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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口感较佳、色泽优良、货架期稳定且安全健康的食品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热处理可减少原料中的致病菌及腐败菌，但可引起食品中功能性和香气成分含量下降，一些产品在切割、包装等

后处理过程中易再次受到污染。脉冲强光( PL) 技术可提高产品的质量及减少某些品质损失，并具有高效、安全

等优点。文中综述了 PL 技术、影响因素及在果蔬、即食肉制品、食品包装材料等中的应用，并对其技术的应用前

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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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强光( PL) 是新兴的冷杀菌加工技术，可减

少健康风险并保持食品原有品质和营养价值。1999
年，PL 已获得美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 ( FDA) 批准

在食品加工、生产处理等方面的应用［1］。PL 技术利

用高能量( 高达 35MW) 、瞬时( 10 －2 ～ 10 －3 ms) 、广光

普( 200 ～ 1 100 nm) 来灭活微生物［2 － 6］，其灭活机制

主要来自于 UV-C 光化学效应形成的胸腺嘧啶二聚

体阻止了 DNA 复制，红外的热效应使光修复机能失

活，以及水分的蒸发对膜结构的破坏［7 － 9］，图 1 为 PL
杀菌装置和原理图，PL 表面杀菌实验柜由动力单元、
惰性气体灯单元、处理室和自动控制单元组成，它的

工作电压为 2 800V，脉冲能量 100 ～ 500J，脉冲次数

为 0 ～ 100 次，频次每秒可达 4 次，PL 自动化程度高、

操作简单，将样品均匀地分布在无菌的石英板上，通

过调整石英板来实现样品与脉冲氙灯之间的距离，根

据实验条件对操作界面进行参数设置达到实验所需

条件。与紫外系统相比，PL 具有较大的输入能量，非

常短的时间内可在食品表面产生大量的能量，但根据

FDA 法规，脉冲光强光处理食品的能量密度不能超

过 12 J /cm2［10］。PL 具有成本效益、高处理系统、纳

入生产线能力、处理时间短、无化学物质残留、FDA
承认可用于包装材料的处理、保持食品的原有属性、
非常短的时间内微生物的数量显著降低等特点［11］，

表明 PL 是很有潜能的工具来减少食品表面、包装材

料、加工环境中的致病菌及腐败菌。

图 1 PL 杀菌装置及原理图

Fig. 1 PL sterilization devices and sc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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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 的影响因素

预防食品污染是食品生产中的重要问题，PL 杀

菌是复杂的过程，针对特定食品及微生物，需了解影

响 PL 杀菌效果的影响因素，以此优化 PL 参数设置，

保证微生物安全，提高食用安全性。
1. 1 微生物对 PL 的敏感性不同

PL 处理刀片表面接种的单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

大肠杆菌，处理后单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减少 4. 5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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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值，大肠杆菌可减少 4. 62 个 log 值［12］，这表明大

肠杆菌比单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Levy 等［13］ 报道了 PL 对不同微生物杀菌效果的影

