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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辣椒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途径的代谢终产物袁在成熟红辣椒中含量较高遥其具有较高的医学尧食用等价值遥影响辣椒红
素的合成和稳定性有多方面因素袁对辣椒红素实现高效提取袁并延长其保存时间对辣椒行业意义重大遥本文对影响辣椒红素合成和稳定性
的因素及其高效提取方法进行综述袁旨在为辣椒红素的精深加工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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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渊Capsicum annuum冤属于茄科一年生或多年生植

添加也影响辣椒红素的合成袁例如硼+锰处理的辣椒红素含

物 袁具有多种功效袁在我国蔬菜行业占据重要位置 遥辣椒

量最高袁而硼处理的辣椒红素含量效果也很显著曰适当降低

的色泽主要由控制辣椒色素的类胡萝卜素和类黄酮的相对

灌水量会使土壤含水量较长时间呈较理想状态袁从而利于

[1]

[2]

合成量决定
色等 遥

袁最初为紫色尧绿色等袁成熟后表现为红色尧橙

[3-4]

红干椒辣椒红素的形成[17]遥

[5]

不同加工方式对辣椒红素含量有很大影响遥粉碎辣椒

辣椒色素具有较高的保健价值袁其中辣椒红素作为类

粒度小袁利于辣椒红素提取袁而挤压造粒是一种新型良好加

胡萝卜素的一种表现形式袁是清除自由基的一种重要抗氧化

工技术袁能够高效提取辣椒红素遥同时袁在辣椒干燥尧提取过

物质[6]袁能够降低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的发生概率[7]曰此外袁
辣椒红素可广泛用于食品尧医药和装修建筑等行业袁目前袁
随着消费者保健意识的加强袁辣椒红素作为一种天然色素袁
受众需求日益提高 遥因此袁如何高效提取辣椒红素袁进而加
[8]

程中适当控制温度袁可减小对辣椒红素的破坏[18]遥

2.2 辣椒红素稳定性影响因素
2.2.1

干燥遥研究表明袁辣椒果实在干燥期间仍进行新陈代

谢袁称之为辣椒果实后熟作用袁其辣椒红素含量会增加[19]遥还

工和应用是当前辣椒行业的重要突破点遥本文针对辣椒红

有研究者发现袁在果实干燥研磨过程中袁辣椒红素含量变化

素的特性尧提取方法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袁旨在为辣椒精

不大[20]遥

深加工行业提供研究资料遥

2.2.2

1

辣椒红素的生理特性

温度遥Galan 等[21]研究表明袁温度升高袁红辣椒油树脂

中类胡萝卜素总含量减少遥研究还发现了干辣椒和辣椒粉

辣椒果实中的辣椒红素含量因品种尧采收期及干燥条件
等不同而有所差异[9]袁在成熟红辣椒中含量较高 [10]遥研究显
示袁在红色品种辣椒果实中辣椒红素含量约占整个类胡萝

中游离的类胡萝卜素和酯化类胡萝卜素在不同温度下的稳
定性袁即温度升高袁辣椒红素含量降低袁且辣椒红素在干辣
椒中更稳定[22]遥

卜素含量的 47%袁含量较其他颜色的品种高 遥辣椒红素含

2.2.3

径的代谢终产物 [12]袁为深红色油状液体袁无辣味袁有独特香

不饱和脂肪酸遥此外袁H2O2尧O2-窑等活性氧对辣椒红素稳定性

[11]

有 40 个碳类异戊二烯化合物袁是类胡萝卜素的生物合成途
味袁几乎不溶于甘油和水袁较易溶于非挥发性油袁对可见光
稳定袁紫外线较易使其褪色[13-14]袁可转化为 V粤 被人体吸收袁
对健康十分有益[15]遥

2 影响辣椒红素合成和稳定性的因素

添加物遥在辣椒后期加工中袁加入的辣椒种子越多袁

辣椒红素降解速率越快袁这主要是因为种子富含氧化性物质
有较强影响袁会导致其含量下降[23]袁在辣椒粉等加工产物中
加入一定量的抗氧化剂可增加辣椒红素等类胡萝卜素的稳
定性[24]遥控制辣椒采后污染菌也可以有效保护辣椒色素的稳
定性[23]遥

2.1 辣椒红素合成影响因素

3 辣椒红素提取方法

辣椒不同类型尧栽培管理和处理方式等对辣椒红素的合
成有很大影响遥

辣椒红素提取法包含传统和现代 2 类方式袁传统方法主

要为依托辣椒红素的理化性质直接进行浸提曰而现代提取

辣椒红素作为纯天然植物色素袁在其果实发育过程中
[16]

