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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对鲜榨果蔬汁的杀菌效果
姜 斌，胡小松，廖小军，张 燕※，吴继红，孙志健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为防止鲜榨果蔬汁受微生物污染而腐败变质，通过超高压加工处理降低其污染的风险，延长产品货架期，提高
产品的安全性。该文通过研究超高压处理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及其在贮藏期的菌落总数变化，确定超高压杀菌后的鲜
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的生物安全性。试验结果表明：超高压对低 pH 值的鲜榨苹果汁的杀菌效果优于 pH 值偏中性的鲜榨
胡萝卜汁。随着处理压力的增大和处理时间的延长，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中的菌落总数显著降低（P＜0.05）
。经过 400
MPa、15 min 处理的鲜榨苹果汁可在 4℃下贮藏 7 d 仍保持食用安全性，而鲜榨胡萝卜汁经 400 MPa、45 min 处理，仅能
在 4℃下贮藏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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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天然、不含防腐剂与最少加工的食品（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1]正日益受到人们青睐，鲜榨果蔬汁的
销售已很普遍。但是，这种不经杀菌的产品也存在微生
物污染的隐患，降低了鲜榨果蔬汁的安全性。传统的热
力杀菌虽然可以杀灭鲜榨果蔬汁中的微生物，但不可避
免地会破坏其风味，降低营养价值[2]。因此，应用非热力
加工技术降低鲜榨果蔬汁中的微生物数量，并保持产品
的营养、风味和安全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高压技术（ultra high pressure, UHP, high hydrostatic
pressure, HHP）是目前最为成熟的非热力杀菌技术，在日
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实现产业化。它可以在
常温或较低温度下达到杀菌[3-5]、抑酶[6]及改善食品性质
的效果[7, 8]。并且由于未经过高温过程，不会破坏食品的
新鲜度和其中的营养成分，能较好地保持果汁的新鲜度
和固有营养成分[9-11]，符合消费者对鲜榨果汁营养和风味
的要求。因此，将超高压技术应用于鲜榨果蔬汁的销售
场所，有利于提高这类商品的货架期和安全性。
前人对超高压杀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接种于
特定果蔬汁中的目标微生物对超高压的耐受性[1,5,10]。本
文以不同物料性质的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为试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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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了超高压对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的杀菌效果，
跟踪了超高压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的货架期，并确定了
杀菌后其生物安全性。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微生物培养基所用营养琼脂购于北京奥博星生物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新鲜苹果，“富士”（Malus pumila Millapple. cv.
Fushi）品种；新鲜胡萝卜，“新红”（Daucus carota. cv.
Xinhong）品种。苹果和胡萝卜均购于中国农业大学家属
院市场。
1.2 试验设备
AY-210 电子天平（日本岛津公司）；ZDX-35B1 型
电热压力蒸汽灭菌锅（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SW-lJ-1FD
超净台（苏州尚田洁净技术有限公司）；CHN060 型 868
pH 计（美国奥立龙公司）；PHX 智能型生化培养箱（宁
波莱福科技有限公司）；GT6G7 螺旋式榨汁机（浙江轻
工机械厂）；超高压设备（包头科发新型高技术食品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等。
1.3 试验方案
1.3.1 样品制备
苹果汁的制备 选择成熟度适中，形态良好，无病
虫害的果实，用自来水冲洗 2～3 遍，再用蒸馏水冲洗，
切块，去柄，放入榨汁机中榨汁，过滤。苹果汁加入 3%
的维生素 C 护色，于-18℃冻藏。
胡萝卜汁的制备 选择成熟度适中，形态良好，无
病虫害的果实，用自来水冲洗 2～3 遍，再用蒸馏水冲洗，
去皮，切丝，放入榨汁机中榨汁，过滤后于-18℃冻藏。
为保证所有试验样品的一致性，试验用鲜榨苹果汁
和胡萝卜汁均为一次性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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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超高压处理试验
鲜榨苹果汁与胡萝卜汁有不同的 pH 值，分别为 3.79
和 6.59。
研究 pH 值对超高压降低鲜榨果蔬汁菌落总数的影
响。将苹果汁和胡萝卜汁密封于双层聚乙烯塑料袋中，
置 于 高 压 容 器 。 设 定 处 理压 力 为 300 、400 、 500 和
600 MPa，处理时间为 15 min。
研究超高压压力和时间因素对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
汁中细菌总数降低的效果。设计压力分别为 100、200 、
300、400、500 和 600 MPa，时间分别为 5、15、25、35
和 45 min。
超高压处理苹果汁在贮藏期菌落总数的变化，设定
处理压力为 400、500 和 600 MPa，处理时间分别为 15
和 45 min。将处理后的鲜榨苹果汁、胡萝卜汁置于 4℃冷
库中贮藏，每天检测 1 次，连续 7 d。
处理后样品置于 37℃培养 48 h，检测菌落总数。
1.3.3 菌落总数检测
根据国家食品微生物检测标准 GB4789.28－2003 检
测菌落总数。
1.3.4 微生物残活率计算
杀菌效果用微生物残活率表示，菌残活率 S 的计算
公式是：
lgS=lg（N/N0）
式中 N0——超高压处理前样品中菌落总数，cfu/mL；N
——超高压处理后样品中菌落总数，cfu/mL；lgS ——处
理前后菌落总数降低的对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果蔬汁 pH 值对超高压降低鲜榨果蔬汁菌落总数的
影响
pH 值是鲜榨果蔬汁特有的理化性质，同是又是影响
超高压杀菌效果的重要因素。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的
pH 值分别为 3.79 和 6.59，苹果汁的 pH 值远低于胡萝卜
汁。进一步分析超高压对这两种鲜榨果蔬汁菌落总数降
低的影响，如图 1 所示。由图可见，随着处理压力的增