响，白色念珠菌和酿酒酵母细胞较其他菌株细胞如蜡

样芽胞杆菌等对脉冲光抵抗性较强，与细菌相比，细

菌的芽孢比营养细胞抵抗性强，蜡状芽孢杆菌孢子和

巨大芽孢杆菌孢子抵抗性较强，黑曲霉的孢子是所测

试微生物中耐受性最强的。Anderson 等［14］也得出细

菌芽孢比营养细胞的失活需要更强烈的照射、热效应

以及脉冲光处理的结论，不同微生物对脉冲敏感性的

程度为革兰氏阴性菌 ＞ 革兰氏阳性菌 ＞ 真菌孢子。
1. 2 PL 设置参数影响其杀菌效果

脉冲次数对杀菌效果的影响。Cheigh 等［15］研究

了 PL 对固体培养基上单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影响，

杀灭效果与脉冲次数呈正比，在每次脉冲 1. 75 J /cm2

条件下，脉冲 300 次可减少 4 个 log 值，增加次数为

900 次时，其数量可减少 6 个 log 值。杀灭效果随脉

冲次数增加而增强的趋势也适用于真空包装的鸡柳

上的鼠伤寒沙门氏菌和肠炎沙门氏菌［16］。
脉冲时间对杀菌效果的影响。脉冲时间 2 s 时

大肠杆菌、肠炎沙门氏菌即可全部灭活，空肠弯曲菌

由原来的 6. 89 降到 0. 60 个 log 值，30s 全部死亡，同

时也说明空肠弯曲菌具有较强的抵抗性［17］。Keklik
等［18］应用不同的时间及距离等条件对鸡肉香肠表面

的李斯特菌进行了杀菌效果研究，处理时间 60s，未

包装和真空包装的香肠表面可分别减少 1. 5 和 1. 6
个 log 值。

PL 光谱范围对杀菌效果的影响。300 nm 以上

脉冲光在能量密度 0. 2 ～ 1. 75 J /cm2 条件下处理琼

脂上枯草芽孢杆菌孢子的灭菌率将近 0，而全光谱可

减少 6 个 log 值; 300 nm 以上、能量密度 1. 5 J /cm2，

黑曲霉数量减少 2 个 log 值，全光谱减少将近 6 个 log
值。这表明 300 nm 以下的光谱在 PL 杀菌中扮演重

要的作用［13］。
脉冲电压对杀菌效果的影响。对输入电压 1、

1. 5、2、2. 5kV，对琼脂上枯草芽孢杆菌进行了测试，

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其减少的对数值也在逐渐增

加。2. 5kV 处理电压其数量可减少 6 个 log 值［13］，

Schaefer 等［19］研究发现，脉冲处理中减少输入电压可

减少 UV-C 的百分含量。
此外，不同的基质也可影响其效果，已经证实 PL

对固体表面灭菌比液体更有效［20］。

2 PL 应用领域及研究进展

PL 对减少食品表面微生物、提高食用品质方面

具有积极的影响。PL 能有效灭活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隐孢子虫等大量微生物，广泛用

于食品工业中，主要包括牛奶、果汁、蔬菜、水果、鸡

蛋、牛肉、香肠等。
2. 1 PL 在果蔬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我国是最大的果蔬生产国和果蔬制品加工基地，

但病原微生物和腐败微生物可引起果蔬的食品安全、
腐烂变质等问题［21］，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也

逐渐增加，严重危害人类的安全。
减少微生物的污染、保持产品品质、延长货架期

是果蔬加工过程中的关键。Xu 等［22］对大葱进行表

面和浸蘸接种分别模拟操作者手臂不卫生、加工处理

和冲洗过程造成的污染，PL 对大葱根和茎表面接种

的大肠杆菌进行了处理，结果发现脉冲对表面接种的

大肠杆菌杀菌效果显著，其数量可减少 4. 1 ～ 5. 2 个

log 值。浸蘸接种的大肠杆菌杀菌效果较差，原因是

细菌能够随着接种液流到葱叶内部和茎上紧密层次

的凹陷中，这将保护细菌避免强光的危害。用能量密

度 2. 68 和 5. 36 J /cm2 脉冲光处理番茄，表面微生物

显著减少，脉冲处理的番茄在处理 3 d 之后，表面出

现褶皱、变软及重量损失，但整个贮藏过程抗血酸含

量保持不变，脉冲处理可减少腐败菌的数量不会降低

营养价值［23］。Oms-Oliu 等［7］研究了 PL 对鲜切蘑菇

质量和抗氧化性质的影响，当使用 4. 8、12、28J /cm2

脉冲光处理蘑菇时，微生物的数量可减少 0. 6 ～ 2. 2
个 log 值，在 4. 8J /cm2 处理条件脉冲光强光能够延长

鲜切蘑菇的货架期，没有显著影响其质构和抗氧化性

质。肠炎沙门氏菌已是多数蛋类污染爆发的致病菌，

它既可分布在鸡蛋的表面也可通过蛋壳的气孔进入

鸡蛋内 部，严 重 影 响 其 食 用 安 全 性。为 此，Hierro
等［24］研究了 PL 对鸡蛋表面肠炎沙门氏菌的影响。
在 0. 7J /cm2 脉冲光处理鸡蛋，数量可减少 6. 7 个 log
值。并且随着脉冲能量的增加，沙门氏菌的数量逐渐

