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scienchain.com 

RF-0401-C07-MK 

A Solution提供全方位的微孢子蟲(EHP)問題解決方案 

養蝦產業的最新威脅 

微孢子蟲症(肝腸孢子蟲，Enterocytozoon hepatopenaei, EHP)是近年來最被廣泛討

論的蝦類疾病之一，因為這種病症具備了幾種最令人害怕的特性，強烈的威脅到

整個產業。首先，它是屬於一種微孢子(microsporidian)的寄生蟲，可是又與之前

會造成所謂棉花蝦的另一種需要以魚做為中間宿主與傳播媒介的微孢子蟲不同， 

EHP 可以直接在蝦之間傳播，也並不像病毒性的疾病需要宿主。雖然主要的傳

播途徑依然是經由口服傳染，但其本身就可以在水體中存活並且散布。因此在防

治的觀念上必須跳脫出病毒性疾病的經驗，在生物安全性與消毒的難度上亦遠高

於病毒。一旦像是土塘被感染後，幾乎是難以再將其根除。其次，EHP 在蝦體

內複製的速度，與水平傳播的速度非常快，只要在同一池中有蝦感染，就有機會

可以在一星期內快速散播出來，導致幾乎全面性的感染。第三，在被 EHP 污染

的水域中，可以在很多濾食性生物物種的消化道內發現 EHP 的身影。也就是一

旦被 EHP 進入到養殖環境之內，幾乎會造成大環境不可逆的破壞，並使得未來

的養殖愈加困難。第四，EHP 的消毒必須非常徹底，這一點則又比較像是病毒

防制，而不是弧菌。因為弧菌性的疾病，包括 AHPND，只要將致病弧菌的菌量

控制得宜，加上適當益生菌的使用，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發病。然而 EHP 則像病

毒性疾病一般，一旦有蝦被感染，就代表著此一寄生蟲有機會在蝦體內被大量複

製，之後再被排出體外，感染其他池中的蝦，造成全面性的爆發。再加上之前難

以根除的特性，都大幅提升 EHP 的處理難度。第五，EHP 感染初期沒有任何病

徵，直到一段時間發現蝦的大小開始參差，生長曲線變得平緩，FCR 數值變高，

才會慢慢的驚覺到蝦有異常。這個時候往往 EHP 都已經全面散播開來了，到達

難以控制的地步。第六，EHP 一般並不會造成大量死亡，主要的症狀是吃料不

長，但是這種特性對蝦農來說甚至於比大量死亡更加可怕。因為最後蝦仍然無法

長大到市場規格，因此沒有經濟效益，但是蝦又不死，讓蝦農難以決定是否要放

棄。最後的結果反而是造成更多時間、餌料、以及其它資源的浪費。第七，EHP

不像 AHPND等的弧菌性的疾病是可以治療的，目前這種微孢子寄生蟲並沒有有

效的方法可以治癒，只能用綜合的方法將病情控制，使其不再擴散，不再快速複

製到可以導致生長遲緩的數量。因此早期發現，早期處置就變得非常的重要，甚

至於在一些已經被 EHP 污染的養殖環境之中，必須要從一開始就使用預防性的

控制措施，才能完全壓制住 EHP 的疫情。最後，是否會導致生長遲緩是取決於

蝦體內 EHP 的數量，因此在診斷上，定量的工具變成非常的重要。不幸的是分

子生物學的定量多要仰賴實時定量 PCR(realtime PCR, qPCR)，而這種檢驗方法

既昂貴又需要專業的人員操作與判讀，並不是一般養殖業者可以負擔的起的。這

也造成了產業在控制策略施行上的困擾，增長取得有用診斷資訊的時間，最後導

致 EHP 擴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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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P所引發的問題 