大，苹果汁及胡萝卜汁中菌落总数均有显著降低（P＜
0.05）。在 300、400、500 和 600 MPa 下分别处理 15 min
后，苹果汁和胡萝卜汁中的菌落总数的对数分别减少了
3.65 和 2.17，4.31 和 3.03，4.21 和 3.19，4.37 和 3.50。
在相同处理时间，不同压力下，苹果汁中菌落总数的减
少较胡萝卜汁显著（P＜0.05），表明果蔬汁的 pH 值越
低，超高压使其中菌落总数降低的效果越显著。这与前
人的研究结果相似。这是由于绝大多数微生物的最适生
长 pH 值都在 5～9 之间，
低 pH 值对某些微生物有抑制作
用。而经过高压处理后，细菌细胞对低 pH 值会更加敏
感[1,12,13] 。有研究表明，当 pH＜4.5 时，超高压的抑菌效
果明显增强[14],对于 pH 值在 4.0～4.5 之间的酸性食品，
在 580 MPa 下处理 3 min 即可达到商业无菌的状态[15]。
在处理过程中，低 pH 值增强了超高压的抑菌作用，而且
还能够阻止因压力受损的细胞的恢复生长[12]。因此，超
高压处理更适用于对酸性果汁进行杀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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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H 值对超高压降低鲜榨果蔬汁中菌落总数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pH value on the inactivation of microorganisms
in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 treated by High Hydrostatic
Pressure(HHP)

2.2 超高压对鲜榨果蔬汁菌落总数降低的影响
2.2.1 处理压力对鲜榨果蔬汁菌落总数降低的影响
压力是影响超高压对微生物杀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
一。图 2 为处理压力对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中菌落总
数降低的影响。由图可见，随着处理压力的升高，鲜榨
苹果汁和胡萝卜汁中菌落总数均显著减少（P＜0.05）。
当处理时间为 5 min，
处理压力从 100MPa 升高至 600 MPa
时，鲜榨胡萝卜汁菌落总数降低的对数从-0.0086 减少到
-4.3100, 不同压力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0.05），这表
明压力对胡萝卜汁中菌落总数降低有显著影响（P＜
0.05）。但是，低压力处理（100、200 MPa）时，lgS 降
低较小；而当压力从 200 MPa 升高到 400 MPa 时，lgS 的
降幅显著增强（P＜0.05）；处理压力从 400 MPa 升高到
600 MPa，lgS 降低的很小。这是因为每种菌都有自身的
耐压阈值，压力敏感菌压力阈值较低，耐压菌的阈值高。
一般来说，革兰氏阳性菌更耐压，有的可耐受 1000 MPa
的压力[15,16]。高压处理后，大部分对压力敏感的细菌死亡；
而由于压力远未达到耐压菌的阈值，在有限的范围内即
使再升高压力，菌落总数也几乎没有减少。
对于具有不同 pH 值的苹果汁和胡萝卜汁而言，压力
增大对菌落总数降低的效果影响不同。当处理时间为
45 min，处理压力从 100 MPa 升高到 600 MPa 时，鲜榨
苹果汁的 lgS 从-0.0903 减少到-4.6100，显著大于鲜榨胡
萝卜汁的 lgS 的变化。在 400 MPa 下处理 15 min 后，苹
果汁中的菌落总数降至 20.08 cfu/mL，达到了国家饮料食
品卫生标准；胡萝卜汁中菌落总数降至 300.00 cfu/mL，
虽然降幅很大，但并未达到国家饮料食品卫生标准。
2.2.2 处理时间对鲜榨果蔬汁中菌落总数降低的影响
图 3 为处理时间对鲜榨苹果汁和胡萝卜汁中菌落总
数降低的影响。由图可见，低压时，处理时间对鲜榨苹
果汁和胡萝卜汁中的菌落总数的降低影响很小，但当压
力增大至 300 MPa，随着处理时间延长，鲜榨苹果汁和胡
萝卜汁的菌落总数降低对数显著减少（P＜0.05）。如图
3a 所示，在 100 和 200 MPa 下，处理 45 min，鲜榨苹果
汁中菌落总数仅降低了-0.0930 和-1.3100。而在 300 MPa
下，处理时间从 5 min 延长到 45 min 时，可以使苹果汁
中 lgS 由-1.6400 减少至-4.0100。进一步升高压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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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Pa，仅处理 5 min，lgS 就可以达到-4.3100。处理
时间对鲜榨胡萝卜汁中细菌总数降低的影响呈现出相似
的规律，如图 3b 所示。
2.3 超高压处理对鲜榨果蔬汁货架期的影响
贮藏期间鲜榨果蔬汁中残活微生物的增殖是降低产

