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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方法在鲜切苹果保鲜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王智荣1，杨 琦2，吕新刚1,*，郑力榕1，高 慧1

（1.西北大学化工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2.西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鲜切苹果具有新鲜、方便等优点，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鲜切时造成的机械损伤会破坏苹果天然的组织结

构，极易出现褐变、果实软化、腐烂等问题。传统的化学保鲜方法已不能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高质量的要求，而

物理保鲜技术因其处理条件易于控制、保鲜效果好、安全性高的优势，在果蔬贮藏保鲜中应用广泛。本文综述了光

电方法、高压技术、气调贮藏技术、温度调控和其他物理技术在提高鲜切苹果贮藏品质方面的研究进展，分析了这

些技术通过钝化酶活性、抑制酶促褐变、杀灭微生物的方式以保持和提高鲜切苹果感官品质方面的可能机理。随着

这些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鲜切苹果的贮藏保鲜品质将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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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cut apples are favored by consumers due to their freshness and convenience. However, mechanical damage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fresh-cut apples will destroy the structure of apple tissue, rendering it prone to browning, softening, 

rotting and other issues. Yet traditional chemical preservation method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desire of consumers 

for safe and high quality food products. In contrast, physical methods have been extensively used in the preservation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due to their easiness to control, high efficiency and good safe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photoelectric methods, high-pressure technology,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other physical 

techniques for maintaining the storage quality of fresh cut apples.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are elucidated with respect to enzyme inactivation, enzymatic browning inhibition and microbial inactivation. 

The storage quality of fresh-cut apples will be ensu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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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切果蔬，又名半处理果蔬或轻度加工果蔬，是

新鲜果蔬经分级、整理、清洗、切分、去心（核）、修

整、保鲜、包装等程序处理后形成的快捷方便食品。相

对于完整的新鲜果蔬，鲜切果蔬更易产生生理衰老、营

养损失、组织变色、质地软化或木质化、风味下降、微

生物侵染等问题，使其品质保持困难，大大缩短了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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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货架寿命，限制了鲜切果蔬加工业的发展 [1-5]。

近年来，国内外科研人员围绕如何保持鲜切苹果的品质

及延长货架寿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涉及物理、化

学、生物等方法，其中物理方法因其安全性、便利性而

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考虑到目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关

注度的提升，本文对物理保鲜方法在鲜切苹果中的应用

进行了综述，以期为其在本领域的深入发展及生产中的

进一步应用提供借鉴。

物理保鲜方法是利用物理的技术手段达到保鲜的目

的，其基本原理主要是通过调节温度、湿度、压力、气

体成分等物理参数对果蔬产品进行作用，使之对环境反

应迟缓，改变果蔬原来的生物规律，最终实现保鲜。

1 光电方法在鲜切苹果中的应用

1.1 紫外辐照

紫外（ultraviolet，UV）辐照杀菌是利用适当波长

的紫外线能够破坏微生物机体细胞中的DNA或RNA的分

子结构，造成生长性细胞死亡和/或再生性细胞死亡，达

到杀菌消毒的效果，能有效避免或消除食品生产和制作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严重交叉污染问题。用于鲜切苹果杀

