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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包装材料对双孢菇细胞壁代谢及品质的影响
李志啸1，杨文建1，方东路2，裴 斐1，马 宁1，方 勇1，赵立艳2，安辛欣2，胡秋辉1,*

（1.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2.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在包装材料中添加纳米银、纳米二氧化钛、纳米凹凸棒土和纳米二氧化硅，制备了一种纳米聚乙烯

（polyethylene，PE）包装袋，通过实验来探讨纳米包装材料对双孢菇在贮藏期间的细胞壁代谢和相关酶活性的影

响及其保鲜机理。在（4±0.5）℃、相对湿度（90±5）%贮藏条件下测定包装袋内CO2含量、双孢菇的硬度、褐变

度、总酚含量、木质素含量、纤维素含量、几丁质含量、苯丙氨酸解氨酶（PAL）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指标

的变化。结果显示，与普通PE包装材料相比，添加纳米粒子的包装材料能够较好地保持双孢菇的质地，抑制子实

体的自溶、木质化劣变的现象。贮藏10 d后，纳米包装袋内CO2含量、双孢菇褐变度、纤维素、木质素含量分别比

普通PE包装低10.5%、32.2%、15.2%和22.2%，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纳米PE包装袋能够有效地抑制贮藏期

间双孢菇木质素的积累、组织纤维化及相关酶活性的上升，较好地保持了双孢菇贮藏品质，延长了贮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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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ano-Packaging on Cell Wall Metabolism and Postharvest Qualities of Agaricus bisp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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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ano-packaging material containing nano silver, nano titanium dioxide, nano attapulgite and nano silica was 
prepared and used to investigate its effect on cell wall metabolism of  and related enzyme activities of Agaricus bisporus 
including CO2 concentration,  firmness, browning degree and  the contents of  total phenols,  lignin, cellulose and chitin,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of phenylalanine ammonialyase (PAL) and peroxidase (POD) during  storage at (4 ± 0.5) ℃ and 
relative humidity of (90 ± 5)%. Results suggested that compared with normal polyethylene (PE) packaging material, the 

nano-packaging material could better maintain the texture of Agaricus bisporus and inhibit the autolysis and lignification of 

fruiting bodies. After 10 days of storage, CO2 concentration in the package, and browning degree and cellulose and lignin 

contents of Agaricus bisporu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10.5%, 32.2%, 15.2% and 22.2%, respectively, as compared 

with normal packaging material (P < 0.05). The nano-packaging material could maintain the storage quality and extend the 

shelf life of Agaricus bisporu by inhibi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lignin and cellulose and increasing related enzym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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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孢菇又名白蘑菇、洋蘑菇，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口

感和独特的风味，并且相比较于大多数蔬菜含有更高的

蛋白质和更易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1]。双孢菇在欧美国家是消费者的主要食用菌，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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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全球性栽培的食用菌，也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大的食用

菌，其产量占食用菌总量的50%[2]。相比于其他食用菌，双

孢菇子实体含水量高，贮藏期间呼吸速率更高，蒸腾作用更

为旺盛，在贮运过程中容易造成大量水分散失和菇体的后生

长，以及子实体的木质化和自溶等品质劣变现象，双孢菇采

后的保鲜问题成为制约双孢菇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目前，对于食用菌采后保鲜技术主要集中在气调保

