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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对辣椒果实中辣椒素、二氢辣椒
素及 VC 含量的影响
彭 琼 1，2 童建华 2 柏连阳 1 萧浪涛 2*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湖南长沙 410125；2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激素与生长发育湖南
省重点实验室，湖南长沙 410128）
摘 要：以湘研 5 号辣椒为试材，采用盆栽控水试验，设置轻度干旱、中度干旱和正常灌水（对照）3 个水分梯度，研究干
旱胁迫对辣椒果实中辣椒素、二氢辣椒素和 VC 含量的影响，同时研究了干旱胁迫后植株叶片光合特性的变化。结果表明：
在开花后 60 d，轻度干旱处理能显著提高辣椒果实中辣椒素和二氢辣椒素的含量，分别比对照提高 63.36% 和 63.03%。在开
花后 40 d 和 50 d，不同程度的干旱胁迫均能显著提高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量。在开花后 60 d，轻度干旱处理使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量达到最高，而中度干旱胁迫下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量显著低于对照。不同程度的干旱胁迫处理后，辣椒植株的净光
合速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关键词：辣椒；干旱胁迫；辣椒素；二氢辣椒素；VC

辣椒（Capsicum annuum L.）为茄科辣椒属的

辣椒素类物质的生物合成与积累不仅受遗传

多年生或一年生作物。辣椒素类物质和 VC 含量是

基因的调控，同时也受到植物自身发育与外界环

评估辣椒果实品质性状的重要指标。辣椒素类物质

境的影响，不同辣椒品种或同一辣椒品种的不同发

是辣椒果实中重要的次生代谢物，是辣椒中辣味物

育阶段的辣度均存在很大差异（李光光 等，2010；

的主要来源，其中辣椒素和二氢辣椒素的含量占总

Barbero et al.，2014）
。干旱胁迫是世界范围内限制

辣椒素含量的 90% 以上。目前，辣椒素类物质已

农作物生产的主要环境因子之一，辣椒的生长期常

作为食品工业中的添加剂和医药工业中的镇痛剂得

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旱胁迫。然而，现阶段关于干旱

到了广泛应用（狄云 等，2000；郭峰 等，2002）
。

胁迫对辣椒生长发育的研究多集中在生理机制（宋

同时，辣椒素有望成为下一代国际抗癌药物和减

志荣，2003）
、光合特性（胡文海 等，2008）以及

肥 药 物 的 核 心 成 分（Athanasiou et al.，2007；Luo

菌根真菌互作（Mena-Violante et al.，
2006）等方面，

et al.，2011）
。辣椒果实富含 VC，VC 含量是辣椒

而对于干旱胁迫下辣椒品质指标变化的研究甚少。

的主要品质指标。因此，开展辣椒果实中辣椒素类

本试验利用盆栽控水的方法对辣椒植株进行不同程

物质及 VC 含量等重要品质指标的调控研究，有利

度的干旱胁迫处理，研究辣椒果实发育过程中主要

于提高原材料的商品价值，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具有

品质指标辣椒素、二氢辣椒素及 VC 含量的变化，

重要意义。

并对处理后植株叶片的光合特性进行分析，以期为
辣椒素类物质的积累与调控、辣椒品质的提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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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辣椒品种湘研 5 号，由湖南农业科
学院蔬菜研究所提供。辣度中等，参考湖南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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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DB43/T275—2006）及成善汉等（2009）的

及中度干旱处理均不利于辣椒素、二氢辣椒素的

研究结果，湘研 5 号的辣度为 1 000～10 000 SHU。

积累，辣椒果实中辣椒素、二氢辣椒素的含量均

1.2 试验方法

显著低于对照。开花后 60 d，轻度干旱处理的辣椒

1.2.1

材料处理

试验于 2013 年夏季在湖南农业

素、二氢辣椒素含量急剧增加，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大学植物激素与生长发育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的网

63.36%、63.03%；而中度干旱处理的辣椒素、二氢

室内进行，设置正常灌水处理（CK）
、轻度干旱胁

辣椒素含量则显著低于对照。

迫处理（T1）和中度干旱胁迫处理（T2）3 个水分



$,

梯度，每处理 3 盆，5 次重复。采用称重法进行控
别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70%～85%、55%～70% 和
40%～55%。于开花前对植株进行挂牌登记及相应
的控水处理，自然干旱至设定土壤含水量的标准范
围，每天 8：00 和 18：00 采用称重法补水控水并
记录，处理期间除盆内土壤水分外其他管理方式一
致，
土壤相对含水量达到相应干旱胁迫处理 6 d 后，
植株在对照条件下恢复 4 d。在辣椒植株开花后的
、50 d（转色期）和 60 d（红熟期）
，
40 d（绿熟期）
分别取果实大小和成熟度基本一致的辣椒进行各项


C


C


B

（2005）的方法并加以改进，采用 100% 乙腈（分
析纯）进行提取后辣椒素及二氢辣椒素的分离。利
用 Agilent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辣椒素及二氢
辣椒素的 HPLC 测定。检测波长为 280 nm，柱温为
25 ℃，流动相为乙腈∶水（V/V）=60∶40，流速
-1