减少。
尤其对于鲜切果蔬，切割降低了果蔬对外界环境

的抵抗能力以及加工工具上的微生物增加了侵染机

会。PL 可减少微生物与果蔬组织接触的机会，有效

预防鲜切果蔬的腐败变质问题。
2. 2 PL 在即食肉制品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即食肉制品随着快捷、简单等现代生活方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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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其消耗量逐年增加，即食肉制品主要包括火腿、香
肠、猪肉和牛肉等。但工具、操作者及机械设备上的

环境微生物可能污染这些产品，对消费者安全构成威

胁。这些微生物主要包括大肠埃希菌、沙门氏菌、李
斯特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及酵母菌、霉菌等

腐败菌［25 － 27］。致病菌可引起食源性疾病，腐败微生

物可导致食品感官品质的下降，如质构改变、弹性变

差、异味和褪色等［28 － 29］。为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采

用 PL 技术最大程度使它们失活。
为提高即食肉制品的安全性及延长货架期，采用

PL 对食品进行处理。从图 2 可知，不同微生物的灭

活率与脉冲能量成正比。图 2 － a ～ 图 2 － b［30］显示

香肠和里脊片中李斯特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数量最

大减少 1. 5 ～ 1. 8 个 log 值，鼠伤寒沙门氏菌比单细胞

增生李斯特菌具有较强的抵抗性。但随着能量的增

加，这种差异性逐渐减少。图 2 － c ～ 图 2 － d［31］为 PL
对火腿和腊肠李斯特菌的影响，数量最大减少值为

1. 78 和 1. 11 个 log 值，腊肠具有较低的灭菌率，原因

是腊肠是一种乳胶体，提供了很多的裂缝，这保护了

细菌免受光的危害。产品的表面形态极大程度地影

响了脉冲光强光的灭菌效果［32］。脉冲后直接计数、
黑暗条件下 4h，结果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李斯特

菌无光复活现象。图 2 － d［33］可知，牛肉片中大肠杆

菌的最大减少量为 1. 2 个 log 值，沙门氏菌可减少 1
个 log 值，单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减少 0. 8 个 log 值。

连续照射后病原微生物减少的对数值在不同的

肉产品之间不同。原因可能是肉的不同成分影响脉

冲光的灭菌效果，肉中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增加，PL 处

理效果降低［20］。

图 2 不同种类微生物在脉冲处理后的数量变化情况

Fig. 2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the reduction of microbial population［31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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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在杀灭微生物时是否对产品的色泽、风味、氧
化程度等造成影响，表 1 列出了脉冲对理化性质的影

响。

表 1 脉冲处理对肉制品理化性质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meat

序号 基质 影响结果 参考文献

1
香肠

里脊肉

11. 9J /cm2 处理的香肠，L 值( 亮度变量) 较高，不同能量处理间的 a 值( 红度变量) 和 b 值( 黄度变量)

无显著变化。里脊肉的 L 值与对照组相似，贮藏期间稳定，但 a 和 b 值有一定变化，贮藏 28 d 时，所有

样品均有一定程度的退色，11. 9J /cm2 处理的风味发生了改变。
［30］

2
鸡皮

鸡脯肉

对鸡皮和无皮鸡脯肉进行颜色分析，未包装的和包装的鸡皮和无皮鸡脯肉 a 值没有改变，聚烯烃等包

装的鸡肉 b 值显著减低。
［17］

3 牛肉
脉冲处理显著减少牛肉的 a 值和 b 值，L 值并没有显著变化。样品在贮藏过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褪色，

L 和 b 值呈波动趋势。8. 4J /cm2 处理条件改变了牛肉风味。
［33］

4 火腿
脉冲对 L 值无显著差异，4. 2 和 8. 4J /cm2 显著影响 b 值。不同能量处理产品氧化程度较低。8. 4J /cm2

改变了产品颜色和外观，但可延长 4 d 的货架期。
［32］

5 火腿
脉冲距离 4. 5 cm、脉冲 60 s 处理火腿，温度可增加 38℃，将近 60% 的湿度损失。脉冲和贮藏时间对 L
值无显著影响。贮藏时间对 a 值和 b 值影响不显著。火腿硬度和氧化稳定性随贮藏时间而下降。