鲜、涂膜保鲜、辐照处理、臭氧保鲜等，在实际生产销

售中应用较多的是自发性气调结合冷藏的方式。然而如

今由于栽培方式的改进以及物流水平的提高，农产品受

产量和季节性影响越来越弱，保藏的要求已经从静态长

期保鲜转向流通运输环节中的动态保鲜。而食用菌作为

一种活鲜农产品，采用新型包装技术实现保鲜成为了一

种趋势。而纳米包装材料作为新型保鲜包装，能够很好

地运用于动态保鲜环节[3]。纳米材料由于其特殊的组成和

结构，使它具备了传统普通聚乙烯（polyethylene，PE）
材料所不具备的性能，表现出良好的抗菌性能、抑制乙

烯产生、阻湿性等[4-5]，同时前期对纳米保鲜材料的物理

性能的研究结果显示，添加了纳米银、纳米二氧化钛和

纳米凹凸棒土可有效降低包装材料的透湿量和透氧量，

提高其纵向拉伸强度，显著改善了包装材料的机械性和

功能[6]。所以相比较于普通PE包装材料，纳米包装材料更

适合鲜活农产品的贮藏保鲜[7]。本课题组在前期已经制备

了一种添加了纳米银、纳米二氧化钛、纳米凹凸棒土和

纳米二氧化硅的新型复合纳米包装袋，并应用于绿茶[8]、 

猕猴桃[9]和生菜中[10]。并对双孢菇进行保鲜效果的研究，

结果显示，该纳米包装材料能够通过抑制水分散失、褐

变、呼吸强度等达到延长其保质期的作用[6]。而关于在贮

藏期间细胞壁代谢的机制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细胞壁是维持细胞形态的支撑物质，有研究 [11]表

明，果实的成熟、软化、衰老与细胞壁结构及成分的变

化密切相关。目前关于双孢菇采后保鲜技术更多注重于

对子实体褐变、活性氧等方面研究，而对于纳米包装材

料包装后的双孢菇在贮藏期间的细胞壁代谢研究较少。

本实验在前期纳米保鲜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前期已经制

备的纳米保鲜袋，研究其在双孢菇的低温贮藏过程中，

对双孢菇硬度、褐变度等表观品质和细胞壁主要成分含

量变化的影响，从细胞壁代谢方面初步研究，来探索纳

米包装材料保鲜作用的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双孢菇（Agaricus bisporus）由江苏省天丰食用菌科

贸有限公司提供。实验于2015年8月3—13日在江苏省粮

油品质控制及深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进行。

纳米包装袋的制备：以纳米银30%、纳米二氧化钛

35%、纳米凹凸棒土25%和纳米二氧化硅10%为原料混

合制成纳米复合粉体。然后按照纳米复合粉体15%、PE
塑料68%、偶联剂2%、分散剂10%、润滑剂5%混匀，

制成纳米母粒。最后以复合塑料粒子84.5%、纳米母

粒7.5%和防雾剂母粒8%混匀后吹膜制成厚度为40 μm
的纳米薄膜。利用以上配方研制的纳米包装材料，用

SF-200型手压式塑料封接机制成规格为20 cm×22 cm
的纳米包装袋。按照同样工艺制备不含纳米粒子的

40 μm厚普通PE塑料薄膜包装袋作为对照。同时测试

依据GB/T 1038—2000《塑料薄膜和薄片气体透过性

试验方法》测量了普通PE包装袋和纳米包装袋的标准

CO2透过率，分别为0.101  893 cm3/（m2·d·Pa）和 

0.109 529 cm3/（m2·d·Pa）。

1.2 仪器与设备

TA. XT2i质构仪 美国Stable Micro Systems公司；

SCY-2A气体测试仪  上海昕瑞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Allegra 64R冷冻离心机 美国Beckman公司；恒温恒湿

培养箱 宁波江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HH-6数显恒温

水浴锅 国华电器有限公司；U-3900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日本日立公司；SF-200型手压式塑料封接机。