为 1 mL·min 。辣椒素及二氢辣椒素标准样品均
购自 Sigma 公司，纯度分别大于 95% 和 90%。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的 VC 测定盒进
行辣椒果实 VC 含量的测定。采用 LI-6400 便携式
光合作用系统进行辣椒叶片光合特性的测定，红蓝

D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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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α=0.05）
，下图同。


依照 Williams 等（2004）和周焘

D

B

图 1 干旱胁迫对辣椒果实中辣椒素含量的影响

θⅎ䓏Ḿ㉌ॗ䛻NH·H

样品测定

B



指标的测定。
1.2.2

5


䓏Ḿ㉌ॗ䛻NH·H

水处理，CK、T1 和 T2 处理的土壤相对含水量分

5

$,

5

5
B



C



D





B C
B

D
C C



ᐬ㟝ऺᬢ䬠E



图 2 干旱胁迫对辣椒果实中二氢辣椒素含量的影响

2.2 干旱胁迫对辣椒果实中 VC 含量的影响

光源，光通量密度为 700 μmol·m ·s ，测定植株

随着辣椒生育期的延长，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

顶部第 1 片成熟叶，每处理定点测定 3 株，测定时

量逐渐增加（图 3）
。轻度干旱处理能显著提高辣

间为 9：00～11：00。

椒果实中的 VC 含量。在开花后 60 d，轻度干旱处

-2

-1

1.3 数据处理

理使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量比对照提高了 17.93%。

数 据 作 图 采 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软 件， 用

在开花后 40 d 和 50 d，中度干旱胁迫下辣椒果实中

SPSS 数据分析系统进行统计分析。

的 VC 含量分别比对照提高 59.97% 和 93.86%；而

2 结果与分析

在开花后 60 d，中度干旱胁迫下辣椒果实中的 VC

2.1

2.3 干旱胁迫对辣椒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

含量却显著低于对照。

干旱胁迫对辣椒果实中辣椒素、二氢辣椒素

含量的影响

不同程度的干旱胁迫处理后，辣椒植株在 3 个

从图 1、2 可以看出，开花后 40～50 d，轻度

生长阶段的净光合速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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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开花后 50 d 达到最大值，并且植株的净光

对辣椒叶片叶绿素含量、光合特性、保护酶活性和

合速率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图 4）
。

水分利用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在开花后 50 d 和 60 d，不同程度的干旱处理下植株

70%～85% 是辣椒结果期理想的土壤灌溉指标（彭

的净光合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

强 等，2010）
。然而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开花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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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后，辣椒植株的株高与对照相比较低，果实较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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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然而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辣椒果实中辣椒
C

D

D

素、二氢辣椒素的含量都显著低于对照。这可能是
因为中度干旱胁迫对辣椒开花结果期的损害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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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度干旱条件下细胞的膨压降低，细胞间隙减



图 3 干旱胁迫对辣椒果实中 VC 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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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气孔关闭，植株生长受到抑制；同时在水分不
足时光合酶的活性降低，导致植株的光合效率显著
降低，从而不利于辣椒素和二氢辣椒素等次生代谢

5

产物的积累。

B



辣椒中的 VC 含量非常丰富，本试验中，不同
D
B

处理下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量随着果实的生长而逐
渐递增，至开花后 60 d 达到最高。这与赵海燕等

C



D

（2008）对辣椒果实中几种营养物质的研究结果一
致。轻度干旱胁迫能显著提高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




但是轻度干旱处理能使辣椒果实中辣椒素和二氢辣
椒素含量显著增加，能一定程度地提高辣椒果实的

C

B




壤相对含水量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55%～7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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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时，即辣椒果实的完全成熟期，轻度干旱处理（土

5

量，说明在果实成熟过程中，轻度干旱处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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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干旱胁迫对辣椒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于维持辣椒果实的高抗氧化活性。而在开花后 60 d
时，中度干旱胁迫下辣椒果实中的 VC 含量显著低
于对照，表现出较低的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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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Capsaicin Contents，Dihydrocapsaicin and Vitamin C
in Pepper（Capsicum frutescens L.）Fruit
PENG Qiong1，2，  TONG Jian-Hua2，  BAI Lian-Yang1，  XIAO Lang-Tao2*
（ 1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Hu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Changsha 410125，Hu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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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pepper（Capsicum frutescens L.）‘Xiangyan No.5’as material，this experiment applied
water controlled pot cultivation under 2 different drought stresses（mild，and moderate）conditions，and studied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pepper contents of capsaicin，dihydrocapsaicin and vitamin C，and the changes in
leaf blad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capsaicin and dihydrocapsaicin were
increased 63.36% and 63.03%，respectively than the control under mild drought stress 60 days after flowering. It
also showed that 40 days and 50 days after flowering，different degrees of drought stress could remarkably improve
the contents of vitamin C in pepper. Sixty days after flowering，mild drought treatment could push the vitamin C
content to the highest level，while the moderate drought stress could make the vitamin C content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ast. After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degree drought stress，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of pepper plant shew
the tendency of firstly increase then decline，and gradually decreased along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drought degree.
Key words：Pepper；Drought stress；Capsaicin；Dihydrocapsaicin；Vitam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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