菌的紫外线波长在200～280 nm范围内，即短波紫外线

（UV-C light，UV-C）区，UV-C波长短，能量高，杀菌

效果好[5-8]。

UV辐照对鲜切苹果的杀菌保鲜效果取决于苹果品

种、辐照剂量、辐照时间等。大多数报道认为适宜时间

的低剂量UV辐照，能有效抑制鲜切苹果中霉菌、酵母菌

等腐败菌的生长繁殖，维持较高水平的可滴定酸、抗坏

血酸、还原糖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从而明显延长鲜切

苹果的货架期[6-9]（表1）。Manzocco等[7]的研究表明，这

可能是因为UV辐照能促使鲜切苹果表面形成干燥的可食

保护性薄膜，有利于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阻止离子

渗漏，并有助于消除存储期间的不良异味；但他们同时

发现，高强度（大于1.2 kJ/m2）UV辐照会破坏鲜切苹果

细胞生物膜的完整性，导致褐变和质量损失加剧。这和

Gómez等[8]关于鲜切苹果的褐变随着辐照强度的增强和辐

照时间的延长更严重的研究结果一致（表1），因此，应

采用适宜的低强度辐照处理。此外，在UV辐照前，用适

当浓度的柠檬酸或抗坏血酸浸渍鲜切苹果，其综合效果

更好，尤其是在抑制褐变方面。例如，经过柠檬酸和UV
联合处理的鲜切富士苹果，其各方面表现明显好于两者

单独处理[10-11]。

UV穿透能力差，只能对表面进行消毒杀菌，对苹果

切片背面和内部均无杀菌效果，对芽孢和孢子几乎没有

作用[5]，这些都限制了UV辐照的应用。鉴于此，寻求联

合而非单一的UV辐照技术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表 1 光电方法在鲜切苹果保鲜中的应用

Table 1 Applications of photoelectric methods in preservation of  

fresh-cut apples

方法 品种 处理条件 保鲜效应 参考文献

UV辐照

红富士
20 W分别辐照

10、15、20 min
辐照15 min处理可保持较高水平
的可滴定酸、VC、还原糖、总

糖和可溶物固形含量
[6]

粉红女士
15 W/m2辐照2、8、14、

20 min（对应1.1、4.5、7.9、
11.2 kJ/m2）

强度大于1.2 kJ/m2会破坏细胞区
域化功能，低强度辐照利于保鲜

[7]

澳洲青苹
10 g/L抗坏血酸与1 g/L

氯化钙浸渍5 min＋15 W/m2

辐照2、8、14、20 min

抗褐变剂与低剂量辐照结合保鲜
效果好，切片天然菌群和接种菌

群大幅减少
[8]

金冠 0.5、1.0 kJ/m2辐照
1.0 kJ/m2可有效抑制大肠杆菌、
李斯特菌和沙门杆菌的生长繁殖

[9]

富士
5 g/L柠檬酸浸渍5 min、

0.1 W/m2在每面辐照5 min，
两者结合及单独处理

联合处理组的切片果肉褐色斑块
较小，可食用性和贮藏品质较好

[10]

富士
5 g/L柠檬酸浸渍5 min、15 W辐
照5 min，两者结合及单独处理

两者结合保鲜效果最好，褐变最
轻，质量损失最少，切片表面微

生物数量最少
[11]

脉冲光杀菌

金冠
0.0、17.5、52.5、105.0、 

157.5 kJ/m2，脉冲持续50 µs， 
频率0.5 Hz

随脉冲光强度的增加，切片褐变
加剧；脉冲强度为17.5 kJ/m2处理

保鲜效果最好
[12]

澳洲青苹
10 g/L抗坏血酸混合1 g/L氯化钙
浸渍5 min＋2.4、11.9、23.9、

71.6、119.4 J/cm2处理60 s

微生物数量明显减少，强度为
71.6 J/cm2时，两者结合处理褐变

程度最低
[13]

金冠
5 g/L胶凝糖涂膜、12 J/cm2脉
冲，两者结合及单独处理

两者结合处理可显著降低嗜温
菌、嗜冷菌、酵母菌和霉菌生长
速率，保持1,1-二苯基-2-三硝基
苯肼自由基清除活性，而质构和

感官特性几乎不变

[14]

高压脉冲电场 金冠

高压电场（1.5 kV/cm、4 Hz） 
结合超高压（600 MPa、10 min）
或热水（90 ℃、15 min）处理，

以及单独处理

高压电场结合热水处理
可显著降低切片表面的微

生物数量，其质构基本不变，
色泽和硬度也较好

[15]

