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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脉冲强光杀菌技术是一种非热物理杀菌新技术，它利用瞬时、高强度的脉冲光能量短时间内杀灭固体食品和

包装材料表面以及透明液体食品中各类微生物，能有效地保持食品的品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脉冲强光技术在

食品灭菌中的应用。本文综述了脉冲强光对微生物的灭活机制及其在食品应用中的现状，讨论了脉冲强光技术的优

缺点，及其关键控制因素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关键词：脉冲强光，杀菌机理，食品，应用

%&’()* ’+,-. /0* +.( /11’+2/.+30( +0 433* (.)5+’+6/.+30
!"! !#$! ，%&"! %’$(+)*$’ ，+, -.#$(+/#$(’，!，0&! 12.+3#!，14&"!5 %.$+62#’$

（!",--. /012302 43. 52063-7-89 :2;4<=>23=，?@4A6-38 B8<10@7=@<47 C31D2<E1=9，F@643 #$%%&%，G6134；

’",40@7=9 -H I1-E012302 43. J3D1<-3>23=47 /012302，K62L1438 F4371 C31D2<E1=9，M138N- $!(!%%，G6134；

$"M138N- O@7E27186= /=2<171A4=1-3 :2D102 G-"，P=."，M138N- $!(!)$，G6134）

78(.5/2.：!"# $%#&’(’)*%’+, %#-",+(+./ +0 12($#3 (’."%（ 45）6*$ +,# 7’,3 +0 ,+ + %"#&8*( 1"/$’-*( $%#&’(’)*%’+,
%#-",+(+./，6"’-" 2$’,. 8+8#,%*&/ *,3 ’,%#,$# (’."% #,#&./ %+ 7’(( 8’-&++&.*,’$8 +, %"# $2&0*-# +0 $+(’3 0++3 *,3
1*-7*.# 8*%#&’*( +& ’, %"# %&*,$1*&#,% (’92’3 0++3 8*%#&’*(" :, %"# 1&+-#$$ +0 %"# $%#&’(’)*%’+,，%"#&# 6#&# (’%%(#
-"*,.#$ +0 ,2%&’%’+,*( *,3 $#,$+&/ 1&+1#&%’#$ ’, %"# 0++3"!"# 1&#$#,% &#;’#6$ 6#&# 0+-2$#3 +, %"# *11(’-*%’+, +0
45 0+& 0++3 $%#&’(’)*%’+," !"’$ 1*1#& 1&+;’3#3 * .#,#&*( &#;’#6 +0 %"# 8#-"*,’$8$ +0 8’-&+<’*( ’,*-%’;*%’+,，*,3
*11(’-*%’+,$ +0 45 %&#*%8#,%$ +, 0++3$"!"# *3;*,%*.#$ *,3 3’$*3;*,%*.#$ +0 45 *,3 -&’%’-*( 1&+-#$$ 1*&*8#%#&$
%"*% 6#&# ,##3#3 %+ <# +1%’8’)#3 0+& * <#%%#& #00’-’#,-/ +0 45 6#&# *($+ 3’$-2$$#3"
9): ;35*(：12($#3 (’."%；$%#&’(’)*%’+, 8#-"*,’$8；0++3；*11(’-*%’+,$
中图分类号：5/’%!"!* * * * 文献标识码：B* * * * 文 章 编 号：!%%’+%$%Q（’%!%）!’+%#%(+%#

收稿日期：’%%)+%)+!(*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南楠（!)R#+），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食品科学与

