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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强光处理对杨梅汁中酚类物质、
色泽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王正东 1，戚向阳 2*，曹少谦 2

（1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上海 201306； 2 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摘 要: 【目的】为探索脉冲强光技术在杨梅汁加工中的应用，【方法】采用分光光度法和色差法研究了不同脉冲强光

处理和热处理对杨梅汁中酚类物质含量，色泽以及其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结果】结果表明，脉冲强光可显著降解杨

梅汁中的花色苷（P<0.05），且杨梅汁中的花色苷的含量随着脉冲能量的增加而降低。 而杨梅汁中总酚的含量却是随

着脉冲能量的增加显著上升（P<0.05）。 脉冲强光处理对杨梅汁抗氧化活性的影响随反应体系不同而异。 杨梅汁清

除·DPPH 活性随着脉冲强光处理能量的增加而增大，并与花色苷的含量呈一定的负相关（R2=0.848 6），而脉冲强光

处理却使杨梅汁清除超氧阴离子和羟基自由基的活性有所下降。 【结论】与传统的热杀菌相比，脉冲强光处理可更好

的保持其活性成分和品质，脉冲强光技术在果汁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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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ulsed light treatment on polyphenols, color and antioxidant ac-
tivities of bayberry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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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ulsed light technology in bayberry juice
processing.【Metho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ulsed light treatment and hot treatment on polyphenol con-
tent， color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bayberry juice was evaluated by spectrophotometry and colorime-
ter.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gradation of anthocyanins in bayberry juic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y pulsed light treatment （P<0.05）， and more reduction in anthocyanin content was observ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ulsed light energy. However， the content of total polyphenols wer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as the increase of plused light energy （P<0.05）. The effects of pulsed light treatments on the an-
tioxidant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anti-oxidation systems of bayberry juice were inconsistent. The scavenging
effects of bayberry juice on·DPPH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ulsed light energy， which showed
grea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tent of anthocyanins （R2=0.848 6）， whereas， the scavenging activi-
ties of bayberry juice on superoxide anion and hydroxyl free radicals were decreased. 【Conclusion】 Com-
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heat sterilization， pulsed light treatment is a better way to keep the active com-
pounds and quality of bayberry juic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ulsed light technology had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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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 （Myrica rubra Sieb. & Zucc.） 是我国南方特

产水果，因营养丰富，口味独特以及特殊的药用价值

和保健价值而备受青睐[1]。 杨梅果实柔软多汁，外表

无保护组织，成熟期短，一般在 6 月中、下旬的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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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间内，适逢高温高湿的梅雨季节，果实极不耐贮

藏和运输，适合加工成果汁[2]。 目前果汁加工主要是

热处理加工，然而热处理加工过程中颜色不稳定，以

及有效成分的损失是目前加工中最大的难题[3-4]。 为

了更好的保证果汁的质量， 冷杀菌逐渐成为研究的

热点。目前研究最多的冷杀菌主要有超高压技术，高

压脉冲电场技术，脉冲强光（Pulsed Light， PL）技术，
辐照技术，紫外技术，超声波技术以及高密度二氧化

碳技术[5]等。
PL 技术是一种在极短时间内发射强烈的光谱

且富含紫外线的光而用于食品表面、 食品加工机器

和食品包装材料的新型冷杀菌技术[6]。此技术因能耗

少、杀菌效率高、安全无残留已被美国 FDA 允许用

于食品加工上。 目前该技术应用于食品的研究相对

较少，主要集中水果、蔬菜、种子、蜂蜜、婴幼儿奶粉

等固体或半固体的杀菌处理[7]。 此外关于 PL 技术用

于果汁的杀菌及对果汁品质影响的研究相对稀少。
Pataro[7]使用 PL 对流动的苹果汁和橘子汁中的细菌

进行杀灭。 Sauer 等[8]曾经使用 PL 杀灭苹果汁和苹

果酒中的细菌。 Irene 等[9]研究表明 PL 联合高压脉冲

电场技术可有效杀灭苹果汁与红梅汁混合果汁中的

大 肠 杆 菌 ， 对 果 汁 的 品 质 却 没 有 显 著 影 响 。 但

Arantxa 等[10]的研究表明，PL 处理对苹果汁的颜色有

显著性影响。 然而目前关于 PL 应用于杨梅汁的加

工的研究还尚未见文献报道。 本实验旨在研究不同

脉冲强光处理对杨梅汁品质的影响， 为 PL 加工技

术在果汁上的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与仪器设备

材料: 市售杨梅。
试剂: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 AR）

购自 sigma。 2-硫代巴比妥酸（TBA），焦性没食子酸，
抗坏血酸，EDTA，H2O2，均为分析纯，购自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仪器设备: 7230G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舜宇恒

