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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脉冲强光是一种新型非热力杀菌技术。 介绍食品加工生产中常用的杀菌方法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脉冲强光杀菌技术

的原理、特点及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展望该技术在食品加工及保鲜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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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在食品加工中较成熟的杀菌技术有热杀

菌、辐照杀菌、紫外线杀菌、臭氧杀菌等，但它们都有

不尽人意的地方。传统的热杀菌方式可使食品中腐败

菌细胞内的蛋白质凝固变性，导致细菌失活；农产品

或食品发生物理或化学性质变化，造成色、香、味、组

织结构的改变及营养价值的降低。 紫外线穿透性差，
所以其杀菌能力受到较大限制，并且紫外线照射易使

食品中的脂肪氧化产生臭味，使蛋白质变质产生变色

等现象，使维生素、叶绿素等有益成分分解。辐照杀菌

易产生明显的变味，且基建费用比较高。
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弥补了上述几种杀菌技术的

缺陷，其利用瞬时、高强度的脉冲光能量杀灭各类微

生物，对食品的营养成分及口感影响很小，具有低热、
杀菌效率高、无副产物、易控制等特点。 1996 年，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 21 条法案通过了脉冲

强光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
1 脉冲强光杀菌原理

脉冲强光杀菌是利用脉冲的强烈白光闪照方法

进行灭菌的技术。脉冲强光杀菌的原理是：将可见光、
红外线和紫外线协同作用于微生物，通过闪照时瞬时

的、高强度的脉冲光能量对微生物细胞壁蛋白质和核

酸活性结构的作用，使细胞变性、失去生物活性，抑制

其生长繁殖，从而达到杀菌目的。
脉冲强光杀菌设备的最基本结构是由一个动力

单元和一个惰性气体灯单元组成。动力单元是向惰性

气体灯单元提供高电压高电流脉冲的部件，为惰性气

体灯提供所需的能量；惰性气体灯在动力单元提供能

量的基础上， 发出由紫外至近红外线区域的光线，紫

外线波段尤为丰富， 其光谱与太阳光光谱十分相近，

但强度要超出数千倍至数万倍。
脉冲强光能有效杀灭暴露在食品和包装材料表

面或水中的细菌、霉菌、孢子、病毒、原生质、休眠孢子

等各类微生物以及食品中的内源酶， 是一种无汞、低

热、无副产物的新型杀菌技术。 脉冲强光杀菌效果受

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输入电压、闪光间隔、闪照次

数、受照射物离光源的距离、触发脉冲宽度、菌液原始

浓度等。
2 脉冲强光杀菌效果

与传统的杀菌方法相比，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具有

杀菌处理时间短（一般处理时间是几秒到几十秒）、残

留少、对环境污染小、不与物料和器械直接接触、操作

容易控制等特点。 针对食品中的化学成分（包括营养

成分）及微生物菌群变化进行的大量试验，证明脉冲

强光处理食品具有安全可靠性。
2.1 脉冲强光可有效减少食品表面的微生物数量

脉冲强光具有极高的峰值能量， 就像是闪电，把

相同的能量以高峰值的形式瞬间释放，穿透食品的包

装，彻底破坏微生物 DNA。 Joseph 等研究结果表明，
脉冲强光能杀死大多数的微生物，比传统的紫外灯效

率高，可用于延长以透明物料包装的食品及新鲜食品

的货架期，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2.2 脉冲强光能使食品中的酶钝化

试验结果表明，脉冲强光闪照 40 次后，淀粉酶活

力降 70%、蛋白酶活力下降 90%。 Dunn 等用 3 J/cm2

的脉冲强光对鲜马铃薯切片进行 2～5 次处理后，避免

了马铃薯片表面发生褐变，而对照组褐变严重，这表

明脉冲强光可以抑制多酚氧化酶（PPO）活性，避免果

蔬褐变。
2.3 脉冲强光对食品中营养成分的影响很小

脉冲强光低温特性有助于保持被处理食品的风

味，且脉冲强光只作用于食品的表面，从而对食品的

风味和营养成分影响很小。经脉冲光处理的食品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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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相比，其中的化学成分和营养特性没有显著变

化。 有研究表明，脉冲强光对油脂、L-酪氨酸、葡萄

糖、淀粉及 VC 均不造成明显的破坏。
3 脉冲强光技术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
3.1 焙烤制品