從上述有關 EHP 的特性分析就可以知道，散布快、難去除、難發現、沒得醫這

四點，讓 EHP 的疫情如滾雪球般的襲捲養蝦產業。吃料不長所造成的龐大經濟

損失，與愈來愈多的地區淪陷成為疫區，更讓整個產業面臨著極大的恐慌。因此

對於生物安全性的加強，以做到防範 EHP 於未然，或是強化消毒的步驟，以徹

底去除 EHP 的威脅，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然而，在 EHP 疾病本身的特性下，傳統的生物安全觀念、防治標準、以及消毒

方式，並無法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在種蝦的催熟與蝦苗的培育這一塊，現

階段的生物安全觀念就存在著相當大的漏洞。產業中最常提到的無特定病源

(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一詞，往往就是代表著健康狀況的保證。可是事實上，

在現階段(2016)還並沒有將 EHP 列入到 SPF 種蝦進出口的檢驗項目之中。換言

之，所謂的 SPF 種蝦是不保證有沒有帶 EHP 的。當然這種情況在未來一定會改

善，可是對於現階段的養殖業者而言，就算是採用 SPF 的種蝦，也不代表其中

不含有 EHP，因此必須要針對種蝦進行糞便 PCR 的檢驗，以確保不會將 EHP 引

入到環境之中。 

 

當然在風險的比例上而言，SPF 種蝦帶有 EHP 的機會還是遠低於因為使用生餌

而造成日後感染的案例。在仍然無法杜絕生餌使用的種蝦催熟模式中，餵食來自

於污染區域的海蟲(polycheate)、牡蠣、貝類等，是主要將 EHP 引入環境的原因。

為了避免此一情況發生，避免使用生餌，或是採用非疫區的生餌，或是將生餌以

70℃高溫消毒 10分鐘以上，或以幅照處理，都可以有效的降低風險。利用 PCR

檢驗生餌也是可行的方案，但是必須要有正確的採樣觀念，包括必須採集消化道

的檢體，與樣本數必須要有統計學的意義等。另外 EHP 也無法在重覆解凍結凍

的狀態下存活，因此使用冷凍後的生餌，也是可行的方法。這個部份的處理原則，

其本上和防治 AHPND 的觀念大致相同。但是不論是用何種方法處理生餌，定期

的針對種蝦進行糞便 PCR 的檢驗仍屬必要，以徹底的杜絕潛在風險。 

 

對於成蝦的養殖而言，當然採用不帶有 EHP 的蝦苗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是身

處於 EHP 的疫區，甚至於之前池子已經感染過 EHP，那麼徹底的消毒是絕對必

要的。EHP 無法適應強鹼的環境，因此硬底池，像是水泥、HDPE地膜等，可用

0.5N以上的氫氧化鈉處理。土塘也可以用 0.5至 1公斤氧化鈣處理 1平方米的比

例加以消毒。只不過這些消毒的方法只是原則性的建議，可以相對的降低風險，

但是完全根除的機會並不高，業者必須持續的以 PCR 監控，並在可能感染的初

期立刻採用適當的策略減緩 EHP 在蝦體內增殖的速度，避免在沒有警覺的狀況

下任由 EHP 散布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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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 EHP問題的策略 

現階段並沒有任何治療 EHP 的方法，因此在解決 EHP 問題的策略上，將完全圍

繞在預防與控制這兩點。預防當然是指避免 EHP 進入到養殖環境之內，以及如

何有效的消毒。而控制則是面對 EHP 最為重要的觀念，因為雖然無法治癒，但

是只要控制得宜，將 EHP 在蝦體內的量壓低到不會導致成長遲緩的範圍，就依

然可以成功的收成。至於控制的策略則包括以下幾點，像是能夠有效破壞 EHP

與細胞的結合機制而減緩感染的速度，利用生物防治觀念去除游離在水中以及細

胞外的 EHP 粒子，強化消化道的健康與修復能力以抵抗 EHP 的破壞，以及降低

底土內 EHP 數量並避免池土內濾食生物形成大量 EHP 貯存槽的機會等。只要在

感染的早期執行上述的這些策略，甚或是不論感染與否就直接在養殖初期使用，

將可以有效的控制住 EHP，避免日後生長遲緩症狀的發生。 

 

