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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彭瑞菊、黃秀雯、蔡翰沅、鄭安秀。2013。不同的寡聚糖處理對洋香瓜瓜類退綠黃化病

毒病發生之研究。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1：50-59。
臺南區為瓜類主要的栽培區，2011 年洋香瓜栽培面積達 2,584 公頃，佔臺灣栽培面積的

81.2％。2009 年證實引起洋香瓜植株黃化症狀為由銀葉粉蝨媒介傳播的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可危害許多重要的經濟作物，造成植株的葉片呈現黃色斑點、退綠黃化、甚至白化的病徵，

導致收成量降低、品質不佳，引起嚴重的經濟損失。此病毒潛伏期很長，苗期或生育初期罹

病後，至生育中期或後期在老葉上才出現黃化病徵。本研究分別於露天隧道內及溫室中，自

洋香瓜定植後即開始以不同的寡聚糖處理洋香瓜，隧道內對照組於定植後第三週老葉就開始

呈現黃化病徵，以 Hsp70h 及 CP 之專一性引子對檢測確認，証實已受瓜類退綠黃化病毒危

害，而殼寡糖處理的在定植後第四週才開始呈現黃化病徵，而寡聚半乳糖醛酸處理者遲至定

植後第五週才出現，溫室亦遲至第五週才開始呈現黃化病徵，隧道式栽培至收成時，對照未

處理、殼寡糖處理、寡聚半乳糖醛酸處理罹病毒率依序分別為 54.6％，32.9％及 32.1％；溫

室中分別為 82％，36％及 34％。收成後作果實品質分析，三處理間植株葉片及果肉均檢測

到病毒的罹病果實僅糖度有些許差異，而無罹病株的健康果實，不論是果重、果肉厚度、

果實大小及糖度均有明顯的差異，平均果重相差約 120 ～ 740 公克，糖度約相差 1o ～ 2.6o 
Brix。本研究顯示寡聚糖可以誘導植物體產生抗性，而且還有刺激生長的作用。對於瓜類退

綠黃化病毒，除了在防治上務必加強瓜類育苗期及定植初期銀葉粉蝨的防治，杜絕此病毒侵

害的機會，另外亦可在種植初期即施用寡聚糖，不僅可刺激生長亦可誘導抗性，增加產量與

提升品質。

關鍵詞：瓜類退綠黃化病毒、寡聚糖、銀葉粉蝨

接受日期：2013 年 3 月 18 日

前　　言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轄區（雲嘉南地區）為瓜類主要的栽培區，2011 年洋香瓜栽培面積

達 2,584 公頃，佔臺灣栽培面積的 81.2％ (1)。臺灣位於亞熱帶，氣候適宜，終年均可種植瓜

類作物，且病毒病害發生相當普遍。國外報告指出可感染瓜類作物的病毒種類在 50 種以上，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407 號。

2.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約僱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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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瓜類作物上被確認的病毒約有 16 種 (9)，而這些病毒在不同瓜類作物的發生相各有

差異，病毒單獨或複合感染造成植株不同程度的影響，病徵也有差異，罹病較輕的植株出現

輕微的斑駁嵌紋捲曲，植株生育不良，嚴重者葉片及果實畸型或頂芽壞疽，造成植株矮化及

生長停滯，葉片黃化，甚至死亡，不但影響品質也影響產量。瓜類栽培期間常易遭受病毒病

害感染，輕者，出現嵌紋或植株生長不良；嚴重者，葉片黃化白化或皺縮變形，植株矮化，

生長停止，導致枯萎及果實畸型，對產量及商品價值影響極大，造成農民極大的經濟損失。

常見危害瓜類之病毒種類有：胡瓜嵌紋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CMV）、木瓜輪點

病毒―西瓜型（Papaya ringspot virus- Watermelon strain，PRSV-W）、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ZYMV）、西瓜銀斑病毒（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WSMoV）、甜瓜黃斑病毒 （Melon yellow spot virus，MYSV）(14)、胡瓜綠斑嵌紋病毒 
（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CGMMV）、南瓜捲葉病毒（Squash leaf curl virus， 
SqLCV）及瓜類退綠黃化病毒（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CCYV） ……等，可單一病

