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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贮藏保鲜技术优点及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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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减压贮藏保鲜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保鲜技术袁目前对其认识尚不深刻袁对该技术的优点及发展中出现问题 的研究 存
在局限性遥 提出了该技术具有延长贮藏期尧达到低 O2 和超低 O2 效果尧高效杀菌等优点袁全面分析了其理论技术尧研发推广中存在
建造费用高尧产品易失水尧可能引起新的生理障碍和新的生理病害等问题袁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遥 为保鲜技术后续
研发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和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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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hypobaric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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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Hypobaric storage is an advanced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Howev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technology today wasn爷t
profound enough, and there existed limita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advantages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ypobaric storage.
For this reason, we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this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like prolonging the storage time,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low
O2 or ultra-low O2 and efficient sterilization, we also put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that exist in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this technology, such as, high cost in construction, easy water loss of the product and new physiological barriers and diseases
that may be caused. Specific to this situation, we came up with some solutions to the related issu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discussion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direction for the related follow-u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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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保鲜技术被国际上称为 21 世纪保鲜技术袁由于
减压贮藏保鲜理论和技术上的先进性袁 比普通冷藏和气
调贮藏有了明显的进步袁 将在易腐难贮果蔬保鲜方面发
挥巨大作用[1-3]遥 减压贮藏保鲜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保鲜
技术袁目前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袁人们对其认识尚不深刻袁
关于该技术的优点及发展中有关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局限
性[4-6]遥 因此袁我们深入分析了该技术的优点袁全面指出了
其理论和技术上尧研发和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袁针对性地提
出了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袁 为进一步研究减压贮藏保鲜
技术提供了参考和方向遥

1 减压贮藏保鲜的原理
减压贮藏是一种特殊的气调贮藏方法遥 其基本原理
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将果蔬放置于密闭容器内袁 抽出容器
内的部分空气袁使内部气压下降到一定程度袁同时经压力
调节器输送进新鲜高湿空气袁 使整个系统不断地进行气
体交换袁 以维持贮藏容器内压力的动态恒定和一定的湿
度环境渊图 1冤遥 由于降低了内部空气的压力袁也降低了内
环境的氧分压袁进一步降低了果蔬的呼吸强度袁并抑制乙
烯的生物合成遥 低压可以推迟叶绿素的分解尧抑制类胡萝
卜素和番茄红素的合成袁减缓淀粉的水解袁糖的增加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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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减压贮藏设备基本构造

