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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棻看出棳不同浸提剂对火龙果果肉红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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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醇提取剂溶液中棳甜菜苷含量有差异暎当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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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棽棸棩时棳吸光值最大棳此时溶液颜色为红

色棳提取得到的甜菜苷含量优于其他浓度乙醇提取暎
当乙醇浓度小于棽棸棩时棳乙醇浓度越高棳色素的提

取甜菜苷含量越大椈当浓度大于棽棸棩时棳随着浓度

的升高棳吸光度减小棳提取的甜菜苷含量相应减少椈
乙醇浓度为椂棸棩时吸光度最小暎这可能主要是由于

火龙果果肉红色素为水溶性色素棳有机溶剂浓度过

高就不利于火龙果果肉红色素的提取暎因此选择

棽棸棩乙醇浓度提取火龙果果肉红色素暎

图棾暋不同乙醇浓度对火龙果果肉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斊旈旂灡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斸旍斻旓旇旓旍斻旓旑斻斿旑旚旘斸旚旈旓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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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棿暋浸提液温度对火龙果果肉提取效果的影响

从图棿可以看出棳当浸提溶液温度为棽棸曟时

色素吸光值最大棳此时提取的红色素甜菜苷含量也

最高暎随着温度的升高棳吸光值变小棳甜菜苷含量

也相应下降棳颜色也开始从红色逐渐变为浅红色棳
当温度在棻棸棸曟时棳甚至无色暎温度的升高棳影响

了红色素的稳定性棳火龙果果肉红色素的耐热性

弱棳这与张伟峰对火龙果果肉红色素提取温度的报

道相一致椲椆椵暎本试验对温度的因子做更多的设计比

较棳此试验更直观的比较不同温度对色素的影响棳
结果差异显著棳可见温度对火龙果果肉红色素的提

取有较大的影响暎因此棳在生产上选择室温就可以

充分提取出火龙果果肉红色素暎

图棿暋不同浸提温度对火龙果果肉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斊旈旂灡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旚斿旐旔斿旘斸旚旛旘斿旓旑旔旈旚斸旟斸
旔旛旍旔旔旈旂旐斿旑旚

图 暋不同提取时间对火龙果果肉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斊旈旂灡 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旚旈旐斿旓旑旔旈旚斸旟斸旔旛旍旔
旔旈旂旐斿旑旚

棽灡 暋浸提时间对火龙果果肉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从图 可以看出棳当提取时间为椂棸旐旈旑时棳
吸光值最大棳提取的甜菜苷含量最大暎时间在棸暙
椂棸旐旈旑内棳随着浸提的时间增长棳色素提取液的

吸光值在小范围内不断增大棳提取得到的甜菜苷含

量逐渐升高椈当浸提时间超过椂棸旐旈旑以后棳色素

提取液的吸光值开始减小棳颜色也开始变浅棳从红

色变成浅红色棳可见提取时间为椂棸旐旈旑基本上就

能把色素甜菜苷溶出棳考虑到能量消耗等成本因

素棳浸提火龙果果肉色素的浸提时间宜选椂棸旐旈旑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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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椂暋料液比对火龙果果肉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由图椂可以看出棳在浸提温度为棿棸曟棳浸提的

时间为椂棸旐旈旑棳提取次数为棻次的条件下棳取棸灡棻旂
火龙果果肉粉末棳分别加入旔斎 值为椂灡 的棽棸棩无

水乙醇溶液椄暍棻棸暍棻 暍棽棸暍棽 旐斕 溶解棳震荡提取暎
用不同料液比的提取液提取得到的甜菜苷含量不

同棳此说明料液比对提取火龙果果肉色素中甜菜苷

含量有较大的影响暎随着料液比的不断减小棳吸光

值不断减小棳提取得到的甜菜苷含量不断减小暎原

因可能是料液比较小时棳溶剂可能不能充分溶解粉

末棳相应提取得到的甜菜苷含量较小椈继续增加溶剂

的用量时棳色素吸光值却逐渐下降棳这可能是由于过

多的溶剂又降低了色素浓度棳增加了里面杂质的溶

解暎为了节约物料成本棳减少生产成本棳宜采用棻暶
棻棸棸棬旂暏旐斕棴棻棭的料液比提取较为合适暎

图椂暋不同料液比对火龙果果肉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斊旈旂灡椂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旘斸旚旈旓旈旑旙旓旍旈斾旚旓旙旓旍旛旚旈旓旑
旓旑旔旈旚斸旟斸旔旛旍旔旔旈旂旐斿旑旚