天然产物化学功能成分的研究。

* * 脉冲强光杀菌技术是近年出现的对食品表面、

包装材料及器械进行快速灭菌的一种非热物理杀菌

新技术，它利用惰性气体灯发出与太阳光谱相近、波

谱范围由紫外线至红外线区域的强烈脉冲闪光来杀

灭固体表面、气体和透明液体中的微生物。这种技

术最早出现在 &% 年代后期的日本，开始主要应用于

医疗器械表面消毒和透明药剂溶液灭菌，随着该杀

菌技术和设备的成熟，逐渐过渡应用到食品杀菌保

藏中。!))Q 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B）批准采

用脉冲强光作为控制食品表面微生物的灭菌手段。

至此，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开始应用于食品的保藏和

加工。脉冲光的产生需要两部分装置来完成，如图 !
所示［!］：其一是具有功率放大作用的高能量密度的电

容，它能够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 几分之一秒）积蓄

电能，而后在短时间内（ 微秒或毫秒级）将该能量释

放做功，产生高强度的脉冲电能。这样在每一工作

循环内就会产生相当高的功率（ 而实际消耗平均功

率并不高），从而起到功率放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

光电转换系统，将高强度脉冲电能经过脉冲充气闪

光灯 或 其 它 脉 冲 强 光 源 转 化 产 生 波 长 范 围 为

’%%S!!%%3>的高强度的瞬时脉冲光［’+$］。

图 !* 脉冲强光产生原理图

"! 杀菌机理
脉冲强光对微生物的杀灭是光热和光化学效应

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辐照剂

量和目标微生物［#］。:MB 吸收紫外光产生的光化学

效应是脉冲强光杀灭微生物的主要原因。微生物受

紫外线照射时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其体内的蛋白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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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脉冲强光处理对微生物的体外灭活效果

微生物种类 培养基
脉冲能量

（#）
处理时间

（!$）% &’( 值减少量

腐败菌

环状芽孢杆菌 琼脂 ) !，*++ , -.!
清酒乳杆菌 琼脂 ) !*++ /.*

肠膜样明串珠菌 琼脂 ) !*++ -.+
磷发光菌 琼脂 ) !*++ , +.-

绿脓假单胞菌 琼脂 0 /+ *.1
萤光假单胞菌 琼脂 ) !*++ -./

病原菌

蜡样芽孢杆菌 琼脂 0 /+ -.2
产气荚膜梭状芽孢杆菌 琼脂 ) !*++ , /.2

大肠杆菌 3!*)45) 琼脂 0 /+ 6./
单核细胞增多性李司忒（氏）菌 琼脂 0 /+ -.-

无害李斯特（氏）菌 清洁肉汤 278 0/-+ ).+
肠炎沙门（氏）菌 琼脂 0 /+ *.6

鼠伤寒沙门（氏）杆菌 琼脂 ) !*++ 0./
酵母菌 琼脂

郎比可假丝酵母 琼脂 ) !*++ /.1
蜡样芽孢杆菌 琼脂 ) !*++ , /.1

酿酒酵母 琼脂 0 /+ -.2
真菌孢子

黄曲霉 缓冲溶液 ) !*++ /./
黑曲霉素 琼脂 !7 !+++ -.1

大刀镰刀菌 琼脂 0 1* -./
注：% 脉冲数量 9 脉冲持续时间；7 流量：在处理时间内，样品单位面积所接收的来自光源的能量（#·8: ;/）；8 总接收能量。

核酸，尤其是可诱导 <=> 中的环丁烷胸腺嘧啶的形

成，阻碍 <=> 复制与转录而造成细胞死亡，并可能

引起细胞变异。除了基因外，微生物体内的酶类也

会吸收 ?@; A 和 ?@; B，对微生物产生明显的伤

害［*］。但研究显示在杀菌过程中光热效应也会发生，

将大肠杆菌接种在一种聚合体表面，然后在不同条

件下对其进行脉冲强光处理，同时测定大肠杆菌细

胞的温度。研究发现，在累积热量没有达到阈值能

量之前，温度没有丝毫的上升，但是累积热量一但超

过这个点，温度会迅速超过 !/+C［6］。一些研究者用

“平均阈能水平”在描述这个临界点，在累积能量超

过这个水平时，杀菌效果会明显提升［)］，研究者还发

现过度的加热会使细胞内水分的汽化，形成小的蒸

汽流，撑破细胞膜。DEFG’H［6］等在实验中也发现当

辐照剂量超过 +.*# I 8:/ 时，细菌吸收紫外线产生的

高温使自身被过度加热而导致细胞破裂，达到灭菌

目的。因此，脉冲强光杀菌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

其中 <=> 结构的变化是主要原因，细胞膜、蛋白质

和其他大分子的破坏是次要的原因［1］。

!" 脉冲强光对微生物的杀灭作用
脉冲强光对微生物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为：革

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和真菌孢子。表 !［2］对比

了脉冲强光对不同微生物的杀灭效果。蜡状芽孢杆

菌等革兰氏阳性菌对脉冲强光的抗性要高于沙门氏

菌、大肠杆菌等革兰氏阴性菌，可能与其细胞壁组成

和自身的保护修复机制有关。黑曲霉素孢子、镰刀

菌孢子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与其颜色有关，其抗性的

强弱取决于所含的黑色素对紫外光的吸收能力。黑

曲霉素孢子比大刀镰刀菌孢子更具有抗性，是因为

黑曲霉素孢子中的色素比大刀镰刀菌孢子中的色素

能吸收更多的紫外线 ?@;A，从而减弱紫外光对孢子

的损害［!+］。在长期运用脉冲强光杀菌中，要注意微

生物对其产生的抗性问题，目前对这方面的报道还

不是很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脉冲强光技术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

