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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及保鲜

莲子，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莲子置于护色

液中浸泡；2)将经步骤1)处理后的莲子干燥，并

置于氧化电位水中浸泡；3)将经步骤2)处理后的

莲子与复合保鲜剂接触对莲子进行涂膜，然后将

经涂膜的莲子进行氯化钙交联，并成膜。采用本

发明的方法进行新鲜莲子的保鲜，在1～4℃的条

件下产品至少可以保鲜90天以上，保鲜期内莲子

无异味、外皮无明显褐变，微生物菌落总数<

5000CFU/g，有效的保持莲子原有色泽、风味和营

养价值，大大延长了新鲜莲子的贮藏时效，解决

了其销售的地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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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莲子置于护色液中浸泡；

2)将经步骤1)处理后的莲子干燥，并置于氧化电位水中浸泡；

3)将经步骤2)处理后的莲子与复合保鲜剂接触对莲子进行涂膜，然后将经涂膜的莲子

进行氯化钙交联，并成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护色液为含

有D-异抗坏血酸钠和植酸钠的水溶液，其中，D-异抗坏血酸钠的浓度为5～10mg/mL，植酸钠

的浓度为5～15mg/mL。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相对于1g莲

子，护色液的用量为2～4mL，浸泡时间为5～15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相对于1g莲子，氧

化电位水的用量为2～4mL，浸泡时间为5～1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复合保鲜剂

为含有海藻酸钠﹑溶菌酶和水杨酸的水溶液，其中，海藻酸钠的浓度为5～15mg/mL，溶菌酶

的浓度为1000～3000U/mL，水杨酸的浓度为0.5～1mg/mL，相对于1g莲子，复合保鲜剂的用

量为2～4mL。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保鲜剂pH为5.5～

6，经步骤2)处理后的莲子与复合保鲜剂接触对莲子进行涂膜的温度保持在35～40℃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5或6所述的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将经步骤2)

处理后的莲子与复合保鲜剂接触对莲子进行涂膜的方法包括：将经步骤2)处理后的莲子浸

泡于复合保鲜剂中，然后固液分离，浸泡时间为10～15min；

将经涂膜的莲子进行氯化钙的交联方法包括：在翻拌下，用浓度为5～10mg/mL的氯化

钙水溶液喷洒固液分离后得到的经涂膜的莲子；

所述成膜的方法包括：将经涂膜以及氯化钙交联的莲子置于无菌环境中进行风干成

膜。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步骤3)处

理后的莲子进行真空包装，包装后于1～4℃贮藏。

9.保鲜莲子，其特征在于，由新鲜莲子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方法保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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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及保鲜莲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果蔬保鲜方法，具体地，涉及一种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及保鲜莲子。

背景技术

[0002] 莲子味清香浓郁，营养丰富，同时具有镇静、强心、抗衰老、抗氧化、抗肿瘤等作用，

自古以来就是公认的老少皆宜的鲜美滋补佳品。新鲜莲子更是口感甜嫩，不单味道诱人，还

能补益五脏功能，通利气血、温阳补肾，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如新鲜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

是一种天然药用成分，提高心脏功能，保护心血管，经常食用可以养心强心作用，促进血液

循环，预防高血压发生；新鲜莲子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经常食用可以有效预防癌症发

生。

[0003] 我国莲子种植面积超过320万亩，新鲜莲子产量很大；然而，新鲜莲子收获期短，地

域性强，若非莲子收获季节及非莲子产地，消费者均很难有机会品尝到新鲜莲子，主要是因

为新鲜莲子极易发生褐变、失水和腐烂变质，一般常温下2～3天便会丧失食用价值和商用

价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鲜莲子的货架期以及长途运输、销售，无法解决新鲜莲子的地域

性和季节性难题。

[0004] CN102894074A公开了一种莲子护色保鲜方法，按如下步骤：(1)取新鲜莲子，剥壳、

去膜、除芯，迅速放入常温蒸馏水中；(2)先将亚硫酸氢钠与抗坏血酸，溶于少量的蒸馏水，

然后加入到90℃的蒸馏水中，得保鲜溶液，保鲜溶液浓度为：亚硫酸氢钠1.5～3.5g/L，抗坏

血酸3.0～7.0g/L，温度控制在85～90℃；(3)取出步骤(1)的莲子，晾干后，按照步骤(2)的

保鲜溶液与莲子的液料比为2:1-5:1(v/w)的比例，加入到保鲜溶液中，保持温度在70～80

℃范围，3～6min后取出莲子，置于净化环境中晾干或风干，无表面水分后置于无菌非金属

容器，0～5℃条件下保藏。方法采用抗坏血酸和亚硫酸氢钠作为保鲜剂，结合水热处理等，

可以显著延长莲子保鲜时间。对于新鲜莲子可以延长保鲜时间30天以上，对于冷冻莲子可

以延长保鲜时间20天以上。可以看出，该方法延长的保鲜时间并不长，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一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莲子护色保鲜方法，该方法采用联合处

