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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强光对牛奶中阪崎肠杆菌杀菌效果的影响
Optimization of Sterilization on Enterobacter Sakazakii in Milk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with Pulsed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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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响应面法优化脉冲强光对鲜牛奶细菌杀灭工艺条件，以闪照次数、闪照距离和牛奶质量

为影响因子，以灭菌率作为响应值。基于此，本文就响应曲面法用于优化脉冲强光对牛奶中阪崎肠杆菌杀菌工

艺的效果展开相关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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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d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optimization of pulsed light on fresh milk 

bacteria killing process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flash, flash according to distance and milk quality of impact 

factor, as a response to the sterilization rate value, pulse light was optimized by using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for fresh milk Enterobacter Sakazakii killing process conditions on account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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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响应曲面法优化牛奶中阪崎肠杆菌的

杀菌减菌工艺，为牛奶保鲜提供一种新的高效减菌预

处理方法，且针对鲜牛奶运输及存储过程中出现的细

菌污染问题展开相关叙述，以期为国内相关产业鲜牛

奶的应用提供可靠建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所用牛奶由某牧场所提供，平板计数琼脂。

1.2　仪器与设备

LA50-800H 脉冲强光表面杀菌实验柜，宁波中物

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恒温数显生化培养箱，上海

博迅实业医疗设备厂；GZX-9140MBE 数显鼓风干燥箱，

上海博迅实业医疗设备厂；SW-CJ-2FD 型双人单面净

化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菌落计数分析仪，

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HH-W600 数显三用恒温水箱，

江苏省金坛市医疗仪器厂；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

仪器（上海）有限公司；pH 计，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

海）有限公司；全自动压力灭菌锅，上海博迅实业医

疗设备厂。

1.3　试验方法

1.3.1　对鲜牛奶的处理

在无菌试验台上分别吸取不同量的鲜牛奶，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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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10、15、20、25 mL 作为本次研究的样品，且将

这几分样品放置于无菌器皿中。除此之外，对不同量

的鲜牛奶进行称重，分别将 1、2、3、4、5 kg 样品放

置冰箱中以备用。

1.3.2　脉冲强光的处理方式

将脉冲强光实验柜打开备用，且等仪器稳定之后

启动。首先，将放置鲜牛奶的无菌器皿放置实验柜中，

将柜门关上，然后根据试验记录的参数对牛奶样品采

取脉冲强光闪照处理。为了能将实验柜中鲜牛奶进行

全面闪照，每隔 5 min 会对其进行处理，记录所得数据。

1.3.3　实验数据的设定

①在相同质量、相等距离、相同闪照能量的条件下，

对闪照次数进行调整，分别以 5、10、15、20、25 次

进行比较。②在闪照次数相等且闪照能量与样品液体

质量相同的条件下，对闪照能量进行调整，分别为 0、

100、200、300、400 J，对其所得数据进行观察和记录。

③闪照次数相等、闪照距离及闪照能量相同，但样品

中鲜牛奶质量不同，分别为 1、2、3、4、5 kg，展开试验，

对其结果进行记录和观察。

2　结果与分析

2.1　闪照次数对牛奶中阪崎肠杆菌灭菌率的
影响

本次试验将牛奶样品接受脉冲强光的次数设为 5、

10、15、20、25 次，比较脉冲强光闪照次数对牛奶中

阪崎肠杆菌灭活率的影响，其试验设计见表 1。

表 1  不同脉冲强光闪照次数对牛奶中阪崎肠杆菌杀菌影响

设计表

水平

因素

闪照

次数

控制

距离 /cm

闪照

能量 /J

牛奶

质量 /kg

灭菌

率 /%

2 5 10 200 1 0.83

1 10 10 200 1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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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强光照射次数对鲜牛奶细菌的灭菌效果，如

图 1 所示。

图 1　闪照次数对细菌灭菌率的影响图

由图 1 可看出，脉冲强光的闪照次数与细菌的灭

活率呈正相关。也就是说，闪照次数越多，牛奶中阪

崎肠杆菌的灭菌有效率越高。在图 1 中，10-15 次，

随着闪照次数的增加，灭活效果明显，15-20 次，随

着闪照次数的增加，灭活效果降低，但也是呈上升的

趋势。综上可知，第 25 次闪照灭活效果会更好。灭活

效果与闪照次数呈正相关，灭活次数达到一定数值，

牛奶中的阪崎肠杆菌就会被杀灭，就能有效控制鲜牛

奶加工及储藏过程中细菌污染的程度，同时延长货架

期，并为生产高品质鲜奶制品奠定基础。

2.2　 闪照能量对牛奶中阪崎肠杆菌灭菌率的
影响

本次试验分别将牛奶样品在脉冲强光照射下的能

量设为 0、100、200、300、400 J，比较脉冲强光闪照

能量工艺对牛奶中阪崎肠杆菌灭活率的影响，其试验

设计见表 2。

表 2　不同脉冲强光闪照能量对牛奶中阪崎肠杆菌杀菌影响

设计表

水平

因素

闪照

次数

控制

距离 /cm

闪照

能量 /J

牛奶

质量 /kg

灭菌

率 /%

2

1

20

20

15

15

0

100

1

1

0

0.22

0 20 15 200 1 0.65

-1 20 15 300 1 0.97

-2 20 15 400 1 0.96

图 2 是脉冲强光照射对鲜牛奶灭菌效果的影响分

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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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闪照能量对鲜奶细菌灭菌率的影响图

