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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蛋白的开发应用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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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昆虫蛋白的价值及开发应用现状袁对昆虫营养组成渊包括蛋白尧氨基酸尧脂肪等各项含量冤到蛋白功能成分的特点及
应用进行了概括袁并且列举了目前在食品工业尧农业尧疾病和药物等方面的开发应用遥最后袁提出了目前昆虫蛋白生产方面的不足袁并展望
了昆虫蛋白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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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value of insect protein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tatus.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insect nutrient composition渊including the content of protein袁amino acid袁fat etc.冤and protein functional components were summarized.It also list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the food industry袁agriculture袁disease and drugs.Finally袁the shortcomings of insect protein production were put
forward an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insect protein wa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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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袁人类面

的数值约为 40.2%和 44.1%袁均符合 FAO/WHO 推荐的理想

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1]遥同时袁

脂肪酸尧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袁其中蝗虫体内不饱和脂肪

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多袁其中蛋白质资源短缺已经成为

蛋白质模式指标[6]遥同时袁各种昆虫体内都含有不同种类的

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也让人类对优质

酸的含量远比饱和脂肪酸高袁其他昆虫中一些微量元素的含

蛋白的需求量激增遥因此袁寻找一种新的蛋白资源迫在眉睫遥

量也比常规肉类或海鲜中含量高遥

昆虫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类群袁已经发现的约有 100 万种袁
是迄今为止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最大生物类资源[2]遥昆虫

1.2 昆虫蛋白类功能成分
水冻结时体积会增大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和动

的来源广泛尧生长速度快尧蛋白质含量高等特点使其也十分

物体内袁产生的冰晶会使细胞破裂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袁

适用于工业化生产袁被认为是目前最具开发潜力的动物蛋

许多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植物和动物已经进化出野抗冻蛋白冶遥

白源之一遥

当一小粒冰首先开始形成时袁抗冻蛋白与其结合并防止其

1 昆虫蛋白的价值

1.1 营养价值
昆虫体内蛋白质种类丰富尧含量高尧氨基酸比例均衡尧
营养价值高袁是一种十分优质的蛋白资源遥柞蚕蛹中蛋白含
量约为 52.14%袁属于高质量蛋白袁其中含有必需氨基酸袁所
以为全价蛋白袁脂肪含量约为 31.25%[3]曰蝗虫粗蛋白质量占
干物质质量的 62.42%~78.13%袁远高于猪肉渊13.4%冤尧羊肉

渊26.9豫冤与鸡蛋渊50.7豫冤[4]等人们日常使用的动物蛋白源袁含
有 18 种氨基酸袁属于完全蛋白质曰黄粉虫幼虫粉中总蛋白

含量约为 42.6%袁蛹粉中约为 48.3%袁蛹粉中脂肪含量约为

周围的水冻结袁从而阻止冰晶生长遥与动植物蛋白相比袁昆
虫蛋白的结构较为独特遥除了抗冻蛋白袁昆虫蛋白还有许多
类功能成分袁包括储存蛋白尧抗菌肽尧干扰素尧类免疫球蛋白
等袁结构特点及作用也有极大不同袁应用领域也十分多样袁
具体见表 1遥
2

2.1

昆虫蛋白的开发与应用
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食用昆虫可作为食物来源袁补充或代替其他蛋白质遥稻

米储备枯竭和收获期或食物价格上涨时袁人们可通过昆虫蛋

33.1%袁高于幼虫粉曰中华稻蝗中蛋白含量约为 73.5%袁脂肪

白补充蛋白质的摄入遥中国将昆虫蛋白作为食物消费已超

含量约为 7.07%遥

的研究袁人们直接食用昆虫以及昆虫制成的食品袁尽管种类

含量约为 4.83%[4]曰暗翅剑角蝗蛋白含量约为 64.46%袁脂肪

过 2 000 年袁在过去的 20 年中对食用昆虫进行了大量深入

据 FAO/WHO渊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冤推荐袁

不同但所有昆虫都含有符合人类营养需求的蛋白质尧脂肪尧

氨基酸/总氨基酸冤在 40%左右遥蝗虫的必需氨基酸与总氨

甲虫制作汤袁部分地区会制作昆虫茶曰用蜜蜂作为原材料已

质量较好的蛋白质袁其必需氨基酸与总氨基酸的比值渊必需
基酸的比值为 36%袁木薯蚕蛹为 37.46%[5]袁黄粉虫幼虫及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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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和矿物质遥目前袁已有利用蚂蚁为原料制作醋袁用水生
开发出蜂王浆尧蜂花粉等保健食品曰蚕蛹蛋白的水解产物也
已研制出蛋白饮料和氨基酸口服液曰利用蚕蛾及蚂蚁制作出
的保健酒等袁都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遥抗冻蛋
白能够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袁能改善冰冻食品质量曰昆虫抗
菌肽由于其具有抗菌活性的特点袁也可用于热加工食品袁防
止杂菌污染[8]遥