磁电辅助浸渍

—
体系电压分别为1、2、3 V/cm，
频率为50、200、400 Hz，磁场频
率为0.1、1.0、10.0 Hz，强度为

0.026、0.090、0.130 T

优化后的最佳工艺条件（电场：
3 V/cm、200 Hz，磁场：
0.13 T、1 Hz）最有利于

菌体向切片中渗透和扩散，
菌体浓度高达9.23×108 个/g

[16]

红富士
固定磁感应强度0.13 mT、旋转频

率1 Hz 
钙离子向切片的渗透和扩散效果
较为显著，钙含量最高可达

94 mg/100 g
[17]

注：—.文献中未指明苹果品种。表5同。

1.2 脉冲光杀菌技术

脉冲光是一宽光谱白色闪光，谱带的分配与太阳

光相似，但每一个脉冲闪光强度约是海平面处太阳光强

度的20 000 倍。脉冲光中起杀菌作用的波段可能是紫外

光，其他波段起协同作用。脉冲强光有一定的穿透性，

当闪照时，脉冲强光作用使微生物蛋白质发生变性，从

而使细胞失去生物活性，达到杀菌的目的[18]。

一般认为，脉冲光的杀菌保鲜效果和苹果品种、脉

冲光强度、脉冲光处理时间等有关。脉冲光能有效杀灭

鲜切苹果表面的微生物，有利于鲜切苹果的保存和货架

期的延长（表1）。但Ignat等[12]研究指出，高强度的脉

冲光对李斯特菌的作用不大；而且，随着脉冲强光强度

的增强，鲜切苹果表面温度不断上升，导致褐变不断加

深。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高强度的脉冲光使得切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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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苹果细胞失去了区域化功能，造成酶与底物的接触机

会增多，导致苹果组织褐变加剧。显然，脉冲光的强度

不宜过高。Gómez等[13]研究发现10 g/L的抗坏血酸和1 g/L
的氯化钙混合液浸渍，结合71.6 J/cm2的脉冲光处理，鲜

切苹果表面的褐变最小，微生物数量明显降低，但对切

片的硬度和脆性没有显著影响。Moreira等[14]报道，脉冲

光结合涂膜处理鲜切金冠苹果，能有效抑制嗜温菌、嗜

冷菌、酵母菌和霉菌的生长繁殖，对鲜切苹果的抗氧化

活性、质构和感官特性影响甚微。

然而，由于脉冲强光主要用于食品及包装材料表面

杀菌，处理多层不透明包装鲜切苹果时，灭菌效果会受

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导致处理对象外部与中心杀菌效果

不一致。此外，脉冲强光诱导的热效应是其杀菌机制之

一，瞬时引起的局部温度升高可能会加速鲜切苹果组织

水分蒸发以及一些酶促或非酶促劣变进程，对鲜切苹果

的品质造成不利影响[18]。

1.3 高压脉冲电场及磁电辅助浸渍

高压脉冲电场处理是一种新型的非热食品处理

技术，它是以较高的电场强度（10～50 kV /cm）、

较短的脉冲宽度（0～1 0 0  μ s）和较高的脉冲频率

（0～2 000 Hz）对液体、半固体食品进行处理 [19-20]。

Shayanfar等[15]研究表明，高压脉冲电场处理能有效杀灭

微生物，并在贮藏过程中有效控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保持鲜切苹果的固有颜色。此外，高压脉冲电场所需能

