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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屬於Potyvirus的病毒為臺灣最常見的植

物病毒，可藉由蚜蟲或機械傳播，病害蔓延

迅速，嚴重威脅各種作物的生產。現有紀

錄在臺灣甜瓜上發生的本屬病毒有3種：甜

瓜脈綠嵌紋病毒（Melon vein-banding mosaic 

virus , MVbMV）、木瓜輪點病毒（Papaya 

ringspot virus , PRSV）及矮南瓜黃化嵌紋病

毒（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2006年以前木瓜輪點病毒西瓜系統（Papaya 

ringspot virus type watermelon , PRSV-W）和

ZYMV最常感染甜瓜，嚴重者不但影響甜瓜

品質也影響產量，且一旦罹患此類病毒病即

無藥劑可以治癒，造成經濟損失。MVbMV雖

在1993年發表為一種新病毒，但並無後續的

研究報告。

二、病徵
在田間不易由病徵型態來判別致病的

病毒種類，但若僅由單一potyvirus感染或甜

瓜植株罹病較輕，則葉片呈現黃斑嵌紋或暗

綠疽狀凸起，感染後新長出的葉片呈黃化或

畸形，果實與種子變形。若PRSV-W和ZYMV

混合感染或苗期即被感染，則造成植株發育

不良，葉片畸型、頂芽壞疽萎凋、藤蔓伸展

不開﹙圖一﹚、生長停止及無法正常開花結

果，甚至造成植株死亡。

三、病原概述
（一）分類地位

馬鈴薯Y病毒屬（Potyvirus）屬於馬鈴

薯Y病毒科（Potyviridae），PRSV有木瓜系統

（PRSV-P）及西瓜系統（PRSV-W）兩種。

只有PRSV-P才會感染木瓜，對瓜類為害以

PRSV-W為主，但偶爾可發現PRSV-P為害臺

灣瓜類。PRSV-W即舊稱之西瓜嵌紋病毒1

（Watermelon mosaic virus 1）。

馬鈴薯Y病毒屬
英文名：Potyvirus 

圖一：洋香瓜病毒複合感染造成植株矮化，葉

片畸型或頂芽壞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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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PRSV主要發生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在溫帶地區則較少發生，為臺灣瓜類作物

上發生頻率僅次於ZYMV的病毒。ZYMV於

1981年在義大利首先被發現，其後在法

國、美國、黎巴嫩、日本、西班牙、德國、

摩洛哥、以色列等地均相繼發現，臺灣則在

1984年時在瓜園發現此病毒，ZYMV是目前

全世界多數瓜類作物上最普遍發生的病毒之

一，也是臺灣瓜類上發生最普遍且最嚴重的

病毒。

（三）寄主

PRSV-W寄主僅包括藜科及葫蘆科二種

雙子葉植物。此外，ZYMV尚可感染莧科之

千日紅、豆科之菜豆及豌豆等。

（四）形態

Potyvirus屬的病毒顆粒呈彎曲長絲狀，

長度750~800nm，直徑12nm，無包膜。具單

股核糖核酸（+）ssRNA，及由鞘蛋白組成的

病毒外鞘。PRSV及ZYMV都會在寄主細胞內

形成風車狀及漩渦狀之內含體。

（五）診斷技術

1.生物學測定

接種紅藜或奎藜，PRSV-W和ZYMV都可

造成局部壞疽斑，再利用其他判別植物，即

可鑑別二者。

2.電子顯微鏡觀察

利用陰染法可觀察到病毒顆粒，呈長絲

狀，大小約750nm x 12nm，但無法鑑定病

毒種類。必要時以抗體捕捉及修飾，進行免

疫吸附電子顯微鏡觀察可提高檢出率及輔助

鑑定。

3.內含體的鑑定

PRSV和ZYMV都會在寄主細胞內形成風

車狀內含體，可經超薄切片以電子顯微鏡

觀察。

4.血清學反應

傳統多元抗體應用在凝集法、瓊脂雙

擴散法、酵素連結免疫檢測法、免疫點漬法

外，單元抗體的應用及各種改良式抗原抗體

反應法的發展，使檢測的靈敏度大為提高。

5.鞘蛋白的鑑定

進行SDS-PAGE，利用鞘蛋白亞基分子量

的不同可鑑定病毒屬，再以抗體染色進行西

方墨漬法，可準確鑑定病毒種。

6.	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當樣品量極少或病毒在組織中濃度很低

時，用上述方法檢測不到時，用RT-PCR方法

則會獲得較靈敏的效果。且其特異性強，必

要時可進一步分析核酸組成，完成病毒種與

系統(strain)的鑑定。

（六）生活史

Potyvirus屬病毒為絕對寄生性植物病

原，病毒進入植物細胞後利用寄主的代謝功

能進行病毒基因組複製和表達，靠合成的蛋

白質與酶完成病毒組裝，並藉以通過細胞間

絲移動到隔鄰細胞，或經由維管組織輸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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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位，完成病毒的複製與散佈，也造成