杨紫薇等院昆虫蛋白的开发应用现状与展望
表 1 昆虫蛋白类功能成分[7]
类功能蛋白
抗冻蛋白渊AFPs冤
储存蛋白渊SP冤
热休克蛋白渊HSPs冤
抗菌肽渊AMP冤
干扰素渊IFN冤
类免疫球蛋白渊hemolin冤
甾体载体蛋白-2渊SCP-2冤
信息素结合蛋白渊PBP冤
滞育关联蛋白渊DAP冤
昆虫几丁质酶渊IC冤

2.2

特点
亲水氨基酸多袁起关键作用残基具有保守性
特异性血淋巴蛋白
分子伴侣
分子小尧稳定性好尧广谱抗菌尧无毒副作用
抑制病毒合成袁杀灭癌细胞
只存在于鳞翅目昆虫体内
已在双翅目中发现和鉴定
气味结合蛋白家族的一种
滞育期间产生
降解中肠壁和围食膜中的几丁质

作用
低温保护尧低温储藏等
成虫变态发育尧雌卵发育等
昆虫发育过程尧细胞代谢等
可成为抗菌药物及抗肿瘤药来源
预防治疗各类癌症
免疫防御尧延缓细胞黏着以及病毒和细菌入侵
介导昆虫吸收和运输胆固醇
参与昆虫识别性信息素
可作储存蛋白尧抗冻蛋白尧贮藏蛋白
消化尧降解旧表皮等

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差的植物体提高抗冻耐寒能力袁起到低温保护和储藏的作

昆虫蛋白中富含的多种有益物质作为饲料来源能够促

用曰多种来自昆虫的抗菌肽可用于培育具有抗病菌特性的作

进动物生长袁与豆粕和鱼粉相比袁可提供更高效和可持续的

物袁用于解决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使用造成的食品安全问

饲料蛋白袁且成本较低遥在肉鸡尧鹌鹑尧仔猪尧牛等畜禽饲料

题曰昆虫增效蛋白也可用于相关害虫防治遥

中加入黄粉虫粉或蝇蛆粉等昆虫干粉袁能有效地增加畜禽

2.3 在医药方面的应用

重量袁不同比例与种类的加入同样也能增强畜禽的品质袁包
括肉质的改善和产蛋率的上升[9]曰昆虫体内的抗冻蛋白能应
用于蔬菜的冷冻储藏曰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能使抗冻性

2.3.1 癌症治疗遥部分昆虫蛋白的抗癌作用见表 2遥
2.3.2

抗菌尧抗病毒遥昆虫抗菌肽分子量低尧热稳定性好袁具

有广谱的抗菌活性袁基本不对真核细胞起作用袁能抑制革兰

表 2 部分昆虫蛋白的抗癌作用[10-17]
名称
蜘蛛肽渊gomesin冤
HaA4
d-9-肽渊d-9-mer peptides冤
蜂毒肽渊mastoparan冤
抗菌肽渊cecropin冤

来源
蜘蛛血细胞
Harmoniasin
2 种甲虫 43-mer insect defensins
黄蜂毒液
家蝇
巨型丝蛾
家蚕幼虫

应用
皮内和上皮皮肤癌尧黑色素瘤
白血病
骨髓瘤
黑色素瘤尧白血病尧骨髓瘤尧乳腺癌
肝癌
结肠癌
胃癌尧食管癌

氏阳性尧阴性球菌和杆菌袁同时也对高度耐药的伤寒杆菌尧

要进一步合理开发昆虫蛋白质饲料资源袁并提高各类昆虫蛋

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敏感袁有抑菌作用遥抗菌肽还能通过

白制品的安全性袁加强管理昆虫养殖的规范性袁使养殖昆虫

直接与病毒粒子相结合来抑制病毒的繁殖而起到抗病毒的

的条例更加完善袁避免一些养殖公司的条件不合格袁要在更

作用袁蜜蜂体内的蜂毒肽就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的效果袁同时

加优化的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优质昆虫蛋白遥

蜂毒肽 melittin 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已发现的抗炎活性最强

从昆虫的营养保健价值等方面来看袁它是一种具有开

的物质之一袁具有类激素的作用袁但却无激素的毒副作用

发利用价值的资源袁但是目前人们对昆虫制品的接受率较

等 [18]曰还能够抑制人免疫缺陷病毒渊HIV冤基因的表达袁可作

低袁要从多角度去制造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昆虫蛋白制品袁

用于单纯疱疹病毒的衍生病毒 HSV-1袁而且还能干扰烟草

花叶病毒粒子的组合[19]曰从家蝇渊Musca domestica L.冤幼虫中
分离的富含蛋白质的部分渊PEF冤袁可抑制禽流感病毒 H9N2

的感染袁并对苜蓿渊Autographa californica Speyer冤的多囊核多
角体病毒具有杀伤作用 遥
[20]