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UV—2000 紫外分光光度计

（尤尼克仪器有限公司）；centrifuge 5804R 冷冻离心

机（德国 Eppendorf）；脉冲强光处理设备（宁波纯亮

杀菌设备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杨梅汁制备 选择成熟、 新鲜无腐烂症状的

杨梅，去蒂，5% NaCl 浸泡 20 min 驱除果中小虫，然

后用清水冲洗，沥干水分。手工去核，榨汁机榨汁，用

100 目尼龙滤布过滤， 然后于 8 000 r·min-1 冷冻离

心 5 min，即得到实验用新鲜杨梅汁，然后放于 4 ℃
冰箱中待用。
1.2.2 杨 梅 汁 的 PL 处 理 取 50 mL 杨 梅 汁 加 入

PG 薄膜袋中，果汁厚 0.1 cm，赶出气泡，封口。 本实

验采用 100、150、240、460 mJ·cm-2，4 个脉冲能量进

行处理，分别脉冲 1、3、5、7 次，其中脉冲频率为 4 s·
次-1。PL 处理后的样品迅速放置于-18 ℃冰箱中冷冻

待测。
1.2.3 杨梅汁的热处理 取 50 mL 杨梅汁加入到锥

形瓶中，水浴锅中加热，当果汁中心温度达到 72 ℃
时开始计时，20 min 后立即冷却，放置于-18 ℃冰箱

中冷冻待测。
1.2.4 花色苷含量的测定 采用差异 pH 法测定花

色苷含量[11]。取 1 mL 杨梅汁，分别用 pH 1.0 和 pH 4.5
的缓冲溶液稀释至 10 mL， 置于室温暗处平衡 2 h，
蒸馏水做参比，在 510 nm 下测定光密度值（OD）。

花色苷相对含量[mg·（100 mL）-1]=△OD *1000/
77.5

式中，△OD =T OD （pH=1.0）-T OD （pH=4.5）；
77.5 为蔓樾橘花色苷的吸光系数。
1.2.5 总酚含量的测定 总酚含量的测定参照相关

文献 [12]，并略做修改。 标准曲 线 的 制 作 : 准 确 称 取

0.100 g 没 食 子 酸，用 蒸 馏 水 定 容 到 100 mL，此 为

1 mg·mL-1 的标准溶液。 取 5 支具塞试管，分别加入

0.2、0.4、0.6、0.8、1.0、1.2 mL 的 没 食 子 酸 标 准 液，各

加 6 mL 蒸馏水，摇匀，再加 0.5 mL 福林试剂，充分

摇匀，加入 20%碳酸钠 1.5 mL，混匀，用蒸馏水定容

至 10 mL 后，在 75 ℃下反应 10 min，冷却，测定 745
nm 下 OD 值，以 OD 为纵坐标，标准溶液浓度为横

坐标制作标准曲线。样品测定: 将杨梅汁稀释 10 倍，
取稀释液 1mL，每一试样重复 3 次，取 745 nm 下 OD
的平均值，从上述标准曲线计算总酚的含量。结果以

每 mL 杨梅汁中相当于多少 mg 没食子酸表示。
1.2.6 色泽测定 用 WSC-S 全自动测色差计测定

亮度（L*）、红绿偏向（a*）和蓝黄偏差向（b*），色调角

H=arctan （b*/a*）， 总的色差变化按下式计算:△E=
[（L*-L*0）2+（a*-a*0）2+（b*-b*0）2]1/2。 其中 L* 值越

大表明亮度越大；a* 正值越大， 偏向红色的程度越

大， 负值绝对值越大偏向绿色越大；b* 正值越大偏

向黄色越大，负值绝对值越大偏向蓝色越大；△E 越

大，颜色变化越明显[13]。
1.2.7 清除·DPPH 活性的测定 参照 Miller 等[14]的

研究方法测定样品清除·DPPH 的能力。 用甲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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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L 处理对杨梅汁中总酚含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total phenol content of
bayberry juice

