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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强光对大肠杆菌的杀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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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脉冲强光杀菌是一种新兴的冷杀菌技术 ,自制脉冲强光杀菌装置 ,光脉冲的脉冲宽度为 20μs,最大输入能量为

644J。使用该装置对大肠杆菌进行杀菌实验 ,对脉冲强光的杀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脉冲强光对大肠杆菌

的杀菌效果十分显著 ,输入电压 2500V时 ,闪照 4次能达到完全致死 。各因素对脉冲强光杀菌效果影响的主次顺序

是:闪照次数 >输入电压 >菌液透光率 >菌液厚度 。此外 ,杀菌菌液的物理性质对杀菌效果有较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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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erilizationbythemeansofpulsed-lightisanewmethodofunheatedsterilization.Thecontinuous

timeofstimulatingthepulseis20μsandthebiggestinputpoweris644J.SterilizingofE.coliwithpulsedlightwas

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sterilizingeffectwasremarkable.E.coliwassterilizedcompletelywith2000V

and16 pulselightflashs.Theeffectorderofthefactorswasflashfrequency>inputvoltage>thebacteriumliquid

depth>thebacteriumliquidtransparency.Besides, thephysicalcharacteristicwastheevidently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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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冲强光杀菌技术是近年来开发的一种新型冷

杀菌技术 ,利用强烈白光闪照进行杀菌。主要由一

个动力单元和一个惰性气体灯单元组成。动力单元

是用来提供高电压高电流脉冲的部件 ,为惰性气体

灯提供所需的能量。脉冲光由增加能量许多倍的工

程技术产生 。以相对长的时间(几分之一秒)用能量

贮存电容器积累电能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百万分之

一或千分之一秒)内释放这些贮存的能量去工作 ,扩

大能量的使用。结果在有效循环期间提供一个非常

高的能量 ,而只有中等能量消耗的费用 [ 1 ] 。本文主要

研究了脉冲强光对大肠杆菌的致死作用 ,自行研制

了脉冲强光杀菌装置 ,实验结果表明 ,闪照 16次可

使大肠杆菌从每毫升高于 10
6
个减少到 0个 ,闪照 32

次可使酵母从每毫升高于 10
5
个减少到 0个。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设备
通过确定惰性气体灯参数 ,设计可行的脉冲发

生电路 ,自主研制了脉冲强光杀菌装置 。经测定 ,光

脉冲的脉冲宽度为 20μs,最大输入能量为 644J。该

装置输入电压 、闪照次数 、闪照间隔 、受照射物体离

光源的距离可调整控制 。其总的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
[ 2] 。

图 1　脉冲强光杀菌装置原理图

1.2　实验方法
1.2.1　菌液的制备　将斜面试管中的大肠杆菌活

化 ,在无菌超净工作台上接种于无菌水中 ,接种量控

制在 10
6～ 107个 /mL。

1.2.2　处理方法　每个直径为 75mm平皿中盛入一

定体积的待处理菌液 ,放在杀菌处理室中央 ,与光源

距离为 2cm,按照设定的工艺参数进行脉冲强光闪照

处理 ,每次实验 3次重复 。

1.2.3　实验参数设置　输入电压:800、1000、1200、

1500、2000、2500、3000V;闪照次数:1、2、4、8、16次;

菌液厚度:3.4、6.8、10.2、13.6、17cm;菌液透光率:1、

2、4、8、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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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大肠杆菌致死检验　将处理完的菌液按 1∶10

倍比稀释 ,选取 10
-2 、10-3、10-4、10-5 、10-6五个稀释

度 ,每个稀释度做 3次重复实验 ,取平均值 。菌检使

用蛋白胨培养基 ,菌种经培养后与对照组(未经处理

的同样菌种)进行比较。将处理过的菌用平板计数

法进行活菌数的检测。选择输入电压 、闪照次数 、菌

液厚度 、菌液透光率 、菌液浓度 、闪照间隔作为影响

因素。

杀菌率 =[ (对照残菌数-处理残菌数)/对照残

菌数 ]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输入电压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输入电压指直接对灯两端提供的能量 。在闪

照次数为 4次 ,菌液厚度 3.4mm,菌液透光率为 100

的情况下 ,采用不同的输入电压进行处理 。图 2表

明 ,输入电压与杀菌率成正比 ,杀菌率随输入电压

增大而增加 , 当输入电压为 3kV时大肠杆菌完全

致死 。

图 2　输入电压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2.2　闪照次数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闪照次数指灯对处理物所闪照的次数 。在输入

电压为 2000V,菌液厚度 3.4mm,菌液透光率为 100

的情况下 ,采用不同的闪照次数进行处理。图 3表

明 ,杀菌率随闪照次数增多而增加 , 当闪照高于 16

次时大肠杆菌可完全致死 。

图 3　闪照次数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2.3　菌液厚度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由于脉冲强光主要是表面处理方式 ,在液体中