棽灡椃暋正交优化筛选

乙醇浓度暍浸提时间暍浸提温度和旔斎 值这棿
个因素会互相影响棳在上述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棳
以色素提取液得到的甜菜苷含量大小为试验指标棳
采用斕椆 棬棾棭棿正交表安排试验暎通过正交试验优化

得到浸提法提取火龙果果肉色素的最佳工艺暎正交

因素棴水平安排表见表棻棳正交试验和方差分析结

果见表棽暍表棾暎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椇
栙从表棽的试验结果看到棳棿个单因素对火龙

果果肉色素中提取的甜菜苷含量结果都有一定的影

响暎在椆组试验中棳所得到的甜菜苷含量大小有很

大的差别棳水平组合为 斄棽斅棾斆棻斈棽的试验棳测得的

甜菜苷含量最高棳为棿灡椂旐旂暏旇旂棴棻暎因此提取火

龙果果肉色素的最佳工艺棳即浸提的温度为棾棸曟暍
浸提的时间为椃 旐旈旑暍提取剂乙醇浓度为棾棸棩暍
旔斎 值为椂灡 暎

栚表棽中的极差大小表明棳棿个单因素对果肉

提取甜菜苷含量的效果影响程度不同暎棿个单因素

对火龙果果肉色素中的甜菜苷含量提取效果的影响

顺序为椇浸提温度椌旔斎 值椌浸提时间椌提取剂乙

醇浓度棳由此可以知道棳浸提温度 棬斄棭是浸提法

提取火龙果果肉色素工艺的关键控制因素暎
表棽暋正交试验结果

斣斸斺旍斿棽暋斠斿旙旛旍旚旙旓旀旓旘旚旇旓旂旓旑斸旍旚斿旙旚

处理号 斄乙醇
浓度棷棩

斅浸提时
间棷旐旈旑

斆浸提
温度棷曟

斈浸提

旔斎
甜菜苷含量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棻 棽棸 棿 棾棸 棿灡棾椂
棽 棽棸 椂棸 棿棸 椂灡 棿灡棸椆
棾 棽棸 椃 棸 椃 棾灡椂棻
棿 棾棸 棿 棿棸 椃 棿灡棽棽

棾棸 椂棸 棸 棾灡棾棻
椂 棾棸 椃 棾棸 椂灡 棿灡椂
椃 棿棸 棿 棸 椂灡 棾灡椃棿
椄 棿棸 椂棸 棾棸 椃 棿灡棽棽
椆 棿棸 椃 棿棸 棾灡椆
棻 棿椄灡棽椆 棿椆灡棾棽 棽灡椂棸 棿椂灡棸
棽 棿椄灡棾椆 棿椂灡棾 棿椆灡棸椂 棿椆灡椂棻
棾 棿椃灡椂椆 棿椄灡棾 棿棽灡椃棻 棿椄灡棽椂
棻 棿灡棸棽 棿灡棻棻 棿灡棾椄 棾灡椄椃
棽 棿灡棸棾 棾灡椄椃 棿灡棸椄 棿灡棻棾
棾 棾灡椆椃 棿灡棸棿 棾灡 棿灡棸棽

棸灡棸 棸灡棽棾 棸灡椄棽 棸灡棽
注椇 棻暍 棽和 棾棳分别表示各因素水平棻暍棽和棾的甜菜苷含量总和棳
而 棻暍棽和 棾为甜菜苷含量平均值棳 为极差暎

表棾暋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斣斸斺旍斿棾暋斨斸旘旈斸旑斻斿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旓旘旚旇旓旂旓旑斸旍旚斿旙旚
方差
来源

离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显著
水平

斄 棸灡棸棽棾椄 棽 棸灡棸棻棻椆 棸灡椃棿棿棾 棸灡棿椄棿椂
斅 棸灡棾棿棿椃椄 棽 棸灡棻椃棽棾椆 棻棸灡椃椄棿棸 棸灡棸棸棸棾椂
斆 棿灡棻椄棽棽椂 棽 棽灡棸椆棻棻棾 棻棾棸灡椄棻棿椂 棸
斈 棸灡棿棸棾椆 棽 棸灡棽棸棽椂椆 棻棽灡椂椃椆椆棿 棸灡棸棸棸棻棾

