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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柑橘破葉病毒（Citrus tatter leaf

virus ， CTLV） 首 先 被 發 現 在 美 國 加 州

Riverside 柑橘研究中心所種植的北京檸檬

（Meyer lemon）上，北京檸檬病株是於1908

年自中國引入，其後分種於美國多處。此病

毒經嫁接於柑橘苗Citrus excelsa而顯示破葉

病徵予以認定 (4,10)。在佛羅里達州、澳洲及

南非等地的北京檸檬也偵測到此病毒，係潛

伏感染 (5)。1975年後，日本在中國引進之品

種，如若干溫州柑品系、椪柑及桶柑陸續發

現染有此病毒，推想此病起源於中國 (6)。近

年來，臺灣亦發現多數柑橘感染此病毒 (9)。

中國大陸之最近報告指出，浙江地區已普遍

發生此病害，並有可能遍及全中國。此病毒

對感病性枳殼或其雜交種如枳橙、枳柚為砧

木之柑株為害引起罹病株矮化，故亦稱為枳

橙矮化病（Citrange stunt）(5)。

此病毒對多數柑橘類及品種僅造成潛伏

感染，無病徵。當其感染C. excelsa，枳橙及

Citremon，則在幼葉產生褪綠斑點或斑紋成

為萎縮畸型葉片。在枳橙有時枝條出現萎黃

斑而扭曲，因此枳橙苗可用為指示植物。這

使得日本過去以枳殼為砧木之柑橘產業地區

受害 (7)。經濟品系嫁接於枳殼、枳橙或枳柚

時，則明顯出現穗砧接合部凹陷，含黃褐色

樹膠，產生黃暈圈（yellow ring），或使接合

部鼓起出現摺裂縫（cleavage），於強風吹過

時此部位易斷裂（圖一）。罹病之枳殼砧植

株呈矮化，嚴重株葉色略帶萎黃。

柑橘破葉病
英名：Citrus tatter leaf

圖一：柑橘破葉病毒(CTLV)引起枳殼砧木與橙穗

接合部含黃褐色樹膠呈黃暈圈(yellow ring)

(A)，或鼓起形成裂縫(cleavage) (B)。

（蘇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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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稱

Citrus tatter leaf virus（CTLV）

(二)形態

此病毒屬Citrus tatter-leaf Capillovirus，受

其感染之柑橘及草本植物，經電子顯微鏡觀

察，可檢視到大小為600∼700 x 15∼19nm

之絲狀病毒顆粒 (1)（圖二）。此病毒可在柑

橘及草本植物間以汁液機械傳染。

(三)診斷技術

通常採用指示植物之生物檢定。Rusk枳

橙的苗或接芽為良好的檢定植物，經病芽嫁

接接後，在其葉片上出現不整形褪色病斑及

葉緣畸型病徵（圖三A）。Troyer枳橙亦可產

生類似病徵，但有些病毒分離株對枳橙僅造

成輕病徵或無病徵；C. excelsa 對此病毒很敏

感，感染後葉片產生褪色斑點及不整形破裂

葉病徵，但 C. excelsa 感染柑桔萎縮病毒

（Tristeza virus）之苗黃系統時，亦產生類似病

徵，因此如果兩種病毒同時感染 C. excelsa

時，破葉病病毒的檢定會受干擾，所以Rusk

枳橙為較好的檢定用植物。可直接採用對象

植物的苗或接芽作檢定，亦可將指示植物之

芽或接穗切接或芽接於感病性植物，進行檢

疫。實際檢定時將受檢株之枝芽（2芽以上）

嫁接於實生柑苗而上方嫁接指示植物之接

穗，剪去頂部催速指示接穗萌芽，使病徵迅

速呈現於嫩葉上。在20℃∼24℃適當溫度下

經4∼6週即可在長出的幼葉上產生病徵。

以病汁機械接種於白藜（Chenopodium

quinoa）及豇豆（Vigna unguiculata （L.）

Walp.）的葉上可產生局部萎黃至壞疽病斑

（圖三B），上方系統感染葉皺縮成萎黃畸形

葉。近年已利用c-DNA引子對（F:CGGGTAG-

GAGTGTATCTTTGG ； R:ACACGACTC

CTAACCCTCCA），以反轉錄複製酵素連鎖

反應（RT-PCR）經電泳分析可快速偵測

CTLV（圖四）。

此病毒主要經帶毒穗芽嫁接育成之苗木

傳播，雖然室內試驗可用機械方式傳染 (8)，

但在田間鮮少以此方式傳播，生物媒介傳染

至今未知。此病毒一般屬潛伏感染無危害徵

狀，但以感病性枳殼及其雜交種為砧木，植

圖二：CTLV病毒屬Capillovirus，其電顯圖呈

600 ~ 700 × 15nm 之絲狀体，而顆粒

之表面構造呈交叉縫線。（蘇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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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感染後出現顯著矮化萎縮病徵；在抗性砧

嫁接之各種柑橘，寬皮柑、甜橙、四季橘、

及柚類，均係潛伏感染而無病徵。

(一)種植無病毒健康柑橘種苗，健康種苗須經

由無病種苗驗證制度下生產。

(二)用枳殼以外的抗病性柑橘品系作砧木，則

因此病毒潛伏感染而呈無病徵表現。

(三)此病毒可經機械傳染，因此剪刀工具使用

時需經1%次氯酸鈉(漂白液)浸液消毒，為

避免處理過工具生 ，再浸醋酸稀釋液加

少量機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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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偵測CTLV病毒之RT-PCR

複製產物經電泳之分析膠

片圖。在柳橙病株( LCd-

NA )及四季橘病株( Cal )測

到病毒複製之DNA帶(核酸

長度為 966bp 及684bp) 。

（蘇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