［34］

根据以上研究可知，不同产品在处理及贮藏中颜

色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Faustman 等［35 － 37］认为，肉的

褪色可能由于表面水分流失、血红素氧化和血红蛋白

变化造成的。但 keklik 等［16］发现轻微及中度的脉冲

处理，并没有观察到真空和无包装的鸡脯肉颜色参数

发生显著性变化。样品硬度的降低主要是由于脉冲

使火腿组织被破坏的缘故，可溶性蛋白、肌原纤维蛋

白及火腿的结缔组织都会影响火腿的硬度［34］。脉冲

光处理的样品氧化过程较快，可能是热效应促进其氧

化，并且氧化反应产生的过氧化物也使肉中脂质的氧

化稳定性降低［38］。相反，Elmnasser 等［39］叙述了 PL
并不能引起脂质的氧化。

脉冲能否显著影响色泽及感官性质还取决于产

品的类型及性质。所以在保证较好杀菌效果的同时，

应减少处理剂量来保持产品的感官品质。
2. 3 PL 在食品包装方面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对食品包装材料灭菌来满足食品微生物安全及

延长货架期。常使用过氧化氢等化学试剂或联合热

处理对包装材料进行杀菌，但包装材料表面可残留化

学物质，这不仅会改变包装食品的性质，还危害消费

者的健康，因此食品行业寻求非化学方法来对食品包

装材料灭菌［40］。PL 可对包装材料进行杀菌处理，而

且处理的效果较明显。Keklik 等［16］对包装材料进行

较温和的处理，发现包装材料的力学性能发生了很小

的变化，这表明脉冲光可在食品包装灭活表面的致病

菌及腐败菌。为比较不同材料上微生物的灭活率以

期获得脉冲光在包装材料中的应用，表 2 为 PL 对不

同材料的处理结果。

表 2 PL 对食品包装材料的杀菌效果

Table 2 Effect of PL sterilization on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序号 包装材料 微生物种类 处理结果与结论 参考文献

1
SS、PCB、BPP、WPP、
PS、AL、PO、PET-PP、
PVC

空肠弯曲菌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脉冲距离 14 cm、脉冲时间 1 s，除 BPP 和 PO 材料，其余材料上的空肠弯曲菌数

量完全失活，增加脉冲时间到 5 s，空肠弯曲菌全部失活。脉冲距离 11. 5 cm、5
s，PVC 和 AL 上的大肠杆菌全部失活，其它材料可获得 1. 5 ～ 4. 7 个 log 值。在

PVC 和 WPP 上的沙门氏菌全部失活，其它材料可减少 2. 52 ～ 4. 5 个 log 值。

［17］

2
LDPE、HDPE、PE、
PET、MET、TＲ、EP

李斯特菌

HDPE 和 LDPE 最有效，最大数量可减少为 7. 1 和 7. 2 个 log 值，EP、MET 和 TP
材料上获得较低的灭菌率，其值为 3. 5、4. 4 和 4. 5 个 log 值。基于 LDPE 的透明

度，将其进行正反面处理，两种处理均可减少将近 7 个 log 值，故当 LDPE 作为

包装材料时，脉冲光可穿过包装材料进行灭菌

［41］

3 不锈钢
英诺克李

斯特菌

对不锈钢表面进行 12 次的脉冲处理，灭活曲线在 3 次以上逐渐趋于平缓，其数

量最多可减少 4 个 log 值。光滑表面杀菌率较低，与低反射性材料相比，PL 对

较强反射性材料具有较低的灭菌率。
［32］

注: SS-不锈钢、PCB-聚乙烯菜板、BPP-黑色聚丙烯托盘、WPP-白色聚丙烯托盘、PS-蓝聚苯乙烯托盘、AL-铝托盘、PO-聚烯烃、PET-PP-聚乙烯-
聚丙烯、PV-聚氯乙烯、LDPE-低密度聚乙烯、HDPE-高密度聚乙烯、PE-聚乙烯、PET-聚酯、MET-聚酯和金属喷镀聚酯和低密度聚乙烯复合材料，TＲ-
低密度聚乙烯和纸的复合材料、EP-聚乙烯和纸及铝箔复合材料。



