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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类加工下脚料中虾青素的提取研究 
姜启兴  夏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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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甲壳加工下脚料中提取回收虾青素是虾青素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详细综述了甲壳类加

工下脚料中虾青素的提取方法，介绍了碱提法、油溶法、有机溶剂法和超临界 CO2 萃取法，并在

分析虾青素提取得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虾青素提取效率的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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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astaxanthin from crustacean offal 

JIANG Qi-xing  XIA Wen-shui 

(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ern Yangtze University, Wuxi, 214036) 

Abstract: The recovery and extraction of astaxanthin from crustacean offal is one of ways for production of 

astaxanthin. The methods of extracting astaxanthin such as alkali, oily, organic solvents and supercritical CO2 

are in detail discussed. The extraction procedure with high yield is drawn out after discussion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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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虾青素是一种酮式非维生素 A 原的类胡萝卜

素，化学名称 3,3'-二羟基-4,4'-二酮基-β,β'-胡萝卜

素，分子式 C40H52O4，其结构式如图 1 所示。由于

分子中存在较长的共轭双键，极易捕获电子，是单

线态氧的淬灭剂，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和超级抗

氧化活性，其生物活性主要表现在预防动脉硬化、

抗癌活性、增强免疫、维护中枢神经系统健康等方

面。可作为人类高级营养保健及医药产品和水产、

畜禽的饲料添加剂，尤其是水产养殖业始终是虾青素

最大的市场。在商业化的鱼类和甲壳动物(如鲑鱼、

虾、蟹、虹鳟鱼等)养殖厂，通常在饲料中添加虾青

素，以保证鱼苗的成活率及提高产品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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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青素色泽粉红色，不溶于水，具有亲脂性，

易溶于丙酮、氯仿、石油醚、乙醇等有机溶剂。它

广泛存在于生物界中，特别是水生动物如虾、蟹及

鱼中，含量丰富。我国沿海水产资源丰富，甲壳类

加工尤其是虾仁加工企业的下脚料中含有大量虾青

素，但回收利用较少，通常被白白浪费掉。探索经

济可行的回收虾青素的方法，对甲壳类加工下脚料

的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1-2]。 

1  虾青素的提取方法 

从甲壳类加工下脚料中提取回收虾青素是虾青

素生产的主要途径之一，关于这方面国内外均有较

长的研究历史，目前用于虾青素提取的主要有 4 种

方法：碱提法、油溶法、有机溶剂法以及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法。 

1.1  碱提法 

碱提法主要是应用了碱液脱蛋白的原理，甲壳

加工下脚料中的虾青素大多与蛋白质结合，以色

素结合蛋白的形式存在，当用热碱液煮下脚料时，

其中的蛋白质溶出，而与蛋白质结合的虾青素也

随之溶出，从而达到提取虾青素的目的。Mika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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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中最早报道了这种方法：将虾壳等置于沸