在 EHP 的預防上，檢測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而 PCR 則是最重要也最被認可的檢

測工具。在種蝦場和蝦苗場內，所有的生餌都應該被監控是否含有 EHP，種蝦

也應該定期的進行糞便的檢驗。對於成蝦養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要選購不

含有 EHP 的蝦苗，因此蝦苗的 PCR 篩檢是絕對的必要，而且應該採集足夠的數

量(150隻)與進行重覆的反應(至少三重覆)，以符合統計學的要求。養殖池必須經

過適當的消毒，水泥池和舖有地膜池可用 0.5N 以上的氫氧化鈉處理大約 3 到 5

個小時，再進行乾燥數天後，以活性氯中和消毒。土塘則建議用 0.5至 1公斤氧

化鈣處理 1平方米的比例加以消毒，過程中必須翻攪均勻，經由曝曬數日至數週

後再施以活性氯中和消毒。當放置蝦苗之後，仍必須每周以 PCR 定期監測，方

法建議為在池中隨機選取 50 隻蝦，記錄平均重量，最大的三隻均重，與最小的

三隻均重。其中最小的三隻檢體還必須進行 PCR 檢驗，用來判斷是否有感染 EHP；

而 50 隻均重，與最大和最小的三隻均重則用於建立生長曲線，以協助判斷是否

有生長遲緩的症狀發生。 

 

再次強調 EHP 只能控制，無法治療，也就是當 EHP 在蝦體內的量已經超過可以

被控制的範圍時，之後所採取的措施都將沒有效果，生長遲緩也就變得無法避免。

這種特性除了讓能夠早期發現 EHP 的 PCR 檢測變得非常重要之外，定量檢測的

需求也浮上枱面。實時 PCR 是針對 EHP 定量最重要的工具，雖然目前學術界仍

然沒有定義會導致生長遲緩的確切數字，但是經由亞洲各國實際的感染蝦隻生長

速度與 EHP 數量的關係中，可以歸納出當感染程度小於 10/奈克(ng)肝胰腺 DNA

時，並不會造成明顯的生長遲緩，同時後續的控制策略都可以有效的避免生長遲

緩的發生。當數值介於 10至 1000時，雖然當下並不會感受到明顯的生長遲緩，

但是控制策略的效果已經會稍微降低，最終的 FCR 也會較正常高。當數值高於

1000 時，控制的策略就已經失去了效果，如果此時由生長曲線的觀察確定生長

遲緩已經在發生中時，放棄養殖則是比較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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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HP 的感染數量仍在可控制的範圍內時進行適當的控制策略，或是在未感染

前實施預防性的控制措施，都可以有效的避免日後因為 EHP 造成生長遲緩的發

生。這些控制措施主要針對以下幾點進行： 

第一，阻絕 EHP 與肝胰腺細胞的結合機制 

第二，去除體內細胞外的游離 EHP 

第三，強化與修復消化道細胞的健康狀況 

第四，降低池底中濾食性生物體內 EHP 含量 

 

阻絕 EHP 與肝胰腺細胞的結合機制：EHP 是屬於微孢子的一種，其生命週期包

括了進入可被感染的細胞內、在感染的細胞中開始複製、細胞內形成大量成熟孢

子、脹破細胞並釋放出成熟孢子、和進行下一步的感染。(T. Martin Embley, 2015) 

 

 
EHP 只能非常專一的感染肝胰腺細胞，在感染的時候，其特異化的極化微管(polar 

tube)會先與細胞結合，再將孢漿質(sporeplasm)注入完成感染。然而已經有文獻

證明，極化微管與細胞黏合的機制是可以被某些化學物質所干擾的。這種干擾的

能力會依微孢子蟲的種類而有所不同，因此只要能夠找出最有效針對 EHP 的干

擾成分，並與餌料混合使其可以在肝胰腺作用，就可以降低其感染與傳播的速

度。 

 