系統性感染的病徵。若寄主無傷口，一般

potyviruses不能主動入侵，因此田間植株的

感染主要是藉由蚜蟲取食時病毒以非永續性

方式傳播，但病毒僅附著在蚜蟲口針周圍，

存活時間短，在蟲體內不進行複製。經由蚜

蟲媒介感染，病毒由上一季的老殘株或中間

寄主（雜草）傳染到新植苗栽，若環境適

合，則7天內即顯現系統性病徵，病毒繁殖

緊隨著寄主組織發展，至死方休。

四、發生生態
在 生 體 外 ， P R S V 的 耐 稀 釋 度 為

10-3~10-5，耐熱性為50~60℃，耐保存性為

8~72小時，但亦有研究結果達11天之久。

ZYMV的耐稀釋度為10-4~10-5，在55~65℃

間不活化，耐保存性為9~11天。蚜蟲媒介

是PRSV和ZYMV在田間蔓延發生的主要方

式，目前已知臺灣至少有10種蚜蟲可傳播

PRSV-W，6種蚜蟲可傳播ZYMV，其中以桃

蚜及棉蚜傳播效率最高，蚜蟲在病株上吸食

數十秒即可獲毒，進而傳播病毒。若田裡有

病株，農民在進行摘心或採收等工作時，徒

手或所用的工具接觸到病株莖葉汁液再去

處理健株時，PRSV和ZYMV都會被傳播至健

株，並經由傷口侵入造成感染。ZYMV亦可

隨甜瓜果實作長距離傳播，罹病的新鮮果實

及其中的種子可檢測出ZYMV，但病毒只存

在於外部種皮中，並未入侵至胚。經過正

常的採種處理過程，種子乾燥且貯藏後，

大多數附著外部的ZYMV幾已消滅殆盡，因

此病毒垂直感染第二代瓜苗的機會甚低。

PRSV-W則不會藉由種子傳播。

五、防治方法
（一） 採用健康種苗：健康苗因生長勢強

而縮短了幼年期，成熟株對病毒較

有抗性或耐性，同時以無病原的種

苗進入本田，避免栽培初期即引病

入田。因此若自行育苗應有完整的

病蟲害管理措施，一旦苗栽感染應

全盤毀棄，否則應選擇設施完善的

專業育苗場來供應種苗，若用嫁接

苗則更應確認砧木及接穗的健康。

（二） 田間衛生：徒手或工具接觸到病株

再去處理健株時，病毒就會由傷口

侵入健株，因此應減少摘心或疏果

整蔓，以避免病毒蔓延。田間發現

病株時應儘早去除，以免病原滯

留，增加病害傳播的機會。清除病

株時，需小心避免接觸傳染或騷動

媒介昆蟲。防除田裡及週邊的雜

草，可減少病毒的中間寄主及媒

介昆蟲的棲息。採收後立即清理藤

蔓，砍除殘株並移至田外。鄰近有

瓜田，尤其是採果前後且上面已佈

滿病毒及媒介昆蟲的老殘株，應先

行整治，否則應輪作其他瓜類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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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物。

（三） 滅除媒介蚜蟲：噴灑殺蟲劑抑制蚜

蟲滋長或施用礦物油可降低蚜蟲傳

播病毒的效率。於畦面舖設銀色反

光塑膠布或種植高莖作物如玉米，

亦可避免蚜蟲接近吸食。32目網室

可以阻隔蚜蟲及粉蝨，節省農藥使

用，也減緩病毒蔓延。

（四） 抗病性的應用：在集約栽培的環境

下，抗病品種的應用是最經濟有效

的病毒病害管理策略，農試所育種

的種源中已有抗PRSV-W的材料（圖

二）。此外，施用增加植株抵抗的

藥劑（如木霉菌或聚寡糖等），或

強化洋香瓜苗期生長勢的栽培方式

（如菌根菌或溶磷菌的利用等），

都可讓植株表現出對病毒的抗性或

耐性。

六、參考文獻
 1. 許秀惠、王惠亮、黃秋雄。1985。矮南

瓜（Zucchini）黃化嵌紋病毒之分離與鑑

定。中華農業研究34:87-95。

 2. 張有明、楊偉正、蕭吉雄、許秀惠、趙

玉珍、黃秋雄。1987。五種瓜類病毒在

西瓜及甜瓜上之發生與分布。中華農業

研究36（4）：389-397。

 3. Desbiez, C. and H. Lecoq. 1997.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Plant Pathology 

46:809-829.

 4. Fauquet, C. M. and G. P. Martelli. 1995. 

Updated ICTV list of names and abbreviations 

of viruses, viroids, and satellites infecting 

plants. Arch. Virol. 140:393-413.

 5. Huang, C. H., L. Chang, and J. H. Tsai. 

1993. The partial characterization of melon 

vein-banding mosaic virus, a newly recognized 

virus infecting cucurbits in Taiwan. Plant 

Pathology 42:100-107.

 6. Huang, C. H., S. C. Liang, T. C. Deng, and 

S. H. Hseu. 1993. Comparative studies on 

圖二：洋香瓜感病品種（左）與抗病品種

（右）接種PRSV-W後的對照反應。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9

diagnostic hosts and serology of four cucurbit 

potyviruses. p.165-176. In: Proc. of the 

Symposium on Plant Virus and Virus-like 

Diseases, Plant Protection Series No.1,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7. Lecoq, H., C. Desbiez, C. Wipf-Scheibel, and 

M. Girard. 2003. Potential involvement of 

melon fruit in the long distance dissemination 

of cucurbit potyviruses.  Plant Dis. 

87:955-959.

 8. Lin,S.S., R.F.Hou , C.H.Huang ,and S.D.Yeh. 

1998. Characterization of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Taiwan by host 

reactions, serology, and RT-PCR. Plant Prot. 

Bull. 40:163-177.

 9. Lisa, V. and H. Lecoq. 1984.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No. 282. In: Descriptions of 

Plant Virus. Commonw. Mycol. Inst. / Assoc. 

Appl. Biol. Kew, Surrey, England.

10. W a n g ,  J . J .  a n d  S .D .  Y e h .  1998 .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apaya ringspot virus 

W type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Taiwan by host reactions, immunodiffusion 

tes ts and RT-PCR. P lant Prot. Bu l l. 

40:383-395. 

11. Zitter, T. A., D. L. Hopkins, and C. E. 

Thomas. 1996. Compendium of Cucurbit 

Diseases, The American Phytopathological 

Society, MN.

（作者：鄧汀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