图 1 PL 处理对杨梅汁中花色苷含量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anthocyanin content of
bayberry juice

0.05 mol·L-1 的·DPPH 溶液，取 0.01 mL 杨梅汁样品

与 4mL·DPPH 溶液混合，常温避光条件下放置 45min
后，以甲醇为参比，在 517 nm 处测定吸光值（A）。 样

品对照以蒸馏水代替·DPPH 溶液，空白对照以蒸馏

水代替样品。 清除率按下式计算:
清除率（%）=[1-（A 样-A 样对）/A 空白]×100

1.2.8 清除超氧阴离子活性的测定 参照阮征等 [15]

的 方 法 并 略 作 修 改 : 取 0.1 mol·L-1 pH 8.2 的 Tris-
HCl 缓冲液 4.5 mL， 分别加入 1 mL 1 mmol·L-1 ED-
TA，0.5 mL 样品溶液，2.9 mL 蒸馏水，摇匀，置于 25
℃水浴中预热 10 min，再加入 100 μL，9 mmol·L-1 焦

性没食子酸溶液，摇匀计时，准确反应 3 min 后，加

入 50 g·L-1 的 抗 坏 血 酸 溶 液 50 μL 终 止 反 应。 以

Tris-HCl 缓冲液作参比， 在 325 nm 处测定吸光值

（A）。 样品对照以蒸馏水代替焦性没食子酸溶液，空

白对照以蒸馏水代替样品。 清除率按下式计算:
清除率（%）=[1-（A 样-A 样对）/A 空白]×100

1.2.9 清除羟基自由基活性的测定 参 照 徐 向 荣

等 [16]的方法并略做修改: 在洁净干燥的试管中依次

加入 0.4 mL 50 mmol·L-1 pH7.4 的 KH2PO4-KOH 缓

冲 液，0.1 mL 的 样 品，0.1 mL 1.04 mmol·L-1 的 ED-
TA，0.1 mL 12 mmol·L-1 H2O2，0.1 mL 60 mmol·L-1 的

DR，0.1 mL 2 mmol·L-1 维生素 C，0.1 mL 1 mmol·L-1

FeCl3， 然后于 37 ℃保温 1 h， 立即加入 25% HCl 1
mL（终止反应），1% TBA 1 mL 后，沸水浴 15 min，立

即冷却后，在 532 nm 处测定吸光值（A）。 样品对照

以蒸馏水代替 DR，空白对照以蒸馏水代替样品。
清除率（%）=[1-（A 样-A 样对）/A 空白]×100

1.3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方差分析采用 SAS8.01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当 P>0.05 时，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时，表

示差异显著。 实验数据采用 Excel-2003 进行统计学

分析，实验数据表示为平均值±SD。 所有实验重复 3
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PL处理对杨梅汁理化性质的影响

2.1.1 PL 处理对杨梅汁中花色苷含量的影响 由

图 1 可知 PL 处理可导致杨梅汁中花色苷的显著降

解（P<0.05）。 杨梅汁中花色苷的含量随着脉冲强度

和脉冲次数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P<0.05）。 经过 PL
（460 mJ·cm-2，7 次）处理后，杨梅汁中的花色苷的含

