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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食品辐射保鲜技术

的开发研究

张红蝉李桂番庞玫唐弘徐美中段凤玲冯爱商张穷福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摘要

叙述了四种苹果、青椒、柿子等新鲜水果和蔬菜的60CO辐射保鲜

精况。试验苹果在O.10--0.70kGy剂量下进行辐照，试验柿子在0.10-

1.0kGy剂量下进行辐照，然后贮藏于一定温度下 F青椒经预热结合低

别量处理后贮藏于适当温度下:试验结果表明 z 经一定时期贮藏后，三

种辐照果蔬的品质比相应对照果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我们的试验还

表明 :Y辐照对果蔬的主要营养成分没有影响，辐照朱引起果蔬放射性

含量的增加和微量元素含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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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RADIAUON PRESERVATION

TECHNIQUE IN BEIJING

(1n Chinese)

Zhan哩 Hongdi Li Guixiang Pang mei Tang Hong

Xu Meizbong D,.an Fengling Feng Ainan Zhang Xiufu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BE lJl NG)

ABSTRACT

The ""Co radiation preservalion technique .....hich was used to preserve

persimmons, ~rcen pcppers and four varieties of apple wa骂 studied.Applesand

persimmons were irradiated with O. I~O. 7kGy and O. I~ I , OkGy respectively.

thea they were s tared under a constan t cn vironmc lI tal temperature. Grecn

peppers were treated with heat, irradiated with low dose and stored at low

temperature.After a certain time of stor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irradiated groups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main nutrient comp~nents between tbe irradiated groups and

the control 恩roup.F iDally •the radiation processing does not cause rad ioacti v ity

increasing and microzle;n~!1 ts decreasing in the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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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于.果蔬是有生命的话件，其缸射保 tr是一项综合性酌加工技术. ~响辐射保鲜致果的

因素很多，主要有'i!: m在田间的感染情况、果品在 J成熟度及其品质、辐熙参敬〈剂量、剂量

率、幅照有 fat的均匀度)、包装形式、贮藏条件等.

主~:frn 内外tM'H 食品的深入研究员近1tJ!的迅速发展，针对北京地区的需要，北京食品短

射保鲜技术开发研究协作组 i开展 r多品科r果挠的辐射保鲜工作.开发研究以中试为贯点，也

做了←旦小 i式，我们选择一定戚到度的一般果品作沟试验果，开:销后就地分级包装，用卡车

运到原于此研究院进 (j. 白照，然日再分别运钊北京市果品公司如此?在公司的冷库中贮藏，贮

藏过程中，定期 12 扭li各项内Ht t\1标，U~在现JE标.在两年的开反研究中，中 i，t7}\.~~::ft fro了近 50

个条件‘白 -~~2 {1个条件，小试共 fr 了 200多个务件，试验用果真 5吨多.

两年的开反研究表明:扫熙 J~:(f 抑制水果和 ~"i荣的腐烂.降低自然拓 jtf的作m，对主要

营养成分 (n含最没有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川贝克J产 1'( 北京抱区，包:民形式为，苹果采用单果也挺(纸〉后盛放在世通纸箱

内;柿子i飞往Ji1木箱盛放;在 ~:J'(Nn T塑料位内: ;百分小试苹果川究乙烯跟大包装后问盛

放在纸箱内。

幅照iIm、 (eo Co) 7[;度为 2.8SXI0' 号 Bqo ~M W.时，包装佑内不!，ll布拉的实际吸收剂量率用

硫政亚铁齐1/)日计测定。

贮 i哇条f'r二 J~ ， r;li式的 ~r:*贮 1咸盐1.1主 J.J2 ~ 4 C, ，fili 子贮 :f~温度为O ， 5-1.0C，年内相对温

度为85-9:;%. it某贮iZLE叹为8-13 'Co 此外，小 i式苹果时贮曦温度汪精1m…个1-9"C。

J'\Ht :7t 机 tE常规元 i去 f~1项日 t:'2~1.