去除體內細胞外的游離 EHP：細胞內的 EHP 粒子是相當難去除的，目前也沒有

有效的藥物可以殺死胞內的微孢子。然而當感染的細胞被EHP成熟孢子撐破後，

即會釋放到細胞間隙之中，這個時候幾乎是唯一有機會可以殺掉 EHP 的點。文

獻中曾經提到乳酸菌中分泌的細菌素(bacteriocin)是可以去除微孢子蟲，科城的研

發團隊也發現特定乳酸菌的細菌素的確有殺死 EHP 的功效。某些特殊的抗菌蛋

白(antimicrobial peptide)也同樣的可以殺死 EHP，因此只要能夠在肝胰腺還沒有

被大量破壞之前，將上述等物質加入到飼料之中餵食，就可以協助去除胞外的



 科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scienchain.com 

RF-0401-C07-MK 

EHP。這種策略一般而言會產生兩種效果，首先因為胞外的 EHP 數量能夠被控

制住，因此下一波周邊被感染的細胞數會大幅下降，進而可以減緩肝胰腺細胞被

破壞的數目，以保存足夠的消化功能。另一個效果會大幅減少隨著糞便排出的

EHP 數量，因為當消化道內充滿著抗 EHP 的物質時，就算是成熟孢子已經由肝

胰腺進入到腸道，仍然有機會可以在這個階段被消滅。其結果就是可以顯著減緩

EHP 在池內散佈的速度，降低整體的感染率。 

 

強化與修復消化道細胞的健康狀況：隨著蝦苗的成長，消化道也逐漸成熟，在被

感染 EHP 的肝胰腺中，一場細胞破壞、生長、和修復的大戰則是一直在進行。

之前阻絕 EHP 與肝胰腺細胞的結合機制，與去除體內細胞外的游離 EHP 的兩項

策略，主要是著重在避免細胞被破壞，但是如果佐以有效的促進生長和強化修復

的療法，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目前文獻中已經記載相當多的有益物質可

以達到幫助蝦健胃保肝的功效，如維生素，乳酸菌二次代謝物，和牛磺酸等。如

何協助已經被感染 EHP 的蝦，藉由特殊營養源的補充，強化肝胰腺功能，以避

免生長遲緩的症狀出現，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降低池底中濾食性生物體內 EHP 含量：在 EHP 污染的環境中，濾食性生物就是

EHP 的儲存糟，包括被感染蝦的排泄物或是死蝦中釋放出來的 EHP 粒子，都會

逐漸的集中在這些濾食性生物體內並累積。這種現象所產生的後果就是在未來的

養殖過程當中，這些濾食性生物會穩定且持續的釋放出 EHP 粒子，造成健康管

理上的極大困難。體內帶有 EHP 的濾食性生物也會導致日後消毒上非常棘手的

問題，成為生物安全的隱憂。因此在進水的處理上，適當的過濾以及消毒就成為

基本的要求，以減少日後池中濾食性生物的數量。同時池底的處理也是另一項重

點，要知道這些濾食性生物並非是 EHP 的宿主，換言之 EHP 並無法感染和進入

到這些生物的細胞內，只是因為濾食的作用才進到體內，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

的 EHP 是屬於比較容易去除的游離狀態。固定的使用厭氧益生菌，有效的分解

池底的污泥和有機質，同時採用可以分泌抗 EHP 細菌素的菌種，減低 EHP 在濾

食性生物體內的量，就可以達到降低養殖風險的目的。 

 

