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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声波杀菌技术用于食品杀菌具有能耗低、时间短、有效保存食品营养成分和天然色、香、味等特点，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综述了超声波杀菌机理、影响因素与研究现状及前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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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ltrasound sterilization is a potential nonthermal sterilization technique in food industry. Ultrasound can inactivate
the food-born microorganisms in short time and with lower energy consumption, while has little damages on the color, odor and
taste of foods.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 of ultrasound sterilization was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affecting factors. And the
present progress of the use of ultrasound sterilization in food industry wa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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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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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杀菌机理

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再是解决温饱，更注重食品

超声波是频率大于 20kHz 的声波，是在媒质中传播

的安全、营养和品质，尤其危及人类健康、生命的食

的一种机械振动。由于其频率高、波长短，除了具有

品安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食品的腐败变质是

方向性好、功率大、穿透力强等特点以外，超声波还

其中的重要因素。

能引起空化作用和一系列的特殊效应，如力学效应、热

食品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微生物的存在致使

学效应、化学效应和生物效应等。

食品品质改变。为了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及贮藏性，杀

一般认为，超声波所具有的杀菌效力主要由于超声

菌是食品生产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杀菌的好坏直接影响

波所产生的空化作用，使微生物细胞内容物受到强烈的

着食品的品质。传统的热杀菌中，低温加热不能将食

震荡，从而达到对微生物的破坏作用。所谓的空化作

品中的微生物全部杀灭( 特别是耐热的芽孢杆菌) ，而高

用是当超声波作用在介质中，其强度超过某一空气阀值

温加热又会不同程度地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和天然特

时，会产生空化现象，即液体中微小的空气泡核在超

性，特别是对热敏性成分的破坏；同时还会消耗较多的

声波作用下被激活，表现为泡核的振荡、生长、收缩

能源，成本投入高。因此，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持食品

及崩溃等一系列动力学过程。空气泡在绝热收缩及崩溃

天然的色、香、味和一些生理活性成分，满足现代人

的瞬间，泡内呈现 5000℃以上的高温及 10 9K/s 的温度变

的生活要求，目前，国际上对一些新型非热杀菌技术

化率，产生高达 1 0 8 N / m 2 的强大冲击波[ 3 ] 。利用超声波

的研究已进入高潮，如远红外照射技术，振动磁场技

空化效应在液体中产生的局部瞬间高温及温度交变变

术，高压脉冲电场技术等，超声场因其独特的性质及

化、局部瞬间高压和压力变化，使液体中某些细菌致

规律，在杀菌研究中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国内

死，病毒失活，甚至使体积较小的一些微生物的细胞

外学者研究开发的热点

壁破坏，从而延长保鲜期 [ 4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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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超声波灭菌的因素
超声波的生物学效应与空化作用有关，而空化效应

的发生会受到诸如声场参数、媒质性质以及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
2.1

超声波的频率、强度及照射时间
低频率的超声波杀菌效果较差，在较高频率范围

内，超声波能量大，杀菌效果好。但超声波频率太高，
不易产生空化作用，杀菌效果反而有所降低。J o y c e [ 5 ]
等人研究了不同功率对杀菌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低
强度高功率对细菌集团的分散效果较好，而高强度低功
率对细菌的杀灭作用较强。
利用较高强度超声波照射菌液时，整个容器中的菌
液发生对流，从而将细菌全部破碎。当超声波的输出
功率为 5 0 W ，容器底部振幅为 1 0 . 5μm 时，对 5 0 m l 含

超声杀菌效果与其照射时间成正比，照射时间越
长，效果越好。研究表明，绿脓杆菌、枯草杆菌的
杀灭率和超声波作用时间显著相关。在较低强度的超声
照射下，以绿脓杆菌杀灭率随时间提高最快 [ 6 ] 。
2.2

微生物的种类
超声波对微生物的作用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这不仅

与超声波的频率和强度有关，也同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
功能状态有关。总的来说，超声波对微生物的杀灭效
果是杀灭杆菌比杀灭球菌快；对大杆菌比小杆菌杀灭
快；酵母菌的抵抗能力比细菌繁殖体强；结核菌、细
菌芽孢及霉菌菌丝体的抵抗力更强；原虫的抵抗力因其
大小和形状不同而异，并与细胞膜的抗张强度有关，但
其抵抗力多小于细菌；病毒和噬菌体的抵抗力和细菌相
近。Davis 用 2.6kHz 的超声波对微生物作杀灭实验，发
现某些细菌对超声波是敏感的，如大肠杆菌、巨大芽
孢杆菌、绿脓杆菌等可被超声波完全破坏，但对葡萄
球菌、链球菌等效力较小 [ 6 ] 。很多研究结果显示，单
独使用超声波杀灭食品中的微生物似乎是效果有限，但
与其他杀菌方法结合则具有很大潜力。
2.3

