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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步骤：将食用菌经芸苔素内酯预处

理、预冷、切片，得到菌片；将菌片浸入电解水中

进行超声波清洗3～5min，其中，电解水pH值为5

～6.5，有效氯浓度为10～30mg/L；将清洗后的菌

片表面进行紫外线照射，紫外线波长为240～

260nm，照射剂量为1～3kJ/m2；封装，冷藏。本发

明通过将鲜切食用菌进行电解水、超声波和紫外

线联合保鲜处理，能够更加彻底地杀灭表面微生

物，有效降低鲜切食用菌的腐烂率，减轻褐变程

度，较好地保持鲜切食用菌的营养品质和感官品

质，有效延长鲜切食用菌的货架期，尤其是针对

鲜切双孢蘑菇，能够使其货架期由常温下1～2天

延长至10～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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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食用菌用质量浓度为0.5～1.5mg/L的芸苔素内酯溶液浸泡15～30min，然后

预冷、切片，得到菌片；

步骤2、将菌片浸入电解水中进行超声波清洗3～5min；其中，电解水pH值为5～6.5，有

效氯浓度为10～30mg/L；

步骤3、将清洗后的菌片表面进行紫外线照射，紫外线波长为240～260nm，照射剂量为1

～3kJ/m2；

步骤4、封装，冷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步骤1中预冷温度为0±1℃，预冷

时间为20～24h。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步骤2中，清洗后的菌片去除表面

残留水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步骤2中，进行超声波清洗的超声

波频率为35-45kHz，功率为150-240W。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步骤4中，采用气调包装技术进行

封装；所述气凋包装的气体成分为：1％～5％一氧化氮、50％～55％二氧化碳以及40％～

49％氮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冷藏的温度为4±1℃，湿度为

80％～95％。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所述鲜切食用菌为鲜切双孢蘑

菇。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其中，对鲜切双孢蘑菇按照以下条件进

行选择：菌体完整、直径大小为30～40mm、颜色洁白、菌盖未开伞、子实体大小均匀、无机械

伤和病虫害，并切除2/3菌柄；所述菌片的厚度为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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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产品贮藏保鲜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用于果蔬、食用菌进行保鲜的化学杀菌剂包括：氯、臭氧、有机酸及电解水；

物理方法包括：辐照、紫外线照射及超声波处理。然而，单独使用上述方法并不能保证彻底

杀灭影响鲜切果蔬、食用菌感官品质的微生物，现有技术中，还没有电解水、超声波和紫外

线联合保鲜处理技术。

[0003] 双孢蘑菇(Agaricus  bisporus)是世界上栽培最广泛、产量最高、消费量最大的一

种食用菌，其子实体外形圆润、颜色洁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鲜切

食用菌耐贮性差，易出现褐变、软化、失水及腐烂等品质劣变现象，贮藏期在常温下仅为1-2

天。鲜切双孢蘑菇由于清洗和切分，使其含水量高且极易受到机械损伤，进而加重组织呼吸

代谢，褐变及微生物侵染，货架期比新鲜完整的其他鲜切食用菌更短。

[0004] 天然芸苔素内酯来源于油菜花粉和蜂蜡，是一种新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广泛适

用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具有促进生长，提高抗性，延缓衰老等作用，且对人

体无害，对环境无污染，是中国唯一一个通过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的调节剂类化合物。研

究表明，芸苔素内酯能够有效延长多种果蔬的采后贮藏期，但将芸苔素内酯用于食用菌保

鲜的研究尚未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和/或缺陷，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

点。

[0006]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能够有效延缓鲜切食

用菌的品质劣变，延长其货架期。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和一些其他的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将食用菌用质量浓度为0.5～1.5mg/L的芸苔素内酯溶液浸泡15～30min，

