斑

發展之最適溫度為30℃。剝除葉鞘之稻莖

上，以刺傷接種小球菌，在8℃及36℃可產

生小病斑，小黑菌則無法產生病斑。對具

有葉鞘之稻莖上，小球菌及小黑菌在12℃

（六）生活史

病原菌在自然界以無性世代為主，利

用菌絲行營養生長，以菌核為主要繁殖

體，具殘存及傳播功能，菌絲在土壤中之

殘存力不強，但病組織中之菌絲殘存期間

較長。根據報告，本菌在寄主組織內會形

成有性世代之子囊殼及子囊孢子(28)。

小粒菌核病的病組織枯死後，病菌在

組織中形成大量菌核，並可延續至稻收穫

後。病菌在稻樁上繼續產生菌核，與零落

圖五：小黑菌(左)菌核比較小不規

則，小球菌(右)菌核比較大圓

形。（張義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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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粒菌核病，多施鉀肥時可減少小粒菌核

病的發生，磷肥影響不大，但同時多施鉀

肥與磷肥之水稻對小粒菌核病之抵抗性

低，比單獨多施鉀肥者較易發病，矽酸可

增加稻株抗性 (4,8,10,23,25,28)。

灌溉排水影響菌核之形成、發芽、感

染及病勢之進展，其中以灌水深度及排水

時期與小粒菌核病發生之關係較為密切。

綜合多位學者之研究結果，稻小粒菌核病

對深水區稻株之感染率比淺水區為高，可

能因深水區中之漂浮菌核被帶到較高位葉

鞘、菌核易流入葉鞘內側、葉鞘組織比較

纖弱易感病等因素所致。但病菌侵入葉鞘

組織後，病菌在病組織中之病勢進展，則

洽好相反，即淺水區之病勢進展較快，其

原因可能與稻組織之水份潛勢有關。降雨

時期及降雨量對稻小粒菌核病之影響，與

灌排水之影響頗為相似，感染期或感染期

來臨前降雨量多，稻株被感染率增加。病

勢進展期降雨量豐富，病勢進展速率就降

低 (1,6,8,13,14,15,20,26,28)。

稻品種對小粒菌核病之抗感病性，多

篇研究報告均指出，稻品種間之抗感病性

因年而有差異，這種差異乃起因於稻生育

期間之氣候所致。一般而言，早熟品種比

晚熟品種較感病 (2,10,17,19,28)。

水稻其他病蟲害與小粒菌核病亦有密

切關係，例如有節稻熱病、紋枯病、線蟲

心枯病等病害併發時，可以抑制水稻小粒

以下或36℃以上均不產生病斑。陳氏等報

告，較高溫氣候下易發生小球菌核病，小

黑菌則相反 (2,8,14,26,28)。

本病發生與施肥之關係極為密切，研

究顯示，氮肥施用量多於正常量時易發生

圖六：感染稻小粒菌核病之病株上無

蟲蛻，莖內有菌核。（張義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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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核病之被害度。水稻受二化螟蟲及飛蝨

危害後，有助於小粒菌核病之感染及病勢

進展，為眾所周知之事實。稻胡麻葉枯病

與稻小粒菌核病之間，常有共同危害並互

相增加其危害程度之現象。

目前並未發現本病之有效防治藥劑，

所以要從栽培管理方面著手預防。有關耕

種栽培管理部分，請參考紋枯病之防治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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