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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

方法，包括：步骤一、采收食用菌洗净得到干净的

食用菌；步骤二、将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5～

10s，之后冷冻2～3小时，然后于温度-10～-6℃

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0～

4℃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步骤三、将

食用菌置于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步骤四、将食

用菌置于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步骤五、将食用

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步骤

六、115～121℃下灭菌5～20秒钟，然后将待冷却

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以进行消毒；步骤七、

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保存。利用本发

明的方法，食用菌的保鲜日期可延长至45天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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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5～10s，之后置于温度-20～-

10℃下冷冻2～3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10～-6℃下进行低温贮

藏4小时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0～4℃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7～10％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0～20

分钟；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50～30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0

～20分钟；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5～

15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1～0.8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

1～8g/mL；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15～121℃下灭菌5～20秒钟，然后

将待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0～15分钟以进行消毒；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境

内，之后置于-20～-18℃下保存。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食用

菌为杏鲍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将所述食

用菌置于温度-15℃下冷冻2.5小时。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将冷冻后

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8℃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2℃下2小时

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将所述冷

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8.5％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5分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将食用菌

置于浓度为175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5分钟。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五中，将所述食

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10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

0.45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4.5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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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用菌的保鲜方法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典型的食用菌需求大国，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国内食用菌消费量每年

以高于7％的速度持续增长。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假设每个家庭每天消费食用菌类300克，

国内食用菌年消费量将超过3000万吨，市场潜力巨大。马山县亚热带气候能满足大多数食

用菌栽培要求，当地生物生长量大，适合食用菌生产的原料十分丰富，适宜发展食用菌产

业。加上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食用菌的消费需求增大，广西作为中国重要的食用菌产地之

一，有优惠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和完善的口岸基础设施保障，食用菌产业在积极扩展国内市

场的同时，建立出口渠道，未来市场空间非常可观。

[0003] 食用菌采收后的贮藏品质取决于其呼吸作用的程度及病虫害程度，一般食用菌呼

吸作用旺盛，水分含量大，容易发生褐变，因此导致食用菌的货架期较短，并且，同时存在使

用不当化学试剂对食用菌进行保鲜处理的现象，导致食用菌食品安全不达标，制约食用菌

产业的发展，因此，提供安全的保鲜技术对食用菌产品的发展非常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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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

[0006] 为此，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包括：

[0008]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

[0009]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5～10s，之后置于温度-20

～-10℃下冷冻2～3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10～-6℃下进行低

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0～4℃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0010]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7～10％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0

～20分钟；

[0011]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50～30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

泡10～20分钟；

[0012]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

5～15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1～0.8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

度为1～8g/mL；

[0013]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15～121℃下灭菌5～20秒钟，

然后将待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0～15分钟以进行消毒；

[0014]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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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之后置于-20～-18℃下保存。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中，步骤一中，所述食用菌为杏鲍

菇。

[0016] 优选的是，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中，步骤二中，将所述食用菌置于温

度-15℃下冷冻2.5小时。

[0017] 优选的是，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中，步骤二中，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

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8℃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2℃下2小时以上，

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0018] 优选的是，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中，步骤三中，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

置于体积百分比8.5％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5分钟。

[0019] 优选的是，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中，步骤四中，将食用菌置于浓度为

175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5分钟。

[0020] 优选的是，所述的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中，步骤五中，将所述食用菌置于含

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10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45g/mL，所

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4.5g/mL。

[0021]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的方法首先将食用菌进行低温冷冻，使其内部结晶水分吸出，降低食用菌

粒中结合水的含量，从而抑制细菌生长，并且在低温冷冻后，仍然保持食用菌粒中部分水

分，使其能够保持鲜嫩。之后，采用食用酒精对其进行初步消毒，消毒完毕后采用含有茶多

酚和壳聚糖的溶液对其进行深度消毒，茶多酚和壳聚糖具有广谱杀菌性，并且均为食用级

别，对人体无害，之后再采用高温蒸汽灭菌方法对其进行灭菌，使得细胞和部分酶的活性失

活或降低活性，从而降低食用菌中的生理活性的进行，保持其营养成分和口感，瞬间达到锁

定摘取时的状态的作用。再采用紫外线进行彻底消毒，彻底杀死细菌，同时在将其抽真空密

封保存，保持住其状态，使食用菌在较长时间的储藏后仍可保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总糖

含量高，风味、质构、酸度和外观较好。利用本发明的方法，食用菌的保鲜日期可延长至45天

以上。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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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字能够据

以实施。

[0025] 应当理解，本文所使用的诸如“具有”、“包含”以及“包括”术语并不配出一个或多

个其它元件或其组合的存在或添加。

[0026] 本发明提供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

[0028]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5～10s，之后置于温度-20

～-10℃下冷冻2～3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10～-6℃下进行低

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0～4℃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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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7～10％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0

～20分钟；

[0030]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50～30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

泡10～20分钟；

[0031]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

5～15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1～0.8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