放 q·tn 本底总α. fJ, Yi内测 :il:i3; ijlHG-260 :l低水底α/BiiHHIIFHI90G井型 Nal 低水底

Ym·悦。

耐用 j已辈;P 、 F ， Ca(l~ 测在 ill 分光;耻!在法有 It各介 71拖走出。

E:} 观评定 tf;*后 81'，~好果 :f'~ ..烂月:十:， n 然;:r. Jr，j'j飞 I~ 针、(月 1月常勺。

2 结果和讨论

2.1 几个晶钟的帽尉健麟情况

(I) :?果表1 列!J\了 ls\Wi.:"/呆的-芒~r&观m杯。 rlFl~ IIJ 见，比纽lift外， Jt ，'t;凹积1 ~~严

贝纽 ~:i;ln~处 PIli川，好果'丰:均1r --_oJ!!妃 I:':) .;t.t til企冠 JJY 旦，尤为!r?拧，约 0.\ 在IO ， 3kGy两种齐lJ!盖处

理 ri H''*+J)( ',;':j I 0%0 lit外，金冠 ."j-lf l.((苹果 {~Iin JKi处.PITIι 果面上原有的病果斑点趋于

下缩而不 Irj. i! JH;. 机械 ()j n mi')~ 仓仆， iU~I~H!，\ q.j 史上JfHM全记、阳光、，Ij'i'f f.f :e: 果的病HAi

a定抑制作川。

-&I tt; 叭 .if'llfηj:'I ， ，!:，\fH 处 Fill ';[1::(. 低 n 然 ln If: +, H Tiff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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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香/li ‘四光有1印度5种苹果，自然妇在平与对照相比平均下阵2.58惕，若与 1983-1926年

4 ~， :.it房贮璋的平均捆在率 (4.4qD)相比. !i!l!陪 (J 了 1.73 0/0 0.J 第三*11苹果的'嚣'禄分街

贮醺时间 $;r.曹剂量 M军事 虎皮病来a 庸生主. 平均叙事E事
品将

(d> (kGy> ( ~~】 (~) (., (~的

一一一一一

。 88.0 10 0.2 5.5

红番黯 lil 。.10 6l.7 38.3 。 1. 5

0.3口 iS.7 24.0 。 8.1

一一一一

。 89.8 9.4 。

金.~ 170 η.10 99.4 。 0.5 3.5

0.30 100.0 。 。

。 97.0 2.6 4.0

因光 ]46 。.30 100.0 。 3. i

0.50 98.8 1. 2

。 98.6 1.4 3.8

'I{ 齐声自 139 0.30 100.0 。 2.0

C.SO 100.0 。

•

。 100 3.7

£11 时'!I 13? 。.30 100 H 2.5

0.50 !O内川" 。

':，:*1/ 1. 小 ~A PH 他1ti标 im~j巳 [0 ~t~7l)jIJ 岁'IT:;主2 阳表 3。封呆在 i~JI !1;~ W.L;l 与未泊照组的JTj!

Jl:: mt;;!I~ 水无异， ii. nJJ 11: fLl";剂 mT I; :i!用 11':m其主要 ·;.x·;~~ 'jJ:旦分不~号响， ;主豆x. rr 也 jt: 因多种细

分问 nJ:主'f!JJ t址 tl\ J!(1， 1叶，个别成分 ;:J 月…!巴 j战 ;t ~!~; 4'~3川保护 l'to ill (10 t在此。

't:，IM 址J'H"IIS 远、 "1 延民货架， :l~' 9t~ :;i，~;)个 f J!，~' (:~J 小 lsi:川此 ~l:'~:注目 JL主{~ (J民览川自内， 4JJ