理方法，能够实现新鲜莲子的高效护色保鲜，大大延长新鲜莲子的贮藏时效。

[0006] 本发明另一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保鲜莲子，其外观新鲜，口感好。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莲子护色保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将莲子置于护色液中浸泡；

[0009] 2)将经步骤1)处理后的莲子干燥，并置于氧化电位水中浸泡；

[0010] 3)将经步骤2)处理后的莲子与复合保鲜剂接触对莲子进行涂膜，然后将经涂膜的

莲子进行氯化钙交联，并成膜。

[0011]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护色液为含有D-异抗坏血酸钠和植酸钠的水溶液，其中，

D-异抗坏血酸钠的浓度为5～10mg/mL，植酸钠的浓度为5～15mg/mL。在该优选方案中，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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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可通过磷酸基团牢固地螯合金属离子，从而抑制褐变相关酶的活性；D-异抗坏血酸钠，具

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可阻断黑色素的生成。

[0012] 优选地，步骤1)中，相对于1g莲子，护色液的用量为2～4mL，浸泡时间为5～15min。

在本优选方案中，采用足够多的护色液浸泡足够长的时间可有效发挥护色效果。

[0013] 优选地，步骤2)中，相对于1g莲子，氧化电位水的用量为2～4mL，浸泡时间为5～

10min。在本优选方案中，采用氧化电位水浸泡浸泡5～10min进行减菌化处理，可有效杀灭

鲜莲体表微生物。

[0014] 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复合保鲜剂为含有海藻酸钠﹑溶菌酶和水杨酸的水溶液，

其中，海藻酸钠的浓度为5～15mg/mL，溶菌酶的浓度为1000～3000U/mL，水杨酸的浓度为

0.5～1mg/mL，相对于1g莲子，复合保鲜剂的用量为2～4mL。在本优选方案中，利用海藻酸钠

优良的成膜特性以及溶菌酶、水杨酸的抑菌作用，而且在酸性条件下，海藻酸钠、溶菌酶可

更好的发挥作用。

[0015] 优选地，所述复合保鲜剂pH为5.5～6，经步骤2)处理后的莲子与复合保鲜剂接触

对莲子进行涂膜的温度保持在35～40℃之间。在本优选方案中，pH为5.5～6.0、温度保持在

35～40℃可使得复合保鲜剂有效发挥其保鲜效果。

[0016] 优选地，步骤3)中，将经步骤2)处理后的莲子与复合保鲜剂接触对莲子进行涂膜

的方法包括：将经步骤2)处理后的莲子浸泡于复合保鲜剂中，然后固液分离，浸泡时间为10

～15min；将经涂膜的莲子进行氯化钙的交联方法包括：在翻拌下，用浓度为5～10mg/mL的

氯化钙水溶液喷洒固液分离后得到的经涂膜的莲子；所述成膜的方法包括：将经涂膜以及

氯化钙交联的莲子置于无菌环境中进行风干成膜。在本优选方案中，氯化钙不仅可促进海

藻酸钠的成膜性，还具有一定的护色作用，从而现新鲜莲子的保水、护色、保鲜。

[0017]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步骤3)处理后的莲子进行真空包装，包装后于1～4℃

贮藏。在本优选方案中，1～4℃环境贮藏能够有效延长莲子的保鲜期，还能避免其受到冻

害。

[0018]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保鲜莲子，该保鲜莲子由新鲜莲子根据本发明第一方

面提供的方法保鲜得到。

[0019] 通过以上技术方案，本发明实现了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采用的护色液中含有植酸钠、D-异抗坏血酸钠，是在众多单一护色液中

通过反复实验优化筛选出来的最佳配伍和水平，两者具有良好的协同护色效果，且安全无

毒，可有效的延缓新鲜莲子褐变的发生；

[0021] 2、采用氧化电位水减菌化处理，可有效杀灭鲜莲体表微生物，不使用二氧化氯、过

氧化氢等，安全高效无残留，符合绿色生产的要求；

[0022] 3、采用的复合保鲜剂含有海藻酸钠、溶菌酶、水杨酸，利用海藻酸钠优良的成膜特

性以及溶菌酶、水杨酸的抑菌作用，而且在酸性条件下，海藻酸钠、溶菌酶可更好的发挥作

用；氯化钙不仅可促进海藻酸钠的成膜性，还具有一定的护色作用，从而现新鲜莲子的保

水、护色、保鲜；

[0023] 4、最后采用真空包装、低温贮藏，真空状态下可抑制微生物繁殖及虫害发生，防止

莲子中活性酶与氧作用从而发生褐变；低温贮藏可进一步抑制呼吸强度，减慢莲子自身养

分的消耗速度从而延长保鲜期，保持长久新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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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5、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进行新鲜莲子的保鲜，在1～4℃的条件下产品至少可以保鲜

90天以上，保鲜期内莲子无异味、外皮无明显褐变，微生物菌落总数<5000CFU/g，有效的保

持莲子原有色泽、风味和营养价值，大大延长了新鲜莲子的贮藏时效，解决了其销售的地域

限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

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26] 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氧化电位水为浙江德茵菲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使

