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种虾青素对观赏鱼增色：天然 VS 合成＝4:1

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生物体的红色素，尽管“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一词在日常生活中不常使用，但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存在于许多种人类食物之中。大多甲

壳类动物如虾、龙虾、螃蟹等呈现的红色均因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积累所致，有一些鱼肉

如鲑鱼的肉色也是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积累的结果，大家熟知的观赏鱼红金龙、七彩神仙、

花罗汉、以及血鹦鹉等鱼皮、鳞的鲜艳的色彩更是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积累的结果。“虾

青素（又称虾红素）”自己显现出的是红色，当它和多种具有吸光性的蛋白质结合时，它就

可以显现出绿色，黄色，蓝色，和褐色等。现在被证明当甲壳动物被煮时显现出的红色是由

蛋白质的性质发生改变，以及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发光团释放造成的。黑色、红色、蓝色

和绿色是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和蛋白质以及壳质的复合造成的。在蓝色白颊黑雁体内以及

体外组织和它们的蛋中都检测出超过 90%纯度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龙虾的卵在孵化前，

绿色虾青素（又称虾红素）蛋白有短暂的存留，之后一部分蛋白质被释放，虾青素（又称虾

红素）也被释放。

在实际生产中，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常用作鱼虾等水产养殖动物的饲料添加剂，以便

弥补人类膳食中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缺乏，同时改善水产养殖产品的质量，提高观赏价

值。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是一种安全的添加剂。鱼类和甲壳类对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的吸收和积累要比其他类胡萝卜素如角黄质、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效得多。在水产养殖用

饲料中添加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作用有：(1)使水产品着色；(2)维持和促进养殖物正常

生长；(3)防止水产加工品如虹鳟鱼因脂质氧化而变质 ；(4)为人类食物提供丰富的虾青素

（又称虾红素）来源。

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属类胡萝卜素，自然界主要由植物和微藻产生，动物不能合成类

胡萝卜素，只能通过食物链从植物或藻类中获得。近几年从红球藻(haematococcus

pluvialis)生产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发展很快，因为红球藻生长快、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质量浓度高，其他获取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方法还有：(1)红酵母（phaffia rhodozyma)

发酵生产；(2)从甲壳类如南极鳞虾(superba)加工副产品中提取。由于目前使用的虾青素（又

称虾红素）大部分为化学合成品，国内水产饲料界，尤其是观赏鱼彭化饲料领域，对虾青素

（又称虾红素）的人识还比较肤浅，特别是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与天然虾青素（又称

虾红素）有什么区别不是太清楚，加上观赏鱼饲料市场暴利和管理混乱，甚至出现每吨饲料

加5kg10%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标识为“5‰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鱼粮”出售的笑

话。因此有比要将之间的区别阐述清楚，避免混淆视听。

1. 立体异构体（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左旋、右旋、消旋）

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有两个手性(或不对称)中心，它们是分子中两端环结构的C-3和

C-3’ 。一个手性中心可以有两种构象，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两个手性碳原子C-3、C-3’

都能以R或S的形式存在，这样就有3种立体异构体：3S、3’S，3R、3’S和3R、3’R。



其中3S、3’S和3R、3’R异构体互为镜像(对映体)，每一对映体有着相反的旋光性，能

使平面偏振光向左或向右旋转，3R、3’S无旋光性。

A:在生物界，绝大多数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酶和免疫球蛋白等都是左旋的，消旋体大都

没有生物活性，藻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是100%的左旋（3S、3’S），酵母源的100%右旋

（3R、3’R），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是混合物50%消旋，25%左旋，25%右旋。就是说

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只有1/4是左旋的异构体，也就是说相当于藻源虾青素（又称虾

红素）1/4含量的是左旋（3S、3’S）异构的。

B: 在动物体界，不同的性成熟时段，不同组织中分布的立体异构体是不相同，在性成

熟期观赏鱼体内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很大一部分转移到皮肤、鱼鳞、和卵巢，而最主要

