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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世界辣椒红色素（$%&’()% *+,-’,.(/）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总结，列出

了目前世界辣椒红色素的主要产地、国家、主要生产厂商，并着重对南非（0-123 45’(6%）、摩洛哥（7-’-66-）、津巴

布韦（8(9:%:;,）、匈牙利（<1/=%’>）、印度（?/@(%）、西班牙（0&%(/）和中国（A3(/%）的辣椒红色素进行了分析讨论，

提出了中国辣椒红色素的产业发展的策略和取向。本文首次从世界区域性范围对辣椒红色素进行评述，引用大

量国内外最新资料，对辣椒红色素的科研、生产和产业发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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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 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今天我们所生产的

产品很难局限在一个国家内考虑问题，而必须从世

界范围着眼，从比较成本、资源禀赋、国际分工、产

品生命周期、研究与发展投入、规模经济、贸易保

护、环境保护及文化背景等多视角来进行产业定位

和参与国际竞争。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圈中，因此，从世界市场

的角度，清晰定位我国辣椒红的产业方向是十分必

要的。正是基于此考虑，本文对世界辣椒红色素的

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

期对我国辣椒红色素产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9 甜红椒（:%;2"<%）与辣椒红色素（:%;2"<%
=>).2)’"& =?:）

9 F@ $%&’()% 是指低辣度的具有鲜亮色泽的甜红

椒（0;,,2 K,@ $,&&,’.）准确地说，其植物分类学的

植物种的拉丁学名为 A%&.(619 %//19 G F，由世界

著名植物学家林奈（G(//,.）定名，$%&’()% 是 AF
%//19 G 这个种下面的一个品种群的总称，它包括

了若干变种和栽培品种，其商品椒的特征和属性具

有共性又有差异，虽然都叫 $%&’()%，但实际上在各

国还有各种名称、编号、俗名，而且在外形上还有差

异。从历史上看“$%&’()%”（匈牙利语或德语）最先

是指用甜红椒磨成的粉，是一种在欧洲和中亚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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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使用的香辛料（!"#$%）的名称。后来在传统的国

际贸易中 &’"(#)’*&%""%(+ 被用于专指甜红椒。因

此，把 &’"(#)’ 称为世界甜红椒或甜红椒粉的商品

名更为贴切，作为一个商品名 &’"(#)’ 界定了甜红

椒的商品属性，在世界香辛料和甜红椒贸易中被广

泛使用，只要使用 &’"(#)’ 贸易双方均能明白这个

名词的专门指向，在国际贸易商品编码及协调制度

中 &’"(#)’ 的编码为 ,!-./0 1 2/。此 外，&’"(#)’
同时还代表着一种饮食文化，尤其在欧洲，特别是

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 作为一种调味品

香辛料在这些国家的饮食中十分盛行，这些地区也

以每年消费大量的 &’"(#)’ 而闻名，&’"(#)’ 还被广

泛地使用在各种食品和配制香料中，成为世界饮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商品属性中香辛

料和着色剂是其两大显著的特征，其一，作为原椒

直接消费或原椒磨成粉作为香辛料，用于各种食品

如香肠、肉食、果酱、面包及其他食品；其二，作为工

业用椒使用，用于提取 &’"(#)’ -3%4(%+#5 使用作为

食品着色剂、化妆品着色剂、纺织品着色剂。&’*
"(#)’ 作为生产辣椒红色素的初级原料，其种植规

模、种植地带、每年的丰欠、价格等对辣椒红色素

（-6&）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1! &’"(#)’ 起源及全球种植分布：辣椒的起源地

虽然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地点，但源于美洲这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均认同其起源于巴西、波