#$%" 在液体食品中的应用

许多液体（ 如水等）都对紫外线、可见光都具有

较高的透明度，但是对奶制品、糖溶液和酒等液体食

品来说透明度有限，增加溶质的浓度可以降低紫外

线光的穿透力。在水溶液中，光的穿透力越低，脉冲

强光的杀菌作用就越差。经实验证明用辐照剂量为

!/.6# I 8:/，照射 *6$，可对牛奶进行冷巴氏杀菌［!!］，但

是要对装置进行适当的设计，以减少杀菌时间，避免

产生过高的温度，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与连续

紫外杀菌相比，脉冲强光由于其短暂的脉冲持续时

间（0++J$K!:$），可以有效地降低杀菌过程引起的氧

化反应［)］。脉冲强光杀菌后的牛奶，蛋白质中氨基酸

的组 成 没 有 什 么 变 化，也 没 有 出 现 脂 肪 氧 化 的

现象［!/］。

#$!" 在果蔬食品中的应用

研究者发现，用脉冲强光对大白菜、韭葱、红辣

椒、胡萝卜和羽衣甘蓝进行表面灭菌，脉冲强光辐照

剂量为 +.0# I 8:/，两个脉冲处理后，蔬菜表面的微生

物下降范围为 !.6（ 胡萝卜）到 /.6（ 红辣椒）个数量

级。把经过三个脉冲处理后的样品放在 /+C的环境

中储藏 )L，除了生割冰山莴苣在储藏 -1G 后发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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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现象以外，其他的蔬菜都没有发生品质变化。据

研究者推测，蔬菜在经过 !"#$% 的脉冲强光处理后，

在 &’条件下保藏，菌落数每下降两个数量级，货架

期将延长将近 #(［)*］。

江天宝［)#］对熟地瓜干杀菌效果和品质的影响进

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脉冲强光可以有效地杀灭

熟地瓜干表面染菌，+!% 处理可使大肠杆菌数量降低

, 个数量级；经过 +,% 的处理，熟地瓜干的感官品质

（色泽、气味、质地、味道）没有显著变化，理化品质

（总糖含量、蛋白质含量）变化率都不超过 !"*!-。

而且脉冲强光能够抑制蔬菜中酶的活性，由于

蛋白质在 +.!/$ 具有强的吸收峰，脉冲强光宽波段

光谱能够很好地抑制酶的活性。01//［),］等用辐照剂

量为 *2 3 4$+，+5, 个脉冲处理，可以抑制马铃薯片的

褐变。从经处理样品中提取出的多酚氧化酶的活性

要低于未处理样品，脉冲强光也可以增加蔬菜的呼

吸速率，67$89 :7;898［)<］研究发现脉冲强光可以将生

割冰山莴苣的呼吸速率提高 .!-，但在同样条件对

生割大白菜则没有作用。

!"!# 在其他食品中的应用

江天宝［)&］考察了脉冲强光对烤鳗的杀菌效果，

考察了闪照时间、闪照距离和菌液浓度对杀菌效果

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照射距离 .4$，照射时

间 +!%、染菌浓度 <"* = )!#4>1 3 $: 条件下，烤鳗的杀

菌率达到 )!!-，感官品质没有显著变化，过氧化值

和酸价的变化率分别为 !"+.- 和 !"+&-。而且脉冲

强光对烤鳗贮藏品质影响也较小，过氧化值、酸价变

化率不超过 !".!-，变化幅度均低于 !",!-。但杀菌

时间越长，贮藏期间烤鳗品质变化越大。

01// 2［).］等研究了脉冲强光对在蛋壳表面上沙

门氏菌的杀灭效果，结果表明脉冲强光可以有效地

杀灭蛋壳表面的微生物，用照射剂量为 !",2 3 4$+ 的

脉冲强光照射 . 个脉冲后，蛋制品上的肠道沙门菌

可减少 . 个数量级。

脉冲强光也用来对粉状食品和种子的灭菌。脉

冲强光可使接种于玉米粉中的黑曲霉数量下降 #"?<
个数量级［)?］；能使接种于紫花苜蓿种子的大肠杆菌

),&@A& 下降超过 # 个数降级［+!］。但是脉冲强光仅能

使接种于小麦粉和胡椒粉中的酿酒酵母数量下降不

到 ) 个数量级［&］。

$# 影响脉冲强光杀菌效果的因素分析

$"%# 紫外线光谱成分

目前认为脉冲强光杀菌中紫外线具有重要的作

用，同时紫外线不同光谱波段会对杀菌效果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B77(CD/［+)］等在研究脉冲强光对无

