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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果蔬保鲜技术领域的一种藕

带贮藏保鲜的方法，该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将采摘的新鲜藕带运输至实验室，利

用冰水混合物进行预冷，迅速除去田间热，降低

其呼吸速率，维持藕带的品质；然后用酸性氧化

电位水对藕带进行消毒，降低贮藏期病原菌的发

病率和腐烂率；而后用抗坏血酸钙、L-半胱氨酸

和亚硫酸氢钠护色保脆复配物对藕带进行护色

保脆处理，解决藕带在贮藏期易褐变和失水软化

的问题；最后用尼龙袋封口包装，既能有效隔绝

外部氧气又不会对藕带产生挤压，并在低温下冷

藏，藕带货架期可达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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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预冷：将采摘的新鲜藕带运输至实验室，利用冰水混合物进行预冷，预冷过程中在

冰水中需要添加冰块，冰块与冰水的比例为3/7，选取的冰块的形状需为圆形，不可有明显

尖锐端，且冰块内部不可含有杂质；

S2：清洗消毒：将藕带挑选洗净切分后，进行品种分类，对不同规格的藕带进行区分，对

不达标的藕带进行挑除，利用酸性氧化电位水处理藕带，确保消毒后无残留毒性，pH＝2.5-

4.5，处理时间为10-30min，有效氯含量30～70mg/L；

S3：护色保脆：将经过消毒的藕带，用0.01-0.1％亚硫酸氢钠、0.8-1.8％抗坏血酸钙和

0.1-1.0％L-半胱氨酸护色保脆复配物浸泡30min之后清洗沥干，避免外部污染，沥干过程

需要使用密集型筛网，确保不会对藕带产生切割面；

S4：将经过预冷、清洗消毒、护色保脆处理的藕带，用尼龙复合袋封口包装，置于0-10℃

下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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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果蔬保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藕带学名藕鞭，是湖北地区的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夏季时令蔬菜，主产于我国湖

北的江汉平原，农谚云：“三月三，藕发苫”，藕带即是由藕的顶芽萌发经过伸长生长形成的

根状茎，藕带与藕是同源器官，在生长条件适宜时，藕带可膨大形成藕，藕带脆嫩可口，其脂

肪含量极低，VC和钙的含量极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并且藕带中的砷、铅、镉等主要重金

属含量均大大低于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限量值，其食用安全性相对较高。

[0003] 藕带生产主要集中在夏季，环境温度高，并且其水分含量达97％以上，呼吸强度和

多酚氧化酶活性明显高于莲藕，极易发生褐变和软化。鲜藕带在常温下1-2天便会失去商品

价值，再加上地域性和季节性的限制，藕带的贮存和外销受到很大的抑制。目前加冰运输和

商业化的冷库贮藏不能很好地解决藕带贮藏中的褐变软化及腐烂变质的问题，虽然已有一

些关于新鲜藕带的护色保脆研究，但未见适应市场需求、切实可行的保鲜方法。

[0004] 目前关于藕带的保鲜技术研究甚少，对藕带预冷的研究尚未报道。果蔬预冷方式

主要有水预冷、空气预冷、真空预冷。但藕带含水量极高，真空预冷和空气预冷会使藕带迅

速失水，造成藕带品质下降，故本发明采用冷水预冷，这比较符合藕带自身的生长环境，有

效保持藕带的水分和脆度。为解决藕带贮存中易感染细菌腐烂变质的问题，本发明采用酸

性氧化电位水对藕带进行消毒清洗。酸性氧化电位水作为一种新兴清洗剂，拥有与传统消

毒剂次氯酸钠相同的抑菌效果，且比传统的氯消毒剂的有效氯浓度低，安全性更好,在果蔬

保鲜产业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在果蔬护色中，亚硫酸盐能有效抑制褐变，但存在安全性