Fig.2

Fig.3

2009 年

品安全性的主要原因。因而，进一步研究了贮藏期间超
高压处理后的鲜榨果蔬汁中菌落总数的变化。主要对前
期研究中处理后的菌落总数符合果蔬汁饮料卫生标准的
样品（400、500 和 600 MPa 处理的苹果汁及胡萝卜汁）
在贮藏期间的菌落总数的变化进行跟踪。

图 2 处理压力对鲜榨苹果汁和鲜榨胡萝卜汁中菌落总数降低的影响
Effect of treatment pressure on the inactivation of microorganisms in fresh apple juice and fresh carrot juice

图 3 处理时间对鲜榨苹果汁和鲜榨胡萝卜汁中菌落总数的影响
Effect of treatment time on the inactivation of microorganisms in fresh apple juice and fresh carrot juice

图 4 超高压处理后的鲜榨苹果汁的货架期
Fig.4 Shelf life of HHP treated fresh apple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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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 为超高压处理 15min 的鲜榨苹果汁在贮藏期间
菌落总数的增殖。由图可见，当贮藏时间延长至第 7d，
苹果汁中的菌落总数分别从 30.0、25.0、27.5 cfu/mL 增加
到了 50.0、70.0 和 77.5 cfu/mL，但其菌落总数仍符合国
家饮料食品卫生标准的要求（≤100 cfu/mL），并且鲜榨
苹果汁的感官品质无显著变化。
对 400、
500 和 600 MPa 下处理 45 min 的鲜榨苹果汁
在贮藏期间菌落总数的变化进行跟踪，如图 4b 所示。随
着贮藏时间的延长，鲜榨苹果汁中的菌落总数逐渐增加，
分 别 从 不 到 10.0 cfu/mL 增 加 到 了 70.0 、 60.0 和
15.0 cfu/mL。贮藏 7 d 后，其中的菌落总数仍然符合国家
饮料食品卫生标准的要求（≤100 cfu/mL）。并且在相同
的贮藏时间下，处理压力越大，鲜榨苹果汁中细菌总数
增殖得越慢。
经 400、
500 和 600 MPa 处理 45 min 的鲜榨胡萝卜汁
在贮藏 3d 后产品菌落总数超过了国家饮料食品卫生要求
（数据未显示）。

[5]

结

论

1）超高压可以有效降低鲜榨果蔬汁的菌落总数，但
鲜榨果蔬汁的 pH 值及处理压力和时间对其有显著影响，
其中果蔬汁的 pH 值越低，压力越大，处理时间越长，杀
菌效果越好。
2）在 400 MPa 下处理 15 min 后，苹果汁中的菌落总
数降到了 20.08 cfu/mL，达到了国家饮料食品卫生标准，
并且贮藏 7 d 以上，仍然符合国家饮料食品卫生标准。
3）超高压的灭菌效果主要取决于压力的大小。当处
理压力达到一定限度后，继续延长处理时间，菌落总数
降低的对数极为有限，原因可能是由于果蔬汁中存在的
一些耐压微生物，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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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igh hydrostatic pressure processing on microbial inactivation
in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
Jiang Bin, Hu Xiaosong, Liao Xiaojun, Zhang Yan※, Wu Jihong, Sun Zhijian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al Engineer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o prevent the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s from being infected by microorganisms and decaying, high
hydrostatic pressure, as an alternative sterilization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microorganisms,
extend the shelf life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products. Effects of high hydrostratic pressure (HHP) processing on change
of colony forming unit in fresh apple juice and carrot juice during the storage were investegated to ensure the biosafe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HP was more suitable for fresh apple juice at lower pH value than carrot juice at neutral pH
value. With the increase of pressure and holding time, the amount of microorganism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Furthermore, the HHP-treated apple juice presented a longer shelf life than carrot juice did under the similar conditions.
The fresh apple juice treated by HHP at 400 MPa for 15 min can be stored at 4℃ for over seven days and still remains
edible. However, the fresh carrot juice treated by HHP at 400 MPa for 45 min can only be stored at 4℃ for three days.
Key words: high hydrostatic pressure, sterilization, storage, fresh apple juice, fresh carrot ju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