量由 10.24mg·（100mL）-1 下降至 8.57mg·（100mL）-1。
不同强度的 PL 脉冲 1 次时， 其花色苷的含量迅速

下降， 但是脉冲 3 次与脉冲 5 次后花色苷的含量差

异不显著（P>0.05）。 当脉冲次数增加至 7 次时，杨梅

汁中花色苷的含量又显著下降（P<0.05）。

2.1.2 PL 处理对杨梅汁中总酚含量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PL 处理可使杨梅汁中总酚含量有所上升。
与对照组相比， 脉冲强度和脉冲次数对总酚含量都

有显著影响（P<0.05）。 当脉冲次数为 1 时，不同的脉

冲强度均可显著提高果汁中酚类物质的含量 （P<
0.05）。 当脉冲次数大于 1 时，果汁中的酚类物质在

脉冲强度为 100 mJ·cm-2 时，其含量随着脉冲次数的

增加而增加；但当脉冲强度为 150~460 mJ·cm-2 时，
其含量随着脉冲次数的增加而有所下降。

2.1.3 PL 处理对色泽的影响 由表 1、 表 2 可知，
PL 处理对杨梅汁的色泽有显著性的影响。 随着脉

冲强度和脉冲次数的增加，杨梅汁的亮度（L*）略有

增加，但变化不显著（P>0.05），而其红色（a*）和黄色

（b*）显著性降低（P<0.05），色偏角（H）显著增加（P<
0.05），表明杨梅汁红色降低的程度比黄色降低的程

度更明显。 由表 1、表 2 可知，随着脉冲强度和脉冲

次数的增加，果汁的总色差（△E）显著增加。 杨梅汁

在 460 mJ·cm-2 能量下脉冲 7 次时， 其△E 为 2.06，
才可产生视觉上可见性的差异， 而其他 PL 处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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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L 处理对杨梅汁清除·DPPH 活性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bayberry juice

图 4 PL 处理对杨梅汁清除O2·活性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O2·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bayberry juice

表 2 色泽变化的显著性分析

Table 2 Significant analysis of color change

Model 脉冲强度

Pulsed fluence
脉冲次数

Pulsed times
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L*
a*
b*
H
△E

0.0910
0.0048
0.0012
0.0065
0.0001

-
0.0227
0.0021
0.0421
0.0254

-
0.0041
0.0008
0.0125
0.0016

-
0.0830
0.1586
0.0699
0.0012

表 3 总酚、花色苷的含量与抗氧化活性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ents of anthocyanins，
total phenols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相关性

Correlation
总酚 Total phenols 花色苷 Anthocyanins
y=ax+b R2 y=ax+b R2

·DPPH
O2·

·OH

y= -10.255x+90.349
y= 9.4142x+53.107
y= 1.8847x+53.107

0.0978
0.1505
0.0091

y= -13.017x+179.71
y= 8.6259x+1.9675
y= 6.2273x-16.066

0.8486
0.6807
0.5550

O
2·
清

除
率

O
2·
cl
ea
ra
nc
e/
%

脉冲次数 Pulsed time

100 mJ·cm-2

240 mJ·cm-2
150 mJ·cm-2

460 mJ·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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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脉冲强光处理对杨梅汁色泽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color of bayberry juice
脉冲强度

Pulsed fluence
/（mJ·cm-2）

脉冲次数

Pulsed time

L*
亮度

Brightness/darknes

a*
红绿偏差

Redness/greenness

b*
黄蓝偏差

Yellowness/blueness

H
色偏角

Colour cast

△E
总色差

Total colour difference
0

100

150

240

460

0
1
3
5
7
1
3
5
7
1
3
5
7
1
3
5
7

73.32±0.06
73.40±0.82
73.99±0.61
73.94±0.19
73.62±0.29
74.22±0.47
73.91±0.68
74.05±0.53
74.21±0.70
74.41±0.65
73.63±1.34
72.91±0.41
73.45±0.09
73.74±0.28
73.85±0.74
74.25±0.41
74.29±0.81

18.10±0.86
18.01±0.86
17.25±0.93
17.52±1.29
17.46±0.30
17.12±0.27
16.98±0.03
17.85±1.40
17.18±0.73
16.82±0.43
17.17±0.97
18.54±1.02
17.79±0.16
17.62±0.47
16.50±0.04
16.80±0.46
16.54±0.27

11.11±0.22
11.08±0.06
10.94±0.14
11.01±0.24
10.97±0.07
10.92±0.75
10.99±0.19
11.06±0.23
10.90±1.44
10.87±0.09
10.81±0.12
11.01±0.15
10.96±0.03
10.95±0.04
10.68±0.09
10.85±0.07
10.49±0.20

0.55±0.01
0.55±0.02
0.57±0.02
0.56±0.02
0.56±0.01
0.57±0.01
0.57±0.01
0.56±0.03
0.57±0.01
0.57±0.01
0.56±0.02
0.54±0.02
0.55±0.00
0.56±0.01
0.57±0.00
0.57±0.01
0.56±0.00