1ii气似)两周日 .ll 用果而 III 现f}"J 主'J!: i:!, ill ir )L'~ ;li1i ':i,\ !Kl，果 ，-;C， 'if Jf'ki布灯.个 q T,i ~.J' IRH1~ 1-: ml

m毡， 1i.\ J!U骂:只 :(J 个川开始叫去， N次体f见 r ',1,\ ITZ1 ;(.11;IJ 且 :i:Jjrp (hlJI'!::n 。

为比较 ?ld 照 11: 果 (I~j 口 11.f;， {'I i 炽j' IJ、 ~Jt ::'..:;l~ (l~ :11，专业人民 (I~J .\I，'士~ i于主'，';1< ·i文 1~1i~} LII , HI
O.l~· O. 7kGy 411\ !1\l处罚[[ r:·l :),{; fdj'j fT ,W:1:': 川 Ll 吨 iili~ ~fr ，(j'.rm缸。

iHtU~ nt':也温度凡 'i2 月~ r{J ，~:~-响， ilJ 见 1巳 r~ eft:J III 'H:. :严 A~ jt 句~~-~ :t·I ，!:j' 是i H-F7 C j!,: f.i

fl;H'，况， J过E吨然 ;I~ l川山!I川fl低埠邸;μ;斗It!附::平:号;川川It怔l巳f; ('!托:7实;的吓 i叫!刊叹l叹i 但!哇豆 f千仙:斗:，1川1币阿附J的 :污.兰号 l，吁勺!

i汕;证i ， lq 此， 111\ (1 J 址J' !'.ri fl~J:严果仍 f~~ "门'可:' {::.fLf,: i:' ,'L 'I: 贮吨。

(归2) jXi泣H，仰Ii .~占;扫::if科阳It~必￡扣6分 月印圳l叶I)沟J 引引~ • 'r·刊4小、 试 f仙l川I:卫i白::牛J… • ，~吃f忙"巾Iii试，4飞 i的i山江川;\北It I,;'. i;盖;乌i川凶fl何II们i

见: J川川1J O. I川.fll川i川o. :~忧kGy 厅硝Iti!川I川止1ta;址1垃1: fT!!川刑!H1i过尘 I'r..内H向:J~晶盖:E注tH怕;1心Ii ~t:':<1~2 个笋 J 1:. ~. , r1~)~ 仍然也 ;;1]. )G f~1 J.义， 有光河， .I!.

~，7 ~~.~二I" I;:f ，小 i式;'1'J{，'i'j':&IIIJ: 汗如\ nil {'j l?;': RS}~ ~t:: ::;~.1 1 i {j~ J1; tJ 向 JiJi 价的.; jffj .\of rrti 付 l}'li~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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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冉的vc值显音下降，因此，盖骨的;再出保鲜旦有斗运意义的.

(3) 音带司 由表?可吾到.肯缸经o.3kGy辐照结 inp霄"热处理，贮越35天后，一援品率

的提高为对照组的4倍，并且肉质踵而蔚鲜。 ~Z!刁·~·f ~~i照结 (i F{ ;干处理的恪日玫应.因此，

我们认为，对新鲜古鼠，*m辐射综合处理可旦IN~~;- 定的经济效益.

.2 四静拿...‘§震副理住宿棕

剂量 \"-c含量 精.sit ?、注重 !f' :;tt 市，!~

果 a，~青: 贮戴天数
(kGy) ( m!!/IO\l:() (特) (~) (0;,) (Lb!~m')

对照组 1. 9 II. :; 88.0 O.:!O !1.Z
目光 Iii;

0.7 1. 0 11. 5 t:7.4 0.18 10.1

一一-←一--一
对照组 O.!) !1. 4 87.4 。 .3') !l .8

青番'由 17G
0.7 1. 1 II. 3 S7.t O.:!') D.9

对照组 1.8 10.8 8G.0 il.OS 7.3
金冠 20S

0.1 / 10.9 8G. !l 。.07 6.1

对周组 1. 0 8.8 90.1 0.14 5.5
红番!Ji 21iJ

0.10 1. 4 / 8:J .3 。 .')8 4.8

.3 第二年萃8.果筒'他锦标

IUt V-Ctd! 销合 fit 水~n 阳台低 for rt
'电品苟明: 贮手最天数

(kGy) (mg/ lO) o岛) (恪) (". ) (Lh/em')