1.3 方法

1.3.1 样品处理

实验当天双孢菇采后立即运至冰箱4 ℃，预冷24 h，
挑选菇体完整、颜色洁白、未开伞、无病虫害和机械

伤、菌盖直径35～40 mm的双孢菇用利刀削去菇柄，进

行包装封口。包装袋材料为纳米PE材料（处理组），

普通PE材料（对照组），规格为：20 cm×22 cm。每袋

装双孢菇180 g，每个处理组和对照组各20 袋，置温度

（4±0.5）℃、相对湿度（90±5）%条件下贮藏。每2 d
测定1 次双孢菇的生理等实验指标，连续测定10 d。每个

指标重复测定3 次。

1.3.2 指标测定 

1.3.2.1 CO2含量的测定

采用SCY-2A气体测试仪进行测定，采用20 mL针
筒抽取封闭纳米包装袋和普通PE包装袋内气体的方式

来取样。

1.3.2.2 硬度的测定

采用TA.XT.Plus物性测定仪测定，测定参数为：采用

P1探头，探头预备速率5.00 mm/s；测定速率1.00 mm/s；
探头测后速率1.00 mm/s；测定高度6.00 mm；最小感知

力0.005 kg；每次取5 个菇体的菌伞表面测定，将下压过

程中的最大力视为其硬度，最后取其平均值。

1.3.2.3 褐变度的测定

根据段颖等[12]的方法：取鲜切蘑菇样品l g于20 mL煮
沸的蒸馏水中（蒸馏水沸腾后放入样品）约30 s后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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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研磨。用1 000 r/min离心5 min后于波长410 nm处比

色。以A410 nm×20为双孢菇褐变度的值。

1.3.2.4 总酚含量的测定

称取切碎的蘑菇柄1 g，加入5 mL含1% HCl-甲醇

溶液，研磨成匀浆，用1 mL含1% HCl-甲醇溶液洗涤研

钵，转移到10 mL离心管中，摇匀，于12 000 r/min离
心10 min，取上清液1 mL按照标准曲线的操作过程以

含 1% HCl-甲醇溶液为对照，在波长765 nm处测定吸光

度。以没食子酸做标准曲线加以计算总酚含量。 

1.3.2.5 木质素含量的测定

木质素参照Bruce等[13]的方法进行测定并略微更改。

称取l g材料，加5 mL 95%乙醇溶液研磨，经3 000×g离
心7 min，沉淀物以95%乙醇溶液冲洗3 次，再用乙醇-正
己烷（l∶2，V/V）冲洗3 次，收集沉淀物使其干燥，干

燥物溶于25%溴乙酰-冰醋酸溶液中，在70 ℃恒温水浴

中加塞保温30 min，然后加0.9 mL 2 mol/L NaOH终止反

应，再加5 mL冰醋酸和 0.l mL 7.5 mol/L的羟胺盐酸，并

以冰醋酸定容至10 mL，1 000×g离心7 min，取上清液在

280 nm波长处测定吸收度，以每克鲜质量在280 nm波长

处的吸收度表示木质素含量。测定3 次重复。

1.3.2.6 纤维素含量的测定

纤维素含量测定参照牛森[14]的方法进行测量并稍加更

改。准确称取烘干的样品1 g，放入100 mL容量瓶中，将

容量瓶放入冰浴中，加冷的60% H2SO4溶液60～70 mL，
在冷的条件下消化处理0.5 h，然后用60% H2SO4溶液。

稀释至刻度，摇匀，用玻璃坩埚漏斗过滤。吸取上述滤

液2.0 mL，加0.5 mL 2%蒽酮试剂，再沿管壁加5.0 mL浓
H2SO4，盖上塞子，以后操作同纤维素标准液，测出样品

在620 nm波长处的消光值。计算公式为：

B
A 10 3 CX

式中：A为标准曲线上查得的纤维素含量 /μg；B
为样品质量/g；C为样品稀释倍数；X为样品中纤维素

含量/（mg/g）。

1.3.2.7 几丁质含量的测定

几丁质含量的测定方法参照傅海舰等 [15]，以标准 

D-氨基葡萄糖盐酸盐溶液制作标准曲线。

1.3.2.8 苯丙氨酸解氨酶（phenylalanine  ammonia 
lyase，PAL）活性的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相应试剂盒测

定。30 ℃条件下每毫克组织蛋白在每毫升反应体系中每

分钟使吸光度变化0.1为一个酶活力单位（U/mg pro）。

蛋白含量采用Bradford[16]法测定。

1.3.2.9 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POD）活性的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相应试剂盒测

定。37 ℃条件下每毫克组织蛋白每分钟催化产生1 μg的
底物的酶量定义为一个POD活力单位（U/mg pro）。

1.4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JMP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实验数据采用邓肯氏