利维亚、墨西哥、巴拉圭等地。在欧洲人到达美洲

之前，辣椒在当地的土著人中就已经有了很长的栽

培历史，后来，哥伦布使其传到了世界各地。确切

地说，辣椒首次被提到是在 70.0 年哥仑布第二次

航行时，其船队的内科医生 89’5$’ 在其写给塞维

利亚（!%:#3%）教会的信中。辣椒最先从南美被带到

西班牙，作为观赏植物种在伊丽莎白皇后的花园

中，7; 世纪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时将其带到了匈

牙利，因此在匈牙利辣椒最先被称为土耳其 &%"*
"%(。

&’"(#)’与哥伦布发现的辣椒具有共同的起

源，但现代的 &’"(#)’ 则是由西班牙人、匈牙利人

为了商业种植的需要，通过杂交在不同的气候和土

壤条件下培育得到的低辣度的品种。&’"(#)’ 作为

食用种植始于 7< 世纪，大约在 7. 世纪下半叶开始

在匈牙利国内贸易，2/ 世纪初开始区域和国际贸

易，在西班牙甜红椒称为“&#=%5>4”，尽管西班牙的

&’"(#)’ 种植历史比较长，但匈牙利人在 &’"(#)’ 的

商业种植上更有成就，他们使 &’"(#)’ 成为欧洲食

品广泛使用的香辛料，并迅速传播，在香辛料的贸

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使 &’"(#)’ 成为通用的

商品名，西班牙为了贸易的需要也只能使用 &’"(#*
)’ 作为甜红椒的称谓。&’"(#)’ 的工业化直到 7.
世纪末才开始，但很快成为欧洲食品的新宠，并成

为世界最广泛消费的重要香辛料之一。这也使

&’"(#)’ 成为全世界广泛种植的植物品种之一，遍

布全球各大洲。从其古老的起源地墨西哥（尽管其

以高辣度辣椒为主）、巴西、美国西南各州、阿根廷、

智利、秘鲁，到北非的摩洛哥、南部非洲的津巴布

韦，欧洲的西班牙、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中东的以色

列，亚洲的印度和中国都有 &’"(#)’ 的身影。从纬

度看，&’"(#)’ 集中分布于南、北纬 7? @ 0?A的两个

纬度带上，其中西班牙、摩洛哥、中国、美国位于同

一纬度带（北纬 B/ @ 0?A），印度和墨西哥在同一纬

度带上（北纬 7? @ B/A）；津巴布韦、南非、澳大利

亚、秘鲁等在一个纬度带上（南纬 7? @ B/A）。

&’"(#)’ 在南半球收获期在 ; 月，北半球的收

获期墨西哥、美国为 ; 月—< 月，欧洲 .—77 月，中

国、印度为 7/—77 月。&’"(#)’ 在亚洲主要以中

国、印度、斯里兰卡等为中心；欧洲西部主要有以西

班牙为中心包括葡萄牙及北非墨洛哥为集中分布

地，东欧以匈牙利为中心，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

斯拉夫、罗马尼亚为集中分布地；非洲集中分布于

南部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南非、莫桑比克、博茨瓦

纳、纳米比亚、马拉维等国；北美主要以美国和墨西

哥为主，南美以秘鲁、巴西、智利为主。澳洲主要以

澳大利亚为主，其在 7..; 年从匈牙利取得了南太

平洋地区种植 &’"(#)’ 的特允权，并与匈牙利开展

了栽培合作，每公顷年产量可达到 22 吨，但规模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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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 !"#$%&" 的年总产量根据 ’()*+++ 年