碱液中使虾青素溶出，然后加酸沉淀或冷却将虾

青素分离出来[3]。丁纯梅等也作了类似的报道，他

们先将龙虾壳用 1mol/LHCl 浸泡 24h，然后用

2mol/L NaOH 回流 10h，过滤后滤液用酸调 pH 至

2，析出沉淀，然后再过滤，沉淀物即为富含虾青

素的提取物 [4]。  

由于碱提法加工过程需消耗大量酸碱，同时加

工废水的污染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因此近几年来

对碱提法的研究报道较少。 

1.2  油溶法 

虾青素具有良好的脂溶性，油溶法正是利用这

一特性进行的。该方法所用的油脂主要为可食用油

脂类，最常见的是大豆油，也有用鱼油如步鱼油、

鲱鱼油、鳕鱼肝油等。 

油用量直接影响虾青素的提取效率。Chen 和

Meyers 等从克氏原螯虾中提取虾青素时，认为油用

量与原料比在 1∶10~1∶1 之间时提取效率差别不

大，但是增至 1∶1 后则开始下降[5]。而 Spinell 和

Mahnlm 用豆油处理红蟹壳时，得出结论认为油料

比 1∶9 为最佳比例，并且若采用三阶段逆流提取法

则更为有效[6]。 

不同类型油的提取效果不同。Omara 等研究发

现，相同工艺下大豆油的提取效果明显高于步鱼油

和鲱鱼油[7]。Shahidi 等则对鳕鱼肝油作为提取剂进

行了研究，发现以油料比 2∶1(V/W)于 60℃提取

0.5h，虾青素回收率可达 74%[8]。 

油提取温度一般均较高，常见的在 60~90℃。

提取时温度较高会影响虾青素的稳定性，另外提取

后含色素的油不易浓缩，产品浓度不高，使应用范

围受到限制。若想纯化，需采用层析方法。 

1.3  有机溶剂法 

有机溶剂是一种提取虾青素的有效试剂，通常

提取后可将溶剂蒸发，从而将虾青素浓缩，得到浓

度较大的虾青素油，同时溶剂也可回收循环利用。

常见的溶剂有丙酮、乙醇、乙醚、石油醚、氯仿、

正己烷等，不同的溶剂提取效果不同。在研究中发

现，丙酮的提取效果最好，而乙醇最差，并且从提

取液的吸收波谱看，不同提取剂提取的色素中其具

体成分也有所差异。有机溶剂法提取可采用浸提

和回流提取的方法，但资料报道较多的主要是浸

提法。  

Alvarez 等研究了用丙酮从冷冻干燥的虾壳废

料中提取虾青素，产率可达到 129.5mg/g壳[9]；Miki

等描述了用己烷从鳞虾粉中提取虾青素的工艺；而

Meyers 等人则研究认为以石油醚∶丙酮∶水比例

为 15∶75∶10 的混合溶剂提取的效果更好[6]。但是

像丙酮等这类有机溶剂，沸点低，易挥发，且有一

定的毒性，加工过程中存在安全与健康问题，在实

际应用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目前一致认为乙醇是一种安全的提取剂。丁纯

梅等报道了用乙醇提取虾青素的流程：先将虾壳用

盐酸泡 24h 经过滤后，滤渣用 95%乙醇浸泡，提取

液蒸馏即得浓缩的粗制虾青素提取物[4]。另外熊汉

国等也以乙醇为溶剂，通过正交试验，得出最佳提

取条件为乙醇浓度 95%、温度 70℃、0.5h，此时粗

提取物虾青素含量可达 4.92%[10]。 

Celia 等专利报道了使用碳酸酯类化合物提取

虾青素。该类化合物具有 R1CO2R2 的结构，其中 R1

为 H 或烷基，R2 为烷基，R1、 R2 可以相同。并用

乙酸乙酯从 2.13kg对虾壳中提取得到了 392mg虾青

素[11]。 

1.4  超临界 CO2 萃取法 

超临界流体萃取 (SCFE)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

来的高新技术，由于其提取的产品具有纯度高、

溶剂残留少、无毒副作用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Tsunco 等的专利中报道，应用超临界

CO2 从 6kg 南极鳞虾壳中得到了 13.4g 提取物(虾

青素浓度 8.331%)[12]；而 Koichi 等也有类似的报

道，并用超临界逆流回流的方法得到了高浓度的

色素 [13]。  

Felix等研究发现，CO2 超临界萃取时以乙醇作

萃取剂效果良好，并通过响应面分析的方法得出最

佳操作条件为压力≥34MPa、温度 45℃ [14]。而

Charest 研究发现在乙醇为共溶剂的情况下，当压力

31.8MPa、温度 60℃时，龙虾壳中虾青素提取率可

达 207.6mg/kg[15]。 

超临界萃取技术可以得到高品质的产品，但由

于设备前期投资大、生产技术要求高，目前用于大

规模工业生产尚存在一定困难。 

2  提高虾青素提取效率的处理过程 

据报道虾壳中的虾青素主要是以各种结合态存

在的，如与蛋白质、钙、甲壳素等结合。因此其结

合程度必将会影响虾青素的提取，尤其是虾壳上的

色素，研究发现即使是最有效的溶剂也是很难将其

溶出的。另外，如虾壳的颗粒大小、环境的氧化还

原反应等均会影响最终虾青素的回收率，对这些条

件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2.1  物理加工 

虾壳在提取之前往往进行机械破碎，以增大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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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与壳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提取效率。Chen 等研