毒或複合感染病毒病 (5,6,9)。

2009 年時日本學者發現溫室裡的瓜類作物都大量的出現黃化現象，使用已知病毒的

PCR 檢測，都無產生專一性的條帶，認為為一新病毒 (13)，後證實洋香瓜植株黃化症狀為由

瓜類退綠黃化病毒（CCYV）所引起，造成植株的葉片呈現黃色斑點、退綠黃化、甚至白

化的病徵，導致收成量降低、品質不佳，引起嚴重的經濟損失。此病毒潛伏期很長，苗期

或生育初期罹病後，至生育中期或後期在老葉上才出現黃化病徵。研究亦指出 CCYV 病毒

在台灣也可感染葫蘆科內的許多瓜類作物 (12)，且 2004 年國內就有 Crinivirus 病毒的報導出

現過，因當時並沒有造成嚴重的災害，所以未受到重視 (2)。但從 2009 開始，瓜類作物大量

出現黃化現象，導致瓜類產量與甜度都不理想，也造成嚴重經濟損失 (7,8)。Crinivirus 屬於

Closterovirus 科，由粉蝨傳播，長絲狀病毒顆粒長度在 700 ～ 900 nm 之間，不具脂質外套

膜。遺傳物質由兩條線狀單股正極性 RNA（bipartite linear ssRNA(+) genome）所組成，RNA 
1 基因序列包含複製相關蛋白（methyl-transferase、RNA helicase I、和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NA2基因序列包含外殼蛋白（Coat Protein，CP）、小片段外殼蛋白（CPm）、

同源相關 70-kDa 熱休克蛋白（HSP70h）、59-kDa 蛋白、和其他小蛋白片段組合而成 (13)。

由於作物一旦罹患病毒病就沒有藥劑可以治療因此目前只有提前預防才是最有效的防治

方法 (9)，1985 年學者指出寡聚糖具有調控生長、發育、繁殖、防病及抗病的效果 (11)，並有

學者提出寡聚糖對病毒病害也有抗病效果，可降低感染植株體內的病毒濃度並抑制病毒長距

離的移動 (4)。因此本研究探討用不同的寡聚糖分別處理露天隧道式栽培及溫室內的洋香瓜對

降低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的發生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於臺南市安南區各擇一露天隧道式栽培區與溫室當試驗區。2 園區每一處理各擇 2 畦進

行不同的寡聚醣處理及對照不處理。露天隧道式栽培區栽培的品種為香華，而溫室園區所選

的栽培品種為金蜜，2 園區均以堆肥為基肥，定植 10 天第一追肥補充氮肥，20 天及 30 天補

充氮磷鉀肥，果實雞蛋大小時補充氮鉀肥。銀葉粉蝨的防治主要是利用 11％百利普芬乳劑

殺蟲卵再配合一支殺成蟲的藥劑，於定植後每週施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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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銀葉粉蝨族群密度調查