量低，温度上升幅度不大，对鲜切苹果的质构、营养风

味等几乎没有影响，是一种理想的杀菌技术。

磁电辅助浸渍是将感应交变电场施加于浸渍溶液体

系，并结合旋转磁场作用，即以交变电场力和交变磁场

力共同作用促使菌体或离子发生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加

速其在鲜切苹果组织中的渗透和扩散，以达到益生菌富

集或离子强化的目的。杨哪等[16]研究表明，体系场强和

磁场强度越高，越有利于菌体的扩散和渗透，其最适的

电场频率和磁场频率分别为200 Hz和1 Hz。此外，磁电

辅助浸渍还应用于钙离子强化，当施加到浸渍体系的电

压为200 V、信号波形为脉冲波时，钙离子向苹果切片的

渗透和扩散效果最为显著[17]。

2 高压技术在鲜切苹果中的应用

2.1 超高压技术

超高压处理就是将食品密封于弹性容器或置于无菌

压力系统中，在高静压条件（一般100 MPa以上）下处理

一段时间，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甚至杀死微生物，达

到贮藏保鲜的目的。超高压处理可能引起微生物细胞形

态和细胞壁、细胞膜结构的改变，进而破坏细胞正常的

生化反应和遗传机制，细胞膜结构的改变很可能是超高

压处理导致一些微生物死亡的主要原因[21]。

在20～30 ℃条件下，300～400 MPa处理鲜切果蔬

5～15 min，即能有效杀灭果蔬中酵母和霉菌的营养细

胞，但至少需要600 MPa的超高压处理10～15 min并结合

60～90 ℃的热处理才能使这些孢子致死[22]。对于一些具

有高传染能力的细菌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因其对酸

敏感，故而采用相对较低的压力处理就能取得较好的杀

菌效果。

超高压处理除了具有显著的杀菌效果外，还会影响

多酚氧化酶（polyphenol oxidase，PPO）的活性。PPO被

认为是导致鲜切苹果褐变的主要作用酶，超高压处理对

PPO活性的抑制或激活会影响苹果切片的褐变程度。从

现有的报道来看，200～500 MPa对PPO具有激活效应[23]， 

而当压力超过500 MPa，则会抑制酶活性。如Weemaes等[24] 

研究发现，室温下，600 MPa处理会钝化PPO活性，且

大致符合一级动力学反应。也有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或

不同的结论（表2）。林怡等[25]研究表明，鲜切苹果片的

色变符合零级动力学反应，当以400 MPa压力处理10 min
时，可以显著减缓色变速率。此外，为进一步抑制褐

变，很多学者开始探寻联合技术而非单一的超高压处

理。如Vercammen等[26]将苹果切片浸于250 g/L酸化的葡

萄糖溶液中，施以450 MPa的超高压处理，切片的货架期

从不作处理的15 d延长到了90 d，且该处理对硬度几乎没

有影响。Niranjala等[27]用体积分数为50%的菠萝汁浸渍高

压处理鲜切苹果，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2.2 高压惰性气体处理

在一定压力和温度条件下，氩、氙、氮、氪等惰性

气体能和水分子形成气体水合物，在气体水合物中，水

分子作为主体通过氢键形成笼形结构，气体分子被包围

在笼形结构中。果蔬中气体水合物的形成会降低鲜切苹

果组织内水活度和酶分子的活性，抑制果蔬的代谢活动

而达到保鲜的作用。加压处理后，惰性气体会进入鲜切

果蔬组织内的微气孔中，取代果肉组织中氧分子等气体

分子，在鲜切果蔬贮藏中起到后续保鲜的作用[28]。

吴志霜等 [28-29]研究发现，高压氩气处理的鲜切苹

果，其呼吸速率和乙烯生成量明显降低，褐变和微生

物的生长繁殖也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150 MPa[29]和

25 MPa[28]处理对呼吸速率、乙烯生成量、总酚含量影响

没有显著差别。在用惰性气体进行高压处理前，用一定

浓度的抗坏血酸、柠檬酸和氯化钙的混合液浸渍切片适

当时间，能有效改善高压处理引起的硬度下降等问题[29]。

Wu Zhishuang等[30]用体积比为2∶9的氩气和氙气混合气体

对鲜切苹果进行1.8 MPa高压处理，能促进鲜切苹果的创

口愈合反应，提高酚类物质和木质素的积累，显著抑制

大肠杆菌和酿酒酵母的生长繁殖（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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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压技术在鲜切苹果保鲜中的应用

Table 2 Applications of high-pressure technology in preservation of 

fresh-cut apples

方法 品种 处理条件 保鲜效应 参考文献

超高压
技术

红富士、冰糖心
200、300、400、500 MPa条件

下处理10 min
显著抑制鲜切苹果在空气中的
色变速率，400 MPa为适宜处理

压力
[25]