總而言之，早期發現早期控制是現階段對付 EHP 最佳也是唯一的策略，其中

POCKIT PCR 和實時定量 PCR 是診斷 EHP 必要的工具。當診斷後發現 EHP 的

疫情是處於可以控制的階段時，如果能及時的進行上述的各項策略，就可以有效

的避免生長遲緩的症狀產生。然而一旦出現了生長遲緩症狀，就算再緊急的採用

各項控制策略，也往往得不到任何效果。對於身處於疫區的養殖業者而言，採用

預防性的控制策略也是一種有效的做法，也就是在 EHP 進入到養殖環境之前，

就先行實施上述的各項策略，以杜絕日後發病的可能。但是儘管如此，仍然必須

要放養不含有 EHP 的蝦苗，以及放養前必須要做適當的消毒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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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lution 針對 EHP問題解決之產品特性與介紹 

1. POCKIT 手持式 PCR 與 IQ plus EHP 檢測試劑套組 

POCKIT 系列產品，包括 POCKIT μ、POCKIT μ+、POCKIT μ DUO，是全

球第一個手持式 PCR 平台，可以在一小時之內針對病毒性、細菌性、以及寄生

蟲性的疾病，進行媲美人病高階醫療檢驗的靈敏度與專一性的分子生物檢驗。搭

配 IQ plus EHP 檢測試劑套組，即可以針對種蝦、蝦苗、生餌、池底濾食性生物、

以及養殖中的蝦進行檢驗。整個操作過程非常簡單，不需要任何的專業訓練和經

驗，其直覺式的人機介面甚至於比一般的家電操作更加的簡單。因此，本系統是

所有養殖業者，在執行生物安全防護以及進行疾病監控和流行病學調查上不可或

缺的必備工具。 

 

2. IQ REAL EHP 實時 PCR 檢測試劑套組 

本檢測試劑套組可以同時針對EHP和蝦的DNA進行定量，因此只要單一的反應，

就可以立刻得出每奈克肝胰腺 DNA中含有多少的 EHP 粒子，並協助得到是否適

合執行控制策略的決策結論。因此當 POCKIT 得到 EHP 陽性的結果時，應立刻

再行採樣並將檢體送到使用 IQ REAL EHP 實時 PCR 檢測試劑套組的實驗室，進

行定量的分析。 

 

IQ REAL系列檢測試劑套組，自從 2000年上市以來，就是全球蝦病定量檢驗的

第一品牌。其中 EHP實時 PCR 檢測試劑套組，又是直接轉移美國亞歷桑納大學

Dr. Lightner實驗室，是最具有公信力，同時符合產業對 EHP 定量需求的最高標

準試劑。 

 

3. 孢清添 

孢清添結合數種天然植物萃取物，特別篩選含有特殊化學物質的成分，可以有效

阻隔 EHP 的極化微管與細胞黏合的機制，減緩 EHP 感染肝胰腺細胞及傳播的速

度，控制住 EHP 在蝦體內的數量，避免產生生長遲緩的症狀。 

 

孢清添強烈建議與和去病一併施用，其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 

將活化的和去病 1公升，用乾淨水稀釋到 5公升，添加 500克的孢清添並混合均

勻，對 50公斤飼料，1天使用 2次。 

 

4. 新肝寶 

新肝寶含有高單位維生素 B 群、乳酸菌二次代謝物和牛磺酸等多種可以強化消

化道功能，促進微纖毛增生的成分。一方面促進蝦的消化道健康，一方面修復被

EHP 破壞的肝胰腺細胞，協助維持蝦的消化吸收功能以避免生長遲緩的症狀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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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肝寶的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拌料使用，每天施用 1次 

(1) 施用前請先以乾淨的水將欲使用的量溶散開，比例為約 100 毫升乾淨水可溶

散 10 公克的新肝寶，可視飼料吸水率調整比例。 

(2) 於每噸飼料中均勻拌入 1公斤(0.1%)。     

 