菌液浓度及菌液容量
在超声场的作用条件一定时，菌液浓度高比浓度低

时杀菌效果差，但差别不是很大。以大肠杆菌为例，
笔者曾研究超声波照射时间与菌液浓度的关系，发现对
50ml 浓度为 4 × 10 5 CFU/ml 的菌液灭菌需用超声波照射
20min，若浓度为 2 × 10 7 CFU/ml，则需照射 40min。当
菌液体积减为 25ml 时，则杀灭浓度为 4.5 × 10 5 CFU/ml
的大肠杆菌只需超声照射 1 0 m i n 。
超声波属机械波，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衰减
的现象，会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因此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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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被处理的菌悬液容量的增大，细菌受损的百分数将降
低。此外，当被处理菌悬液中出现驻波时，细菌常常
聚集在波节处，在该处的细菌承受的机械张力不大，破
碎率也最低。因此最好是处理液中不出现驻波，即使
处理菌悬液的深度最好短于超声波在该介质中波长的一
半。这也就对装样容器的长度提出了要求，从理论上
说，容器长度相当于 1 / 2 波长的倍数时为最好[ 6 ] 。
2.4

媒质
超声波在不同媒质中，其作用效果会有所不同。

一般微生物被洗去附着的有机物后，对超声波更敏感。
另外，钙离子的存在，p H 值的降低也能提高其敏感
度。食品成分，如蛋白质、脂肪等，可能会对微生
物有保护和修复作用。
3

有大肠杆菌的水作用 10 ～15 mi n，细菌全部破碎。输出
功率增加，则作用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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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杀菌技术的应用现状
超声空化能提高细菌的凝聚作用，使细菌毒力丧失

或死亡，从而达到杀菌目的。超声灭菌适于果蔬汁饮
料、酒类、牛奶、酱油等液体食品，这对延长食品
保鲜、保持食品安全性有重要意义。较之传统高温加
热灭菌工艺，超声作用既不会改变食品的色、香、味，
也不会破坏食品组分。
3.1

果蔬汁饮料
绿茶饮料在加工过程中，由于茶多酚的氧化等原

因，颜色会变深，由最初的黄绿色逐渐变成棕褐色，
即褐变，这使绿茶饮料的外观效果及饮料品质受到严重
影响。吴雅红 [ 7 ] 等人的实验研究表明，用高温灭菌处理
再加适量防腐剂可以防止褐变，保证饮用安全，但饮
料颜色仍然较深。经微波和超声波灭菌的茶汤饮用安全
性能够得到保证，各菌种生长极少，茶汤颜色稳定，
透明性好，也不褐变。三种灭菌方法中以超声波灭菌
的茶汤颜色变深最少，透明性最小，茶汤中保留的茶
多酚也最多，是绿茶灭菌和保护茶多酚尽量不受损失的
一种较好的茶汤处理技术。可见，引入超声波灭菌技
术对提高饮料品质，保证食品安全都是十分有益的。
柠檬汁采用巴斯德杀菌法，其高温导致口味、香
味变化，同时会使维生素及挥发性组分损失，此外，
加热还能加剧褐变反应的进行。上述反应随时间及温度
的增加而加大，Kuldiloke [8]深入研究了超声波在柠檬汁
加工中的应用，柠檬汁的色泽口味和其中的营养物质破
坏极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2

牛乳
牛乳的营养元素全面，比例搭配合理，是老少皆

宜的营养保健食品，但对微生物来说也是极好的培养
基，因此，牛乳极易腐败变质，挤出的生鲜牛奶稍有
不慎就会失去食用价值。在牛奶保质中杀菌是必不可少
的一步。然而，原料乳经热杀菌后极易破坏其营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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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原料乳杀菌要尽量在较低温度下进行，而

波作用很难达到实际应用所要求的效果，但超声波可与

采取冷杀菌技术有利于原料乳营养的保存。超声波杀菌

加热等其他杀菌方法连用[16] ，从而提高杀灭物料中细菌

技术就是可以达到此目的的一种冷杀菌技术。

的能力。

王蕊等人 将超声波应用于原料乳保鲜，研究结果表

超声波作为灭菌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的进一步研

[9]

明，在 60℃条件下，经 50kHz，超声波处理原料乳 60s，

究可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⑴找到具有高强度、高频率

杀菌率达 8 7 % ，对营养物质无任何破坏，且在 1 5 ℃条件

的超声波波源；⑵从分子生物学水平解释超声作用机

下保鲜 4 5 h ，仍有优良的感官性能。

理；⑶评价灭菌过程中超声波对食品品质的影响；⑷建

3.3

立关于超声波灭菌的数学模型；⑸明确超声波和其他处

酱油
酱油是采用大豆( 或豆饼) 、小麦粉、麦麸、食盐

理方法联用时的协同灭菌机理。
总之，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随着超声波换能器

等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而得到的一种液态食品，具
有营养丰富、浓度高、粘度大、微生物存活总数多等

设计技术的进步，超声波技术的应用前景将更为广阔，

特点

探索并应用超声波技术必将成为本世纪的一个热点问题。

[10]

。它在生产过程中极易受到有害细菌、霉菌等

的污染，气温高于 2 0 ℃时，在酱油表面易出现白色的
斑点，继而加厚，会形成皱膜，颜色由白色变成黄褐
色，此即为酱油生霉，生霉的酱油浓度变淡，鲜味减
少，营养成分被杂菌消耗，严重影响酱油的质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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