的消耗等过程袁从而延缓果蔬的成熟衰老袁可以更长时间
维持果蔬的新鲜状态遥

2 减压贮藏保鲜的优点
减压保鲜技术是在真空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袁将常压贮
藏替换为真空环境下的气体置换贮存方式遥此方式能迅速
改变贮藏容器内的空气压力袁并且能够精确地控制气体成
分取得稳定的超低氧环境遥 因此袁减压保鲜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技术上都有其独到的特点遥
2.1 延长贮藏期 2耀9 倍
此项技术能使果蔬长期被贮藏保鲜袁可解决果蔬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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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产和周年供应尧 区域性生产和跨地区消费之间的矛
盾袁为调节淡旺季食品供应尧军需尧民用提供了物资保障遥
以海南香蕉贮藏期为例袁普通冷库约 14耀21 d袁气调库约
42耀56 d袁而减压贮藏或运输可达 150 d遥
2.2 可达到低 O2 和超低 O2 效果且不会造成缺氧伤害
将果蔬置于密闭容器内袁抽出容器内部分空气袁使内
部气压降到一定程度袁 空气中各种气体组分的分压都相
应降低袁O2 浓度也相应降低遥 例如袁当把气压降至正常的
1/10~1/20袁空气中各组分的相对比例并未改变袁但它们的
绝对含量则降为原来的 1/10~1/20袁此时 O2 的含量只相当
于正常气压的 1.1%~2.1%遥 所以袁减压贮藏能创造出一个
低 O2 或超低 O2 条件袁 从而起到类似气调贮藏的作用曰当
O2 浓度低于 0.3%时袁 草莓在 450耀600 Pa 压力范围贮藏
15 d 没有出现缺氧伤害症状并且颜色鲜艳如初[7]遥
2.3 可促进果蔬组织内挥发性气体向外扩散
减压贮藏技术可以促进果蔬组织内挥发性气体向外
扩散袁 这是减压贮藏明显优于冷藏和气调贮藏的重要原
因遥 减压处理能够大大加速组织内乙烯以及其他挥发性
产物如乙醛尧乙醇尧琢 法呢烯等向外扩散袁因而可以减少由
这些物质引起的衰老和生理病害遥
2.4 从根本上消除 CO2 中毒的可能性
气调贮藏时袁 提高 CO2 浓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使其
成为乙烯作用竞争性的抑制者袁 但又常会导致某些生理
病害遥 减压条件下内源乙烯已极度减少袁 合成也受到抑
制袁似乎不再需要维持高浓度 CO2 来阻止乙烯的活动遥 另
外袁减压贮藏很容易形成一个低 CO2 的贮藏环境袁并且可
使产品组织内部的 CO2 分压远低于在正常空气中的水
平袁因而从根本上消除了 CO2 中毒的可能性遥
2.5 具有野三快冶的特点
减压贮藏具有快速减压降温尧快速降氧尧快速脱除有
害气体成分的特点遥 在减压条件下袁果蔬的田间热尧呼吸
热等随真空泵的运行而被排出袁造成降温迅速曰由于真空
条件下袁空气的各种气体组分分压都相应的迅速下降袁故
氧分压也迅速降低袁克服了气调贮藏中降氧缓慢的不足曰
同时袁由于减压造成果蔬组织内外产生压力差[8]袁以此压
力差为动力袁果蔬组织内的气体成分向外扩散袁避免了有
害气体对果蔬的毒害作用袁延缓了果蔬的衰老遥
2.6 抑制细菌尧杀灭昆虫
减压贮藏可基本上抑制细菌尤其是霉菌的繁衍活
动袁可完全杀灭贮物表面和芯部上昆虫的成虫尧蛹尧幼虫
和卵遥 例如刚出锅的麦面白馒头贮藏 25 d 无霉变尧 无异
味袁豆腐干尧百叶和烤麸贮藏 26 d 无霉变尧无异味遥 牛尧猪尧
鸡肉贮藏 15 d 的菌落总数均远低于开始的 6 d遥猪肉和牛
肉贮藏 26 d 的菌落总数均低于开始的 6 d遥新鲜杨梅在冰
箱冷藏几天后白色的小虫就在杨梅表面爬行袁 在减压冷
藏库只看到很少的死虫遥
2.7 高效杀菌
工业化减压贮藏中袁 应用臭氧进行常压和减压两次
杀菌袁消除公害残留袁被认为是当今较为理想的措施遥 在
减压状态下使用臭氧袁 可对潜入皮层内的微生物和内吸

