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9

白粉病
病原菌學名：Podosphaera xanthii （Castag.） Braun & Shishkoff （syn. Sphaerotheca
fuliginea （Schlecht. ex Fr.） Poll; S. fusca （Fr.） Blumer emend. Braun）
英名：Powdery mildew

一、前言
白粉病為臺灣栽培甜瓜最普遍發生的

二）；病斑可蔓延至葉柄、莖及果實（圖
三）。

病害，也是主要的防治對象。本病害主要出
現於冷涼少雨的季節，通常為秋季至次年春
季，若疏於防治，病害嚴重時，可使白粉佈
滿葉片，影響光合作用，降低瓜果品質及產
量。因白粉病菌不喜歡水，因此塑膠布隧道
或溫室內的甜瓜更容易感染白粉病。

二、病徵
本病為害甜瓜作物之葉、葉柄、莖及
果實，最初在葉片上產生白粉狀斑點（圖
一），爾後白粉漸濃，轉變為灰白色，病斑

圖二：嚴重的甜瓜白粉病病徵出現於葉片及葉
柄。

擴大相互連結佈滿全葉，終使葉片枯黃（圖

圖一：甜瓜白粉病病徵。

圖三：果實上的白粉病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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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原概述

或柱狀的纖狀物，發芽管側生而有分叉（圖

（一）分類地位

四）。

Ascomycota
Ascomycetes
Erysiphales
Erysiphaceae

Podosphaera xanthii
（二）分布

（五）診斷技術
甜瓜白粉病之病徵非常明顯，主要病
徵為葉表白色粉狀圓形病斑（通常小於2公
分），或數個病斑複合成大面積粉狀病斑，
葉上表面及葉背皆可受到感染，以肉眼診斷
應可正確判別。將粉狀物（通常是其菌絲、

甜瓜白粉病菌Podosphaera xanthii 與

分生孢子柄及分生孢子）刮下，於光學顯微

Golovinomyces cichoracearum （D. C.） Huleta
（syn. Erysiphe cichoracearum DC ex. Mecat）在

鏡下可見大小如前述之橢圓形分生孢子所構

亞、歐、美及非洲的許多國家都有記錄，但

可見分生孢子內有針或柱狀的纖狀物，於高

以P. xanthii 較普遍，臺灣甜瓜白粉病菌僅發

濕度的環境下可看到有分叉之側生發芽管。

現P. xanthii 。

（六）生活史

（三）寄主

成之分生孢子串，以3% KOH溶液處理後，

瓜類作物白粉病菌是屬於絕對寄生菌，

甜瓜白粉病菌雖然是絕對寄生菌，但寄

只能利用寄主活體的養分，無法於人工培養

主卻非絕對專一性，其寄主除了瓜類之外，

基生長及繁殖，寄生的部位主要為葉，亦會

亦有其他如菊科作物。

擴展至葉柄及莖蔓，不會發生於地下部之植

（四）形態
有性世代有配對型之區分，配對所產生
之子囊殼為閉囊殼，大小60 ~ 120μm，外
有菌絲型之附絲，內有單一橢圓形至卵圓形
之子囊，大小50 ~ 100μm×40 ~ 80μm，
子囊內有8個橢圓形至亞球形子囊孢子，
大小13 ~ 24μm×11 ~ 28 μm，長寬比1.2
~ 1.5。但在臺灣僅見無性世代，分生孢子
串生，孢子串邊緣前者為鋸齒狀，分生孢
子橢圓形或卵圓形，大小24 ~ 50μm×14 ~
26μm，長寬比1.4 ~ 2.1，分生孢子內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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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甜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
（尺標

: 2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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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組織。孢子發芽產生短短的發芽管，於寄

肉則抗病品種較少，如台農10號綠肉品種抗

主體表產生附著器，侵入表皮進入細胞中膠

甜瓜白粉病菌P. xanthii race 1。

層，再形成吸器以吸取寄主細胞之養分，爾

（二）栽培方法

後病原孢子會再產生其他發芽管、菌絲、附

1.甜瓜白粉病菌喜濕度高而光照不足之環

著器及吸器，蔓延在寄主體表，然而病斑

境，而不喜游離水，故作物密植及光線

大小很少超過2公分，因寄主受感染之組織

不充足，為甜瓜白粉病好發病的條件，

易老化而減緩病斑擴展。在適合的環境條件

栽培時應避免造成上述好發病的環境。

下，從侵入感染至病徵顯現而產生大量的分

2.氮肥勿施用過量，可酌量施用鈣肥及矽

生孢子，整個生活史約5 ~ 6天，傳播速率極

肥，並保持充足日照，以增進植株的抵

快。

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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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噴水雖可防治甜瓜白粉病，但需注意通

四、發生生態
以筆者的試驗結果，甜瓜白粉病菌分生
孢子發芽適溫為16 ~ 28℃，菌絲生長適溫為

風良好，否則易感染其他病害，如露菌
病、蔓枯病等。
（三）化學防治

20 ~ 26℃，有游離水的環境下不利發芽。病

可參照登記於植物保護手冊的藥劑進行

原菌在10 ~ 32℃或相對濕度低於50% 仍可造

防治，但需注意甜瓜白粉病菌抗藥性產生極

成感染，而適合發病的環境包括溫度約20 ~

快，尤其是對系統性藥劑，如史托比系列藥

27℃、作物生長茂密不通風、低光照、高濕

劑的克收欣，相同種類的藥劑以不連續使用

度等條件。臺灣設施栽培之瓜類作物白粉病

超過3次為原則。

幾乎終年皆可發生。露天栽培於每年10月至

（四）非化學合成資材

隔年5月病害最嚴重，7 ~ 9月少見發病，故
以冷涼、無雨之冬季為病害好發時期。

可使用礦物油400 ~ 500倍葉面噴灑，但
上述資材不具系統性防治效果，故未噴灑到
的部位無防治效果，且易受雨水或噴灌水沖

五、防治方法

刷，故需5 ~ 7天噴施一次，雨季時應加施。

（一）抗病品種
東方型甜瓜較耐病，雖有白粉病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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