5. 和去病 

和去病為綜合性乳酸菌依最佳比例調配而成，可以在蝦腸道環境生長並附著於消

化道內，其中含有特殊乳酸菌株會持續分泌細菌素，去除游離在胞外的 EHP，

除了能大幅降低周邊細胞被 EHP 感染的機會，也能減少 EHP 隨糞便排放至環境

中的濃度，避免水平感染。此外，和去病具有強化保健蝦消化道之功效，與抑制

有害弧菌的能力，能夠在體內建立優質菌相，避免有害弧菌趁著蝦較虛弱的時機

進入體內並產生病害。 

 

和去病的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 

(1) 和去病強烈建議與孢清添一併施用，其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 將活

化的和去病 1 公升，用乾淨水稀釋到 5 公升，添加 500 克的孢清添並混合均

勻，對 50公斤飼料，1天使用 2次。 

(2) 和去病在苗場的建議用量為:將活化的 2 公升菌液，用乾淨水稀釋到 5 公升，

對 100 公斤飼料，1天使用 2次。 

 

6. 淨趕瘟 

蝦感染 EHP 後，一旦併發弧菌問題，很容易就會造成蝦的全面性死亡，因此必

須控制蝦體內弧菌的數量，阻絕弧菌附著於餌料而進入消化道，避免造成蝦消化

道的二次傷害。淨趕瘟為選擇性專殺弧菌之植物萃取物，可以有效的殺死弧菌，

卻不會影響其它益生菌的生長。以淨趕瘟拌料可以避免弧菌生物膜在殘餌上的形

成，也可以於蝦體內消除消化道中的弧菌。淨趕瘟不會殘留，也不會破壞益生菌

相，是最安全有效的針對性弧菌殺菌劑。同時實驗證實，淨趕瘟對於胞外游離的

EHP 粒子，也具有強效的殺死能力。 

 

淨趕瘟的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 

將本產品稀釋10,000倍，均勻混合於飼料中施用(每100毫升可施用於1噸飼料)，

1天使用 1次。 

 

7. 助巴潔 

助巴潔結合多種適合於廣鹽度及溫度生長的益生菌種，專利配方之 EM 菌組合，

能有效的分解池底的污泥和腐質物，建立池底優質的微生物菌相。助巴潔同時含

有可以分泌抗 EHP 細菌素的菌種，抑制底土環境 EHP 的孳生，避免池土內濾食

性生物累積大量的 EHP 於體內，降低蝦感染 EHP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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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巴潔的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 

助巴潔使用前必須先活化，按水體計算使用量，1 劑施用於 1000-2000 噸水，每

週施用 1-2次。 

 

8. 衛青 

衛青是綜合的益生菌產品，配方特別選用對於綠色弧菌有相當抑制作用的菌種，

適合於海水高鹽的環境中生長，同時生長複製的周期短，因此可以與弧菌競爭池

水中的資源、營養和空間，並藉此抑制弧菌的大量孳生，避免因為 EHP 感染而

較為虛弱的蝦因為弧菌問題而雪上加霜。 

 

衛青的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 

衛青使用前必須先活化 

(1) 潑灑: 

- 放苗前: 消毒劑毒性消失後，連續潑灑衛青 3 天，每 4-5 畝(0.2-0.3 公頃

或 2,000 -3,000m2)用 1劑，每天一次。 

- 投苗後: 每 3-5天潑灑衛青一次，每 4-5畝(0.2-0.3公頃或 2,000 -3,000m2)

用 1劑。 

(2) 拌料: 

擴培活化後以乾淨水稀釋到 50ml，之後將稀釋的擴培活化液 50ml 均勻拌入

1公斤的飼料，待飼料微乾後餵養，每 3-5天施用 1次。 

 

9. 安克毒 

安克毒結合多種嚴選之高活性植物蛋白酶與乳酸菌的發酵代謝物，適合於蝦的消

化道環境中作用，可以有效降解 EHP的極化微管，避免 EHP與肝胰腺細胞黏合，

減緩其感染與傳播的速度。 

 

