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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红色素提取工艺及性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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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 4 种方法进行了从龙虾壳中提取龙虾红色素的试验, 并研究了龙虾红色素的性质。实验

结果表明, 该色素不溶于水, 无毒性, 体系 pH 值的改变对其稳定性有影响, 色素对 Fe3+ 、Cu2+ 敏感,

一些常用的食品添加剂不会使其稳定性下降, 而维生素C、异V c 钠的加入还可以提高其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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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 r d ifferen t m ethods w ere adop ted to ex tract Ch inese lob ster red p igm en t and its p rop2
ert ies w ere repo rted. R esu lts show ed tha t the red p igm en t w as of no po ison, no t d isso lvab le in w a2
ter and sen sit ive to Fe3+ and Cu2+ . It s stab ility changed w ith the pH values and increased w ith the

addit ion of vitam in C and sodium isoasco rba te, bu t it w as no t affected by the addit ion of o ther

comm on food addit 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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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天然色素色调自然, 稳定性好, 无毒性, 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人们已从各类生物中提取出各种各

样的天然色素[ 1 ]。龙虾生命力强, 繁殖快, 饲养方便,

虾肉鲜美可口, 营养丰富。其壳中的色素颜色鲜艳,

有很好的脂溶性, 且稳定, 可望成为广泛使用的天然

色素[ 2 ]。另据报道该红色素属“多烯色素”中的“叶黄

素类”[ 3 ] , 此类化合物具有保护吞噬细胞免受自身的

氧化损伤、促进 T、B 淋巴细胞的增值、刺激效应 T

细胞的功能以及增强巨噬细胞、细胞毒性 T 细胞和

天然杀伤细胞杀伤肿瘤的能力, 还能促进某些白介

素的产生, 从而抑制肿瘤的发生和生长[ 3 ]。为此, 本

文对龙虾红色素的提取工艺及稳定性进行了研究。

1　实验部分

1. 1　材料、试剂及仪器

虾壳系连云港市售龙虾壳。实验动物 ICR 小鼠

30 只雌雄各半, 体重为 20 (±2) g, 由南京中医药大

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使用前在实验室生活一周以

适应环境。在整个实验中使其自由饮水并供给食物。

浓盐酸 (C. P. ) , 氢氧化钠 (C. P. ) , 质量分数为

95%的乙醇 (A. R. ) , 普通食用色拉油 (市场上购

买) , 颗粒饲料 (南京大学动物房提供) , 龙虾红色素

质量浓度分别为 0. 052 gömL 和 0. 104 gömL 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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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721 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