与该部位蛋白质结合的异构体是左旋（3S、3’S）异构形态，要知道高等植物花瓣（植物性

器官）和动物体表鲜艳的色彩之所以存在，都是为了吸引昆虫传粉、吸引异性交配繁衍下一

代而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而数万年来自然界都没有（3R、3’S）的虾青素（又称虾红

素），鱼类怎可能在数10年完全接收呢？

Lorenz R T也实验正实：在观赏鱼养殖的着色问题中，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像由

雨生红球藻（Haematococ．pluvialis)提供的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那样效果显著且持

久． Ako和Tamaru(1999)对某种观赏鱼喂食含100ppm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饵料1周后，

该鱼体表的黄色、栗色和黑色等颜色均明显加强。

BOWEN J也证实：动物体对化学合成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吸收能力较弱，并且与天

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相比其着色能力和生物效价低得多，随着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产业的兴起，这种低效的产品会逐渐被淘汰。目前，由于生物来源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产量还不够高，化学合成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在水产养殖中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C：立体异构体的差异上是天然与合成在生理功能，组织分部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且这

几种不同立体异构状态在动物体内是不能互相转化的。（3R、3’S）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是没有生物活性的，也就是说没有抗氧化活性，（3R、3’R）有部分生物活性，因此合成虾

青素（又称虾红素）抗氧化活性相当于天然藻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1/4左右，加上合

成的过成中不可避免其他化学品的带入，因此对观赏鱼的健康不利，这可能是倒致鱼存活期

缩短，活力不强的主要原因。

2 .几何异构体(就是我们熟知的顺式和反式)

与C－C双键结合的原子的排列方式是可以完全不同的，因为原子不能绕双键扭曲或旋

转，除非双键断裂重排，如果两个基团位于双键的同一侧称为z结构(来源于德语zusammen；

共同，一起)，过去称为顺式(C )结构，如果两个基团位于双键的对应面称为E结构(来源于

德语entgenen；相反)，过去称为反式(tran)结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在其分子的线型



部分有多个双键，每个双键都可以是z式或E式，全－E结构是最稳定的结构，因为分支基团(甲

基)不竞争空间位置。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和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几何异构

体大多为全E结构（含有少部分E/Z混合），全Z结构是不能被动物吸收利用的，FDA已经禁止

顺式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上市。

3. 游离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和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酯

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在其末端环状结构中各有一个羟基，这种自由羟基可与脂肪酸形

成酯。如果其中一个羟基与脂肪酸成酯，称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单酯；如果两个羟基都与

脂肪酸成酯，则称为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二酯。酯化后，其疏水性增强，双酯比单酯的亲

脂性强。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以游离或酯化形式在中肠被吸收，在血液中以与脂蛋白结合

的方式转运；肝脏是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代谢的主要器官；对于未成熟鲑鳟鱼类，虾青素

（又称虾红素）主要以游离形式存在于肌肉中，在性成熟过程中，从肌肉转移到皮肤和卵巢。

A:游离态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极不稳定，很容易被氧化，而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

素）100%为游离态，这也就是为什么BASF和DSM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必需包埋的原因。

红球藻中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单酯占90％以上、双酯约占8％，游离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约为1％。红酵母中的主要类胡萝卜素为虾青素（又称虾红素），98%酯化。

B:由于游离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3S.3’S）不容易与皮肤和鱼鳞的蛋白结合，因

此只能呈现自己本身的颜色橙色至红色，而不能呈现黑色、蓝色、褐色等颜色，必需另配其

他颜色的着色剂来增色。而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酯化3S.3’S）可以与其鳞、皮的

吸光蛋白结合而呈现黑色、蓝色、褐色等颜色，不需要另外再配其他色彩的着色剂来增色。

C:由于游离态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分子较小，因此代谢速度远比酯化虾青素（又称虾

红素）快，所以出现刚买回来的观赏鱼在喂饲一段时间后出现明显的退色现象，需要加大着

色剂的剂量才能维持原有的色彩，使用藻源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因为可以与鳞、皮的