的不完全统计（表 *），约为 ,- . /0 万吨。其中亚洲

约 01 . 02 万吨，非洲 3 . 3- 万吨，欧洲 2 . * 万吨，北

美 - 万吨。中国的产量可能包含了辣椒（45%66%）的

量。全世界 !"#$%&" 产量比较准确的数据还应该

加上南美、印度等国的产量，估计每年约有 31 万吨

以上。

表 * !"#$%&" 产量表（’()）（吨）

国家 *++/ *++7 *+++

摩洛哥 *0111 *0111 *0111

南非 **111 *1111 +-11

津巴布韦 *1111 00111 0,111

中国 011111 011111 011111

以色列 0211 0211 0211

匈牙利 3-,0, 2-111 37111

斯洛文尼亚 2*11 2*11 2*11

西班牙 2111 2111 2111

北美 -2111 -1111 -1111

匈牙利 !"#$%&"：匈牙利是世界最著名的 !"8
#$%&" 产地，以出产高质量甜红椒闻名，是欧洲主要

的 !"#$%&" 出口国，年产量约 21111 吨左右，但 +1
年以来由于空气污染导致重金属超标和掺假使其

声誉受损，截至 *++3 年，匈牙利销毁了 0-111 吨

!"#$%&"。匈牙利 !"#$%&" 主要产于匈牙利南部，有

0 个主要产区，其一是塞格德（9:;<;=）位于南斯拉

夫边境的蒂萨河（>%?:" @%A;$）（多瑙河支流）另一

个邻近的 B"6?C"（靠多瑙河），两地的 !"#$%&" 由于

土壤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匈牙利 !"#$%&" 共分为 7
个等级多种质量：

第一种质量：特 级 !"#$%&"
>"D6; 级 !"#$%&"（无辣）

>"D6; 级 !"#$%&"（微辣）

>"D6; 级 !"#$%&"（辣）

甜 !"#$%&"
第二种质量：半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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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质量：粉红（玫瑰）!"#$%&"
辛辣 !"#$%&"

其他欧洲国家的 !"#$%&"：南斯拉夫、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基本与匈牙利的 !"’
#$%&" 相同。保加利亚的 !"#$%&" 主要产自靠近匈

牙利 塞 格 德 边 境 周 围 城 市 ()$*+,、-"$."/), 和

0"/1%2。
西班牙 !"#$%&"：西班牙也是 !"#$%&" 的著名产

地，西班牙 !"#$%&" 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欧洲

有着广泛的影响。主要产地在 -3$4"、安大路西亚

（5/""63,%"）、7,.$"8/93$"。每年西班牙需 !"#$%&"
约 :;<<< = ><<<< 吨，其中每年进口 ?;<<< = :<<<<
吨，西班牙国内每年消费约 ?<<<< 吨，其余出口，美

国、德国是西班牙 !"#$%&" 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其总

出口的 ><@，其他出口国家为英国、新西兰、法国、

捷克。由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过高，西班牙种

植的 !"#$%&" 数 量 不 断 下 降，从 ?ABC 年 最 高 时

><A:< 吨，降到了 ?AAC 年最低时 ;;<< 吨，?AAB 年

恢复到 ???D: 吨，详见表 :。

表 : 西班牙种植、进口、出口 !"#$%&" 表（吨）

年份

E75F

西班牙种植

GHIJKL5J7M KN
O!5KN

总进口

JPJ5I
K-!PFJ7M

从摩洛哥

QFP-
-PFPGGP

从南非

QFP-
OPHJ(5QFKG5

从津巴布韦

QFP-
RK-S5ST7

总出口

JPJ5I
7U!PFJ7M

?AA: ?<:<< ?A;AA /) 9"." ><>C /) 9"." ?::<D

?AA> ?<B<< ?DCBV /) 9"." VCVD /) 9"." ?;CA<

?AAV DB<< :<<V? /) 9"." ;DAD /) 9"." ?C::;

?AA; CBB< :<<C; DBAD V;>? ;CD> :<BB?

?AAC ;;<< ?;D>; C;B? :A>V V?BV :<D<D

?AAD B>:: :?A>< ;A?C VD;V DVC> :?>::

?AAB ???D: :>CBD :A:A D?V< ??<>V :?:<;