用时用无菌水按体积比1.5～2.5倍稀释。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发明鲜食莲子的护色保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将莲子从新鲜莲蓬中剥出，挑选色泽、果形和成熟度基本一致、无病虫害、无机

械伤的带壳新莲；

[0030] 2)将步骤1)处理后的莲子置于护色液中浸泡5min，相对于1g莲子，护色液的用量

为2mL，所述护色液为含有D-异抗坏血酸钠﹑植酸钠的水溶液，其中D-异抗坏血酸钠的浓度

为10mg/mL，植酸钠的浓度为15mg/mL；

[0031] 3)将步骤2)处理后莲子沥干后，置于稀释1.5倍的氧化电位水中浸泡5min，相对于

1g莲子，氧化电位水的用量为2mL；

[0032] 4)将步骤3)处理后的莲子置于含有海藻酸钠﹑溶菌酶﹑食品级水杨酸的复合保鲜

剂(海藻酸钠的浓度为5mg/mL，溶菌酶的浓度为1000U/mL，水杨酸的浓度为0.5mg/mL，复合

保鲜剂pH值为5.5，相对于1g莲子，复合保鲜剂的用量为2mL)中于35℃下涂膜15min，然后捞

出至漏网，立即喷洒浓度为5mg/mL的氯化钙溶液，同时不断翻拌至混合均匀，置于网架于无

菌操作台内风干成膜；

[0033] 5)经步骤4)处理后的莲子装入聚丙烯包装袋，真空包装，于1±0.5℃低温贮藏。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发明鲜食莲子的护色保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将莲子从新鲜莲蓬中剥出，挑选色泽、果形和成熟度基本一致、无病虫害、无机

械伤的带壳新莲；

[0037] 2)将步骤1)处理后的莲子置于护色液中浸泡15min，相对于1g莲子，护色液的用量

为4mL，所述护色液为含有D-异抗坏血酸钠﹑植酸钠的水溶液，其中D-异抗坏血酸钠的浓度

为5mg/mL，植酸钠的浓度为5mg/mL；

[0038] 3)将步骤2)处理后莲子沥干后，置于稀释2.5倍的氧化电位水中浸泡10.0min，相

对于1g莲子，氧化电位水的用量为4mL；

[0039] 4)将步骤3)处理后的莲子置于含有海藻酸钠﹑溶菌酶﹑食品级水杨酸的复合保鲜

剂(海藻酸钠的浓度为15mg/mL，溶菌酶的浓度为3000U/mL，水杨酸的浓度为1mg/mL，复合保

鲜剂pH值为6，相对于1g莲子，复合保鲜剂的用量为4mL)中于40℃下涂膜10min，然后捞出至

漏网，立即喷洒浓度为10mg/mL的氯化钙溶液，同时不断翻拌至混合均匀，置于网架于无菌

操作台内风干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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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5)经步骤4)处理后的莲子装入聚丙烯包装袋，真空包装，于4±0.5℃低温贮藏。

[0041] 实施例3

[0042] 本发明鲜食莲子的护色保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将莲子从新鲜莲蓬中剥出，挑选色泽、果形和成熟度基本一致、无病虫害、无机

械伤的带壳新莲；

[0044] 2)将步骤1)处理后置于护色液中浸泡8min，相对于1g莲子，护色液的用量为3mL，

所述护色液为含有D-异抗坏血酸钠﹑植酸钠的水溶液，其中D-异抗坏血酸钠的浓度为

7.5mg/mL，植酸钠的浓度为10mg/mL；

[0045] 3)将步骤2)处理后莲子沥干后，置于稀释2倍的氧化电位水中浸泡7.5min，相对于

1g莲子，氧化电位水的用量为3mL；

[0046] 4)将步骤3)处理后的莲子置于含有海藻酸钠﹑溶菌酶﹑食品级水杨酸的复合保鲜

剂(海藻酸钠的浓度为10mg/mL，溶菌酶的浓度为2000U/mL，水杨酸的浓度为0.7mg/mL，复合

保鲜剂pH为5.8，相对于1g莲子，复合保鲜剂的用量为3mL)中于38℃下涂膜12min，然后捞出

至漏网，立即喷洒浓度为7.5mg/mL的氯化钙溶液，同时不断翻拌至混合均匀，置于网架于无

菌操作台内风干成膜；

[0047] 5)经步骤4)处理后的莲子装入聚丙烯包装袋，真空包装，于2±0.5℃低温贮藏。

[0048] 通过上述实施例得到的保鲜莲子，保鲜期内无异味、外皮无明显褐变，3个月后取

出，测得微生物菌落总数<5000CFU/g，低于国家果蔬产品的卫生标准。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进

行新鲜莲子的保鲜，在温度较高的1～4℃的条件下产品仍可至少可以保鲜90天以上，保鲜

时间长，能耗低，且有效的保持莲子原有色泽、风味和营养价值，解决了其销售的地域限制。

[0049] 以上结合实施例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

简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50]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51]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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