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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針菇(Flammulina velutipes)為現今亞洲地區相當普遍食用的菇類，也是菇

類栽培自動化作業程度最高者。然而在栽培過程中，不正常金針菇褐化(brown 
discoloration)現象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本篇從褐化金針菇中第一次分離到25
至30 nm dsRNA雙體病毒屬的真菌病毒(mycovirus)，其基因組包含兩片段的

dsRNA，分別編碼66-kDa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dRp)以及60-kDa 
coat protein (CP1)兩種蛋白質。根據coat protein cDNA序列設計特異性引子，建立

方便有效的RT-PCR方法檢測金針菇病毒。作者利用RT-PCR方法檢測日本各地共

14株金針菇分離株，發現由此真菌病毒造成的金針菇褐化現象相對嚴重，推測此

病毒可能是造成金針菇褐化的原因。因此作者將此真菌病毒命名為Flammulina 
velutipes browning virus (FvBV). 

 

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金針菇為亞洲地區主要的食用菇類，至今已有大規模的廠房生產模式，而

金針菇不正常褐化現象降低作物的經濟價值。金針菇褐化除了物理性和細菌性

因素所造成，本研究第一次發現金針菇會被真菌病毒感染，此真菌病毒和金針

菇的褐化具有高度相關性。此外作者建立一特異性病毒檢測技術，以降低真菌

病毒感染危害造成的經濟損失。 
 

 前人作過的研究 
    1962 年科學家首度在洋菇中發現病毒感染食用菇的例子【1】，感染病毒

的洋菇主要病徵為菌柄細長、生長停滯和菇體褐化等，在世界各地洋菇栽培場

陸續發現病毒的感染，對洋菇生產造成嚴重的影響【2】。目前在香菇、草菇和

平菇等多種食用真菌皆發現受真菌病毒感染【4-6】。作者先前在日本金針菇菇



場觀察到褐化和畸形不正常子實體，分析後發現褐化金針菇中具 dsRNA 真菌

病毒【3】。 
 

 作者為何要作本研究 
    食用真菌病毒會引起菇類病害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然而，先前食用真菌病

毒研究主要是進行病毒的形態觀察，對病毒基因組的研究較少，使得病毒的早

期檢測和控制相對困難。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本篇研究想要更進一步確認褐化的金針菇是否受真菌病毒感染引起，並且

分析真菌病毒的基因組，期望利用此基因組發展一套特異性檢測病毒的方法。

並探討金針菇中發現第一個真菌病毒與金針菇的褐化的關聯。 
 

 

材料與方法 

 金針菇菌株 
    日本金澤市栽培株 F. velutipes strain Shinano No. 6、褐化金針菇 F. 
velutipes strain S6B以及日本各地14株金針菇分離株。 
 

 病毒顆粒觀察 
      利用 PEG 將病毒顆粒沉澱，30-40%蔗糖溶液梯度超高速離心後，檢測每  
  個梯度收集液 dsRNA 含量，將含有 dsRNA 的收集液置於穿透式電子顯微鏡下  
  觀察其病毒顆粒。  
 
 dsRNA抽取 

    利用QIAmp Viral RNA Mini Kit抽取病毒dsRNA，以利後續基因組分析。 
 

 dsRNA sequence 分析 
    將病毒 dsRNA反轉錄成 cDNA定序後，利用日本基因庫DNA Data Bank of 
Japan 進行序列比對，探討基因組中所編碼的蛋白質。    

 
 RT-PCR 病毒檢測 

    利用病毒 coat protein 序列設計特異型引子，經 PCR 增幅後，具有 495 bp
專一片段者，為病毒所感染。引子序列如下: 

  CP-F (5’-GCCCGCATCATTACTGTTCT-3’)  
  CP-R (5’-TATCGGTATCAGGGCCGTAG-3’) 
 



 
 金針菇分離株子實體褐化比較 

    日本 14 株金針菇分離株出菇後，子實體褐化情形與 RT-PCR 病毒檢測結

果比較，探討病毒的存在是否會造成金針菇的褐化。 
 

結果與討論 

 
 金針菇褐化病毒基因組分析 

 
    金針菇褐化病毒(FvBV)基因組具有兩個片段的 dsRNA (dsRNA1 和

dsRNA2)，經定序分析後，dsRNA1 全長為 1915 bp，其中 56 至 1798 bp 編碼

病毒 66-kDa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dRp)；另外 dsRNA2 全長為

1730 bp，其中 71 至 1460 bp 編碼病毒 60-kDa coat protein (CP1)；以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序列分析與其他真菌病毒親緣性，結果顯示

FvBV 為雙體病毒屬的真菌病毒。 
 

 建立 RT-PCR 特異性檢測金針菇褐化病毒 
 

   本研究利用 coat protein 序列設計出一組特異性的引子，經 PCR 增幅後，

可得到 495 bp 專一性片段，檢測日本各地 14 株金針菇分離株，結果分離株 6 
(Komaba, Tokyo)、7 (Hidaka, Saitama)、8 (Sanada, Nagano)均被 FvBV 所感染。 
 

 金針菇褐化病毒與金針菇褐化情形比較 
 

      本研究將 14 株金針菇分離株出菇後的性狀與 RT-PCR 分析結果比較，發 
  現分離株中含有金針菇褐化病毒的金針菇蕈傘和蕈柄褐化情形比沒有金針菇   
  褐化病毒感染的金針菇嚴重，特別是在蕈傘的褐化情形最為明顯。作者初步推 
  測此病毒會造成金針菇的褐化，因此作者將此真菌病毒命名為 
  Flammulina velutipes browning virus (Fv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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