?AAA! W ?D<;; A;; V;:A AAC< ?DD:B

西班牙 !"#$%&" 传统的干燥方法为晒干和用

橡木熏干两种，但现在均采用专用设备人工干燥。

!"#$%&" 干燥后，分三种类型：M)64X（甜）、5*$%9364X
（半甜）、!%4"/.X（辣），每个类型下分为三种质量等

级 7Y.$"（特级）、OX6X4.（精选）和 P$9%/"$Z（普通）特

级是专门挑选的去籽、去柄、去芯的 !"#$%&"，精选

级的含籽量限定在 ?<@，普通级含 ><@的籽。

摩洛哥 !"#$%&"：摩洛哥与西班牙隔直布罗陀

海峡相望，地理位置相邻，其品种主要由西班牙殖

民者传入，因此，摩洛哥的 !"#$%&" 无论是种植方

法和品种均与西班牙的非常近似。摩洛哥曾是西

班牙的主要进口国，但由于近来 !"#$%&" 质量下

降，其出口西班牙的数量逐年减少，已经让位于津

巴布韦和南非等南部非洲国家。

葡萄牙 !"#$%&"：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接壤，两

国的 !"#$%&" 品质没有差别，但分级上略不同。葡

萄牙有两种类型的甜红椒“M)4X’7Y.$"”和“M)4X’
O3#X$%)$”。

美国 !"#$%&"：产于南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

州，美国产的 !"#$%&" 能够满足美国 V<@的需求，

其余 由 国 外 进 口，进 口 国 主 要 是 秘 鲁、西 班 牙。

:<<: 年美进口的 !"#$%&" 为 ?:V<; [ A:? 吨，总值

:<B? [ A 万美元。

表 > :<<: 年美国进口 !"#$%&" 表（千克 [千美元）

?: 月

数量 \3"/.%.Z 货值 L"63X

:<<: 年

数量 \3"/.%.Z 货值 L"63X

TPFIM JPJ5I 合计 ?，<VC，D>; ?，;DB ?:，V<;，A:? :<，B?A

巴西 S$"2%6 < < ;CB，;<V A::

加拿大 G"/"9" ;，:DA ?V A，B>C ?C<

智利 G]%6X < < D>V，BB< ?，<A>

中国 G]%/" < < >，B;B >B

克罗地亚 G$)".%" < < ?，>A?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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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 !"#$"%&’ ( ( )，**( +,

德国 -.%.’"# /.01 &2 3.’4"56 +，*7) 8 89，):; ,;

法国 -’"5<. ( ( 7(( :

匈牙利 =>5?"’6 ( ( ++(，,+) 8(7

印度 @5%A" ( ( 7，+97 +7

以色列 @B’".# ,(，8;( )7 *+:，(,( ,)7

日本 C"0"5 8( 8 *( *

摩洛哥 D&’&<<& ;:，((( :7 ;:，((( :7

秘鲁 E.’> +9+，,87 8(9 8，:*;，,8( ;，),7

波兰 E&#"5% ( ( 7，;(8 :

沙特阿拉伯 !">%A F’"GA" ( ( :，7,7 7)

南非 !&>HI F2’A<" +*+，8:, +*+ +，;:(，(++ +，)*+

西班牙 !0"A5 ;97，7*9 );9 ;，+((，9)* )，((;

土尔其 J>’K.6 ( ( ,，)(9 7(

津巴布韦 LA4G"GM. ( ( +8*，+,9 7:(

秘鲁 E"0’AK"：秘鲁已经成为南美最主要的 E"N
0’AK" 生产国，7((7 年产量已达 +(((( O +++(( 吨，

主要出口西班牙和美国。其他南美国家巴西、阿根

廷产量分别为 ;((( 吨和 +8(( 吨。

中国的 E"0’AK" 主要产于青岛、胶州、平度、高

秘、昌邑等地，品种以益者红和衮州红为主。目前，

东北地区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7((7 年中国益

都红椒干产量约 ;(((( 吨，粉 9((( 吨，除供国内市

场外，主要出口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

印度 E"0’AK"：印度已经成为全世界 E"0’AK" 最

大生产国。印度的 E"0’AK" 年产量约 ++ 万吨。但

近年印度连续干旱，造成 E"0’AK" 减产，今年印度

几家公司均从南非、中国等购进 E"0’AK"。
南部非洲国家的 E"0’AK"：由于南部非洲国家

良好的灌溉条件、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较低的人力成

本，非洲银行及其他欧洲公司开始在这一地区发展

E"0’AK" 种植、加工，使得南部非洲国家的 E"0’AK"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开始取

代西班牙、匈牙利成为世界重要的 E"0’AK" 供应

商。南 非 从 +) 世 纪 ,( 年 代 开 始 种 植 E"0’AK"，
+))* 年年产量达 +;((( 吨，9*(( 吨出口，每公顷干

椒产量为 ; 吨（灌溉），南非已成为南部非洲的 E"N
0’AK"集散地，周边国家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次