光的穿透率对杀菌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菌液厚

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输入电压为 2000V,

闪照次数为 4次 ,菌液厚度 3.4mm,采用菌液透光率

为 1、100条件下分别进行处理。图 4、图 5表明 ,在

透光率为 1的情况下 ,菌液厚度与杀菌率成反比 ,菌

液液层越厚 ,杀菌率越低。当透光率为 100时 ,改变

菌液厚度 ,杀菌率基本没有变化 。由此得出 ,菌液厚

度与菌液透光率相互影响 ,一定菌液厚度只有在一

定透光率下才影响杀菌效果 ,反之也成立 。

图 4　菌液厚度对杀菌效果的影响(透光率为 1)

图 5　菌液厚度对杀菌效果的影响(透光率为 100)

2.4　菌液透光率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在食品工业中 ,绝大部分的液体食品都不是纯

粹透明的 ,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混浊度 ,这对于光

的穿透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本实验的透光

率是以蒸馏水的透光率(100%)作为对照 ,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测菌液的透光率。在输入电压为 2000V,闪

照次数为 4次 ,菌液厚度 3.4mm的情况下 ,采用不同

菌液透光率进行处理 。图 6表明 ,菌液透光率越高 ,

杀菌率越高 ,即杀菌效果越好 。

图 6　透光率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2.5　菌液浓度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在输入电压为 2000V,闪照次数为 4次 ,菌液厚

度 3.4mm,菌液透光率 100的情况下 ,采用不同的菌

液浓度进行处理 。图 7表明 ,菌液浓度几乎对杀菌

效果不产生影响。

图 7　菌液浓度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2.6　正交实验
根据实际应用 , 选择输入电压 、闪照次数 、菌液

厚度 、菌液透光率四个因素作为实验因素 ,采用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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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交设计进行实验 ,选用正交表安排实验 ,因素

水平见表 1,结果表略。

表 1　因素水平编码表

水平
x1输入
电压(V)

x2闪照
次数(次)

x3菌液
厚度(mm)

X4菌液

透光率

+1.546 3000 32 1.698 32

+1 2647 27 1.472 26.5
0 2000 17 1.019 16.5
-1 1353 7 0.566 6.5
-1.546 1000 2 0.340 1

■
j 646.8305 10 0.453 10

　　结果表明 ,各因素对脉冲强光杀菌效果影响的

主次顺序是:闪照次数 、输入电压 、菌液透光率 、菌液

厚度。得出杀菌的最佳组合为:输入电压 2265.5V,

闪照次数 18次 , 菌液厚度 0.613mm, 菌液透光

率 18.8721。

3　结论与讨论
实验表明 ,脉冲强光杀菌对于大肠杆菌的杀菌

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输入电压 1200V、闪照 4次 ,杀菌

率为 90%以上;输入电压为 2000V、闪照 4次 ,就可

达到 99%以上的杀菌率;在闪照 16次时 ,就可达到

完全杀死;在 2500V下 ,闪照 4次也可完全杀死。

输入电压和闪照次数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相互

作用 ,低电压多闪照 、高电压少闪照都可以达到相

同的杀菌效果 ,但电压不可过低 ,低于 800V则不具

有杀菌的能力 。菌液厚度和菌液透光率两个因素

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 ,在透光率为 100,菌液厚度

为 1cm左右的情况下 ,菌液厚度对杀菌效果几乎没

有影响 ,只有和菌液透光率相互作用才能对杀菌效

果产生影响;反之 ,菌液透光率在一定范围也是

如此。

另外 ,根据对牛奶中加入大肠杆菌所做的一些

实验表明 ,在 3000V、闪照 30次 、奶液厚度为 3mm的

情况下 ,杀菌率达 70%左右 ,杀菌效果很不理想。这

可能是因为牛奶本身为白色 ,对光的反射性强;还有

牛奶黏度大 ,透光性太差 ,光线无法穿透到很深的牛

奶层 ,不能对其进行杀菌 ,这也是脉冲强光杀菌的局

限性所在 ,被处理物的物理性质对杀菌效果有很大

的影响。

此外 ,菌液浓度 ,闪照间隔对杀菌效果几乎没有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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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左右。可见 ,脂肪对蛋白的变性具有保护作用 ,

可能是因为长链脂肪酸可以结合在蛋白的次级结构

中 ,增加了蛋白质分子的稳定性 ,提高了其中一些蛋

白质的热变性温度 ,从而使蛋白质的变性率降低 [ 8 ] 。

3　结论
3.1　在 25～ 75℃之间 ,蛋白质变性明显加快;当中心

温度为 75℃时 ,蛋白质的变性率达到 92.98%;中心

温度升高至 80℃以上时 ,变性率变化不显著 。

3.2　在 0～ 5min时 ,随着加热保温时间的延长 , 70、

75、80℃三种处理的样品变性率均显著提高。在

5min以后 ,时间对蛋白质变性率的影响不显著。

3.3　NaCl的含量对蛋白质的变性有促进作用 。 2%

的盐对蛋白质变性率无显著影响 ,而 4%和 6%的影

响显著 。

3.4　酸碱均可以显著提高蛋白质的变性率 。 pH为
7.86的蛋白质的变性率最低 ,为 27.61%;随酸度降低

和碱性升高 ,变性率均升高;而在 pH为 7时变性率

最高 ,为 77.10%。

3.5　脂肪的存在对蛋白质的变性具有保护作用 ,不
存在脂肪时 ,蛋白质的变性率最高 ,达到了 77.7%;

而存在 20%脂肪时 ,其变性率最低 ,为 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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