对由聚乙烯袋包装的面包切片进行脉冲强光处

理试验，结果表明：未经处理的样品在室温下存放 5～
7 d 就有霉菌生长，11 d 后霉变现象相当严重； 而透

过包装袋经脉冲强光处理过的样品， 在室温下放置

11 d 以上仍无霉变迹象。
3.2 海产品

用脉冲数为 4～8、 强度为 1～2 J/cm2 的脉冲光处

理虾，可使其货价寿命延长 1 周，感官质量得以改善。
虾经脉冲强光处理后， 在冰箱中保存 7 d 仍可食用；
而未经处理的虾，出现由微生物引起的降解、变色、产

生异味等变质现象，完全失去食用价值。
3.3 肉制品

大量试验表明，脉冲强光可增强牛肉、鸡肉和鱼

肉等肉制品的货架期和安全性。同时对肉制品中的营

养成分和化学成分（蛋白质、VB2、亚硝胺、苯并芘以及

对光、热及氧化非常敏感的 VC 和 VB2）进行分析，发

现脉冲光处理样品与未处理样品之间无显著差别。
3.4 果品和蔬菜

果品和蔬菜采收后用脉冲光进行杀菌处理，可以

减少潜伏侵染的微生物数量， 减少贮藏过程中的腐

烂，保持果品和蔬菜良好的品质，延长果蔬的保鲜期

和货架寿命。 目前已经应用的有马铃薯、香蕉、苹果、
梨等果蔬，用脉冲光杀菌处理后可获得良好的保鲜效

果。 用脉冲强光处理新鲜且完好无损的西红柿，在冰

箱存放 30 d 后，西红柿仍然完好，具有很好的食用品

质；而未经脉冲光处理的西红柿，在同样的条件下存

放 30 d 后，60%以上已发生霉烂， 食用品质明显下

降。 与果蔬化学杀菌剂相比，脉冲强光杀菌具有无残

留、无公害、高效、安全等特点，在果蔬防腐保鲜上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3.5 饮用水

脉冲强光技术应用在水处理领域，能有效杀灭水

中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经脉冲强光处理的饮用水可

完全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隐孢子藻卵囊是水中最具

抵抗力的致病菌，氯和传统的紫外线杀菌方法均不能

将其杀灭，而应用脉冲光处理含隐孢子藻卵囊菌量达

106～107 的水， 经流量 1 J/cm2 的脉冲光闪照 1 次，水

中隐孢子藻卵囊即完全失活。
3.6 空气杀菌

脉冲强光技术能有效地处理空气中的污染物。空

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有化学性污染物（如甲醛、苯系物

等）和生物性污染物（如细菌、真菌、病毒）。 由于空气

是光的良好媒介，脉冲强光能有效分解空气的各种化

学污染物、灭杀各种有害微生物。 脉冲强光有望代替

传统的紫外线技术，成为今后空气杀菌的主要手段。
4 结语

脉冲强光杀菌技术与传统杀菌技术相比，具有高

效、环保、最大限度保护食品品质等特点。只要闪照条

件适宜，脉冲强光可以有效延长透明材料包装的净菜

及软包装食品的货架期，降低病原菌的危害且无有害

物质残留，在食品加工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 周万龙,任赛玉,高大堆.脉冲强光杀菌对食品成分的影响及保鲜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1997(12):81-84.
[2] 纪滨,乔振先.高新技术在保鲜贮藏领域中的运用[J].安徽农业科学,2003,31(2):238-240.
[3] 田承斌.脉冲强光杀菌在水处理中的应用[J].饮料工业,2001(4):31-32.
[4] 赵志军,赵丽敏,刘保旺.高新杀菌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J].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5):90-91.
[5] 张佰清,马凤鸣.脉冲强光处理对南阳酵母杀菌效果的影响[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7(4):253-255.
[6] 吴海霞,韩学孟.食品冷杀菌技术研究进展[J].食品科学,2005(12)67-69.
[7] 江天宝,陆蒸,陆则坚.脉冲强光对熟地瓜干杀菌效果及品质的影响[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201-204.
[8] 袁勇军,唐敏,陈伟,等.脉冲强光对连续流动状态下黄酒杀菌效果及品质的影响[J].中国酿造,2011(1):71-74.
[9] 张璇,鲜瑶.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及其在果蔬上的应用[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1(3):44-47.
[10] 马凤鸣,张蕾,李浦.脉冲强光对常见植物油脂品质的影响[J].中国林副特产,2011(10):38-40.

2013年第 8期 韩艳秋等：脉冲强光技术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