逐渐积累袁成熟期达到最高点遥戴雄泽等 研究发现袁成熟

法包含微波尧酶辅助尧超临界 CO2 提取法等相关技术遥
3.1 有机溶剂提取法

期为红色辣椒品种中类胡萝卜素总含量和辣椒红素含量高

溶剂提取法是根据辣椒红素的溶解性袁利用有机溶剂

的时期曰而橙色辣椒中类胡萝卜素总含量较高袁但辣椒红素

直接浸提辣椒得到目标产物袁表现为将辣椒纤维组织中的

较少遥不同颜色类型辣椒果实中类胡萝卜素种类和含量不

色素及其他脂溶性成分袁通过有机溶剂进行溶解尧内扩散袁

同袁同一颜色类型辣椒果实中类胡萝卜素种类和含量变化趋

到达液固表面袁再通过外扩散溶入提取液中袁进而分离得到

势基本相同袁但类胡萝卜素总含量和辣椒红素含量在不同

目标产物的方式[25]遥方樟彩等[26]用正己烷为提取溶剂袁得到

品种之间有差异 遥
[16]

辣椒红色素粗产品遥该方法操作工艺简便袁但材料耗费大袁

不同栽培因素对辣椒红素合成和积累的影响院适合的

辣椒红素纯度较低袁并且不能完全提取辣椒红素袁杂质含量

氮尧磷尧钾配比可大大提高辣椒红素含量曰不同微量元素的

较高袁残渣的可利用性差袁精制费用昂贵[27]袁因而传统提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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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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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代提取方法
3.2.1 微波辅助提取法遥该方法是利用电磁场使固体或半
固体物质中的某些有机物成分与主体有效分离袁并保持分析
物质原本化合物状态的一种分离提取方法遥该方法将微波
直接作用于物料内部袁使内部温度迅速上升袁增大目标产物
在介质中的溶解度曰并且可加速目标物质向界面层扩散袁从
而提升萃取速率[28]遥王芳芳等[29]研究表明袁微波辅助提取与
普通溶剂提取相比袁所需时间更短袁所需溶剂更少遥微波辅
助提取法工艺简单袁操作性和稳定性均较好袁极大地提高了
辣椒红素提取效率[15]袁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遥
3.2.2 酶辅助提取法遥该方法通过纤维素酶等将细胞壁结
构水解或破坏袁加速细胞内活性物质的释放袁高效获取目标
产物遥周旭章等[30]使用自培的 酝载 酶对在 pH=8 的条件下对

辣椒红素粗品进行脱脂袁可在原来基础上将色价提高 员 倍遥
酶辅助提取辣椒红色素具有反应专一性强尧条件温和等特
点袁缩短了提取时间袁提高了红色素的提取率袁增加了产品
的价值[31]遥鉴于其价格较高和不易于保存而存在一定弊端袁
还有待进一步改善遥
3.2.3 超临界 CO2 取法遥超临界流体萃取是较常用的一种
提取辣椒红素的方法袁它依据辣椒红素极性袁在超临界 CO2
中溶解度很低袁而有机溶剂与辣椒素等物质易溶于超临界
CO2 中袁可以被超临界 CO2 带至分离器排除遥通过控制压力尧
温度等条件袁改变 CO2 对物质的溶解水平袁有针对性地萃取
所需成分袁提取的产品纯度高尧无溶剂残留尧无异味遥王玉琪
等[32]先根据溶剂提取法以石油醚为溶剂浸提红辣椒粉袁可
得到含有辣椒红色素的粗品袁再以该粗品为原料袁应用超临
界 CO2 提取其中的辣椒红色素遥该方法获取辣椒红素效率
极高袁但是投资大尧费用高尧技术要求高袁工业开发难度大袁
仍需进一步探究遥
4 结论
目前袁辣椒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袁其中的辣椒红素作为一
种天然色素袁具有多种功效袁在食品尧医药尧工业等领域广泛
应用遥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加强袁加深对辣椒红素的研究与
加工袁对于辣椒行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推动意义遥
成熟辣椒中富含辣椒红素袁其合成受栽培条件和环境
因素的影响袁其稳定性受温度尧贮藏条件等因素影响袁这就
要求选育品种时要侧重于辣椒红素含量高尧合成快以及易
提取方面曰此外袁加强栽培管理及辣椒红素后期保存有利于
该物质的长期和高效利用遥
目前袁辣椒红素有多种提取方式袁相对于传统提取方式袁
现代的酶辅助提取法尧超临界 CO2 提取法等提取效率高尧成
本投入大袁因而除从原料上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外袁还可通过
传统提取方式与现代提取方式结合的方法降低成本袁更高
效地提取辣椒红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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