銀葉粉蝨的族群密度偵測以黃色黏紙調查，於植株頂端不超過 30 cm 的地方設置黏

紙（215 mm × 150 mm），每一處理隧道內或設施中黏紙各設置 4 張，每 7 天更換一次，

以塑膠膜覆蓋於黏紙上，攜回實驗室計算誘得蟲數。

二、不同寡聚醣的處理

寡聚糖分別來自市售的殼寡糖及寡聚半乳糖醛酸，殼寡糖是由蝦蟹類所含雞丁質經

降解酵素提取的物質，分子量約在 300 ～ 2,600 之間，劑型為粉劑 （殼寡糖 9％＋天然

發酵物 91％），寡聚半乳糖醛酸則由高等植物細胞初生壁經降解酵素提取的物質，聚

合度在 2 ～ 20 之間，寡聚半乳糖醛酸為溶液 （10％半乳糖醛酸＋ 90％萃取不純物），

分別稀釋 2000 倍於定植後起每周施用一次，共計七次。

三、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的檢測

每一處理隧道內或設施中每週均將所有植株葉片採樣進行檢測，並以肉眼觀察病徵

（黃化發生情形）並記錄。

( 一 ) 植物全量 RNA 的的抽取

將採回之洋香瓜葉片，利用 1.5 ml 離心管的蓋子打下一個小原葉片後，放入

液態氮中 10 分鐘，利用液態氮將葉片磨碎後加入 1 ml Trizol（Invitrogene com，

NY，USA），均勻混合，置於旋轉震盪混合器轉 5 分鐘，加入 200μl 氯仿

（chloroform）震盪 15 秒，室溫靜置 3 分鐘，離心 13,000 rpm 15 分鐘 4℃，取上

清液等量的異丙醇（isopropanol）於室溫靜置 10 分鐘，離心 13,000 rpm 10 分鐘

4℃，倒掉上清液，於無菌操作台內倒扣烘乾 20 分鐘，加入 40μl DEPC（焦碳酸

二乙酯 diethyl pyrocarbonate）水，加熱 60℃5分鐘彈一次使它溶解，將RNA冰於－

80 度冰箱中保存，此 RNA 可供 RT-PCR 使用。

( 二 )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
PCR）偵測

利用 2 組專一性引子對 , 一對針對熱休克蛋白質（Heat shock protein， 
Hsp70h）CCYV-HSP-F 5’-TGCGTATGTCAATGGTGTTATG-3’ 及 CCYV-HSP-R  
5’-ATCCTTCGCAGTGAAAAACC-3，另一對針對鞘蛋白（Coat Protein，CP）  
CCYV-CP-F 5’-GAATTCATGGAGAAGACTGACAATAAACAAAA-3’ 及 CCYV-
CP-R 5’-GGATCCTTTACTACAACCTCCCGGTGCCAACTG-3’ 進 行 增 幅， 使 用

one-step RT-PCR kit（GMbiolab Co., Taiwan）, 放入 PCR 循環器（ABI 9800 Fast 
Thermocycler，USA）中反應，首先先以 42℃ 30 分鐘使 RNA 反轉錄成 cDNA，

再以 94℃ 2 分鐘，再進行下一個循環，（94℃ 30 秒 、58℃ 30 秒、72℃ 1 分鐘）

35 cycle，之後 72℃ 7 分鐘，最後 4℃ 保存反應完成後進行電泳法進行分析 (2)，其

程序乃遵照一般分子生物技術進行。

四、果實品質分析

洋香瓜果實成熟採收後，三種不同處理的包括殼寡糖處理、寡聚半乳糖醛酸處理及

對照未處理的 2 畦，分別收成健康果及罹病毒果各 20 顆進行品質分析，分別以磅秤檢

測果實重量，以尺果徑大小，果肉厚度，及以糖度計檢測糖度並記錄之，並以統計軟體

JAP5.0 進行變方分析（ANOVA）以 tukey HSD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三種處理間是否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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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銀葉粉蝨族群密度調查

露天栽培區銀葉粉蝨密度並不高，自栽培初期開始由於溫度低，粉蝨密度維持在

10 隻／張黏紙以下，值至最後一週接近採收不再用藥，密度才上升至 37 隻／張黏紙。

反觀溫室區前期密度雖然一樣低，但至第七週開始密度上升，後期甚至達 200 隻／張黏

紙。三種處理之間銀葉粉蝨密度差異都不大。（如圖 1）

　　　A. 露天栽培區銀葉粉蝨密度

　　　B. 溫室栽培區銀葉粉蝨密度

圖 1. 洋香瓜園區的銀葉粉蝨族群密度。A. 露天隧道栽培區；B. 溫室栽培區

Fig. 1.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whitefly on muskmelon plants.  A.Tunnel-typ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 B. Green hous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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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的發生情形

露天隧道式栽培區對照未處理的，於定植後第三週老葉就開始呈現黃化病徵，以熱

休克蛋白質（Hsp70h）及鞘蛋白（CP）之專一性引子對檢測確認，証實已受瓜類退綠

黃化病毒危害，而殼寡糖處理的在定植後第四週才開始呈現黃化病徵，而寡聚半乳糖醛

酸處理者遲至定植後第五週才出現，至收成時，對照未處理、殼寡糖處理、寡聚半乳糖

醛酸處理罹病毒率依序分別為 54.6％，32.9％及 32.1％。而溫室栽培區對照未處理的，

也是在於定植後第三週老葉就開始呈現黃化病徵，其他兩種處理遲至定植後第五週才出

現，至收成時，對照未處理、殼寡糖處理、寡聚半乳糖醛酸處理罹病毒率依序分別為

82％，36％及 34％。這與銀葉粉蝨密度有關係，溫室區後期密度高使得對照區罹病率

達 82％。（如圖 2）

　　　　A. 露天栽培區不同處理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發生情形

　　　　B. 溫室栽培區不同處理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發生情形

圖 2. 洋香瓜園區不同處理的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病發生情形。A. 露天隧道栽培區；B. 溫室