瓦纳、纳米比亚、马拉维都在通过南非出口。津巴

布韦在发展 E"0’AK" 上也成绩卓著，产量达 +,(((
O 7(((( 吨，成为南部非洲出口最大的国家。

E"0’AK" 的国际贸易定价，主要依据美国香料

贸易协会（F!JF）标准来进行，分为 F、P、Q 三级，

F 级色素含量应达到 7:( F!JF 以上，P 级为 +:(
O 7(( F!JF，Q 级 9( O +:(F!JF。国际贸易定价

一般采用以下原则定价，即每 F!JF 点( 1 ((;*9,
美分计算，例 E"0’AK" 椒干色素含量分析结果为

7;(F!JF，则其售价计算为 ( 1 ((;*9, R 7;( S T!
U + 1 :+); V K?，通常 W/E 的生产商都依据此原则高

质高价、低质低价。

! 1" 辣椒红色素（E"0’AK" W#.&’.BA5 W/E）：美国

-XF 对辣椒红的定义为辣椒红色素是采用丙酮、

酒精、二氯乙烯、异丙醇、甲醇、二氯甲烷或三氯乙

烯等溶剂从甜红椒（Q1 "55>4 Y 1）中萃取而得到的

油树脂，可用作食品着色剂，但其溶剂残留量必须

符合食品添加剂规定的标准。辣椒红色素的 -XF
编码为 7+Q-/98 1 8:;，归类为天然色素。

成分：辣椒红色素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天然食

品着色剂之一，具橙红、橙黄色调，属类胡萝卜素类

色素，主要成分为辣椒红素（Q"0B"5HIA5）、辣椒玉红

素（Q"0B&5’>GA5）、玉米黄质（L."Z"5HIA5）、![ 胡萝

卜素、隐辣椒质（Q"0’60H&<"0BA5）等。

色价标准：辣椒红色素颜色的深浅主要依据色

价（Q&#&’ \"#>. T5AHB）即 ]+^+<4:*(54 处的吸光

值，以及色调（Q&#&’ /"HA&）（:9(54 V :;;54 吸光比）

来进行量度。

也可 采 用 美 国 香 料 贸 易 协 会 标 准（F!JF）

及国际色价标准 @QT（ @5H.’5"HA&5"# Q&#&’ T5AHB）。

三者 之 间 的 互 算 为：色 价 ] S +;( 相 当 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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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当 于 )"""#$%。 目 前