SHB 2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郑州长城科教仪器有限

公司) , R 2201 旋转蒸发仪 (上海申科机械研究所)。

1. 2　红色素提取方法

方法一: 参照文献[2 ], 将新鲜龙虾壳洗净破碎,

于 1 m o löL 的盐酸中浸泡 24 h, 清水洗净至pH = 7,

在浓度为 2 m o löL 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回流 10 h, 过

滤, 滤渣可用于甲壳素的提取。滤液冷却后, 以盐酸

调至 pH = 2, 沉降、过滤 (或离心) , 得褐色膏状物。

方法二: 将新鲜龙虾壳洗净破碎, 在浓度为 0. 2

m o löL 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回流 4 h (去腐) , 再用浓

度为 1 m o löL 的盐酸浸泡 24 h, 清水洗净至pH = 7,

用质量分数为 95% 的乙醇浸泡 2 d, 滤出提取液, 减

压回收乙醇、充分抽去溶剂后得砖红色膏状物。

方法三: 将新鲜龙虾壳去肉洗净, 在浓度为 1

m o löL 的盐酸中浸泡 24 h, 清水洗净至pH = 7, 用质

量分数为 95% 的乙醇浸泡 2 d, 滤出提取液, 减压回

收乙醇、充分抽去溶剂后得砖红色膏状物。

方法四: 将新鲜龙虾壳洗净, 于 1 m o löL 盐酸中

浸泡 24 h, 清水洗净至 pH = 7, 用质量分数为 95%

的乙醇浸泡 2 d, 滤出提取液, 减压回收乙醇 (出现白

色絮状物) , 充分抽去溶剂后得砖红色膏状物。

1. 3　龙虾红色素的性质试验

1. 3. 1　溶解性　室温下, 观察红色素在水、色拉油、

乙醇、丙酮、四氯化碳、石油醚等溶剂中的溶解性。

1. 3. 2　红色素乙醇溶液最大吸收波长的测定　配

制质量分数为 0. 5% 的龙虾红色素的乙醇溶液, 用

721 型分光光度计可测出其最大吸收波长 Κm ax 为

470 nm。

1. 3. 3　pH 值对色素的影响　在质量分数为 0. 5%

的龙虾红色素的乙醇溶液中, 分别添加水、稀盐酸及

稀氢氧化钠溶液, 观察实验现象。

1. 3. 4　金属离子对龙虾红色素的影响　在质量分

数为 0. 5% 的龙虾红色素的乙醇溶液中, 分别添加

Fe3+ 、Fe2+ 、Zn2+ 、Cu2+ 金属离子, 摇匀后放置, 观察

溶液颜色的变化情况。

1. 3. 5　常用食品添加剂对色素的影响　在质量分

数为 0. 5% 的龙虾红色素的乙醇溶液中, 分别添加

1ö4 (与龙虾红色素的质量比) 的食品添加剂——柠

檬酸、维生素C、异V c 钠、谷氨酸、甘氨酸, 然后测定

其吸光度, 并观察溶液颜色的变化情况。

1. 4　毒性试验方法

1. 4. 1　试验分组　小鼠随机分成 3 组, 每组雌雄各

半。色拉油空白组 10 只, 龙虾红色素组 0. 052 gömL

和 0. 104 gömL 两组各 10 只。实验前后正常对小鼠

给水给食。

1. 4. 2　试验用药　于空白组实验时灌胃给色拉油

0. 5 mL ö只, 给药一次。龙虾红色素组试验时灌胃给

龙虾红色素色拉油溶液 0. 5 mL ö只。灌胃剂量分别

为 26 m gö只、56 m gö只, 给药一次。

2　结果与讨论

2. 1　工艺路线的选择与讨论

经过多次实验发现, 以方法一得到的红色素, 色

暗, 且收率低 (小于 1% , 以清水洗至中性的虾壳计,

下同) , 方法四得到的色素杂质太多, 方法二、方法三

得到的色素色泽纯正, 且收率较高 (可达 9%～

15% )。按方法二、方法三多次重复实验, 发现方法三

的提取率高 (达 15% ) , 但费时、费力, 方法二提取率

虽然相对较低 (7%～ 9% ) , 但操作方便、省时。

2. 2　色素性质研究结果与分析

据报道, 该色素可以与溴发生加成反应, 与高锰

酸钾发生氧化反应, 这些性质说明它具有多烯结构。

将它的乙醇溶液于沸点下加热 3. 5 h, 其吸光度值

未见明显下降。室温下, 在 25 d 之内, 其吸光度变化

值不大于 0. 005, 由此可见, 该色素对温度、时间都

很稳定[ 2 ]。

　　研究结果表明, 该红色素不溶于水, 与水混和呈

黄色混浊物, 易溶于乙醇、四氯化碳、石油醚及色拉

油, 随溶入量的增加, 溶液颜色变化依次为黄、橙、橙

红、红。其乙醇溶液的最大吸收波长为 470 nm , 体系

pH 值的变化对红色素的稳定性影响显著, 取等量

质量分数为 5% 的龙虾红色素的乙醇溶液, 分别滴

加水、稀碱、稀酸, 发现加酸的体系先出现混浊, 加水

的次之, 加碱的最后。

　　在质量分数为 0. 5% 的龙虾红色素的乙醇溶液

中, 分别添加 Fe3+ 、Fe2+ 、Zn2+ 、Cu2+ 金属离子, 摇匀

后放置, 观察溶液颜色变化, 发现 Fe2+ 、Zn2+ 对其影

响不大, 但 Fe3+ 、Cu2+ 影响显著, Fe3+ 加入 5 m in

后, 溶液的颜色变黄, Cu2+ 加入 1 d 后溶液变黄, 且

出现混浊。选用的几种常用食品添加剂 (柠檬酸、维

生素C、异V c 钠、谷氨酸、甘氨酸) 均不会使色素的

稳定性明显下降, 其中, 维生素C、异V c 钠的加入还

提高了它的稳定性。

2. 3　色素毒性试验结果

色拉油空白组灌胃后出现腹泻症状, 后慢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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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样品组给药后症状与色拉油空白组一样, 也出现

腹泻状况, 3 d 后消失。但无动物死亡。

色拉油空白组出现腹泻的症状与龙虾红色素组

出现的症状一致, 证明龙虾红色素组小鼠症状是由

溶剂色拉油引起的。实验考虑到龙虾红色素样品在

油溶剂中稳定, 故选择食用色拉油为溶剂。

可见小鼠口服龙虾红色素在 56 m gö只剂量下

是安全的。按小鼠和人体表面积比例折算, 此用量相

当于人每日龙虾红色素用量 20 g, 远大于一般食用

色素的日摄入量。

3　结论

龙虾壳中红色素含量较高, 提取率最高可达

15% , 提取工艺简单。运用本实验提取工艺得到的色

素鲜艳, 对温度、时间、常用的食品添加剂及大多数

金属离子有较好的稳定性, 维生素 C、异V c 钠还有

助于提高该红色素的稳定性。急性毒性试验初步结

果表明, 该色素无毒性, 因而, 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

前景的天然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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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淮海工学院“结构型阻燃聚醚多元醇的合成”科研项目通过鉴定

2002 年 12 月 25 日, 淮海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科技成果项目“结构型阻燃聚醚多元醇的合成”的鉴定会在

淮海工学院举行。经连云港科学技术局组织的专家评审鉴定, 该项目成果符合要求, 鉴定通过。

结构型阻燃聚醚多元醇材料的研究和开发是原江苏省教育委员会 2001 年“青蓝工程”科技发展计划项

目, 该项目由淮海工学院承担, 并由化学工程系教授张田林博士主要负责。该项目的研究经江苏省情报研究

所查新, 告知国内未见到原料和合成工艺的相同报道, 属国内首创。而且此结构型阻燃聚醚多元醇样品经青

岛科技大学橡胶新材料研究中心检测, 其主要性能与GB 1200821989 标准中的 330# 聚醚技术性能相当。以此

合成工艺制取结构型阻燃聚醚多元醇, 应用技术性能好, 原料来源广, 生产成本低。其产品经试验表明, 氧指

数高, 阻燃效果好, 技术应用前景广阔, 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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