一一-一

对照组 1. 23 10.7.' 85.3 0.1 -1 7.24
在碍~ J81l

0.3 I. 07 11. 74 86.2 。-，h.r, C76

-一--一--一一"一干
-一--_.._-牛

--~--【'一

m顶ul 1. 00 12.G8 8日 .il 。 .I:! !D .5S
金冠 18η

0.3 :!.G& 12 .-1'1 83.5 肉 .12 10.83

"一--一一.
对 j责组 2.18 14.::6 8.1.7 0.37 12.29

由Jt 181)
0.5 I.78 I4 .Z0 81.0 0.21 14.61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对照组 。 .89 I:!. ~， 4 8·; ，~ 0.25 11.96
T守 tim 180

0.5 1.58 13 98 84 .4 o.n 13.03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_.-一-一

司t )Ii!组i 0.40 14.16 84.5，~ 0.10 11.27
。鹰 180

。，♀ 0.89 14.0串 83.9S 0.05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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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画来..~_...
~... ~藏时" 画"指标

蟹'剂量 (kG，)

4、::) (d> 。 0.1 。.3 。.5 0.7

2 ITS

7 15%

14.3 J2.3

。.lJ。

10.19.0

τ.3 I.t

".0 97.J

96.3 91.0

1.0 2.9

3.7 3.0;LI

0.8

1.5

9.3

9.4

8.::

87.& !l6.9

!In 59.2

!>.:!

'.%

85.7

00.%
H',*
(，的

拦果司H

"的

融贸

(Lb.'em')

I S!

176

15:!

176

z

7

T

2

.5 1)、民篝子匠"85天BV-CD事...

剂. (loGy) 对照组 0.1 。 .3 。.5 1.0

v-c (mI/IOOI) 3.6 12.1 11.2 6.7 1\.5

ll&0!度 k 好子~照笙1

..梯子.不同剂量'跚后贮.70~的II螺

"蜜个a<总数}

品 i一一~一一一一~

lIlI l (kG)')

firar «(im ，丹吹}

208

0.3 0.5

210 In

。，凡υ:! 自 .3

9β.2 32.8

一--._--←→一

5 120

2.4 62.5

13

6.6

91. !l

IIl I

。 .1

197

2!>.2

62

。

'lIJ町 .R

个放

'J&

个攻 1·11

饮大

质

况
用• t,':

个放

llP

5

2.4

3

I.:;

3

1. 4

9

~.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

'非 m
色f.J篝本i正常. 色.1lJ.黄 .J青 色槽.'(1饱鹏. 色If稠附.果商

-舰饱满，个~IJ 11.饷.~!'\I定 无价度，嚷体:t'! rlr 竹，旧日"， .)\南

岛!贾 比.它锢n 1'.";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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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团"量亨i..It..…..

幅照割量 (kG，)

~1.~揭标

。
lov

。.~ 霄'电+1.丸， 0.75 嚣'邑+0.75

-!l董事(.) 8
.. I;} 35 12 5

二tt 1[ (.)
}••'

049 n 44 4% "
品院 生吃 ~t\: 我 }f.. 蹭 ~ ~

2.2 瓦种水果的放射性和强ht元举的测定

~~.:在 ;'y.i ~ti 弘 2.句:生 H{1: f;~ 由 :.L已在(t:J甜江结果列l'/.抖，在选定的W:~祠显下照射，

E个品仲均 ;·i~:!'1 f.H 仨 it:1 ~~ "::; .~.~ ~:~ ~i~ .~. CI.. f\. Y;:; 吐.它们J吁南Irl ffi if.:哭差 r~罔内基本相间，

j，~气 ~~e ~)'忻措来.. ~3{ •

•• ..对军事t*泉'富翁筐.....量元擎的..