0±0.48
0.93±0.27
1.16±1.01
1.36±0.29
0.74±0.38
1.37±0.46
1.37±0.27
1.39±0.51
1.32±0.97
1.71±0.75
1.60±0.70
1.07±0.25
0.52±0.38
0.69±0.47
1.83±0.30
1.65±0.44
2.06±0.03

件均未产生视觉可见差异。
2.1.4 PL 处理对杨梅汁清除·DPPH 活性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杨梅汁清除·DPPH 活性的能力随着脉

冲强度和脉冲次数的增加而增加（P<0.05）。 当脉冲

强度从 100 mJ·cm-2 增大到 460 mJ·cm-2， 脉冲次数

增加到 7 次时，杨梅汁对·DPPH 的清除率从（49.2±
0.94）%分 别 增 加 到 （61.7±0.90）%、（63.4±0.02）%、
（65.6±0.77）%、（67.4±0.38）%。 由表 3 可知，杨梅汁

清除·DPPH 的活性与花色苷的含量呈较好的负相

关性 （R2=0.848 6）。 花色苷含量的变化对杨梅汁清

除·DPPH 活性的能力有一定影响。

2.1.5 PL 处理对清除超氧阴离子（O2·）活性的影响

图 4 显示， 杨梅汁清除超氧阴离子活性的能力随着

脉冲强度和脉冲次数的增加而降低（P<0.05）。 脉冲

强度从 100 mJ·cm-2 增大到 460 mJ·cm-2， 脉冲次数

为 7 次时，超氧阴离子的清除率从（87.10±0.50）%分

别降低到 （78.40±1.55）%、（75.66±0.76）%、（76.32±
2.05）%、（72.92±0.50）%。 PL 处理导致杨梅汁中具有

清除超氧阴离子的营养物质降解。表 3 显示，杨梅汁

清除超氧阴离子活性的能力与花色苷的含量有一定

的正相关性（R2=0.680 7）。这表明花色苷的降解对清

除超氧阴离子活性能力的降低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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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L 对杨梅汁清除·OH 活性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PL treatment on O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bayberry juice

表 4 热处理对杨梅汁理化性质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bayberry juice
分析项目

Analysis item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脉冲强光组（460 mJ·cm-2，7 times）
Pulsed light treatment group

热处理组

Hot treatment group
花色苷含量

Anthocyanin content/（mg·100 mL-1）
总酚含量

Total phenol content/（g·L-1）
总色差

Total colour difference（△E）
清除·DPPH 能力

·DPPH scavenging activity/%
清除O2·能力

O2·scavenging activity/%
清除·OH 能力

·OH scavenging activity/%

10.24±0.08 a

2.79±0.13 a

0.00±0.48 a

49.24±2.65 a

87.06±0.50 a

47.34±0.37 a

8.57±0.08 b

2.72±0.13 a

2.06±0.03 b

67.43±0.38 b

72.92±0.10 b

37.10±0.55 b

6.82±0.35 c

3.29±0.18 b

5.09±0.19 c

64.69±0.80 b

74.20±0.38 b

38.10±0.46 b

注：采用邓肯分析方法，同一行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0.05）。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line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
OH

清
除

率

·
OH

cl
ea
ra
nc
e/
%

脉冲次数 Pulsed time

100 mJ·cm-2

240 mJ·cm-2
150 mJ·cm-2

460 mJ·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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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L 处理对清除羟基自由基（·OH）活性的影