或是将昆虫蛋白作为添加剂加入到各类食品或保健品中遥
同时袁作为化妆品原料可以成为将来的一个新发展途径袁目
前已有用昆虫抗菌蛋白制作的防腐剂袁可以避免化学防腐剂
带来的副作用曰昆虫内富含具有弹性的表皮弹性蛋白尧丝蛋
白等袁在化妆品中添加这类物质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其

2.3.3 在药物及其他方面的应用遥冬虫夏草具有抗炎尧抑菌尧

弹性遥因此袁不仅是传统工业中可以利用昆虫蛋白袁开发以

提高免疫机能尧润肺止咳尧抗肿瘤尧抗衰老及治疗肝病等作

昆虫原料为主的新型化妆品也将带来许多机遇袁是具有巨大

用曰蚂蚁提取物可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尧风湿性关节炎尧

潜力的新行业遥

慢性肝炎袁并能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曰蜂毒不仅有抗菌尧消
炎的疗效袁还在降血压尧治疗风湿尧类风湿尧溶血尧免疫抑制尧
抗辐射等方面起作用曰九香虫可参与治疗肝胃气痛尧腰肌劳
损尧支气管炎等疾病曰抗菌肽还能杀灭一些引起人类寄生虫
病的寄生虫袁如疟疾尧丝虫尧锥虫等[21]曰蟑螂对原发性肝癌也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曰抗冻蛋白可用于人和动物的卵尧精子尧
胚胎尧心脏或肝脏等器官的超低温保存袁改善其冷冻质量遥
3 展望
为提高昆虫蛋白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袁应该逐步建立
系统的加工体系袁使生产出的蛋白制品具有较高品质遥因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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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质量遥再次袁春蚕二眠前完成桑树摘心袁以提高桑叶成熟

能提高产量和质量袁小蚕期做好超前扩座和匀座袁选择优质

度袁保证其质量遥最后袁做好桑树防虫治虫袁严格按照科学配

桑叶饲养袁注意温度控制袁调节好蚕室内的温度袁保证小蚕

药袁统一浓度尧统一时间进行喷洒遥

发育一致尧体质强健曰做好蚕室的消毒及防病工作袁小蚕出

3 结语

施袁要按季节选择抗病性和抗逆性强的品种袁给桑要均匀尧

地的养蚕生产现状袁制定适宜的养蚕技术标准袁同时加大小

新鲜袁坚持换鞋尧洗手尧踏灰后进入蚕室袁早晚进行蚕座消

蚕共育的设施和养蚕机械机具的投入应用袁村委会应加大宣

毒袁避免蚕病发生影响产量遥三是做好大蚕管理遥大蚕期的

传力度袁推广及完善小蚕共育尧条桑育等技术袁促进蚕业生

桑叶供应是关键袁为保其质量袁应做到稀松放养袁良桑饱食曰

产实现省力化及规模化遥养蚕过程中要注意蚕病的预防和

确保蚕室的通风换气袁做好蚕室及周围的消毒袁避免蚕病遥

防治袁做好日常清洁及消毒工作袁切断病源袁防止相互感染袁

现感染后会在大蚕 5 龄期发病袁应加强小蚕的防感染措

四是实行多批次养蚕遥积极开展分批次养蚕袁如春蚕 2 批尧

夏蚕 1 批尧秋蚕 3 批的多批次模式遥分批养蚕可以提高设备
设施的利用率袁减轻劳动强度袁提高劳动效率袁实现养蚕的
高效益遥五是加强桑园管理遥大规模养蚕需要大量桑叶支持袁
应做好桑树的培植和管理袁以提供优质的桑叶袁保证蚕的质
量遥首先袁要做到桑园的沟系配套袁确保桑树能得到及时灌
溉袁涝季能及时排水遥其次袁合理施用有机复合肥袁注意氮尧
磷尧钾合理搭配袁实行科学施肥袁切忌盲目增肥曰夏伐后可以
利用秸秆还田袁改善土壤有机质含量袁提高桑树质量曰尽量
进行人工除草袁慎用化学药剂除草袁防止土壤板结和影响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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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实现山区的规模化和省力化养蚕袁要结合当

降低其发病的损失率遥另外袁可优选蚕种袁保证桑叶质量袁增
强蚕体质袁提高其抵抗力袁以保证产量和质量袁实现经济效
益最大化[4-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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