由图 2 可看出，牛奶中的阪崎肠杆菌的灭活率随

着脉冲强光闪照能量的增加呈先上升后平缓的趋势，

当脉冲强光闪照能量为零时，牛奶中的阪崎肠杆菌的

灭活率为零。随着脉冲强光的闪照能量增加，牛奶中

的阪崎肠杆菌的灭活率先上升后平缓。具体来说，脉

冲强光闪照能量在 0 ～ 300 J 时，随着闪照能量的增加，

牛奶中的阪崎肠杆菌的灭活率不断上升，并达到最大

的灭活率，牛奶中的阪崎肠杆菌的最大灭活率可达到

97%；脉冲强光闪照能量在 300 ～ 500 J 时，随着闪照

能量的增加，牛奶中的阪崎肠杆菌的灭活率不再增加，

几乎是一条直线，灭活率在 97% 上下浮动，浮动差距

不超过 0.01%。这说明，随着脉冲强光能量的增加，

牛奶中的阪崎肠杆菌的灭活率不再增加，此时的灭菌

效果已经完全达到鲜奶的保存、生产要求。所以，当

脉冲强光闪照能量超过 300 J 的时候，牛奶中的阪崎肠

杆菌的灭菌效果就已经达到最好。出于节约能源和实

际情况考虑，应该将脉冲强光的闪照能量控制在 300 J，

才能对牛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存在的细菌情况进行有

效控制，且可以相应延长货架期，有利于鲜奶的运输、

保藏及食用。

2.3　 响应面法优化脉冲强光对牛奶中阪崎肠
杆菌杀菌效果的影响

如果以闪照次数、闪照距离和闪照能量作为参

考因素，分别为 X1、X2、X3，对微生物的杀菌率为

Y，进而对试验情况进行观察，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 

见表 3。

表 3　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表

试验号

因素

X1 闪照

次数

X2 闪照距离

/cm

X3 闪照能量

/J）

Y 灭活率

/%

1 10 10 200 91

2 20 9 400 99

3 20 10 300 97

4 10 10 400 96

5 30 11 300 98

6 20 10 300 97

7 20 9 200 95

8 20 10 200 93

9 30 10 400 99

10 30 9 300 99

11 20 11 400 96

12 30 10 200 97

13 10 11 300 93

14 20 10 300 97

15 10 9 300 95

16 20 10 300 97

17 20 10 300 98

3　结语

本文以闪照次数、闪照距离和牛奶质量为影响因

子，就其对鲜牛奶中阪崎肠杆菌细菌杀灭效果的影响

展开了分析，证明采用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可以有效杀

灭鲜奶中污染的阪崎肠杆细菌。如果进行单因素试验，

采用脉冲强光所取得的效果相对较低，但是对脉冲强

光杀菌率也有一定影响。此外，本次研究表明，脉冲

强光可作为一种较理想的灭菌手段来处理液体食品，

如牛奶表面的染菌问题，但对于其他液体食品的最优杀

菌技术参数需要相关的试验研究来确定。本文为应用脉

冲强光技术杀灭牛奶中阪崎肠杆菌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

据，希望有助于国内外一些液态食品的杀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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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素质，进而保障计量工作顺利推进。检定人员综

合素质的提升，应主要从专业素养教育以及整体思想

道德素质两方面入手。就这两项工作而言，整体思想

道德素质显得更加重要。如果计量从业者没有较高的

思想道德素质，很容易在食品检验计量检定中产生不

良思想，技术再熟练，检定结果也不可信。总而言之，

需要保障计量检定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就必须打

造出一支技术过硬、思想道德素质过硬的专业食品计

量检定团队，保障工作的专业性。

2.4　设置专业的量化考察及考评制度

食品计量检定中，不仅仅要求专业人才，更要求

雷厉风行的管理者，通过培训等手段提升计量检定人

员的专业性，同时提升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积极

性。各个食品检验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专业

的量化考察及考评制度，从思想道德及专业素质两方面

考虑，充分激发每位一线工作者以及中层管理者工作的

积极性，增强其责任心。在此基础上，制度的动态化也

显得至关重要，动态的制度有利于及时根据发生问题

进行调整，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方向的调整。

2.5　完善计量食品检定机制

在食品检定计量管理领域，制定科学的流程以及

可执行的机制至关重要，这一机制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直接关系群众的身体健康等。由此可见，需要构筑科学、

完善的计量监督机制，提高计量监督水平。随着食品

行业的飞速发展，计量检定也需要不断升级和进步，

保证在各种不同类别的食品行业中都能取得良好成效。

无论是哪个种类的食品计量检定，都需要切实完善计

量监督流程，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进而保障计

量检定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　结语

通过上文对于计量检定在我国食品检验中应用的要

求，以及未来发展策略的分析，不难发现，计量检定工

作的质量与食品检验水平息息相关，应当提升计量检定

在食品检验中的应用水平，切实保障我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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