度为1～8g/mL；

[0032]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15～121℃下灭菌5～20秒钟，

然后将待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0～15分钟以进行消毒；

[0033]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

境内，之后置于-20～-18℃下保存。

[0034] 本发明的方法首先将食用菌进行低温冷冻，使其内部结晶水分吸出，降低食用菌

粒中结合水的含量，从而抑制细菌生长，并且在低温冷冻后，仍然保持食用菌粒中部分水

分，使其能够保持鲜嫩。之后，采用食用酒精对其进行初步消毒，消毒完毕后采用含有茶多

酚和壳聚糖的溶液对其进行深度消毒，茶多酚和壳聚糖具有广谱杀菌性，并且均为食用级

别，对人体无害，之后再采用高温蒸汽灭菌方法对其进行灭菌，使得细胞和部分酶的活性失

活或降低活性，从而降低食用菌中的生理活性的进行，保持其营养成分和口感，瞬间达到锁

定摘取时的状态的作用。再采用紫外线进行彻底消毒，彻底杀死细菌，同时在将其抽真空密

封保存，保持住其状态，使食用菌在较长时间的储藏后仍可保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总糖

含量高，风味、质构、酸度和外观较好。利用本发明的方法，食用菌的保鲜日期可延长至45天

以上。

[0035] 在本发明的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作为优选，步骤一中，所述食用菌为杏鲍菇。

[0036] 在本发明的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作为优选，步骤二中，将所述食用菌置于温度-15

℃下冷冻2.5小时。

[0037] 在本发明的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作为优选，步骤二中，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

冷库中，于温度-8℃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2℃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

处理食用菌。

[0038] 在本发明的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作为优选，步骤三中，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

积百分比8.5％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5分钟。

[0039] 在本发明的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作为优选，步骤四中，将食用菌置于浓度为175ppm

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5分钟。

[0040] 在本发明的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作为优选，步骤五中，将所述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

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10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45g/mL，所述壳聚

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4.5g/mL。

[0041]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现提供如下的实施例及对比

例进行说明：

[0042] 实施例1

[0043] 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包括：

[0044]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所述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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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为杏鲍菇。

[0045]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5s，之后置于温度-20℃下

冷冻2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10℃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

之后再置于温度0℃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0046]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7％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0分钟；

[0047]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5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0

分钟；

[0048]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

5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1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1g/mL；

[0049]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15℃下灭菌5秒钟，然后将待

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0分钟以进行消毒；

[0050]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

境内，之后置于-20℃下保存。

[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包括：

[0053]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所述食用

菌为杏鲍菇。

[0054]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7s，之后置于温度-18℃下

冷冻3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9℃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

后再置于温度4℃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0055]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8％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2分钟；

[0056]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8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2

分钟；

[0057]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

8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3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3g/mL；

[0058]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16℃下灭菌80秒钟，然后将待

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2分钟以进行消毒；

[0059]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

境内，之后置于-208℃下保存。

[0060] 实施例3

[0061] 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包括：

[0062]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所述食用

菌为杏鲍菇。

[0063]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8s，之后置于温度-12℃下

冷冻2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8℃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之

后再置于温度1℃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0064]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9％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19分钟；

[0065]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26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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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

13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6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6g/

mL；

[0067]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20℃下灭菌18秒钟，然后将待

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4分钟以进行消毒；

[0068]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

境内，之后置于-19℃下保存。

[0069] 实施例4

[0070] 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包括：

[0071]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所述食用

菌为杏鲍菇。

[0072]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5～10s，之后置于温度-15

℃下冷冻2.5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7℃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

以上，之后再置于温度2℃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0073]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置于体积百分比8.5％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

15分钟；

[0074]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175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15

分钟；

[0075]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

10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45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

4.5g/mL；

[0076]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18℃下灭菌12.5秒钟，然后将

待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0～15分钟以进行消毒；

[0077]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

境内，之后置于-19℃下保存。

[0078] 实施例5

[0079] 一种食用菌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包括：

[0080] 步骤一、采收食用菌，使用清水将其洗净并除去水分得到干净的食用菌所述食用

菌为杏鲍菇。

[0081] 步骤二、将经过步骤一处理后的食用菌置于液氮中保持10s，之后置于温度-10℃

下冷冻3小时，然后将冷冻后的食用菌置于冷库中，于温度-6℃下进行低温贮藏4小时以上，

之后再置于温度3℃下2小时以上，获得冷处理食用菌；

[0082] 步骤三、将所述冷处理食用菌置于体积百分比10％的食用酒精溶液中浸泡20分

钟；

[0083] 步骤四、将食用酒精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浓度为30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浸泡20

分钟；

[0084] 步骤五、将过氧化氢溶液浸泡后的食用菌置于含有茶多酚和壳聚糖的溶液中浸泡

15分钟，其中，所述茶多酚的质量体积浓度为0.1～0.8g/mL，所述壳聚糖的质量体积浓度为

8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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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步骤六、将上述浸泡过后的食用菌置于灭菌锅中以121℃下灭菌20秒钟，然后将待

冷却的食用菌利用紫外线照射15分钟以进行消毒；

[0086] 步骤七、将消毒后的食用菌采用密封袋包裹，且将其抽真空，使食用菌处于真空环

境内，之后置于-18℃下保存。

[0087] 对比例

[0088] 常规保鲜方法。

[0089] 效果验证

[0090] 取食用菌杏鲍菇60根，分为6份，每份10根，采用本发明的实施例1至5的方法和对

比例的方法分别处理，于冷冻条件取出后，置于0～4℃下保存，检测食用菌保持口感极其新

鲜的口感新鲜度的时间，结果如下表所示：

[0091]

[0092] 这里说明的模块数量和处理规模是用来简化本发明的说明的。对本发明的食用菌

保鲜的复合加工方法的应用、修改和变化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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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