问题，若与其他保鲜剂复配使用，能大大降低其用量，提高安全性。L-半胱氨酸作为含硫基

氨基酸，是亚硫酸盐很好的辅助物，同时安全性高。抗坏血酸钙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果蔬褐

变抑制剂和抗氧化保鲜剂，稳定，无酸味，能够保持果蔬色泽和原有风味，已成功应用于果

蔬保脆护色中。故本发明采用亚硫酸氢钠、L-半胱氨酸和抗坏血酸钙护色保脆复配物处理

藕带。藕带质地脆嫩，含有很多气孔，采用较高真空度真空包装会对其产生挤压，使其脆度

严重下降，故本发明并未采用传统的抽真空包装，以保持藕带的脆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目前关于藕带的保鲜技术研究甚少，藕带贮运中易褐变失水软化及腐烂变质

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该藕带贮

藏保鲜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预冷：将采摘的新鲜藕带运输至实验室，利用冰水混合物进行预冷，预冷过程

中在冰水中需要添加冰块，冰块与冰水的比例为3/7，选取的冰块的形状需为圆形，不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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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尖锐端，且冰块内部不可含有杂质；

[0008] S2：清洗消毒：将藕带挑选洗净切分后，进行品种分类，对不同规格的藕带进行区

分，对不达标的藕带进行挑除，利用酸性氧化电位水处理藕带，确保杀菌后无残留毒性，pH

＝2.5-4.5，处理时间为10-30min，有效氯含量30～70mg/L；

[0009] S3：护色保脆：将经过消毒的藕带，用0.01-0.1％亚硫酸氢钠、0.8-1.8％抗坏血酸

钙和0.1-1.0％L-半胱氨酸护色保脆复配物浸泡30min之后清洗沥干，此过程需要在无菌的

环境中操作，避免外部污染，沥干过程需要使用密集型筛网，确保不会对藕带避免产生切割

面；

[0010] S4：将经过预冷、清洗消毒、护色保脆处理的藕带，用尼龙复合袋封口包装，置于0-

10℃下冷藏。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对藕带进行采后预冷，利用冰水混

合物预冷有效地减缓了藕带采后褐变失水的问题；采用酸性氧化电位水对藕带进行减菌清

洗，有效氯含量显著低于安全标准，解决藕带贮藏中腐烂问题，安全有效；用护色保脆复配

物对藕带进行护色保脆处理，简便易行，能源消耗低，易于推广；用尼龙复合袋对藕带进行

封口包装，能有效减缓藕带褐变失水，又不会对藕带产生挤压，保持其脆度；使藕带保鲜期

由目前的2-3天延长至30天，显著地延长了新鲜藕带的货架期，有利于其贮存和外销，提高

了藕带的商业品质与价值。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贮藏过程中藕带未处理组和护色保脆处理组L*值变化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贮藏过程中藕带未处理组和护色保脆处理组脆度变化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藕带贮藏30d后电子鼻检测挥发性风味物质雷达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藕带贮藏30d后其主要挥发性风味物质数量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藕带贮藏30d后其主要挥发性风味物质相对含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该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S1：预冷：将采摘的新鲜藕带运输至实验室，利用冰水混合物进行预冷，预冷过程

中在冰水中需要添加冰块，冰块与冰水的比例为3/7，选取的冰块的形状需为圆形，不可有

明显尖锐端，且冰块内部不可含有杂质；

[0020] S2：清洗消毒：将藕带挑选洗净切分后，进行品种分类，对不同规格的藕带进行区

分，对不达标的藕带进行挑除，利用酸性氧化电位水处理藕带，确保杀菌后无残留毒性，pH

＝2.5-4.5，处理时间为10-30min，有效氯含量30～70mg/L；

[0021] S3：护色保脆：将经过消毒的藕带，用0.01-0.1％亚硫酸氢钠、0.8-1.8％抗坏血酸

钙和0.1-1.0％L-半胱氨酸护色保脆复配物浸泡30min之后清洗沥干，此过程需要在无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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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操作，避免外部污染，沥干过程需要使用密集型筛网，确保不会对藕带避免产生切割