农药残留起作用袁达到彻底消毒的目的袁其方法简单尧成本
低廉尧效果良好遥虽然绝大部分昆虫可以忍耐-30益的低温
和 2%左右的低氧袁 但在 0.05 MPa 的真空下放置 16 h 都
会因长时间的压差而死亡遥 减压库在对贮藏物品保鲜时袁
灭虫是在减压库中自然完成的袁 因为任何昆虫都没有能
力长期抵抗 0.9 kg/m2 的压力遥 其他类型的贮藏库都不具
备减压库低压这一特殊功能遥
2.8 贮物失水率最小
减压贮藏贮物失水率约是普通冷藏的 1/5耀1/10袁约是
气调贮藏的 1/2耀1/5遥 例如杨梅尧荔枝贮藏 37 d袁猪肉尧牛肉
贮藏 27 d 均无失重袁 莲藕减压冷藏 60 d 的失重率为
2.0%袁葡萄减压冷藏 42 d 的失重率为 0.52%遥
2.9 贮藏室内相对湿度可维持接近饱和
贮藏室内相对湿度可维持接近饱和袁不会影响抑菌和
杀虫效果遥 真空室内相对湿度接近饱和时青菜减压冷藏
36 d 无腐烂尧无黄斑点尧无黄叶尧好菜率 100%遥
2.10 贮量大尧可多品种混放
由于减压贮藏换气频繁袁气体扩散速度快袁产品在贮
藏室内密集堆放袁室内各部分仍能维持较均匀的温度尧湿
度和气体成分袁所以贮藏量较大曰同时减压贮藏可尽快排
出产品体内的有害物质袁防止产品之间相互促进衰老袁可
多品种同放于一贮藏室内不串味[9]遥 例如水蜜桃与绿芦
笋袁肉品尧鱼尧虾与草莓尧豆制品可同时放于一个真空室内
而不串味袁大大提高了减压贮藏的综合利用系数遥
2.11 产品随时出入库
减压贮藏操作灵活尧使用方便袁要求的湿温度尧气体浓
度很容易达到袁所以产品可随时出入库袁避免了普通冷藏
和气调贮藏产品易受出入库次数影响的不良后果遥
2.12 延长货架期
经过减压贮藏的食品袁在解除减压后的一定时间继续
有保鲜效果袁其后熟过程仍然缓慢袁能够延长食品的运输
时间和货架期 2耀9 d遥 例如牛肉袁普通冷库的贮藏期 12 d袁
货架期 0袁减压贮藏或运输期 41 d袁在大气压力下货架期
8耀9 d遥
2.13 经济尧节能尧操作方便
除空气外袁在减压系统中不需要提供其他气体袁如 N2
和 CO2 等遥 减压贮藏装置的制冷降温与抽真空是连续不
断进行的袁降温速度相当快袁所以减压贮藏的果蔬可以不
预冷[10]遥 操作灵活袁使用方便袁按实际需要调节开关袁即可
达到所要求的条件遥 必要时可随时解除真空袁随时启闭减
压装置来装卸产品袁不致产生不良影响遥
2.14 应用范围极广
可贮运生鲜蔬菜尧水果尧食用菌尧鲜切花尧鲜切条尧猪
肉尧牛肉尧羊肉尧禽肉尧鱼和虾尧熟食品袁也可专用于杀虫遥

3

存在问题

3.1 减压贮藏库的建造费用高
阻碍减压贮藏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减压贮藏设备
的耐压和造价问题遥 尽管在研制贮藏库的技术方面有了
很大的发展袁由原来的每立方米造价从 100 多万元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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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万元袁 但减压贮藏库建造费比普通冷库和气调贮藏库
要高许多遥 采取在罐体截面内增加系列抗压措施可更耐
压尧减低造价尧减轻重量遥 尽管如此袁目前这种方法在实践
中推广还有一定困难袁 这些困难也制约了该方法在商业
上的应用袁 需进一步研究在保证耐压的情况下降低建造
费用尧减轻重量遥
3.2 产品易失水
库内换气频繁袁产品易失水萎蔫袁故减压贮藏中特别
要注意湿度控制袁最好在通入的气体中增设加湿装置遥
3.3 可能会引起新的生理障碍和新的生理病害
如产品香味易降低尧 减压贮藏后产品芳香物质损失
较大袁很易失去原有的香气和风味遥 但有些产品在常压下
放置一段时间后袁风味可稍有恢复袁急剧减压时青椒等果
蔬会开裂遥 只有在贮藏后期稍提高一点压力或适当进行
催熟才能得到解决遥
3.4 减压贮藏的 4 项关键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配合性尧
协调性尧综合性不理想
根据 Burg 博士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袁 一个有效的减
压贮藏的技术关键或基本构成至少应包括以下必不可少
的 4 项技术院从真空室内连续不间断地抽出气体曰连续不
间断地向真空室内供给饱和尧低压新鲜空气曰真空室内工
作压力应低于 3 000 Pa曰真空室空箱相对湿度应能在 90%
以上遥 人们在进行研发时往往只考虑或者侧重考虑抽真
空而忽视了其他 3 项关键技术遥 4 项关键技术缺一不可袁
否则就会失水尧萎蔫尧失重尧失鲜遥
3.5 湿度补偿装置通用性差尧造价高尧综合研发力度不够
现用于减压贮藏技术中的湿度补偿装置和用于普通
冷库尧气调库和空调的加湿器完全不同袁我们需对减压状
态下的加湿系统作重点研究袁研发出专用的加湿器遥 在进
行湿度补偿系统和装置的研究时可以辅助杀菌系统尧减
压系统尧 气体充填系统以及贮物吞吐运输手段等方面的
研究和设计袁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综合研发力度不够遥
3.6 投入产出收益比小
减压冷藏可将青菜保鲜 36 d袁好菜率为 100%遥 离开
减压库后在冰箱贮藏 8 d 仍可食用袁 在冰箱贮藏 16 d 仍
有好菜袁迄今为止没有其他技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遥 这
样的保鲜效果是其他技术无法实现的遥 即使这样袁由于减
压贮藏保鲜的成本太高袁 与普通冷库或气调冷库的食品
比较袁投入产出的收益比较小遥 食品的市场价格成为阻碍
其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遥
3.7 保鲜贮藏设备与保鲜工艺不相适应
减压贮藏保鲜效果既与减压设备有关袁 还与保鲜工
艺即贮藏工艺参数如压力尧相对湿度尧温度尧换气率尧包装
渊材料尧形状尧大小尧色彩冤尧码放尧升压开门时间长短尧开门
频次等有关遥 设备研发人员通常只是从工程角度进行减
压贮藏设备设计袁 忽视生鲜园艺产品采后生理状况曰同
时袁他们只要看到包含减压名称的设备袁就认为那就是所
需要的减压贮藏设备袁研究或应用中难免出现偏颇遥 设备
与保鲜工艺两者相辅相成尧相得益彰遥 设备研发人员需要
具备一些生鲜园艺产品采后生理学尧食品卫生等知识袁农

