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9

一、前言
南瓜捲葉病毒為雙生病毒 (geminivirus) 

的一種，雙生病毒寄主範圍廣泛，目前已經

成為最具有經濟重要性的植物病原之一，可

在多種農藝、園藝、蔬菜與纖維作物上造成

嚴重感染。例如African cassava mosaic virus所

導致的流行病在非洲大陸造成高達每年20億

美元的損失。    

SqLCV最早由Flock與Mayhew於1981年

報告發現，主要由煙草粉蝨（Bemisia tabaci 

species complex）傳播，在臺灣以煙草粉蝨

的B生物小種（B-biotype）較為普遍。97年

秋作期間，台南縣、市的洋香瓜發生嚴重

的SqLCV感染，在台南市安南區的栽培田間

有超過90% 以上的洋香瓜植株受到病毒危

害，產生嚴重的捲葉及新芽萎縮病徵。發病

嚴重度與生長初期田間的粉蝨棲群密度及帶

毒率成正比，即定植初期時田間粉蝨棲群密

度與帶毒率愈高，則植株發病率愈高。在台

南地區並有隨風向由北往南傳播並加劇的現

象，將軍鄉地區由於栽植較早（九月）之田

區發病情形較輕微（10% 以下），但隨北

風往南傳播至七股、佳里地區；而台南市安

南區於十一月上旬至中旬定植的田區則受極

嚴重（超過90%）的危害。在上述地區，洋

香瓜因病毒病害同時感染真菌引起的根部病

害（如蔓枯病、黑點根腐病）而造成植株弱

化，大量枯萎，嚴重影響洋香瓜生產。

二、病徵
本病毒若於定植初期感染，可在洋香

瓜葉片引起嚴重的向下捲曲病徵（圖一），

或出現葉脈黃化、肥大腫起、變形，葉片顯

現黃斑（圖二），葉面皺縮，並造成節間縮

短，在心葉形成簇葉狀（圖三），果實外型

較小，網紋不均勻，糖度明顯降低，枝條變

細，根系發育不良。

南瓜捲葉病毒
英文名：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s virus

簡稱：SqLCV或SLCPHV

圖一：香瓜生長初期感染SqLCV後呈現典型的

葉片下捲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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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原概述
（一）分類地位

雙生病毒病原直到1978年才被國際病

毒分類委員會承認，分類的根據是這類病毒

的兩種特性，一是型態，雙生病毒是由兩個

T=1的二十面體組成雙球型粒子，大小約為

18nmx30nm；二是病毒包含單股環狀DNA基

因體。雙生病毒依照它的基因體組成、寄主

範圍及媒介昆蟲區分成四個屬（Mastrevirus, 

Curtovirus, Begomovirus, Topocuvirus）：

Mastrevirus及Curtovirus具有單一條環狀單股

DNA，均由葉蟬（leafhopper）傳播，此二屬

的區別在於寄主範圍，Mastrevirus屬之寄主

為單子葉植物，而Curtovirus寄主為雙子葉植

物。第三屬Begomovirus （豆類金黃嵌紋病

毒屬）具有二條環狀單股DNA，媒介昆蟲為

粉蝨，其寄主範圍為雙子葉植物，但近年此

屬也發現具有單一基因體的病毒。第四屬

Topocuvirus則類似上述第二屬雙生病毒，但

其媒介昆蟲為角蟬(treehopper)。而目前對於

農作物危害最大的皆屬於Begomovirus屬，其

包含南瓜捲葉病毒。

（二）分布

本病毒廣泛分布於熱帶與亞熱帶的瓜類

作物栽培區，目前此病毒已經隨著粉蝨逐漸

適應臺灣地區的環境條件，而在臺灣中、南

部地區（包含彰化二林、溪湖，雲林二崙、

崙背，台南縣將軍、東山、七股、西港、佳

里，與台南市安南區等地）造成流行病害。

（三）寄主

本病毒的寄主範圍包含葫蘆科、豆科、

茄科、大戟科等作物。目前在臺灣中、南部

地區發生的主要SqLCV株系最早由農試所廖

等人在冬瓜上發現，後續在苦瓜、南瓜、洋

圖二：香瓜感染SqLCV後，葉片呈現黃化斑

點，葉脈增生肥大，以及扭曲等病

徵。

圖三：香瓜感染SqLCV後，心葉呈現簇葉病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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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瓜等葫蘆科作物上也發現相同病毒的不同