害李斯特菌的杀灭效果时发现，紫外线 EFG H 和

EFGI波 段（ CJ$K(J L *!!/$）起 主 要 杀 菌 作 用，

EFGM波段（*!!/$ L CJ$K(J L #!!/$ 具有一定的杀

菌能 力，但 效 果 相 对 不 明 显，可 见 光 和 近 红 外 光

（ CJ$K(J N #!!/$）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他们指出，紫

外线在脉冲强光杀菌中起重要作用，对脉冲光路光

源成分或紫外线波段范围的较小改变，会对杀菌效

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BJ/O［++］等用单色器检测了

辐照剂量为 <$2 3 4$+，波长范围为 +*!5*<!/$ 的光

谱对大肠杆菌的灭菌效果，结果显示最大灭活波长

为 +&!/$，*!!/$ 以上波段没有灭菌效果。将黑曲霉

接种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QR）表面，用过滤掉

EFGH 波段的脉冲强光处理，杀菌效果比过滤前降低

了 *5, 倍［+*］。

$"&# 食品组分

食品的组成成分也影响脉冲强光的杀菌效果，

67$89GC7;89［)<］等把三种菌分别接种在添加了食品组

分的琼脂培养基表面，培养后进行脉冲强光杀菌，结

果发现蛋白质和油脂的添加会降低脉冲强光的杀菌

效果，而添加水和淀粉则对杀菌效果没有什么影响。

S7K8TU［+#］等研究发现在缓冲盐水溶液中添加蛋白质

会降低病毒的灭菌效果。因此，高蛋白和高油脂含

量的食品不适合运用脉冲强光杀菌，相反，蔬菜和水

果类运用脉冲强光杀菌则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 照射物料的表面性质和状态

在脉冲强光杀菌过程中，微生物的载体应当被

充分的重视，不同的载体对杀菌过程产生很大的影

响。固态食品表面颜色越深、样品厚度越厚，杀菌效

果越差。虽然脉冲强光与紫外杀菌相比具有较强的

穿透力，但这种穿透力十分有限，藏于食品表层下部

的病原性微生物不被完全杀死。另外，在杀菌过程

中食品表面你能否被完全照射到，以及食品物料之

间的相互荫蔽都会对杀菌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同

样，荫蔽效应也存在于液态食品和生物悬浮液的杀

菌中。对于液体食品和微生物悬浮液来说，液体的

吸光作用取决于其吸光系数和体液的浓度和厚度，

随着液体中溶质浓度的增大，紫外线的穿透力将下

降，杀菌效果也变差。所以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采

用一种合适的方法，在杀菌过程中使液体流动起来，

不断地把微生物带到离光源近的区域进行杀菌［+,］。

$"$# 样品相对于灯的距离、位置

样品离灯越近，杀菌效果越显著，可能是距离的

缩短增强脉冲强光的光化学和光热作用。样品在处

理室中所处的位置都会对杀菌效果产生影响，将部

分样品放在灯的正下方时，这部分样品可取得很好

的杀菌效果，但其处理室其他位置的样品则几乎没

有杀菌效果；但是当把这部分样品偏离正下方放置

室，其杀菌效果要小于正下方时的效果，但处理室其

它位置的样品也具有了一定的杀灭效果［+<］。

’# 结论
脉冲强光杀菌是一种新的非热杀菌技术，这种

技术与传统的杀菌方法相比，具有处理时间短、对环

境污染少、操作控制方便、不用与物料和器械直接接

触等优点，可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降低微生物的菌

群数量，有效杀死食品表面的致病菌和腐败菌，无化

合物残留，对食品品质的破坏较小。脉冲强光在微

生物的体外灭菌方面具有很明显的效果，但对食品

体系自身携带的微生物的灭菌效果、杀菌后微生物

菌体生理生化方面的影响、食品品质的变化等方面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避免食品的过度加热、取

得较好的穿透能力和处理均一性等技术问题也需要



!"#$$

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脉冲强光技术与热杀菌、光

敏剂等其他技术的联用在食品杀菌技术中具有很好

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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