响 图 5 显示，PL 处理后杨梅汁清除羟基自由基的

能力于对照组相比显著性下降（P<0.05）。 随着脉冲

强度的增加， 杨梅汁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依次下

降；当脉冲次数超过 1 次后，增加脉冲次数，杨梅汁

清除羟基自由基的活性无显著性变化（P>0.05）。 由

表 3 可知， 杨梅汁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与花色苷

的含量有一定的正相关性（R2=0.555 0），与总酚含量

相关性不大。
2.2 PL 处理和热处理对杨梅汁理化性质影响的比

较

由上述结果可知， 随着脉冲强度和脉冲次数的

能加，PL 对杨梅汁的品质影响越来越大。 由表 4 可

知， PL 处理（460 mJ·cm-2，7 次）后花色苷的含量显

著性降低（P<0.05），但仍明显高于热处理后杨梅汁

中花色苷的含量[6.82 mg·（100 mL-1）]。 PL 处理和热

处理对杨梅汁的色泽都有显著影响（P<0.05），但经

PL 处理的杨梅汁其色泽变化远小于热处理的果汁

（△E=5.09）。 此外， PL 处理对杨梅汁总酚含量影响

不显著， 但热处理后的杨梅汁其总酚的含量显著增

加（P<0.05）。同时，表 4 的结果表明，热处理和 PL 处

理对杨梅汁抗氧化活性的影响随抗氧化体系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但两种处理方式对杨梅汁抗氧化活性

的影响基本一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因此，
相比较热处理，PL 处理能更好的保持杨梅汁原有的

色泽和品质。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PL 处理和热处理都对杨梅汁中花

色苷和色泽有显著性影响（P<0.05）。 随着脉冲能量

的增加，花色苷的含量显著性下降（P<0.05）。 这因为

PL 的光谱分布类似于太阳光， 而花色苷的 2-苯基

苯并吡喃阳离子结构导致其稳定性较差， 光和热都

能促进花色苷的降解[17]。但是比较脉冲 3 次和脉冲 5
次后杨梅汁中花色苷的含量发现差异不显著 （P>
0.05）。 这可能是由于一定能量的 PL 可促进花色苷

分子间和分子内辅色生成有色物质 [18]，而辅色素本

身具有抗紫外光作用， 当它们游离于溶液中时可优

先吸收紫外线而减少对花色苷的破坏 [19]，从而一定

程度上对花色苷有保护作用。 但当脉冲能量进一步

增大时，辅色素的分解速度也加快，同时花色苷的降

解速度加快，从而随着脉冲次数的增大，花色苷含量

显著下降（P<0.05）[20-21]。 随着脉冲能量的增加，杨梅

汁的花色苷含量降低，总色差值增大，说明杨梅汁的

色泽变化可能与脉冲处理后杨梅汁花色苷的含量降

低有关[22]。
然而采用 Folin-酚法分析表明，采用 PL 和热处

理可使总酚含量显著性（P<0.05）增加。 该方法是氧

化还原反应，容易受到其他还原性物质的影响[12]。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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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PL 处理和热处理后花色苷的可能降解成为 3，4-
二羟基苯甲酸等酚酸类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更强的

还原性，导致总酚含量的上升[23]。
杨梅汁的保健作用与其抗氧化能 力 有 很 大 关

系。 研究杨梅汁的抗氧化能力发现，PL 处理对杨梅

汁抗氧化活性的影响随反应体系不同有所不同。 随

着脉冲能量的增加，杨梅汁清除·DPPH 的能力显著

增大（P<0.05），同时与花色苷的含量呈较好的负相

关性（R2=0.848 6），然而清除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离

子的能力却随着脉冲能量的增大而显著性（p<0.05）
降低，并且与花色苷含量成一定的正相关性。这可能

与花色苷和花色苷的降解产物在不同的抗氧化体系

表现的抗氧化能力不同有关[24-25]。 据有关文献报道，
PL 处理后， 杨梅汁中花色苷可能会降解成为 3，4-
二羟基苯甲酸等酚酸类物质 [26]，而这些产物可能具

有更强的清除·DPPH 能力[24]。 此外，PL 处理后杨梅

汁中花色苷的降解以及酚类物质组成的变化也可

以导致其清除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能力的变

化 [25]。

4 结 论

PL 处理对杨梅汁中酚类物质、色泽及抗氧化活

性都有显著性（P<0.05）影响。 随着脉冲能量的增加，
花色苷的含量逐渐降低。然而相对于热处理，较大能

量的 PL 处理（460 mJ·cm-2，7 次）对杨梅汁中花色苷

含量以及杨梅汁总色差的影响远远小于热处理，而

热处理后杨梅汁的有极显著视觉可见差异。 此外，
PL 处理和热处理杨梅汁的抗氧化活性基本一致，没

有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 PL 技术在杨梅汁的加

工上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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