分離株。經由人工接種亦可感染圓葉菸草。

（四）形態

本病毒屬於雙生病毒科。其病毒顆粒

外形為雙球形（兩個相連的不完全正二十面

體），約18 nm x 30 nm。SqLCV病毒的基因

體核酸為二條約2.7 kb的單股環狀DNA，分

別稱為DNA A與DNA B，DNA A上帶有病毒

複製、基因表現、與外鞘蛋白基因，而DNA 

B則帶有病毒進行細胞核內外與細胞間運送

所需的移動蛋白。每一雙球型病毒顆粒內僅

包含A、B其中之一條基因體DNA。

（五）診斷技術

因本病毒在寄主體內累積量較低，不易

以電子顯微鏡觀察，也通常低於一般血清學

檢測法（例如酵素連結免疫檢測法或西方墨

點法）的檢測靈敏度，故並不推薦使用。目

前主要診斷技術有下列方法：

 1. 病徵判斷法：病毒在瓜類作物上造成獨

特的捲葉病徵，在洋香瓜生長初期造成

葉片嚴重向下捲曲，在心葉部分則經常

造成簇葉病徵。而在南瓜上則造成葉緣

向上捲曲的典型病徵（圖四）。此方法

僅適用於出現明顯病徵時的診斷。靈敏

度極低。不適用於早期預警或監測等應

用。

 2. 聚合酶鏈反應檢測法（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為目前最廣泛應用於雙

生病毒檢測的方法，也具有最高的靈敏

度，適合用於極小量樣本（例如單一粉

蝨或苗期葉片樣本）內病毒的檢測。缺

點則為經常有偽陽性的發生，容易產生

誤判，並且若雙生病毒基因體相對應於

引子對的核酸序列發生突變，則無法檢

測得知。

 3. 滾環式擴增法（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RCA法為目前較新的檢測技術，

特別適用於具有環狀基因體的病毒檢

測。該法利用Phi29 DNA聚合酵素具有極

強的DNA鏈置換特性，以滾環式複製在定

溫下擴增目標物DNA。優點為不需事先知

道待測物的基因體序列、不需設計引子

對及不需昂貴的溫度循環控制反應器，

即可達到接近PCR法靈敏度的病毒檢測。

（六）生活史

本病害在臺灣地區全年均可發生。此

病毒由粉蝨以永續性、循環性方式傳播，通

圖四：南瓜感染SqLCV後呈現典型的葉緣上捲

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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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育苗期或定植初期的瓜苗，遭受帶有

SqLCV的粉蝨侵襲後，即感染捲葉病。實驗

上發現粉蝨最佳獲毒時間為6~24小時，最佳

傳毒時間為24~48小時。因此，若能以殺蟲

藥劑將粉蝨於30分鐘內殺死，應可有效防止

本病毒的傳播。惟粉蝨的寄主範圍廣泛，且

瓜類作物的栽培在臺灣地區機無間斷，全年

均有適合季節栽培的甜瓜品種，以及農民為

盡地利，經常在田埂邊種植絲瓜、小黃瓜、

南瓜等作物，因此在洋香瓜採收後，粉蝨與

SqLCV可於各種雙子葉雜草或其他瓜類作物

上繁殖，等待下一季洋香瓜的種植。

四、發生生態
本病毒依賴粉蝨傳播，因此病害發生的

生態與適合粉蝨生長繁殖的生態相同，偏好

高溫少雨的氣候條件。但因目前洋香瓜栽培

多以隧道式栽培法進行，降雨對於粉蝨棲群

密度的影響不顯著。

五、防治方法
目前甜瓜的栽培品種對於SqLCV均無抗

性，並無抗病或耐病品種可供推薦。因此洋

香瓜捲葉病毒病的防治工作，主要分為減少

感染源及針對傳播途徑進行防範兩大方向，

並應該特別在育苗期及定植後一個月內嚴密

控制媒介昆蟲。防治方法包括：

（一） 健康種苗：選擇設備良好之育苗

場，必須有完好的防蟲網（32目以

上），嚴格的人員出入管控，定期

監測媒介昆蟲棲群密度並施用殺蟲

劑，配合黏蟲紙的使用，以確保幼

苗出場種植前，未被粉蝨危害。

（二） 植前田間衛生確實做好：已採收完

之瓜田或廢瓜園，應徹底清除殘

株，以免成為感染源（圖五）。田

區附近雜草及廢棄物等，也應徹底

清除。鄰近新植田區若有種植昆蟲

寄主植物，如番茄、甘藷或其他瓜

類，建議將自己田區四周搭起高1.8

公尺（大於32目）的保護網，保護

網頂端向外摺，可以初步防止鄰近

田區的昆蟲侵入自己的田區。

（三） 幼苗定植時，先於育苗盤內施用藥

劑，最好是使用系統性藥劑，例如

益達胺、可尼丁，賽速安等，避免

圖五：停止用藥後，粉蝨族群密度可快速增

加，成為鄰近栽培區的感染源，構成

極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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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有取食、傳毒的機會。

（四） 苗定植於本田後，生育初期發現植

株可能罹病應提早拔除燒燬或帶離

園區。

（五） 昆蟲為捲葉病毒之傳播媒介，因此

使用黃色及藍色黏紙減低粉蝨棲群

密度。施藥防治病蟲害時以霧狀噴

施為佳，並向葉背噴灑，噴灑時壓

力勿太大，避免小型昆蟲飛散。

（六） 田區宜採取大面積共同防治，統籌

協調使用相同藥劑、相同濃度及相

同時間噴灑，才能有效抑制粉蝨密

度。

（七） 為避免產生抗藥性，防治上須注意

藥劑的輪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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