栽培區

Fig. 2. The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disease occurred on muskmelon plants using different 
treatment.  A.Tunnel-typ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 B. Green hous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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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轉錄聚合連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偵測

以 CCYV RNA2 的熱休克蛋白質（Hsp70h）及鞘蛋白（CP）之 2 組專一性引子對

檢測確認，瓜類退綠黃化病毒，分別可對應產生 450 bp 及 770 bp 的條帶，如圖 3，肉

眼觀察到瓜類黃化病毒初期病徵時，同時也可以 RT-PCR 檢測到。 

A. CCYV RNA 2

B. Hsp 的偵測 C.CP 的偵測

圖 3.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偵測 CCYV RNA2 的 HSP 及 CP 片段。A. CCYV RNA2 及其對應蛋白；B. HSP 片段

預期出現的位置 450 bp 條帶標示於圖右方（箭號所示），Lane M 為分子量標準品，

Lane1-7 為洋香瓜葉片樣品，Lane ＋及－ 正負對照。C. CP 片段預期出現的位置 770 
bp 條帶標示於圖右方（箭號所示），Lane M 為分子量標準品，Lane1-5 為洋香瓜葉

片樣品，Lane ＋及－ 正負對照。

Fig. 3. Detection of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HSP and CP gene in genomic RNA 2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A. CCYV genomic RNA2 contain 8 Protein ; B. Hsp DNA 
fragment was indicated by the arrows. Molecular size markers (M) and the position of 
450 bp DNA band were as indicated. Lane 1-7 muskmelon samples ; + positive control; 
- negative control. C. B. CP DNA fragment was indicated by the arrows. Molecular size 
markers (M) and the position of 770 bp DNA band were as indicated. Lane 1-7 muskmelon 
samples ; + positive control; - negative control.

四、果實品質分析

洋香瓜果實成熟採收後，三種不同處理的包括殼寡糖處理、寡聚半乳糖醛酸處理及

對照未處理的品質分析，包括果實重量，果徑大小，果肉厚度，及糖度，並以統計分析

結果如表 1。三處理間植株葉片及果肉均檢測到病毒的罹病果實僅糖度有些許差異，而

無罹病株的健康的果實，不論是果重、果肉厚度、果實大小及糖度均有明顯的差異（如

圖 4），露天隧道式栽培平均果重相差約 120 ～ 190 公克，糖度約相差 1oBrix。其中對

照未處理的糖度最低僅 9.6oBrix，而兩種處理的最低均有 13oBrix 以上。溫室栽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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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重相差 612 ～ 740 公克，糖度約相差 1.36 ～ 2.16oBrix。本研究顯示寡聚糖可以誘導

植物體產生抗性，罹病毒率明顯降低 20％以上，而且還有刺激生長的作用，因為果實

重量及果肉厚度明顯增加。

表 1. 洋香瓜果實品質分析 . A. 露天隧道栽培區；B. 溫室栽培區

Table 1.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muskmelon fruit.  A.Tunnel-typ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 B. 
Green hous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A. 露天隧道栽培區洋香瓜果實品質分析

處理 果重 果肉厚度 果徑長 果徑寬 糖度

寡聚半乳糖醛酸 1,286.5 a* 3.8a 14.6a 12.9a 14.7a

殼寡糖 1,218b 3.59b 14.07ab 12.1b 14.03b

對照未處理 1,094c 3.94c 13.31b 11.69b 13.34c

B. 溫室栽培區洋香瓜果實品質分析

處理 果重 果肉厚度 果徑長 果徑寬 糖度

寡聚半乳糖醛酸 2,053a* 4.05a 16.9a 15.4a 14.2a

殼寡糖 1,925a 3.84a 16.0b 14.8a 15.0b

對照未處理 1,313c 3.25b 14.25c 12.91b 12.84c

* 統計軟體 JAP5.0  進行變方分析（ANOVA）以 tukey HSD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p ＜ 0.05
*The (ANOVA) variance analysis of JAP5.0 statistical software, took tukey HSD test by post com-
parisons. p < 0.05

　　　殼寡糖　寡聚半乳糖醛酸　對照 　　殼寡糖　　 寡聚半乳糖醛酸　  對照

A. 果實外觀 B. 果實內部

圖 4. 不同處理果實品質的比較

Fig. 4.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muskmelon fruit using different treatment. A. appearance of fruit ; B. 
internal of fruit