&’(& 标准已被全世界 !* 个著名实验室所采用和

承认（这 !* 个实验室分属于私人、组织、政府）。目

前辣椒红色素的另一个成分叶黄素（+,-./01/2334）
的含量也被要求列出，特别是用于饲料的辣椒红色

素。

辣椒红色素被广泛的用于食品工业、化妆品工

业、医药工业和饲料工业。

! 辣椒红色素生产现状、市场及趋向

! 5" 辣椒红色素生产现状：辣椒红色素的生产与

6,1789, 的种植分布具有密切相关性，许多 6,1789,
集中种植区都建有 6,1789, :3;07;48- 的提取厂，其

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 6,1789, 的原料附加值，增加

经济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目前的生产现

状来看，亚洲已经成为世界辣椒红色素的最大生产

基地，尤其以印度的生产量最大，<""= 年印度共出

口各种色价的辣椒红色素约 !<"" > !="" 吨，全印

度共有 =" > =< 个工厂注册生产香料油和油树脂，

集中分布于印度南部的科钦、马杜奈、班加诺尔、海

德拉巴等地。全印度辣椒红色素的年生产能力约

有 <""" 多吨（以 ?!@" 色价计），其代表性的生产

厂家为：’2-./8.; #-AB4.78,3 $/;C8D,34 E.A 5公司，公

司性质为 6BF38D E8C8.;A $0C1,-2，建于 !*G< 年，

:3;07;48- 设备能力 !)""H(，年销售 )@"" 万美元。

63,-. E818A4（6）E.A，年生产 :I6=@" 吨。其次是中

国，<""< 年中国共生产辣椒红色素 =@" 吨（?!@"），

现仍在生产辣椒红色素的提取厂约 <! 个，集中分

布于原料产地的周边地区，其中河北 * 家，山东 !"
家，东北、四川各 ! 家。年设备生产能力约 !"""
吨。代表性生产厂家为：青岛红星色素厂、河北中

进色素厂等。欧洲虽然近年 6,1789, 的产量在减

少，但辣椒红色素的生产仍具规模，其中以西班牙

产量最大，每年生产约 ="" 多吨，主要出口欧洲、美

国和 亚 洲。其 代 表 性 厂 家 为：?J;4, ?K.7,D.80-4
L;M;.,F3;4 ’ 5 & 5建立于 !*G< 年，曾是世界最大的

:I6 生产商之一，辣椒红年产量 ="" 吨。南部非

洲国家，近年一直在发展 6,1789, 的深加工，上马

了许多辣椒红色素的提取项目，其生产能力不断扩

大，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 :I6 生产地区。其代表

性的生产厂家为：南非 N,D03，其建立了南非的第一

个 6,1789, 农场和 :3;07;48- 加工厂，拥有 <""" 公

顷 6,1789, 生产基地，年生产 =""" 吨 6,1789, 粉，

年产 <"" 吨 :I6，并通过了 #’:*""<、O&$$6 认

证，6,1789, 栽培将于 <""= 年通过 ?%I?6P&6 认

证。摩 洛 哥（北 非）EB7B4QE,7,D/; 公 司，年 生 产

:I6<<" 吨，埃塞俄比亚（东非）R,449 ’18D; O;7F4
?K.7,D.80- S,D.072 6E$5 建立于 !**G 年，年生产

:I6<"" 吨。估计企业界 :I6 的年设备生产能力

为 @""" 吨，实际每生产 :I6（?!@"）约 !T"" 吨左

右。

! 5# $%& 的市场及趋向：近年来，随着人工色素

在许多领域被限制使用，各国法定使用的人工合色

素数量不断减少，加之人工合成色素的研发成本

高，生产限制大，使得 :I6 的运用不断扩大，需求

量逐年上升，预计全世界对 :I6 的需求将达 ="""
吨 U年。目前欧洲、北美、东亚及东南亚都是 :I6
的主要消费市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西

班牙等发达国家占 6,1789, 和 :I6 消费的 GVW，

发展 中 国 家 印 度、中 国、摩 洛 哥 则 是 6,1789, 和

:I6 的 生 产 国 和 供 应 商。美 国 <""< 年 共 进 口

:I6=G) 5 *@T 吨，总 值 TGG< 万 美 元，详 见 表 )。

<""= 年上半年已进口 :I6<") 5 *V< 吨，总值 =G@!
万美元，详见表 @。印度、西班牙、摩洛哥是美国

:I6 的主要供应商。

由于比较成本的优势，特别是土地资源和人力

成本优势，目前伴随着 6,1789, 种植的转移，:I6
的生产中心开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表 ) <""< 年美国进口 :I6 表（千克 5千美元）

国家
<""< 年 !< 月

数量 货值

<""< 年

数量 货值

加拿大 " "

印度 =!，!@V )@= !G)，)@= =，"<!

日本 " " <，GT" !V!

摩洛哥 T)"" G= <!，!GT )!"

南非 =，""" G@ V，""" <!"

西班牙 !)，@G! )"! !T"，)V< <，V*!