面；

[0022] S4：将经过预冷、清洗消毒、护色保脆处理的藕带，用尼龙复合袋封口包装，置于0-

10℃下冷藏。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预冷、消毒杀菌、护色保脆和包装处理藕带具体包括：

新鲜藕带采摘运输至实验室，利用冰水混合物对藕带进行预冷；挑选无机械损伤的藕带，洗

净切分成10cm小段，然后用酸性氧化电位水浸泡藕带11min，pH＝3.3；消毒后用0.015％亚

硫酸氢钠、0.86％抗坏血酸钙和0.57％L-半胱氨酸护色保脆复配物浸泡30min之后清洗沥

干；最后用尼龙复合封口包装，置于3℃下冷藏。

[0025] 实施例2

[0026] 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预冷、消毒杀菌、护色保脆和包装处理藕带具体包括：

新鲜藕带采摘运输至实验室，利用冰水混合物对藕带进行预冷；挑选无机械损伤的藕带，洗

净切分成10cm小段，然后用酸性氧化电位水浸泡藕带16min，pH＝4.1；消毒后用0.049％亚

硫酸氢钠、0.79％抗坏血酸钙和0.26％L-半胱氨酸护色保脆复配物浸泡30min之后清洗沥

干；最后用尼龙复合封口包装，置于4℃下冷藏。

[0027] 实施例3

[0028] 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预冷、消毒杀菌、护色保脆和包装处理藕带具体包括：

新鲜藕带采摘运输至实验室，利用冰水混合物对藕带进行预冷；挑选无机械损伤的藕带，洗

净切分成10cm小段，然后用酸性氧化电位水浸泡藕带15min，pH＝3.8；消毒后用0％亚硫酸

氢钠、1.01％抗坏血酸钙和0.4％L-半胱氨酸护色保脆复配物浸泡30min之后清洗沥干；最

后用尼龙复合封口包装，置于5℃下冷藏。

[0029] 实施例4

[0030] 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预冷、消毒杀菌、护色保脆和包装处理藕带具体包括：

新鲜藕带采摘运输至实验室，利用冰水混合物对藕带进行预冷；挑选无机械损伤的藕带，洗

净切分成10cm小段，然后用酸性氧化电位水浸泡藕带22min，pH＝3.9；消毒后用0.073％亚

硫酸氢钠、1.05％抗坏血酸钙和0.57％L-半胱氨酸护色保脆复配物浸泡30min之后清洗沥

干；最后用尼龙复合封口包装，置于6℃下冷藏。

[0031] 现通过本发明所得到的一种藕带贮藏保鲜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如下：

[0032] 表1为贮藏过程中藕带未处理组和护色保脆处理组L*值和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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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0035] 表2为藕带在30d贮藏期间感官评价表

[0036]

[0037] 经实验对比，本发明能有效保持藕带的水分和脆度，便于运输，解决藕带贮存中易

腐烂变质的问题。

[0038] 综合以上，采用冰水混合物对藕带进行预冷，迅速除去田间热，降低其呼吸速率，

维持藕带的品质；然后用酸性氧化电位水对藕带进行消毒，降低贮藏期病原菌的发病率和

腐烂率；而后用抗坏血酸钙、L-半胱氨酸和亚硫酸氢钠护色保脆复配物对藕带进行护色保

脆处理，解决藕带在贮藏期易褐变和失水软化的问题；最后用尼龙袋封口包装，既能有效隔

绝外部氧气又不会对藕带产生挤压，并在低温下冷藏，藕带货架期可达30天。

[0039]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参考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然而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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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要不存在

结构冲突，本发明所披露的实施例中的各项特征均可通过任意方式相互结合起来使用，在

本说明书中未对这些组合的情况进行穷举性的描述仅仅是出于省略篇幅和节约资源的考

虑。因此，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

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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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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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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