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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及其在果蔬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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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热力杀菌技术会对食品中的热敏物质及

食品的色泽、 气味、 组织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 脉

冲强光 （pulsed light， PL） 作为一种新型非热杀菌

技术， 可通过高强度、 广谱辐射的短脉冲杀死食品

表面或包装材料上的微生物 ［1］。 氙气灯产生的 PL
的波长范围是从紫外光到近红外光， 其中至少有

70％的电磁能来自波长为 170～2 600 nm 的光线，
这类似于太阳光在 400～500 nm 时发射出的最大电

磁能， PL 的强度约是太阳光到达海平面强度 （包

括被大气层滤过的紫外线） 的两万倍 ［2］。 PL 处理

样品后基本不产生残留物， 也不涉及有害化学物

质。 氙气灯不含水银， 其安全环保性高于紫外灯。
据统计， 发达国家有 10％～20％的新鲜果蔬由采

后病害导致腐烂， 发展中国家则达到 40％～50％。
中国易腐烂特色水果总产量达 1.16 亿 t， 采后损失

25％～30％， 约 700 亿元 ［3］。 目前， 我国主要采

用冷藏结合化学杀菌剂处理果蔬， 作为控制果蔬采

后病害最有效的手段。 由于化学杀菌剂残留危害人

类健康、 污染环境， 以及植物病原菌对化学杀菌剂

产生抗药性等， 迫切需要研究高效、 无公害的防腐

技术， 以取代化学杀菌剂的使用。 鉴于脉冲强光杀

菌的高效性、 安全性， 其在果蔬防腐保鲜上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一、 脉冲强光的杀菌机理

脉冲强光的杀菌机理可归因于光热、 光化学效

应， 而多数研究认为其杀菌作用主要依赖于光化学

效应。 脉冲强光包括 25％的紫外光谱， 这些紫外

光对杀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试验研究表明，
如果将脉冲强光通过一个可以去除波长 320 nm 以

下紫外光区的滤光器， 过滤后的脉冲强光将失去杀

菌作用 ［4］。

微生物经脉冲强光照射后， 细胞内物质发生变

化而失活。 Wang 等 ［5］ 认为微 生 物 经 过 PL 处 理

后， DNA 吸收紫外光产生的光化学反应是微生物

失 活 的 主 要 原 因 。 在 样 品 温 度 不 变 的 条 件 下 ，
Rowan 等 ［6］ 研究 PL 杀菌效果， 认为 PL 的杀 菌

作用归因于短波长紫外光的光化学作用。 紫外杀菌

能破坏细菌的嘧啶二聚体结构 （其中主要是胸腺嘧

啶） ［7］， 结构发生改变的二聚体能抑制新的 DNA
链形成， 从而使微生物失活； 此外， 紫外光处理主

要可导致细菌芽孢形成 “芽孢光照产物”， DNA 的

单链、 双链、 环 丁 烷 嘧 啶 二 聚 体 破 坏 ［8］。 目 前，
大多学者认为 PL 杀菌是一个多靶处理过程， DNA
变性是导致微生物死亡的主要原因， 同时还伴随着

细胞膜、 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的破坏。 Kazuko ［9］

比较了连续紫外光和 PL 对酵母细胞的破坏作用，
结果发现酵母细胞通过 PL 处理后， 细胞内液泡膨

胀、 细胞膜变形， 细胞形状改变， 并存在大量的游

离蛋白， 而通过连续紫外光处理后的酵母细胞结构

和处理前基本一致， 这表明 PL 能破坏酵母细胞的

细胞膜。 有学者研究发现近紫外光辐射对酵母细胞

膜功能有损害作用 ［10］， 却没有近紫外光辐射引起

酵母细胞结构变化的相关报道。 PL 处 理 样 品 后，
氙气灯产生的热或样品吸收 PL 后温度升高， 从而

实现热杀菌效应。 Hiramoto ［11］ 发现黑曲霉经 PL
处理后， 吸收大量的光线， 温度升高， 杀灭霉菌，
证实了光热杀菌机制存在。

二、 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在
果蔬上的应用

Gómez-López 等 ［12］ 将明亮发光杆菌（Photobac-
terium phosphoreum） 、 单 增 李 斯 特 菌 （ Listeria
monocytogenes）、 郎比可假丝酵母 （Candida la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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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接种到含不同成分的补充培养基表面， 结果发