合计 @@，!<* !，""= =G)，*@T T，GG<

表 @ <""= 年上半年美国进口 :I6 表（千克 5千美元）

国家
<""< 年 T 月

数量 货值

<""< 年上半年

数量 货值

巴西 " " !"，!=! )V

加拿大 =)" @ <，=*) T<

德国 " " =，**G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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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 # $#! $

印度 #%，&&’ !’( )#%，#%" #，)""

日本 ( ( !)% )"

新加坡 #((( $ #，((( (

南非 #(( " #，&)$ %#

西班牙 )(，$*’ %!% !’，)’* )，%#%

英国 ( ( )!，))# !&

合计 %*，#’" ")! #(!，&"# %，*’)

近年来，+,-./0, 种植区由于受洪水、干旱、病

虫害流行、环境污染的影响，+,-./0, 的产量不时发

生大幅波动，使得 12+ 的生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形势时而对南美有利，时而对亚洲有利，+,3
-./0, 和 12+ 的贸易机会也在不断转换，这种不断

变化的风险已经成为各国 12+ 生产的一大特点。

虽然 +,-./0, 和 12+ 种植和生产格局并未发生大

的改变。但传统的由于地理位置引起的自然垄断

西班牙!欧盟，印度!亚洲、墨西哥!美国已经不

复存在，12+ 生产的国际化越来越明显。

! 中国辣椒红色素产业方向及趋向

! 4" 中国辣椒红的产业现状：中国辣椒红素生产

从 "( 年末开始发展，到 &( 年代全国到处开花急速

膨胀，&( 年代后期开始低迷调整、优胜劣汰。到目

前基本形成了围绕“益都红”产区周边分布的格局，

集中分布于河北、山东两省，大多数企业年生产能

力都在 ’( 吨以上，生产工艺由于相互学习借鉴，基

本相似，但在质量上差别较大。总体竞争力上有所

提高，成本大幅下降，残溶有所控制，但国际市场竞

争能力较弱，出口数量较少，缺乏专门的人才，信息

和渠道。主要销售以国内为主，出口为辅。

就产业规模而言中国辣椒红产业规模相对较

小，按 #((# 年 ’(((( 吨益都红，%’( 吨 12+ 计算，

整个产值约为 % 4 ’* 亿人民币，折合 !%)* 万美元。

12+ 为 &%) 4 # 万美元，占总产值的 #) 4 ’"5。

就产业链而言，中国辣椒红色素的产业链由辣

椒种植与粗加工、色素提取、各领域工业运用等环

节构成，从辣椒种植粗加工环节看，已经形成区域

化的规模种植，除传统种植区外，今年东北的种植

规模也在扩大。从产量而言，澳大利亚资料显示中

国 +,-./0, 的年产量为 #((((( 吨左右，这个数字可

能包 含 了 67/88/（辣 椒）的 产 量，确 切 地 说 应 在

’(((( 吨左右，这个产量基本与匈牙利等国处在一

个水平。但由于品种主要以“益都红”为主，这个品

种是多种植的老品种，色素含量不高，#((# 年印度

从我国进口的益都红进价约为 ( 4 * 9 ( 4 " 美元每公

斤。其色素含量在 ))(:;<: 左右，相等于 # 9 % 级

的 +,-./0,，因此竞争性较差。此外，中国辣椒种植

农药残留量高，部分由于土壤污染重金属超标，加

之有的初加工处理不当，使其级别降低，售价大受

影响，国际市场竞争力削弱。从色素提取环节上

看，我国色素企业大多缺乏必要的国际认证，如

=:66+。生产标准没有向国际高标准看齐，残溶

达不到要求，微生物检测控制不严，重金属达不到

标准等。目前发达国家为保护其国内加工企业，或

迫于环保压力，不断修改标准，设置技术、绿色壁垒

或利用世贸规则进行反倾销（美国就曾对印度辣椒

红色素提出过反倾销），由于我国色素厂缺乏对国

际标准的准确把握，不熟悉相关规则，使得中国辣

椒红色素一直未能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印度、西班牙、

摩洛哥是前三位的供应商）。从各工业领域对辣椒

红的运用环节上看，近年来由于加强了对辣椒红色

素运用研究的投入，12+ 在各工业领域的运用量

逐渐加大，特别在食品工业上，使用范围和量都在

扩大。近年来在饲料工业上也有起色，但相关的研

究还不够。从这个环节上而言，中国辣椒红色素具

有比较坚固的内销市场，这是产业稳定的基础。因

此从产业链构成来看，中国辣椒红色素具有其独特

性和稳定性，这有别于印度、美国、西班牙及南部非

洲各国，这也是中国辣椒红色素产业的优势所在。

! 4# 中国辣椒红色素的产业方向：从全世界辣椒

红色素生产、运用、发展的趋向上看，近年来由于发

达国家 +,-./0, 的种植成本过高，+,-./0, 种植已开

始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于 12+ 生产随原料分

布的特点，目前 12+ 也逐步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南部非洲国家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开始明显受益。