究发现颗粒尺寸从 5mm 变为 2mm 时，回收率提高

40%[5]。常见的破碎方法是组织捣碎、研磨、双螺杆

挤压、超声波等。 

由于研磨、挤压过程是机械作用，容易局部产

生高温，这是非常不利于虾青素的温度，极易造成

虾青素的氧化损失，因此，通常原料先经冷却或冻

结后再进行处理。 

超声波主要是通过溶剂内部小气泡的形成和破

碎，产生冲击波，从而在短时内有效破坏虾壳组织，

达到高效提取虾青素的目的。一般来说，超声波强

度和作用时间与提取效率成正比[16]。 

2.2  酸化处理 

虾壳上的部分色素与碳酸钙结合紧密，只有将

钙脱除，对甲壳进行去钙化处理，减少虾青素与钙

的结合，才能将这部分虾青素提取出来，从而提高

虾青素的提取率。各种酸均可去钙化，但是无机酸

腐蚀性强，若添加过量，后期处理麻烦，建议使用

有机酸，常用的有机酸有甲酸、乙酸、丙酸等。在

去钙化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青贮方法。据施安辉

报道，挪威渔业工业采用青贮法处理后，虾青素回

收率提高了 10%左右[2]。 

2.3  提取温度及抗氧化措施 

提取温度对提取效率而言非常重要。温度升高提

取速率提高，但同时虾青素的氧化速率加快，这是一

个矛盾的过程。研究发现当温度达到约 70℃以上时

氧化损失最快，因此加工过程应尽量避免温度高于

70℃，且应尽量缩短处理时间。 

在加工过程中添加抗氧化剂将会很好地起到保

护虾青素的作用，常用的抗氧化剂有 BHA、BHT、

乙氧基喹、VE 等。Chen 等在用热油提取虾青素时

添加乙氧基喹，发现添加后虾青素回收率明显提高，

且在一定范围内回收率随抗氧化剂用量的增加而增

加[5]。薛长湖等则发现，VE 可明显抑制提取过程中

虾青素的氧化，且随着提取温度的升高，效果更加

明显[17]。 

加工过程可以采用抽真空和冲氮气的方法来保

护虾青素，这样可以将虾青素与氧隔离，减少氧化，

从而达到提高回收率的目的。Chen 等研究发现，抽

真空可轻微提高虾青素的回收率，这可能主要是氧

化减少造成的。另外虾青素在日光下很不稳定，加

工过程中应注意避光，这在 Chen 等的研究中也有所

描述[5]。 

2.4  应用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是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技术，利用生物

技术处理虾壳等下脚料，不但可以提高虾青素的回

收率，还可以同时回收蛋白质，降低化学法脱蛋白

造成的污染，具有环保高效的作用。 

2.4.1  酶的应用  对于虾蟹等下脚料中与蛋白质结

合的虾青素，国内外有很多研究是利用蛋白酶来水

解虾蛋白从而断裂色素与蛋白的结合，以提高色素

回收率。常用的酶如一些真菌蛋白酶、细菌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等。 

Tsuneo 和 Koichi 的专利中分别应用了蛋白酶处

理南极鳞虾下脚料以提高后续超临界萃取过程的提

取率[11-12]。Cano 等在 4℃、0.5mol/L EDTA 溶液和

pH7.7 的条件下，添加纯化的鳕鱼胰蛋白酶反应 50h

后，虾青素的回收率从 35%升高到 75%左右，效果

显著[18]。Kim 等也用类似的条件处理南极鳞虾废料，

虾青素的回收率也达到 74%。Tu-Ya 等利用牛胰蛋

白酶水解龙虾壳，水解液经真空干燥后得到了虾青

素含量 295mg/kg 的粉末产品[19]。而 Chen 等应用

Milezyme 8X 预处理虾废料，则使虾青素的释放率

提高了 58%[4]。Gildberg和 Garcia等则分别对 Alcalase

酶进行了研究。 

除蛋白酶外，其它酶对虾青素的提取也有一定

的效果。Nielsen 等的专利中报道了解脂酶(如脂肪

酶和磷脂酶)有促进虾青素提取的作用[20]。也有研

究者认为α-淀粉酶、纤维素酶等可断开甲壳素与虾

青素之间的结合，从而有利于色素的提取，但 Chen

等的研究结果却相反，这可能是由于α-淀粉酶在

70℃的高温下反应，导致了虾青素的氧化[4]。 

各种酶之间往往会有协同作用，选用适当的酶

种进行配合，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增效的作用。

Armenta 等对比了混合酶与单一酶的处理效果，发

现所用的 4 种商业酶混合后虾青素的回收率要明显

高于单个酶的效果[21]。 

2.4.2   微生物发酵  甲壳类下脚料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因此可用来作微生物的培养基。国外研究发

现，采用乳酸菌发酵来预处理原料，将很好地起到

稳定虾青素的作用。Armenta 等研究发现经半固体

培养基发酵后的虾废料较未发酵的比较，虾青素

的回收率约提高 30%。乳酸菌发酵的作用可能主

要有 3 个方面：(1)乳酸的产生使体系中氢离子增

多，从而增强了体系的还原性，抑制了虾青素的

氧化； (2)酸的脱钙化作用，促进了虾青素与钙的

解离；(3)乳酸菌发酵过程产生各种酶(主要是蛋白

酶)促进了蛋白质等的水解，从而提高了虾青素的

提取率 [21-22]。  

由上可见，乳酸发酵法实际上是多种方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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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美结合，从多方面提高了虾青素的回收率。但

是从报道的情况看，普遍存在发酵时间较长、产酸

速度慢的问题，且所作研究尚处于实验阶段，对于

微生物发酵而言，要想真正实现工业化，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3  展望 

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水产

加工业也在迅速壮大，甲壳类加工的规模越来越大，

使得加工下脚料相对集中，且原料的新鲜度越来越

高，使下脚料的综合利用成为可能。目前，我国主

要用这些下脚料来生产甲壳素，而蛋白质经碱处理

后作为废水排放，造成环境污染，且浪费了蛋白质

和虾青素等重要资源。因此，结合上述各种提取虾

青素工艺的特点，研究一条在生产甲壳素的同时，

又能回收蛋白质和虾青素且适于工业生产的综合利

用工艺路线，即生产富含虾青素的虾蛋白提取物，

这将会提高综合利用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将具

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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