暋暋栛通过采用斈斝斢椃灡棸 数据处理正交试验结果棳
得到提取火龙果果肉色素优化水平为 斄棽斅棻斆棻斈棽棳
即提取乙醇浓度棾棸棩暍浸提温度为棾棸曟暍浸提的

时间为棿 旐旈旑暍旔斎 值为椂灡 暎称取一定质量的火

龙果果肉粉末材料棳按照优化水平条件 斄棽斅棻斆棻
斈棽棳即提取剂浓度棾棸棩暍浸提时间棿 旐旈旑暍浸提

温度为棾棸曟暍旔斎 值为椂灡 棳进行验证试验棳结果

如表棿暎
与正交试验的结果相比棳优化条件下的提取工

艺吸光值更大棳得到的甜菜苷含量最大暎鉴于节约

提取时间的考虑棳宜选择即最佳浸提的时间 棿

椆椄棽第棾期 袁亚芳等椇暜红仙蜜暞火龙果果肉色素浸提工艺的优化



旐旈旑棶暍提取剂乙醇浓度棾棸棩暍浸提温度为棾棸曟暍
旔斎 值为椂灡 暎

表棿暋验证试验

斣斸斺旍斿棿暋斣旇斿旚斸斺旍斿旓旀旜斿旘旈旀旟旈旑旂旚斿旙旚

试验号
甜菜苷含量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正交优化暋斄棽斅棻斆棻斈棽 棿灡椂
正交试验椂暋斄棽斅棾斆棻斈棽 棿灡椂

棾暋讨论与结论

棾灡棻暋不同的提取剂对红仙蜜火龙果果肉红色素的

提取有较大的影响暎火龙果果肉色素易溶于水棳是

一种水溶性天然红色素暎采用棽棸棩乙醇暍棽棸棩甲

醇暍棽棸棩丙酮等溶剂提取果肉色素的试验结果显

示棳棽棸棩乙醇有利于果肉色素提取液中部分蛋白质

和某些杂质的去除棳因此棳提取的火龙果红色素中

甜菜苷的相对含量高棳效果最佳暎不同浓度的乙醇

也对提取色素甜菜苷含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棳试验结

果显示棳采用浓度为棽棸棩的乙醇作为提取剂棳红

色素溶液颜色最亮丽棳此时吸光值最大棳提取的甜

菜苷含量最大暎采用乙醇作为提取剂棳成本低棳还

可以实现回收再利用棳以降低生产成本棳回收浓缩

时需要的温度容易调节且不会过高棳还可以保持色

素结构稳定棳有利于色素的纯化暎因此选用乙醇作

为提取红仙蜜火龙果色素的提取剂棳生产中操作简

便棳实际可行暎
棾灡棽暋酸性条件下有利于火龙果果肉色素甜菜苷的

提取椈碱性条件下提取色素棳溶液颜色不再亮丽棳
随着旔斎 值的增大棳色素溶液颜色由紫红色逐渐变

成浅黄棳甚至浅灰黄棳吸光值也变得越来越小棳提

取的甜菜苷含量越来越低暎
棾灡棾暋温度对火龙果果肉色素有显著的影响暎在温

度为棿棸曟时棳提取得到的甜菜苷含量最大暎当温

度超过棿棸曟棳随着温度的升高棳甜菜苷含量下降暎
说明红仙蜜果肉色素不耐高温棳不耐热棳热稳定性

差暎在实际生产中棳采用室温提取色素即可进行棳
节约能源棳降低生产成本暎受到热温的限制棳火龙

果色素不宜用于加热食品中暎低温条件下火龙果果

肉色素稳定性较好棳结合生产棳可以将其应用在糕

点等冷冻食品上暎
棾灡棿暋通过火龙果果肉色素多因素正交优化试验棳
最佳提取工艺为浸提温度棾棸曟暍浸提时间棿 旐旈旑暍
旔斎 为 椂灡 和乙醇 浓度 棾棸棩棳甜 菜 苷 含 量 棿灡椂
旐旂暏旇旂棴棻暎棿个因素影响试验的程度不同棳其中棳

浸提温度是浸提法提取火龙果果肉色素的关键控制

因素暎最佳旔斎 值略高于舒娜等椲棻棾椵的研究结果旔斎
灡棸棳最佳提取温度略低于舒娜等椲棻棾椵对白龙果色素

提出的棿棸曟和王新广等椲棻棿椵对火龙果色素的提取最

佳温度 棸曟暎
棾灡 暋火龙果果肉色素提取试验中棳材料采用冻干

粉末棳这样的处理有利于后序浸提试验时操作的方

便棳减少了生产时间暎如果采用鲜果捣碎成浆的方

法棳首先是材料不易长期保存棳其次破碎程度不易

掌控棳太碎棳会将种仁含有的脂肪和蛋白质浸出棳
需要在纯化工序方面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棳增加成

本棳对生产不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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