（Duncan’s）差异性分析，以P＜0.05判断为显著性差

异，P＜0.01判断为极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1 纳米包装袋中CO2含量 

表 1 不同材料保鲜袋内CO2含量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2 contents of PE and nano packages

%

包装类别
贮藏时间/d

2 4 6 8 10
普通PE包装 14.70±0.90a 17.30±0.48a 16.00±0.59a 16.00±0.13a 15.80±0.60a

纳米材料包装 13.50±0.61a 14.70±0.43b 15.50±0.42b 15.20±0.18b 14.30±0.21b

注：同列数据肩标不同字母代表差异显著（P＜0.05）。

经过10 d、4 ℃的贮藏，不同材料包装中CO2的含量

变化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普通PE包装袋中的CO2含量

始终高于纳米材料包装，这与Jiang Tianjia等[17]测定的结

果一致。其中，在4、6、8、10 d中普通PE包装内的CO2

含量显著性高于纳米包装材料（P＜0.05）。本实验团队

前期对包装材料的物理性能测量结果显示，纳米包装材

料的透湿量和透氧量分别比普通PE包装降低了19.53%和

32.86%[18]，而CO2透过率并没有显著差异。更多的CO2释

放量表明了普通PE包装材料中双孢菇有着更高的呼吸速

率，也表明了纳米包装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双孢菇

的呼吸强度。

2.2 纳米包装袋对双孢菇硬度的影响

2 0000 2 4 6 8 10

2 500

3 000

3 500

4 000

4 500

/d

/ g

PE

图 1 不同包装材料对双孢菇硬度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firmness of Agaricus bisporus

果蔬硬度的维持主要取决于细胞壁的机械强度和细

胞的膨压，而机械强度和细胞的膨压与果蔬组织内大分

子物质和水分含量密切相关[19]。不同包装材料贮藏双孢

菇菇体的硬度变化如图1所示。在贮藏前4 d，纳米包装

的双孢菇菇体的硬度略微增长，随后逐渐下降。而普通

PE包装双孢菇菇体的硬度在第4、6天时分别为3 391.6、
3 169.4 g，极显著低于纳米包装的3 729.2、3 623.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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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实验表明相比于普通PE包装，纳米包装材

料延缓了双孢菇硬度的下降，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双孢菇

的质地。

2.3 纳米包装袋对双孢菇褐变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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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包装材料对双孢菇褐变度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browning degree of 

Agaricus bisporus

由图2可以看出，普通包装材料和纳米包装材料处理

的双孢菇在4 ℃贮藏期间，其褐变度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

逐渐增大。其中在第4、6、8、10天时，纳米包装材料处

理组的双孢菇褐变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而贮

藏后期2 种包装材料处理的双孢菇褐变度均急剧增加，

这是由于在贮藏后期膜脂过氧化作用和细胞膜透性的加

剧，导致细胞膜系统破坏，使酚类物质与相关的酶类接

触并发生反应，从而加剧了褐变反应的发生[20]。 

2.4 纳米包装袋对双孢菇总酚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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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包装材料对双孢菇总酚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total phenol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

酚类物质的氧化是影响采后双孢菇组织色泽发生褐

变的主要因素，而褐变现象是由于多酚氧化酶作用于酚

类物质底物而引起，因此果实褐变度与其组织内部总酚

含量密切相关[21]。从图3可以看出，在贮藏期间纳米包

装和普通PE包装处理的双孢菇总酚含量均呈现先略微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双孢菇子实体受到环境的胁迫而引起组织内产生更多酚

类物质，酚类物质可以参与组织的愈伤过程以及增强子

实体对不良环境的抗逆性[22]。贮藏第10天时，纳米包装

材料处理的双孢菇总酚含量为0.11 mg/g，而普通PE包
装材料处理的双孢菇总酚含量为0.07 mg/g，分别比贮

藏初期0.23 mg/g下降了52.2%和69.6%，达到显著水平 

（P＜0.05）。同时在贮藏第8、10天时，纳米包装材料

处理的双孢菇总酚含量分别比普通PE包装材料处理高

33.3%、36.4%，达到显著水平（P＜0.05）。

2.5 纳米包装袋对双孢菇木质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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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包装材料对双孢菇木质素含量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lignin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