然后预冷、切片，得到菌片；

[0010] 步骤2、将菌片浸入电解水中进行超声波清洗3～5min；其中，电解水pH值为5～

6.5，有效氯浓度为10～30mg/L；

[0011] 步骤3、将清洗后的菌片表面进行紫外线照射，紫外线波长为240～260nm，照射剂

量为1～3kJ/m2；

[0012] 步骤4、封装，冷藏。

[0013]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1中，在进行预冷前，将食用菌采

用质量浓度为0.5～1.5mg/L的芸苔素内酯溶液浸泡15～30min。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1中预冷温度为0±1°C，预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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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20～24h。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2中，清洗后的菌片去除表面残

留水分。

[0016]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2中，进行超声清洗的超声波频

率为35-45kHz，功率为150-240W。

[0017]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4中，采用气调包装技术进行封

装；所述气凋包装的气体成分为：1％～5％一氧化氮、50％～55％二氧化碳以及40％～49％

氮气。

[0018]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冷藏的温度为4±1℃，湿度为80％～

95％。

[0019]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所述鲜切食用菌为鲜切双孢蘑菇。

[0020] 优选的是，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对鲜切双孢蘑菇按照以下条件进行

选择：菌体完整、直径大小为30～40mm、颜色洁白、菌盖未开伞、子实体大小均匀、无机械伤

和病虫害，并切除2/3菌柄；所述菌片的厚度为3～5mm。

[0021]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将鲜切食用菌进行电解水、超声波和

紫外线联合保鲜处理，能够更加彻底地杀灭表面微生物，有效降低鲜切食用菌的腐烂率，减

轻褐变程度，较好地保持鲜切食用菌的营养品质和感官品质，有效延长鲜切食用菌的货架

期，尤其是针对鲜切双孢蘑菇，能够使其货架期由常温下1～2天延长至10～12天。

[0022]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对本发明做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参阅本说明书后能够据以实

施。

[0024] 一种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将食用菌用质量浓度为

0.5～1.5mg/L的芸苔素内酯溶液浸泡15～30min，采用该浓度的芸苔素内酯溶液进行浸泡，

能够有效延长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期。然后预冷、切片，得到菌片；步骤2、将菌片浸入电解水

中进行超声波清洗3～5min，其中，电解水pH值为5～6.5，有效氯浓度为10～30mg/L；步骤3、

将清洗后的菌片表面进行紫外线照射，紫外线波长为240～260nm，照射剂量为1～3kJ/m2；

步骤4、封装，冷藏。通过将鲜切食用菌进行电解水、超声波和紫外线联合保鲜处理，能够更

加彻底地杀灭表面微生物，有效降低鲜切食用菌的腐烂率，减轻褐变程度，较好地保持鲜切

食用菌的营养品质和感官品质，有效延长鲜切食用菌的货架期，尤其是针对鲜切双孢蘑菇，

能够使其货架期由常温下1～2天延长至10～12天。

[0025] 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1中预冷温度为0±1℃，预冷时间为20～

24h。

[0026] 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2中，清洗后的菌片去除表面残留水分。可

采用吸干或低温风干的方法。

[0027] 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2中，进行超声波清洗的超声波频率为35-

45kHz，功率为150-24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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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步骤4中，采用气调包装技术进行封装；所述气

凋包装的气体成分为：1％～5％一氧化氮、50％～55％二氧化碳以及40％～49％氮气。气调

包装是通过调节密封包装内的气体种类和配比，控制果蔬的呼吸速率，以达到延长保鲜效

果和货架期的目的的包装技术。一氧化氮是一种高活性自由基气体，通过抑制呼吸作用、减

少乙烯生物合成、延缓果实衰老。研究表明，一氧化氮供体硝普钠处理能够抑制双孢蘑菇开

伞，减缓其品质下降。将一氧化氮气体应用于气调包装，则能够显著地抑制鲜切食用菌的呼

吸速率，延缓其软化。

[0029] 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冷藏的温度为4±1℃，湿度为80％～95％。