安克毒的建議用量、使用時機與頻率為: 

(1) 施用前請先以乾淨的水將欲使用的量溶散開，比例為約 100 毫升乾淨水可溶

散 10 公克的安克毒，可視飼料吸水率調整比例。 

(2) 於每噸飼料中均勻拌入 1公斤(0.1%)，1天使用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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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lution 針對 EHP控制相關產品的綜合應用 

早期發現早期控制的關鍵就是定期使用 POCKIT PCR 診斷，在從種蝦一直到培

苗的過程當中，應隨時利用 POCKIT PCR 針對種蝦的糞便，生餌，以及蝦苗進

行檢驗。在此一階段，任何 EHP 帶原都是不可接受的，一旦發現必須要立刻銷

毀和消毒，以避免整廠環境被污染。在蝦苗的選購上，必須要選擇不帶有 EHP

和其它病源的健康蝦苗，才能為日後成功的養殖建立起最基本的條件。一般而言

建議的檢測頻率和比例如下： 

種蝦：每週檢驗一次，抽檢約總數的 3%，集合每 5隻的糞便做為一個檢體 

生餌：每批檢驗一次，每次於不同取樣處採集至少三個檢體，取樣器官為消化道 

蝦苗：於出苗前檢驗一次，每次取 150隻蝦苗，每 30至 50隻集合做為一個檢體 

 

在成蝦養殖部份，除了最初的蝦苗篩檢外，仍必須每周以 POCKIT PCR 定期監

測，方法建議為在池中隨機選取 50 隻蝦，記錄平均重量，最大的三隻均重，與

最小的三隻均重。其中最小的三隻檢體還必須進行 POCKIT PCR 檢驗，用來判

斷是否有感染 EHP；而 50隻均重，與最大和最小的三隻均重則用於建立三條生

長曲線，分別代表整個池中族群最大、最小、和平均的成長狀況，以協助判斷是

否有生長遲緩的症狀發生。 

 

當 EHP 陽性信號被診斷出時，同樣的核酸檢體應該立即利用 IQ REAL EHP 診斷

試劑套組進行定量分析，同時同一池必須要再行採集 15 隻檢體，以每三隻一個

檢體的方式，共計五個檢體進行實時 PCR 定量檢測。EHP 陽性池的定量監控應

每星期進行一次，檢測結果搭配生長曲線判讀的建議處理方式如下： 

EHP 數量大於 1000/奈克(ng)肝胰腺 DNA，且已經觀察到生長遲緩症狀產生：建

議放棄本批養殖 

EHP 數量大於 1000/奈克(ng)肝胰腺 DNA，但尚未觀察到生長遲緩症狀產生：此

時依照經驗，控制策略的成效已經有限，因此並不會建議立刻施行控制策略，應

該是要持續觀察，盡量在蝦仍然生長的狀況下，試試看是否有機會達到市場可接

受的大小。 

EHP 數量介於 10 至 1000/奈克(ng)肝胰腺 DNA，且已經觀察到生長遲緩症狀產

生：建議持續觀察，直到生長遲緩的症狀確認，屆時再停止養殖。 

EHP 數量介於 10 至 1000/奈克(ng)肝胰腺 DNA，但尚未觀察到生長遲緩症狀產

生：建議立刻施行控制策略，並且要持續觀察，在蝦達到市場可接受的大小時盡

快處理。 

EHP 數量小於 10/奈克(ng)肝胰腺 DNA，但已經觀察到生長遲緩症狀產生：建議

重新採樣與進行定量。如果結論仍然一致，建議立刻施行控制策略，並且要持續

觀察在經過控制處置後是否有重新開始成長。 

EHP 數量小於 10/奈克(ng)肝胰腺 DNA，且尚未觀察到生長遲緩症狀產生：建議

立刻施行控制策略，並且要持續觀察成長曲線直到收成。 



 科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scienchain.com 

RF-0401-C07-MK 

然而在 EHP 實時 PCR 的檢驗結果得到之前，為了避免 EHP 在這段期間大量滋

生，仍然建議立刻執行控制策略。 

 