木质素含量是反映植物木质化程度的直观指标[23]，

其含量高低直接影响着果蔬的品质。如图4所示，纳米

包装袋处理能够抑制木质素的积累。对于纳米和普通PE
包装2 种处理，木质素的积累在贮藏第10天时达到最大

值，分别为1.70 A280 nm/g和2.19 A280 nm/g，达到显著水平 

（P＜0.05）。结果表明，双孢菇在贮藏后期出现了木质

化现象，而纳米包装袋能够延缓木质素的积累，从而较

好地保持双孢菇的品质。

2.6 纳米包装袋对双孢菇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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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包装材料对双孢菇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cellulose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

双孢菇细胞壁的组成成分主要包括β -葡聚糖、

几丁质、纤维素、半纤维素等，所以研究双孢菇中

纤维素含量是衡量细胞老化的又一重要指标 [ 24 ]。如

图5所示，纳米包装和普通P E包装处理的双孢菇在

贮藏期间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普通PE包

装材料处理的双孢菇纤维素含量在第6天达到最高值 

1 0 6 . 11  m g / g，纳米包装材料在第 8天达到最高值

101.06 mg/g，可以看出纳米包装相比于普通PE材料

延缓了双孢菇子实体纤维素的积累，保持了双孢菇的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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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纳米包装袋对双孢菇几丁质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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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包装材料对双孢菇几丁质含量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chitin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

几丁质是以β-1,4-N-乙酰氨基葡萄糖为单元的无支链

多聚体，是真菌细胞壁的主要组成成分，与纤维素共同

构成纤维状的微纤丝在细胞壁中起到骨架作用[20]。如图

6所示，双孢菇在贮藏期间几丁质含量呈现上升趋势，

这可能是双孢菇在采后逆性条件下的应激反应。贮藏前

期，几丁质含量增长缓慢，但在第10天时普通PE包装

和纳米包装的双孢菇几丁质含量达到最高峰，分别达到

91.3 mg/g和87.1 mg/g，纳米包装双孢菇显著低于普通PE
包装（P＜0.05）。说明纳米包装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几丁质的增加，延缓了双孢菇的老化。

2.8 纳米包装对双孢菇PAL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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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包装材料对双孢菇PAL活性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PAL activity of 

Agaricus bisporus

PAL连接初级代谢和苯丙烷类代谢，是苯丙氨酸代

谢途径的关键酶和限速酶[25]。从图7可以看出，纳米包

装和普通PE包装的双孢菇中PAL活性处于较低水平，但

在贮藏第4天和第8天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贮藏第

4天PAL活性的上升与总酚含量（图3）的增加趋势相一

致，这是由于酚类化合物作为苯丙烷类代谢产物，PAL
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酚类物质的合成。贮藏第8天双孢菇

中PAL活性的上升与木质素含量（图4）后期的增加相一

致，说明了木质素的合成与PAL活性有密切关系。其中

贮藏第8天PAL活性达到最高峰，普通包装和纳米PE包装

PAL活性分别为0.142 U/mg pro和0.093 U/mg pro，达到显

著水平（P＜0.05）。因此相比于普通PE包装，纳米包装

材料抑制了贮藏期间双孢菇中PAL活性的增加，减缓了

苯丙氨酸代谢速率。

2.9 纳米包装对双孢菇POD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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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包装材料对金针菇POD活力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POD activity of 