综述与专题评论

2014 年第 40 卷第 11 期( 总第 323 期) 199

材料表面性质如凹凸度、粗糙度、反射率等都会

影响 PL 的杀菌效率，原因是表面的粗糙度及裂缝在

处理期间可保护细胞。通过 Haughton 等人可看出

PVC 较其他材料可取得较大的灭菌率，更适宜脉冲

处理，聚苯乙烯与其他材料相比表面具有更多的多孔

性质，不锈钢表面较光滑均不适宜脉冲光处理。通过

Ｒingus 等［42］研究发现，EP、MET 有微米范围的粗糙

度，可允许细菌细胞隐藏其中，具有较低的灭菌率，不

适合脉冲处理。UV 光可减少表面材料的疏水性，改

变了材料的表面结构。由于 PL 含有一定量的紫外

线，为了解脉冲光对包装材料的影响，应检测材料的

结构、表面疏水性、透气率等是否变化。

3 PL 技术的应用前景与展望

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是食品加工最为

重视的问题，PL 也获得美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

( FDA) 批准在食品加工、生产及处理方面的应用，同

时 PL 具有操作安全、杀菌均匀、减少环境污染等优

点。随着该杀菌技术和设备的成熟，也可用于加工设

备的杀菌，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为设备

的不适当清洗以及不良的卫生状态，最终污染食品。
为实现 PL 工业化应用，需积累大量可靠的数据，以

保证食品的微生物安全，实现 PL 的规模化、商业化。
虽然 PL 比传统热杀菌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最

大程度保持食品的营养成分，但想要取得规模应用和

商业成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PL 是表

面杀菌，对产品的厚度有要求，表面死亡的菌体及产

品表面凹凸度对下面的微生物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导致杀菌率降低，PL 作为一种新型技术，为满足消费

者对食品的质量及安全性要求，PL 可以与臭氧、微生

物防腐剂等其他杀菌技术串联使用来取得较好的杀

菌效果［43］; PL 也可引起杀菌产品表面温度升高，Ｒin-
gus 等［41］应用 PL 处理食品包装材料，当处理能量为

8 J /cm2 时，表面温度增加了 2 ～ 3℃ ; Wambura 等［34］

使用 PL 处理将近 20℃的切片火腿，当火腿距离氙灯

4. 5、8. 3、14. 6 cm、处理 60 s，温度分别增加到 38、37
和 31℃。所以当处理热敏性物质时，应该考虑降低

PL 的处理能量，延长处理时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PL 将逐渐克服上述缺点并趋于成熟完善。
除了微生物杀菌，PL 脉冲强光技术应向基因工

程、细胞工程等高技术领域渗透，可应用于植物和微

生物育种方面，PL 处理可能诱发细菌菌落特征和细

胞形态变异、生物体遗传物质结构的改变，从而培育

成新的优良品种。
PL 能有效控制食品中的有害微生物，一定程度

可预防和控制微生物危害发生的风险，保障了消费者

健康，提升了食品质量安全。同时企业也可以引进此

技术，保证食品安全，最大程度造福于人类，PL 将会

在食品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空

间及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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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PL technology in the food industry

TANG Ming-li，CHEN Yan-jie，WANG Xiao-lin，LIU Li-xia，WANG Bo，
LIU He，HE Yu-tang，HUI Lijuan，MA Tao

( College of Chemistry，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afety，Bohai University
Grain and Oi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Bohai University，Jinzhou 121013，China)

ABSTＲACT Health becomes the important subject in people’s lives. Safe，tasted，colorful and stable shelf life are
favorite characteristics by consumers. Heating treatment can inhibit pathogenic and spoilage bacteria in raw material.
However，it can also made functional foods and aroma components decline; in addition，some post-processing like
cutting and packaging can be easily contaminated by bacterial again. Pulsed light technology can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reduce the loss of certain quality aspects with the advantages of efficiency and safe. This review focused on
pulsed light technology，influencing factors as well as applications on vegetables，ready to eat meat products，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The development trend was also proposed．
Key words pulsed light，influencing factors，food industry，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