本研究顯示寡聚糖可以誘導植物體產生抗性，而且還有刺激生長的作用。過去對於寡

聚醣的研究除了歐美外，中國大陸也投入相當多的心力，中國學者發現感染菸草嵌紋病毒

（Tobacco mosaic virus，TMV）的菸草經殼寡糖處理可以明顯降低植株體內病毒濃度且抑制

TMV 長距離移動 (4,10)，至於在促進植物生長方面可提高植物葉片葉綠素含量、光合速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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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散速率，同時增加菸草中生長素 IAA（Indole-3-acetic acid）的濃度 (3)，因此利用市售的商

品直接試驗，希望能夠抑制 CCYV 且促進植株生長，提供農友直接使用，由結果可知寡聚

糖可以誘導洋香瓜植物體對 CCYV 產生抗性，不論露天隧道式栽培或溫室中罹病毒率降低

21.5 ～ 48％，而且還有刺激生長的作用，洋香瓜的果重、果肉厚度、果實大小及糖度均有

明顯的差異。

台灣氣候溫暖，非常適宜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發病，此病毒在早期感染後，遲至 3 ～ 4 週

才發病有時更晚 (7)，如何能夠讓初期防治好本病毒顯得非常重要，本研究 2 試驗區初期農友

均加強防治銀葉粉蝨，銀葉粉蝨密度才得以控制住，此時非試驗田的銀葉粉蝨密度有高達

250 隻／張黏紙（資料未列出），但是即使初期銀葉粉蝨密度維持在 10 隻／每張黏紙，瓜

類退綠黃化病毒在採收時還是可達 5 成左右。而溫室區若到後期沒防治，銀葉粉蝨密度增加

更快達 200 隻／張黏紙，瓜類退綠黃化病毒在採收時還是可達 8 成。瓜類若感染退綠黃化病

毒會降低產量並影響品質 (8)。因此對於瓜類退綠黃化病毒，除了在防治上務必加強瓜類育苗

期及定植初期銀葉粉蝨的防治，杜絕此病毒侵害的機會，另外亦可推薦農友在種植初期即施

用寡聚糖，不僅可刺激生長亦可誘導抗性，增加產量與提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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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Oligosaccharide Treatment 

on the Occurrence of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Disease on Melon1

Peng, J. C., H. W. Huang, H. Y. Tsai and A. S. Cheng2

Abstract

Cucurbits are one of the main economic crops in Tainan area. Muskmelon cultivation occupied 
cropping area of 2,584 hectares, account for 81.2% of the total cultivated area in Taiwan.  In 
2009, yellowing symptoms were observed on muskmelon and confirmed to be caused by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 which was transmitted by whitefly.  This virus infect several 
important crops worldwide, causing symptoms of interveinal chlorosis, yellowing and brittleness 
of leaves accompanied by yield losses.  The long latent period of the virus started the infection 
on seedling stage but showed yellowing symptoms in old leaves on middle or late growth stage.  
This study used different oligosaccharides treatment in the tunnel-type and greenhous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In the third week after planting, the plants began to show yellowing symptoms 
on old leaves in tunnel-typ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The specific primers for Hsp70h and CP 
were used to confirmed this symptoms caused by CCYV.  It began to show yellowing symptoms in 
the fourth week after planting when treated by Chitooligosaccharides and in the fifth week when 
treated by oligomeric galacturonic acid .  The plant showed yellowing symptoms in the greenhous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as late as the fifth week.  The control untreated, chitooligosaccharides 
processed and Oligogalacturonic acid treatment were infected with CCYV for 54.6%, 32.9% and 
32.1%, respectively, in the tunnel-typ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In greenhous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CCYV infected rates were 82%, 36% and 34%, respectively.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the fruits showed that only Brix is sligh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hree treatments on virus infected 
fruit.  But for health fruits the fruit weight, flesh thickness, fruit size and Brix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average fruit weight was about 120-740 grams and sweet was about 1~ 2.6 Brix.  This 
study showed that oligosaccharides can induce plant resistance and stimulate growth.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control the whitefly population on early growth stage of the muskmelon plants to 
prevent CCYV infected.  Alternatively, treatment by oligosaccharides on planted on early stage can 
stimulate growth, induced resistance for virus disease,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frui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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