现蛋白质和油脂均降低 PL 的灭菌效果， 而水和糖

类物质对 PL 杀菌效果具有多重作用。 其中， 水增

强 PL 对 C.lambica 的杀菌作用， 对 P.phosphoreum
的作用相反， 而 L.monocytogenes 不受影响； 淀粉

提高 PL 对 C.lambica 和 L.monocytogenes 的杀菌效

果， 而对 P. phosphoreum 无影响。 多个试验结果表

明， 脉冲强光对高糖、 低蛋白、 低脂食物灭菌效果

较好， 因而适合用此法对新鲜果蔬进行杀菌。
（一） 延长果蔬货架期 新鲜果蔬高水分、 高

糖、 低 pH 等 特 征 利 于 微 生 物 繁 殖， 加 速 果 蔬 变

质， 缩短货架期，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PL 高效

杀菌作用预示其在延长果蔬货架期方面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Hoornstra ［13］ 证实了 PL 对蔬菜表面的

灭菌作用， 用强度为 0.30 J cm－2 的脉冲光处理卷心

莴苣、 韭葱、 红辣椒、 胡萝卜、 甘蓝两次后， 蔬菜

表面菌落总数降低 1.6～2.6 个对数值。 经 PL 第 3
次处理后， 卷心莴苣的杀菌效果没有明显提高， 在

20℃贮藏 48 h 后发生了褪色； 而其他蔬菜在 7℃、
20℃下储藏 7 d 后感官品质都仍未降低。 试验结果

表明， 蔬菜表面菌落总数降低 102 CFU cm－2， 可

以使鲜切蔬菜在 7℃条件下， 货架期延长 4 d。
鲜切果蔬中酵母的数量超过 105 CFU g－1 时，

其腐败变质现象能被消费者察觉 ［14］。 Robert 等 ［15］

研究了 4.8、 12、 28 J cm－2 的 PL 对鲜蘑菇切片杀

菌效果及对品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 鲜蘑菇切片经

28 J cm－2 的 PL 处理， 冷藏 11 d 后， 酵母菌数量低

于 105 CFU g－1； 在 4.8、 12 J cm－2 脉冲光处理， 冷

藏 7 d 后， 酵母菌数量超过 105 CFU g－1； 而未处

理的蘑菇切片冷藏不到 7 d 就发生变质。 使用 4.8
J cm－2PL 处理后， 蘑菇的货架期延长 2～3 d， 12、
28 J cm－2 的 PL 具有较好的杀菌效果， 但其热效应

严 重 影 响 了 鲜 切 蘑 菇 的 感 官 品 质， 联 合 使 用 4.8
J cm－2PL 和抗褐变物质不仅可以延长鲜蘑菇切片货

架期， 且不损害蘑菇品质及其抗氧化性能。
采后果蔬极易受真菌病害侵染， 导 致 腐 烂 变

质。 Marqueni 等 ［16］ 用周期 30 μs、 频率 15 Hz 的

PL 处理灰霉病菌 （Botrytis cinerea） 和桃褐腐病菌

（Monilia fructigena） 的分生孢子 1～250 s 后， 孢子

数量可以降低 3～4 个对数值， 这对于草莓、 樱桃

的采后储藏运输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David 等 ［17］

联合运用 PL、 热处理、 UV-C （λ=254 nm） 对接

种 B.cinerea 孢子的草莓进行杀菌， 结果发现， 联

合运用 PL 和 UV-C 对 B.cinerea 孢子杀菌效果不显

著， 原因可能是这两种杀菌方法都具有相似的杀菌

机理， 联合使用只能增加处理强度， 并且微生物经

紫外线照射后， 具有 DNA 修复机制 ［18］。 相比之

下， 热处理能够破坏微生物自身修复机制， 提高

PL 的杀菌效果， 联合运用 PL 和热处理， 40℃条

件下， 不仅能增强杀菌效果， 而且提高草莓感官品

质 。 此 外 ， 草 莓 通 过 UV-C 处 理 后 ， 产 生 对 B.
cinerea 的感染抗性， 而通过 PL 处理或热处理后却

没产生这种抗性。 目前， 脉冲强光杀菌主要针对细

菌 ［6］， 真菌对其的抵抗性强于细菌， 因此， 关于

脉冲强光技术对果蔬真菌病害的防治， 有待更深入

研究。
（二） 抑制果蔬褐变 蛋白质对 280 nm 的紫外

光有很强的吸收 ［19］。 PL 可以使酶失活， 从而避免

由酶活力带来的不良影响。 Dunn 等 ［20］ 用 3 J cm－2

的 PL 处理鲜马铃薯切片 2～5 次后， 可以避免马

铃薯片表面发生褐变， 而对照组褐变严重， 这表明

PL 可以抑制多酚氧化酶 （PPO） 活性。 新鲜香蕉

片、 苹果片经过 PL 处理后， 也能有效阻止褐变发

生。 Gómez－López 等 ［2］ 在用 PL 处理鲜切莴苣前，
添加适量防褐变剂， 能有效避免褐变发生。 Robert
等 ［15］ 研究了不同强度 PL 对鲜蘑菇切片品质的影