以下則是成蝦養殖階段使用 A Solution EHP 控制策略的產品別與建議的施用頻

率，一般是以四天為一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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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 Solution EHP相關產品的效果 

1. 減緩 EHP 在蝦體內增生的速度：在共同執行阻絕 EHP 與肝胰腺細胞的結合

機制，與去除體內細胞外的游離 EHP 兩大策略下，可以大幅減少周邊健康細

胞被 EHP 感染的機會。在 EHP 尚未全面散布且失控的前題下，這種控制策

略很明顯的將能有效的減少在未來被 EHP 感染的細胞數，減緩 EHP 在蝦體

內增生的速度，並避免肝胰腺在短時間之內被大規模的破壞。 

2. 消化道的健康狀況大幅提升：EHP 的控制策略，也可以被想成是肝胰腺細胞

被感染、破壞，和被保護、恢復之間的戰爭。當後者的速度大於前者時，EHP

的疫情就可以被有效控制。在高劑量的維生素 B群、牛磺酸、以及乳酸菌代

謝物的綜合作用下，可以加速肝胰腺受損功能之恢復，強化未感染細胞抵抗

EHP的能力，以及促進消化酵素的分泌進而促進生長。在肝胰腺細胞受損時，

另一個重大威脅就是弧菌往往會趁虛而入，在可以有效抑制弧菌滋生的益生

菌與天然萃取物的共同保護下，將可以避免弧菌病害的產生，並且提升消化

道的健康狀況。 

3. 減緩 EHP 在池內擴散的速度：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減緩 EHP 被排至水中

的速度，與避免含有 EHP 的組織被健康的蝦吃進去的機會。其實這兩者主要

都是源自於感染 EHP的蝦的排泄物，與被 EHP污染的濾食性生物的排泄物。

因此藉由將可以殺死游離態 EHP 的植物萃取物，與可以分泌細菌素的乳酸菌，

予以拌料並餵食，將可以有效的降低甚至於去除蝦糞中的 EHP 含量，疏緩水

平感染的速度。同時搭配專門處理底土的益生菌產品改善濾食性生物體內的

微生物相，將可成功的減緩 EHP 在池內擴散的速度。 

4. 舒解因 EHP 所造成的生長遲緩症狀：當 EHP 的擴散速度減緩，被破壞的肝

胰腺細胞數仍在控制範圍之內，同時佐以強化消化道功能的綜合療法，就可

以舒解因 EHP 所造成的生長遲緩症狀。要再次強調的是，只有在 EHP 感染

早期，還沒有全面擴散，同時生長遲緩的症狀還沒有出現之前，這些控制的

策略才可以展現出最佳的效果。 

5. 降低下次養殖所面臨的風險：當池子被 EHP 污染後，之後的消毒必須非常徹

底，難度不低，成本也不低。因此如果可以減少被 EHP 的污染程度，特別是

濾食性生物體內的 EHP 數量，將可以降低下次養殖所面臨的風險。如果在一

開始尚未感染 EHP 之前，就採用預防性的控制策略，雖然當下的成本較高，

但是除了可以避免當次養殖遭受到 EHP 為害的機會之外，也可以減少一些之

後消毒的複雜性與節省成本，是相當好的策略。 

6. 養殖環境的風險評估能力建立：在具備了現場的檢驗能力之後，養殖業者可

以隨時的針對養殖環境周遭的生物、購買的生餌、使用的種蝦、放養的蝦苗

等進行檢測。因此可以馬上了解到 EHP 的可能來源，並且可以針對最大的風

險來源進行合理的處置與控管。生物安全防護的成本相當高，因此如何將有

限的資源運用在最大的風險控管上，就成為最有效管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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