乔纳金、金冠
10 ℃下，1.5 g/L抗坏血酸、

250 g/L葡萄糖溶液浸渍，在0、
450、600 MPa条件下处理10 min

未经处理的对照组15 d后就已腐
败，高压处理组的微生物货架
期达90 d，硬度基本不变，褐变
较轻，450 MPa为适宜处理压力

[26]

高压惰性
气体处理

富士
Ar、N2分别在25 MPa下

处理60 min

高压Ar和N2均可显著降低切片
呼吸强度、乙烯生成量和表面
微生物数量，保持色泽较好，

但降低其硬度

[28]

富士

5 g/L抗坏血酸、5 g/L
氯化钙混合5 g/L柠檬酸
浸泡5 min，结合150 MPa
高压下Ar或空气处理10 min

抗褐变剂联合高压Ar处理后，
切片的呼吸速率大幅下降，乙
烯生成量明显减少，褐变、微
生物生长也得到了有效抑制

[29]

富士
体积比为2∶9的Ar和
Xe常压和1.8 MPa下
分别处理60 min 

高压处理组切片的创口愈合
更好，大肠杆菌和酿酒酵母
数量明显减少，苯丙氨酸解
氨酶（phenylalanine ammonia-

lyase，PAL）和过氧化物酶
（peroxidase，POD）活力增强

[30]

3 气调贮藏技术在鲜切苹果中的应用

气调贮藏是通过调节和控制气体比例的方式来达到

贮藏保鲜的目的，是目前国际上使用普遍使用的一种保

鲜技术。对于鲜切果蔬，气调条件通常是通过采用自发

气调包装实现的，对鲜切苹果的保鲜效果取决于苹果品

种、温度、湿度和气体成分等，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

气体成分。绝大多数的报道认为，高浓度CO2和低浓度O2

的气调贮藏能有效延长苹果的货架期，但过高浓度的CO2

对苹果有伤害（表3）。例如，体积分数5% CO2＋5% O2

比体积分数35% CO2＋5% O2的气体组成能更好地保持鲜

切苹果的硬度和色泽[31]。姜爱丽等[32]指出气调能有效降

低褐变程度和抑制腐烂发生，体积分数5% O2＋10% CO2

更有利于抑制腐烂，但体积分数5% O2＋5% CO2更有利

于控制褐变。气体成分对鲜切苹果品质影响还取决于所

采用包装的性质。例如，高O2低CO2透过率包装能更好

地保持鲜切苹果果香、口感、甜度和质构[33]。在体积分

数90.5% N2＋7.0% CO2＋2.5% O2的初始气体成分下，

中透O2比低透O2塑料包装抑制PPO活性的效果更好，进

而显著延长鲜切苹果的货架期[34]。除对O2/CO2的调控之

外，Ar也被用于气调组分的调控。体积分数80% Ar＋
20% CO2的气体配比能显著降低乙烯的生成量，并能诱

导生成乙醛、乙醇、乙酸乙酯等物质，而对鲜切苹果的

硬度、外观、风味几乎没有影响[35]。此外，苹果鲜切前

的贮藏环境也影响其切片货架品质。Toivonen等[36]研究发

现，从气调库移出并在低温大气环境下放置2 周的苹果，

其切片在贮藏过程中颜色更稳定，二次褐变明显减弱。 

Tardelli等 [37]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苹果的PPO、

POD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scorbate peroxidase，
APX）的生理活性亦几乎不受影响。 

表 3 气调贮藏技术在鲜切苹果保鲜中的应用

Table 3 Applications of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 in 

preservation of fresh-cut apples

品种 处理条件 保鲜效应 参考文献

富士
体积分数5% O2＋5% CO2和
体积分数5% O2＋10% CO2

均能启动酶促防御系统，且前者更有利
于控制褐变，后者更有利于抑制腐烂

[32]