蛋白较牢固结合，代谢速度较慢，因此只需要25-30ppm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就能维持观赏

鱼很好的色彩。

总之，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可根据立体异构体、几何异构体、酯化程度和酯化与否分

为多种。所有这些结构形式都在自然界存在，如南极鳞虾中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主要立

体异构体为3R、3’R，且被酯化 ；野生鲑鱼中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主要立体异构体为

（3S、3’S），鲑鱼肉中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为游离性的；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主要为3S、3’S酯化结构。
观赏鱼的饲料除了要满足其生长和发育等生理活动的需要外，还要满足保持观赏鱼鲜艳

体色的需要。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尤其是由微藻生产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是目前发现



的最好的着色剂，可以使观赏鱼类在捕捉过程中保持良好的自然色。商业化规模下，在活饵

料或彭化饵料中添加 30PPM 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就可以起到显著改善某些种类的鱼体色

素沉积的效果，如七彩鱼和金龙鱼等. Ito et al.给鱼喂食不同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

效果。将鱼群分开称量，平均 270 克不管是 100ppm 的游离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或者脂化

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在喂食游离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组里，表皮中的类胡萝卜素

在一个 1 月内很有提高，但是到达了一个饱和点之后就没有更进一步的增加了。在喂食了脂

化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的那个组里，表皮里的类胡萝卜素在 2次抽样中都有提高。2个

月之后，喂饲了脂化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那个组比喂食游离状态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的那个组在表皮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要高(13.23 毫克/ 千克比之 7.94 毫克/ 千克)。因此，

喂饲脂化虾青素（又称虾红素）要比喂饲游离虾青素（又称虾红素）要更为有利。脂化虾青

素（又称虾红素）造成的胡萝卜素积累要比游离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造成的要高 2.3 倍

(Nakazoe et al., 1984)。

比较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和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饲养花罗汉鱼的效果表明：

以含相同量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或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饲料分别喂养花罗汉

鱼，结果却大不一样，用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饲料喂养的花罗汉鱼，其鱼鳞和鱼皮积

累更多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同样45ppm浓度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和天然藻源虾

青素（又称虾红素），前者需要40天达到商业着色的效果，而后者只需要10天就能达到同样

的效果。

藻源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在饲料中的用量跟据鱼种的不同大约在45-90PPM,也就

是说2%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粉2-4.5kg加到1吨饲料中，成本3000-6800元人民币/吨饲料，

就有非常卓越的增色效果，大概相当于180-360ppm的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效果。

上述的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说明：天然与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在观赏鱼领域应用有

显著的差异，差异表现在：在结构方面，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具有3S-3’S；3R、3’S；

3R、3’R3种构型，其中人工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为3种结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

混合物，并以反式结构—3R．3’S型为主，与鲑鱼、金龙鱼、红七彩、花罗汉、血鹦鹉等养

殖生物体内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以反式结构 —3S-3’S型为主)截然不同。在生理功能

方面，人工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稳定性和氧化活性亦比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低75%．在应用效果上，人工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生物吸收效果也较天然虾青素（又称

虾红素）差，喂食浓度较低时，人工虾青素（又称虾红素）在上述鱼种血液中浓度明显低于

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且在体内无法转化为天然构型，其着色能力和生物效价更比同

浓度的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低得多 ．在生物安全方面利用化学手段合成虾青素（又

称虾红素）时将不可避免的引入杂质化合物，如合成过程中产生的非天然副产物等，将降低

其生物利用安全性 ．

随着天然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兴起，世界各国对化学合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

管理也越来越严，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已禁止化学合成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

进入保健食品市场．目前，虾青素（又称虾红素）的生产一般倾向于开发天然虾青素（又称

虾红素）的生物来源，并由此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天然藻源的虾青素（又称虾红素）是

观赏鱼饲料制造企业的最佳（有效、安全、经济）的选择。



上图显示60ppm藻源虾青素（又称虾红素）饲料喂养6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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