[0030] 所述的鲜切食用菌的保鲜方法中，所述鲜切食用菌为鲜切双孢蘑菇。对鲜切双孢

蘑菇按照以下条件进行选择：菌体完整、直径大小为30～40mm、颜色洁白、菌盖未开伞、子实

体大小均匀、无机械伤和病虫害，并切除2/3菌柄；所述菌片的厚度为3～5mm。

[0031] 实施例1

[0032] 1、双孢蘑菇在商品成熟期采收，直径大小为32mm。

[0033] 2、除去表面杂质，放入浓度为1.5mg/L的天然芸苔素内酯溶液中浸泡15min，吸干

表面水分后置于0℃预冷20h。

[0034] 3、将预冷后的双孢蘑菇进行挑选，选取菌体完整，颜色洁白，菌盖未开伞、子实体

大小均匀、无机械伤和病虫害的双孢蘑菇，并切除2/3菌柄。用切片机对双孢蘑菇进行切片，

菌片厚度为5mm。

[0035] 4、将菌片放入盛有电解水的超声波清洗机中处理3min，电解水pH值为6.5，氧化还

原电位815mV，有效氯浓度为29mg/L；超声波频率为40kHz，功率为200W。

[0036] 5、将处理后的菌片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水分，利用短波紫外灯分别对菌片上、下表

面进行照射处理，紫外线波长为254nm，照射剂量为1kJ/m2，照射时间2min。

[0037] 6、将处理后的菌片分装于气调包装袋中，充入预先设定的1％一氧化氮、50％二氧

化碳、49％氮气，并将袋口完全密封。

[0038] 7、将包装后的鲜切双孢蘑菇置于4℃，湿度为90％的冷库内贮藏。此实验条件下鲜

切双孢蘑菇的货架期为12天。

[0039] 实施例2

[0040] 1、双孢蘑菇在商品成熟期采收，直径大小为36mm。

[0041] 2、除去表面杂质，放入浓度为0.5mg/L的天然芸苔素内酯溶液中浸泡30min，吸干

表面水分后置于-1℃预冷24h。

[0042] 3、将预冷后的双孢蘑菇进行挑选，选取菌体完整，颜色洁白，菌盖未开伞、子实体

大小均匀、无机械伤和病虫害的双孢蘑菇，并切除2/3菌柄。用切片机对双孢蘑菇进行切片，

菌片厚度为3mm。

[0043] 4、将菌片放入盛有电解水的超声波清洗机中处理5min，电解水pH值为5，氧化还原

电位678mV，有效氯浓度为15mg/L；超声波频率为40kHz，功率为200W。

[0044] 5、将处理后的菌片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水分，利用短波紫外灯分别对菌片上、下表

面进行照射处理，紫外线波长为254nm，照射剂量为3kJ/m2，照射时间5min。

[0045] 6、将处理后的菌片分装于气调包装袋中，充入预先设定的5％一氧化氮、55％二氧

化碳、40％氮气，并将袋口完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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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7、将包装后的鲜切双孢蘑菇置于4℃，湿度为95％的冷库内贮藏。此实验条件下鲜

切双孢蘑菇的货架期为10天。

[0047] 实施例3

[0048] 1、杏鲍菇在商品成熟期采收。

[0049] 2、除去表面杂质，放入浓度为0.5mg/L的天然芸苔素内酯溶液中浸泡30min，吸干

表面水分后置于-1℃预冷24h。

[0050] 3、将预冷后的杏鲍菇切片，菌片厚度为4mm。

[0051] 4、将菌片放入盛有电解水的超声波清洗机中处理5min，电解水pH值为6.0，氧化还

原电位678mV，有效氯浓度为20mg/L；超声波频率为42kHz，功率为180W。

[0052] 5、将处理后的菌片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水分，利用短波紫外灯分别对菌片上、下表

面进行照射处理，紫外线波长为254nm，照射剂量为3kJ/m2，照射时间5min。

[0053] 6、将处理后的菌片分装于气调包装袋中，充入预先设定的5％一氧化氮、55％二氧

化碳、40％氮气，并将袋口完全密封。

[0054] 7、将包装后的鲜切杏鲍菇置于4℃，湿度为95％的冷库内贮藏。此实验条件下鲜切

杏鲍菇的货架期为10天。

[0055]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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