嘎啦
高O2、低CO2透过率包装和低O2、

高CO2透过率包装

高O2、低CO2透过率包装的切片有更
浓郁的果香、更高的甜度、更强的硬

度和更好的口感
[33]

金冠
15、30 mL/（cm2∙d∙bar）低度和

中度透O2包装

中度透O2包装，抑制褐变和存储效
果更好，切片的PPO活力下降速率更

快，下降程度更大
[34]

金冠
体积分数99% N2＋1% O2、体积分数
90% N2 ＋5% O2＋5% CO2、体积分

数80% Ar＋20% CO2

体积分数80% Ar＋20% CO2
处理保鲜效果最好，对硬度、
外观、风味几乎没有影响

[35]

斯巴达、美味
从气调库取出的苹果在1 ℃空气中放
置0、2、4 周，再进行切片处理

相比于从气调库中取出立即
切分的苹果切片，低温空气条件
放置2 周的苹果切片表面颜色
变化小，二次褐变的程度低

[36]

美味
从气调库取出的苹果在低温大气中放

置0～2 周，再进行切片处理

放置1 周和2 周的苹果，切片的二次
褐变明显降低，且PPO、POD、APX

的生理活性基本不变
[37]

4 温度调控在鲜切苹果中的应用

4.1 低温贮藏技术

低温贮藏就是利用低温技术将食品温度降低，并维

持在低温状态。根据生物学反应的Q10理论，温度每降

低10 ℃，代谢速率会下降2～3 倍。低温贮藏可以有效

地抑制鲜切苹果表面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钝化酶的生

物活性，减弱鲜切苹果的呼吸作用，降低鲜切苹果内部

化学反应的速率，有利于保持鲜切苹果的品质，是一种

常用的保藏方法[5]（表4）。Roversi等[38]研究发现，4 ℃

条件下贮藏鲜切苹果30 d后，其水分含量仍高达85%。

Fagundes等[39]指出，在11 d货架期内，贮藏温度为2、5、
7 ℃的鲜切苹果都能保持较好品质，而贮藏温度为2 ℃的

实验组呼吸速率和质量损失最低。魏敏等[40-41]报道认为，

低温能有效抑制PPO、POD、PAL的活性，确定了鲜切富

士和嘎啦苹果的最适贮藏温度为6 ℃。 
4.2 热处理

热处理是指对果蔬在采后以高于果实成熟季节的温

度（10～15 ℃）进行处理。热处理的目的在于杀灭微

生物，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破坏果蔬中的酶，钝化

PPO、POD等活性，降低呼吸强度，抑制乙烯生成。热

处理可以有效地控制鲜切果蔬在贮藏保鲜过程中的腐败

变质，延长贮藏时间[42]（表4）。范林林等[43]研究发现，

50 ℃的热水处理2 min能更好地维持鲜切苹果的外观、

风味和硬度，抑制微生物繁殖，具有很好的护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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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60 ℃和70 ℃热水处理的效果却低于未处理组，且显著

低于50 ℃热水处理组。Aguayo等[44]研究发现，48 ℃和

55 ℃热水处理2 min的实验组，不论是颜色、感官品质、

微生物总数，还是抗氧化活性物质、酚类物质含量，都

没有显著差异，显然，从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高温对鲜

切苹果的损伤等方面来看，48 ℃热水处理更好。

表 4 温度调控在鲜切苹果保鲜中的应用

Table 4 Applications of temperature control in preservation of  

fresh-cut apple

方法 品种 处理条件 保鲜效应 参考文献

低温
贮藏技术

富士 4 ℃低温环境 30 d后，切片含水量仍高达86% [38]

嘎啦
20 g/L抗坏血酸混合10 g/L
氯化钙浸渍后，贮藏于

2、5、7 ℃环境

能保持鲜切苹果较好的品质达
11 d，7 ℃的处理组呼吸速率和质量

损失最高，而2 ℃处理组最低
[39]