~ ~τ•. 户:LI
:吃吃f使现瞌位'在 fit.元.~量( III/&>

在 ‘i (~c;"· ) " (B.,/l i!:) II (Dq/ltl) y [C/ll!'); fc F c.
一_..._-一一

l~ J-jU』 ，II 页1 。 .3. : 0.37 49.:!土 2.9 :.4n 帅.!IlI .0.2 73.3

军 哑 ".:}f) 。...岳飞 0.1>; 44.3占:!.:! :l .in 1. 10 66.. .2.0

一一
fj; 对吕:t 町.:'; , 0.11 4';.:; ::.3 I.马 t 1. 19 18. -1 '8 .6

;: 'l 。 .:;n (). I:? .':I).()~ 4-1 .6 ~.~.: 1.49 用 84.0 67.2

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

-z " ~， ~刊 。 .o';.! ':0.cH3 J;;. .c ;. 1. 5 。.1 31) 2. !l2 107.9 88.。

:;: ;在 。.'ill 0.04: tO.042 :1..3+- 1. 5 价.17: :.~; 102.6 85.8

- _._-一-一 一 一-…'一..---←← 一 ) 一一·

黄
.;..
‘ 是j i日 0.12 t: 0.06 4·1.0，飞z.z 1.41 1. 37 7 l.2 i7 .8

4 盒冠〉, 果
0.:'0 。 .08 t- O.Oo 44.吗俨 2.2 1.46 1. 2) 72.6 64.8

_....-一-←二一 一一-→一一二， 一

'且 At 附 。.lI tO. 1I fi~· ..-;町:1. .\ z.n:l 1.22 1 刑、 .4 40.3

4 鸭'且} 0.50 tUO rO.18 Ii!),!) :.3.5 2.13 1. 404 101.6 44.5

-一- ._, ._- -ι-一…_...._-._..-- -_._-,-' ...~ -一一--- ._--一…→一_.一-
~J 照 3.4 ±6.2 96.胃 t 口.. OX; ~.81 2112.4 91.0

矗 I'~
0.51) :1. :;量 6.2 65.8 r;G.5 0.34 ::."6 210.7 104.0

3 结论

·f.; ~.t(民f'l 987 l!'.3 )1 f· i. vt! ~:r·;t ， ·rH人沟 I -{.;研究所使用的早在有 1矗怖t'<阪大，阴而

和J r 111\n，:月 Ill ， -U~币(i-t~~阿 r. Z， lif !'i:均 i爱!与农飞 IIf已 {j~r(d'JL wel~ 理:.H克 (WI巾研究 1: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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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μi;L正 .12 二. i. I!:习， ~~ iA:;:·;: J~ .i~ :~C;也 l主均水骂:如此革的地的保鲜民尖( it 抗~'t:'IiH~J实

验黠噩如 t~ii，~ •

过:且出存的 i: i:.::'拮;民~I]纳 ):lr

( 1) :tL'! :1f (C. I .....趴在Gy) 沁 ~~1 :Q: .~m ， ~{·I IF.:.注的主货~'rt rr 成去.迂 (j .~~响:

(2) 让 E~.t :;11\. .i~;4茫:王 f豆豆;远远度才;在正- -;~二j.J ff:主~边果 2

(3) 主 ;a ~ ~ :.1 元 .I'j· rr!~ 兰仲芋，在f~i~布 !.t~运熙、!<t理，可取扫位~j坠 ri') r..~主 i· ~'i戈旦 z

(rt) 组熙二民运面取古fi4 ;.1'不 i1J.茧廷，挑战伤口很快愈合z

(n> 全过于;二 f~o.:\ - 0 5kG ,- Jf~ {i飞处理，号呆在提高较多。0'的:

(C) ~.在熙泣远~~延t二['1元芋呆。货架;曰:

(D) 牵ri·J- .".~O.I-O.3kGy~t.t~.贮过2个步月后，果实色泽鲜拖.二i王 i揭.无白皮，而

kt熙咀贮击一个'JJAI郎再由主， J盖面足liJl:

(4) -itJ" tl~ 夕阳. 3kGy~注目结合商热处理，贮越边天. ·-ti 品率提~马 3馆，品 T1i.也昭显好

于;(·tjg主1.

北京果品公 4.北京 EZ 在研亢所承担了部分工作 .12姐在工作的还在在院也学所的主主事.

郭也生、金可二、旦 i目.段世 :f; "张在 i;-: ‘字纪民、李云.椅敏，在此一并表示F! i豁.

• -立醺

(I) 陈刊文.蝠lit添意禽S品，抖拿出alt. 198%年.

<:) G坏 I骂海.有饥化合衡的部射It筝，止海If段出版社.196J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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