产品保鲜研究人员需懂一点设备等知识遥
3.8 产业化研究的速度与实验室研究速度不相适应
实验室与产业化两者的真空室容积大小差异较大袁制
冷系统等的设计尧配置也不尽相同袁两者在性能上存在一
些差异袁前者的保鲜效果好于后者遥 国内研究重点已逐渐
从实验室向产业转化袁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袁研究速度缓慢尧
效果不甚理想遥 只有产业化应用才能创造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袁才能成为真正的令人受益并信服的教科书遥 以效
果服人袁才能对推广起催化作用袁反过来才能促进减压贮
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深入进行遥 产业化应用应是研究的
重点遥
3.9 研究范围窄袁技术研究单一
在产业链研究与应用方面研究范围窄遥 我们需要拓
宽研究范围袁例如需要进行产业化的货架期尧抑制细菌和
杀灭昆虫的研究与应用袁需要综合考虑生鲜产业链或物流
的主要环节袁需要考虑食品安全的相关环节袁需要进行食
品安全研究袁还要涉及一些需要防霉变尧防氧化贮藏研究尧
营养素变化研究袁 同时我们需要整合其他技术进行研究遥
例如结合真空预冷包装尧生物保鲜剂等进行综合研究遥 从
水果市场买来的荔枝袁用水冲洗和不用水冲洗的减压冷藏
效果存在区别袁因为在海南袁荔枝没有使用过保鲜剂袁在其
他省份袁荔枝都使用过保鲜剂遥
3.10 地区之间减压保鲜贮藏技术发展严重不平衡
当年袁我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袁特别是上海和广州
的减压贮藏保鲜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蔬菜尧鲜花尧食用菌尧
水果等新鲜果蔬原料及制品的采后即保鲜处理袁保鲜效果
良好遥 其他省市还处于探索阶段遥