富士 分别贮藏于2、6、10 ℃环境
6 ℃下贮藏能有效抑制褐变，并减

少低温对切片的伤害。
[40]

嘎啦 分别贮藏于2、6、10 ℃环境
2 ℃下切片出现冷害，6 ℃下的保存

效果最好
[41]

热处理

寒富 50、60、70 ℃热水处理2 min

50 ℃能更好地维持切片的外观、风
味和硬度，延缓可溶性固形物、可
滴定酸、VC含量的下降，温度高于

50 ℃会引起质量下降

[43]

马哈纳红 48、55 ℃热水处理2 min 

切片的色泽、感官质量、抗坏血酸
含量及抑制微生物生长繁殖能力远
远优于未处理组，且48 ℃和55 ℃处

理组没有显著差异

[44]

5 其他技术

5.1 减压冷藏技术

减压冷藏是在普通冷藏的基础上引入减压技术，

并在冷藏期间保持恒定的低压、低温，是集真空冷却、

气调贮藏、低温保存和减压技术于一体的食品贮藏方

法 [45]。胡欣等 [46]研究表明，苹果切片经减压冷藏处理

（1 417～1 503 Pa、3.1～4.5 ℃）比普通冷藏更能有效减

缓切片表面的褐变。虽然减压冷藏具有冷却速率快、保

存质量好、方便环保、延长货架寿命和没有危害物质产

生等优点，但也存在高成本问题，另外容易导致食品失

水，以及丧失原有的香气和风味[45]（表5）。

表 5 其他物理技术在鲜切苹果保鲜中的应用

Table 5 Applications of other physical techniques in preservation of 

fresh-cut apples

方法 品种 处理条件 保鲜效应 参考文献

减压冷藏
技术

— 压力1 417～1 503 Pa，温度
3.1～4.5 ℃，处理24 h 较之普通冷藏能有效抑制褐变 [46]

超声波处理

—
超声频率40 kHz，功率

240～600 W，温度30～50 ℃，
时间15～90 min

处理的超声功率越大、时间越
长、温度越高，对鲜切苹果

PPO的钝化效应越大
[47]

富士
10 g/L抗坏血酸浸渍＋40 kHz超
声波处理，以及两者单独处理

两者结合的处理组PPO和POD
活力下降更为明显

[48]

5.2 超声波处理

超声波处理主要是利用高频高能量的超声波的空

穴效应产生瞬间高温、高压，使某些细菌致死、病毒

失活的过程。超声波能破坏一些体积较小的微生物细胞

壁，导致微生物死亡，从而延长鲜切果蔬的货架期[5,49] 

（表5）。杨明冠等[47]研究表明，超声波处理可以显著钝

化PPO的活性，在一定的处理时间范围内，随超声功率

的增大，酶活力迅速降低。但也有报道认为，超声波处

理没有明显的抑制酶活力的能力[48]。

6 结 语

过去几十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对鲜切苹

果货架期间生理生化变化的深入研究，物理方法通过杀

菌、抑制褐变和软化等方面作用效应而表现出对鲜切苹

果的良好保鲜效果，且明显表现出处理快速便捷、安全

性高的技术优势。因而，物理技术在鲜切果蔬方面的应

用具有良好的潜力和前景。目前产业应用方面，使用较

多的仍是气调、低温贮藏和热处理等传统方法；而UV辐

照、高压脉冲电场、超高压等技术也必将随着新型设备

的开发而受到青睐。综上，未来应加强以下研究以推进

物理技术的产业化应用：1）针对杀菌、抑制褐变和软化

作用，着重研究各物理方法的典型作用机制、影响因素

及处理条件，强化各方法的作用优势；2）对不同物理方

法进行联合使用，研究协同作用条件及机制，实现优势

互补；3）食品、机械、信息等方面背景研究人员开展协

同研究，联合攻关。相信随着技术、设备的成熟及成本

的降低，物理方法在鲜切果蔬保鲜方面必将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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