Agaricus bisporus

POD在植物体内主要催化过氧化氢氧化其他底物后

生成水从而清除过氧化氢，同时催化木质醇单体发生脱

氢氧化聚合反应，参与木质素合成和累积的过程[26]。同

时有研究[27]表明POD在过氧化氢的存在下也能催化酚类

物质的氧化和聚合导致组织的褐变。图8显示，贮藏前

期POD活性迅速上升，这可能因为双孢菇细胞中由于活

性氧代谢产生了过氧化氢，而POD开始参与过氧化氢

的清除。然而，在贮藏第8天和第10天时普通PE包装的

POD活性分别是纳米包装的1.8 倍和1.4 倍，达到显著水

平（P＜0.05）。

3 讨论与结论

本实验所使用的是本课题组前期研发的一种添加纳

米银、纳米二氧化钛和纳米凹凸棒土的纳米PE包装材

料。其中加入纳米银主要是由于银离子所具有的抗菌作

用，纳米粒径的银能够大大地加快银从材料中扩散至表

面在水和空气的体系中形成银离子，与微生物表面蛋白

结合，从而使微生物的膜电位发生变化新陈代谢异常达

到杀菌效果[28]。二氧化钛作为一种无机功能材料，包装

袋中所添加的纳米级二氧化钛更是具有抗菌杀毒、吸收

紫外线、自清洁和阻隔性良好等普通二氧化钛所不具备

的优异功能[29]。同时添加的纳米凹凸棒土不仅可以改善

包装材料的机械性和阻隔性，还可以帮助其他添加的纳

米活性粒子更为均匀、稳定地分散在纳米复合物中[30]。

环境中微生物的侵染是造成双孢菇发生褐变的一个重要

原因，本团队成员在前期对纳米包装材料的抑菌性实验

中显示出纳米包装具有抑菌、防霉的效果[31]，并且在前

期对包装材料的物理性能测量结果也显示，相比于普通

PE材料，纳米包装具有更低的透氧率和透湿率，从而维

持了包装袋中低氧和高湿的环境[18]。纳米包装材料对微

生物的抑制作用以及其袋内的高湿、低氧的环境降低了

双孢菇呼吸强度和褐变程度，延缓了双孢菇细胞壁中木

质素、纤维素和几丁质含量的增加，降低了PAL和POD
活性的增加，减缓了相关生理生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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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随着贮藏期的延长，双孢菇中木质素含

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相比于普通PE包装，纳米包装

的双孢菇木质素含量在贮藏第10天时降低了15.2%，达到

显著性差异（P＜0.05）。因此纳米包装材料减缓了木质

素的积累，从而有效抑制了贮藏后期双孢菇的木质化劣

变。同时，作为组成细胞壁骨架结构的物质纤维素和几

丁质，纳米材料包装处理的双孢菇中2 种物质的含量均低

于普通PE包装处理，说明了纳米包装材料减少了纤维素

和几丁质在贮藏期间的增加，延缓了双孢菇的老化，降

低了细胞壁的代谢速率。

作为苯丙氨酸代谢的关键酶以及木质素代谢的限速

酶，PAL活性在纳米包装处理中得到了明显的抑制，因

而减缓了木质素在贮藏期间的合成。而作为参与木质素

在细胞壁的聚合过程的POD，其在纳米包装材料中的活

性在贮藏后期显著性低于普通PE包装（P＜0.05），说

明了纳米包装抑制了POD活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木质素的增加。并且结合总酚含量和木质素含量变

化趋势，贮藏后期POD同时参与了木质素的合成以及酚

类物质的氧化。同时在贮藏后期，纳米包装处理减缓了

总酚含量的下降，并且显著性降低了双孢菇褐变度的升

高，说明了纳米包装材料有效抑制了双孢菇的褐变。

综合上述结果表明，在贮藏期间纳米包装袋内的CO2

含量显著低于普通PE包装，相比于普通PE包装，纳米包

装袋抑制了双孢菇的呼吸作用，延缓了其硬度和总酚含

量的下降，降低双孢菇褐变程度，同时减缓了双孢菇细胞

壁中木质素、纤维素和几丁质含量的增加，抑制了PAL和
POD活性的增加，有效地降低了双孢菇在贮藏期间的新陈

代谢，较好地保持了双孢菇的质地和外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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