4

展望

保鲜期=贮藏期+货架期遥 运输过程可视为贮藏过程袁
冷藏汽车尧冷藏集装箱都装置了制冷机或冷冻机袁箱内温
度均可以像冷库那样调控和监视袁故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移
动冷库遥 相反袁一些退役的冷藏集装箱往往放在地面作为
冷库使用遥 货架期有时比贮藏期还重要遥 如果离开贮藏环
境袁商品很快就失鲜袁那就没有商品意义遥 减压贮藏技术
既可以最有效延长贮运期袁又能最有效延长货架期遥 减压
贮藏技术还具备抑菌杀虫功能袁为食品安全提供了一项新
的物理技术袁是其他保鲜技术无法替代的遥 减压冷藏库和
减压冷藏集装箱几十年前已问世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会
有诸如减压冷藏汽车尧减压冰箱等衍生产品面世袁还有可
能应用于医学领域遥 可以期待减压贮藏技术将在更多领
域发挥作用遥
减压贮藏保鲜技术具有其他技术无法比拟的优点遥
在我国袁该技术还处于启蒙阶段袁存在许多理论和技术上尧
研发和推广中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袁许多试验需要实实
在在地去做袁尤其需要将该技术产业化尧商业化袁需要更多
的科研单位尧学术单位尧产业单位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袁
生产单位尧物流单位的有识之士的参与袁需要政府官员的
关注与支持袁还需要结合其他保鲜技术进行研究袁结合其
他安全技术进行食品安全应用研究袁有条件时最好能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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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广东是我国蔬菜北运和出口的大省袁大部分蔬菜贮藏保鲜困难袁采用长距离长时间运输对蔬菜损耗很大袁因此加强蔬
菜采后处理与贮运保鲜技术的研究对提高广东蔬菜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遥 综述了广东叶菜类尧茄果类尧瓜类尧豆类尧野菜类尧食
用菌类及鲜切菜类等特色蔬菜的贮藏保鲜研究进展袁提出了广东特色蔬菜保鲜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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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我国特色蔬菜的最大产区之一袁是蔬菜北
运的重要基地遥 2010 年广东蔬菜总产量为 2 718.59 万
t袁北运菜远销全国 28 个省区的大中城市遥 广东也是我
国蔬菜出口大省袁 截至 2010 年袁 广东蔬菜出口量达到
44.5 万 t袁出口到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遥 目前袁蔬菜业已
经成为广东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支柱产业袁尤其是在粤西
和粤北部分贫困地区袁发展冬种北运蔬菜和高山反季节
蔬菜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脱贫致富的
重要途径遥
广东特色蔬菜主要包括叶菜类尧茄果类尧瓜类尧豆类尧
野菜类尧食用菌类尧鲜切马铃薯和马蹄等遥 其中袁特色叶
菜主要有菜心尧芥蓝尧生菜等品种袁它们占广东蔬菜产量
和产 值的比重最大遥 2009 年广 东 叶菜 类播 种面 积达
58.81 万 hm2袁 产量 1 243.96 万 t袁 产值占蔬菜产值比重
58.9%遥 广东特色果菜有辣椒尧番茄尧茄子尧黄瓜尧苦瓜和
豇豆等袁 在广东蔬菜生产中占有较大份额袁2009 年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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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相结合研究遥 如果能充分利用其优点袁解决该技术在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袁 必将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
和实惠遥

果菜类蔬菜产量占蔬菜总产量的 32.6%[2]遥 这些果菜生产
季节性较强袁上市集中袁贮藏保鲜较困难袁每年生产旺季
都有大量产品因腐烂变质而损失遥 广东每年有相当多的
蔬菜以原始状态北运销售遥据商业部估计袁由于蔬菜采后
商品化处理和贮运保鲜技术水平低尧 贮运设施不足等原
因袁导致蔬菜采后的损耗率高达 20%~40豫遥 因此袁加强特
色蔬菜采后处理与贮运保鲜技术研究袁 对推动广东特色
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尧 提升蔬菜产品竞争力和增加经
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遥
目前袁广东研究蔬菜保鲜的科研院校主要有华南农业
大学园艺学院和广东省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
究中心遥 本文综述了广东省科研团队在特色叶菜类尧茄果
类尧瓜类尧豆类尧野菜类尧食用菌类及鲜切菜类贮藏保鲜方
面的研究进展遥

1 叶菜保鲜
1.1 菜心
真空预冷在发达国家已作为果蔬采摘后的第一道工
序袁并作为果蔬入市前必须进行的标准化作业之一遥 陈羽
白等[3]研究发现袁小批量菜心真空预冷过程只需 15 min袁
平均质量损失率为 2.3%曰 菜心真空预冷 15 min 后在 8~
10益贮藏其呼吸强度明显减弱袁外观品质下降缓慢袁贮藏
寿命延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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