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1 年第 2 期

园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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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采摘尧运输尧加工等 3 个环节详细概述了蓝莓采摘运输流程中的关键质量控制点袁以期延长蓝莓的
保鲜期和货架期袁保证果品质量袁为蓝莓的质量控制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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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袁 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中蓝果类型的俗称袁

径约12 mm冤放入不同的采摘筐或采摘盒中袁之后置于

是近 20 年我国发展最迅速的新兴果树种类[1]遥 蓝莓成

采摘架遥

熟果实呈蓝色袁酸甜适度袁风味好袁富含花色苷等抗氧

采摘筐或采摘盒中的蓝莓不能过满袁采摘筐以不

化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袁具有极高的营养尧医疗尧保健等

高于其高度的 2/3 为宜袁采摘盒不得高出盒面遥 采摘架

遥

[2-4]

价值袁被誉为野浆果之王冶

必须覆盖遮阳网袁且遮阳网面朝阳遥

蓝莓是渐熟型水果袁在山东半岛的成熟期集中在
6要7 月袁此时正值高温季节袁果实易变软袁不耐贮运 袁
[5-7]

且 20~30 益高温易使果实受到病原菌侵染

果实营养成分及品质下降

袁造成

[4袁8-9]

袁这对蓝莓采后鲜果的

[10-12]

质量和安全控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遥 经过多年摸索袁
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蓝莓鲜果品质控制方法袁现将
其介绍如下袁以期为蓝莓采后保鲜提供参考遥

1 蓝莓采收运输流程
蓝莓成熟寅组织采摘工人寅采摘寅送至磅点尧称
量寅暂存冷柜寅冷藏车转运寅原料库寅预冷寅加
工寅成品寅冷藏车发送销售终端遥

2 蓝莓采摘运输环节的关键质量控制点

2.1.3 送至磅点尧称量遥 及时将采摘好的蓝莓送至磅
点过称袁时间不允许超过 1 h遥
2.2 运输环节

2.2.1 暂存冷柜遥 种植园采摘的蓝莓鲜果每 30 min 运
输 1 趟袁运输至各个种植园的暂存冷藏柜中袁冷藏柜

内温度为 10~15 益遥

2.2.2 冷藏车转运遥 冷柜中的蓝莓鲜果装满托盘运输
时袁通过种植园的对接平台实现冷藏车和暂存冷柜的
直接对接袁用手拉叉车直接将蓝莓鲜果快速转移到冷
藏车中遥 冷藏车温度稳定为 10~15 益[13]遥

2.2.3 成品运送至销售端遥 打托盘后放入温度为 0~1 益

成品预冷间预冷 1~2 h遥 预冷完成后的成品放入 0~1 益

2.1 采摘环节

成品库袁并按时通过冷藏车运往全国各地遥 成品在发

2.1.1 成熟果判断遥 蓝莓的同一品种尧同一株树以及

往销售端前袁还需抽检其微生物袁不得检出大肠埃希

同一果穗上的果实成熟期均不完全一致遥 因此袁蓝莓

氏菌尧沙门氏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尧副溶血性弧菌尧单

成熟检测环节应包括对成熟果的判断方法袁 具体为院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遥 达标后才能发往销售终端遥

成熟果果实均匀着色袁整体变蓝曰未成熟果果实表面

2.3 加工环节

微红袁未整体变蓝遥

2.3.1 原料库遥 首先袁建立符合自身品牌定位与发展

2.1.2 采摘遥 对采摘工人进行采前培训袁采摘时必须

佩戴至少 3 个指套袁若指套损坏袁应立即更换遥 采摘

时袁用手指轻轻拿住果体袁顺着果实长势单粒采摘袁以
保护果粉袁将果实按照分级标准渊特级袁直径逸18 mm曰

的质量控制标准袁例如取样标准和检验评判标准遥 取
样标准的制订参照叶新鲜水果和蔬菜取样方法曳渊GB/T
8855要2008冤袁具体应依据每批次鲜果量袁随机抽取一

定量的检验样品袁如批量货物中同类包装货物的件数

一级袁直径逸15 mm曰二级袁直径逸12 mm曰冻果原料袁直

渊以 125 g 盒计冤为 301~500 盒袁推荐取样数 9 盒[13]遥 蓝

基金项目

牌袁特级尧一级尧二级尧冻果原料直径分别为逸18 mm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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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标准化第一步应依据果径将鲜果分成不同等级或品

逸15 mm尧逸12 mm尧约12 mm遥 第二步根据质量缺陷尧虫

高继鑫等院蓝莓采摘运输流程及其质量控制
害尧感官要求对不同等级或品牌果制订不同的检验评

植园采摘运送至消费者手中需要层层把控遥 蓝莓鲜果

判标准袁其中农药残留尧重金属含量及包装一定要符

属呼吸跃变型水果袁成熟采摘后品质会随着时间的推

合国家相应标准袁 处理结果只有合格与不合格袁不

移而下降袁通过关键节点关键环节的控制袁如温度的

存在可容忍度 遥 蓝莓鲜果质量缺陷检验标准划分成

控制袁可以降低新鲜蓝莓的活性速率袁可最大程度减

[13]

3 个等级袁即次要缺陷渊色泽不正尧表皮损伤尧畸形尧尺

少质量恶化尧失水尧坚硬度损失等袁尽可能延长蓝莓鲜

寸不足尧斑疤等冤尧主要缺陷渊软果尧皱缩冤尧严重缺陷

果的货架期遥 只有这样袁才能保障消费端蓝莓鲜果的

渊发霉尧水烂尧果肉损伤冤袁并据此制订不同的容忍度袁

新鲜和质量袁才能树立产品的品牌形象遥

如对于主要缺陷袁第一等级尧第二等级尧第三等级容忍
度分别设为 2%~4%尧4%~6%尧6%~8%遥 感官标准可以

作为辅助验收标准袁主要针对果粉尧糖度尧口感尧质感
等项目进行评判遥 蓝莓鲜果虫害验收标准应注重果蝇
检验袁如每批次是否允许检出果蝇蛆虫或允许检出多
少条果蝇蛆虫[1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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