响， 结果表明在 PL 处理前添加 1％ （v/v） 的维生

素 C 溶液， 能有效防止冷藏期褐变发生， 蘑菇中

的 PPO 在 28 J cm－2 的 PL 处 理 后 的 活 性 高 于 4.8
J cm－2 的 PL 处理后的活性， 28 J cm－2 的 PL 处理

后褐变严重， 推测可能是蘑菇切片经过高强度 PL
处理后迅速冷藏， 促使多酚物质底物结合酪氨酸

酶， 从而导致褐变发生 ［21］。 果蔬褐变与贮藏环境

有关， 因此， 需要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 脉冲强光杀菌存在的问题及
安全性评价

脉冲强光杀菌存在的问题， 主 要 有 以 下 两 方

面：（1） PL 产生的热效应对食品品质损害。 Hille-
gas 等 ［22］ 用 5.6 J cm－2 的 PL 处理紫云英蜂蜜， 当

脉冲数为 50～100 时， 蜂蜜表面温度从 20℃升至

80℃或 100℃， 严重破坏了蜂蜜的感官品质及营养

价值。 Robert 等 ［15］ 研究不同强度的 PL 对鲜蘑菇

切片品质的影响， 结果发现， 未处理的鲜蘑菇切片

的 韧 性 是 3.1 N g－1， 而 12、 28 J cm－2 的 PL 处 理

后， 韧性变为 10.2、 19.9Ng－1， Robert 认为热效应导

致蘑菇组织脱水， 从而韧性增强。 Hernando ［23］ 用

扫描电镜观察干蘑菇片， 发现脱水的蘑菇组织比鲜

蘑菇组织更塌陷。 PL 产生的热效应是限制 PL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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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最重要的因素。 （2） PL 穿透力不强， 杀菌不彻

底， 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不透明的食物通过

PL 处理后， 由于食品表面吸收脉冲光， 只能对其

表面进行杀菌， 而致病菌通常存在于食物组织内

部 ［24］， 这就存在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食物越厚

越不透明， 食物内部的杀菌效果就越差。 食物污染

严重时， PL 穿透力不强， 不能完全杀灭内层微生

物， PL 的杀菌效果降低。
另外， Cantos 等 ［25］ 发现， 葡萄经过紫外光处

理后， 白藜芦醇含量增加。 由于 PL 和紫外光杀菌

机制相似， PL 处理葡萄后可能会存在类似的结果。
目前研究认为， 由于 PL 波长太长， 不能使小分子

物质电离， PL 在电磁波谱中属于非电离部分， 因

此果蔬经 PL 处理后不会产生放射性副产物。 1996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21 条法案通过

了 PL 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 样品经过 PL 处理后，
可能导致营养价值降低或不良物质生成， 因此， 欧盟

还没有正式批准 PL 在食品中广泛运用［16］。

四、 结 论

脉冲强光作为一种新型非热力杀菌技术， 与传

统杀菌技术相比， 具有高效、 环保、 最大限度保证

食品品质等特点。 同时， 该技术在处理食品时所需

的费用也不高， 因而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国外

对脉冲强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果蔬、 粉末状食品、
蜂蜜、 奶酪及食品包装材料等方面， 而在国内对该

技术的研究应用很少， 处于初级阶段。 脉冲强光热

效应对食品感官品质的损害及其穿透力不强导致杀

菌不彻底而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成为该技术

的瓶颈。 如何使用制冷系统克服脉冲强光的热效

应， 联合运用多种杀菌技术， 以寻求具有叠加效应

和协同效应， 增强脉冲强光杀菌效果， 及扩大该技

术在食品中的应用范围都成为今后研究工作的重

点。 此外， 食品经脉冲强光处理后是否形成副产

物， 还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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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技术

日前，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陈生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十二五” 时期是无公害

农产品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 为更好地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快速提升， 无公害农产品

工作要做到 “两个坚持、 两个转变”。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系统要牢牢把握有利时机， 实现 “两个坚

持”：（1） 坚持保障消费安全、 满足公众需求， 即以实现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和放心消费为目标， 以与

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菜篮子”、 “米袋子” 产品为重点， 不断扩大无公害农产品总量规模， 为消

费者提供足够的安全优质农产品， 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整体提升；（2） 坚持充分发挥农业标准化

示范带动作用， 即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示范、 带动和辐射， 进一步放大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

化生产示范效应， 促进农业标准化的推广普及， 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升级。 同时， 无公害农产品工

作也将实现 “两个转变”： 在推进方式上由单纯的政府顺向推动朝政府顺向推动与逆向执法监管相结

合转变， 在工作内容上由单纯的符合性评价向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转变。 通过 “两个

坚持， 两个转变”，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将努力实现 3 大目标， 即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面积达到全国产地

总面积 60％， 产品数量达到 7 万个， 获证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 （摘自中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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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无公害农产品工作要做到“两个坚持、两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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