印度由于其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技术和独特的

区位优势，加之与西方传统的渊源关系也获得的快

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 12+ 生产、加工基地。中

国具有印度十分相似的情况，但两国相比，印度由

于其长期英属殖民地的关系和英语优势，使其在国

际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则在国内市场方面具

稳定的基础，因此，从长远发展考虑，中国辣椒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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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产业方向应立足于巩固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

积极向国际市场拓展，创造出更大的产业空间，使

中国 !"# 不断做强做大。为此，应从产业的整体

出发，围绕 !"# 产业链上中下三个环节，着重解决

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在组织形式上，应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并集中做好以下工作：!加强

对世界主要 !"# 市场的法规研究，使 !"# 企业对

世界 !"# 的标准、准入条件、进入渠道、价格、竞争

对手等比较清晰的认识，制定出相应的进入战略，

并从技术、资金、人才、标准各方面作好准备，稳步

拓展。"加强与世界相关组织、机构、行业协会的

联系和经常性的情报交换，建立相关产品的数据

库，并使中国 !"# 生产企业和 #$%&’($ 种植者能够

经常性掌握相关产品的市场动态。#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的办法，加强对世界 #$%&’($ 和 !"# 的主要

生产区进行走访，做到知已知彼、取长补短。$加

强对现行标准的修订，以提高产品的整体质量水

平。%加强对 !"# 企业的协调，制定相应国际市

场拓展战略，确保步调一致，共同对外，共同受益。

其二，作为 !"# 产业链的前段，#$%&’($ 质量、供

应、价格和稳定性对 !"# 的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

响产业的发展。目前由于发达国家绿色壁垒和技

术壁垒的不断提高，世界相关各国提出了“有机香

料”的概念，印度等国已经开始在推行这一概念，并

探索香料的种植实践。因此，从世界发展趋向来

看，中国应该结合 #$%&’($ 产区的特点，有目的地

推进中国 #$%&’($ 的良好种植实践，着手制定和推

行 #$%&’($ 的 )*# 种植实践和标准，打好 !"# 的

原料基础；同时结合 !"# 生产要求，应该加强优良

#$%&’($ 品种的引进工作，逐步筛选出数个的能够

适合于中国产区经济种植，具有良好的 !"# 加工

性能的 #$%&’($ 优良品种，使中国 !"# 的生产成本

和质量更具竞争力。其三，对 !"# 企业，应逐步推

广和加强质量认证工作，特别是 +*,,# 的认证，

以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准入性，同时应根

据中国的具体实践，积极制定和推行 !"# 的 )-#
实践，提高中国 !"# 生产的整体水平。其四，应加

强对美国、欧盟市场的研究与拓展工作，特别要加

强对 ./* 条款和 01 标准的研究，解决准入问题，

寻找进入途径，同时反过来推动中国 !"# 企业的

产品质量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并获得对其他国家

和市场的顺势进入。其五，中国 !"# 企业应树立

“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的概念，应用做国内市场

的平常心去做国际市场，保持平和心态。过去有的

企业总是把国际市场看得过于神秘，不敢去碰去闯，

总认为国际市场就是高利润，报价过高，丧失了许多

机会，与此相反部分企业只要有一点产品出口就认

为是“非常光彩”的事，相互之间争相压价，导致亏

损，并遭受反倾销。其六，坚持不懈地、长期地进行

!"# 在各工业领域运用研究和推广工作，不断扩大

!"# 在各行业的运用，创造更多的行业增长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随着人们对天然色素要求

增加，中国 !"# 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国际、国内环

境，只要能够坚持正确的产业导向，不断加以培育，

一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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