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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鲜猪肉贮藏期间微生物污染对其品质的影响
刘婷婷，方忠意，范念亭，董

鹏，狄元冉，李金磊，高延玲，宋志超，吴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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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分析冷鲜猪肉贮藏期间微生物污染对其品质的影响，从规模化生猪屠宰场，随机抽取 10 头猪后腿肉，

于 4 ℃冷藏。将每头猪肉样品平均分为 11 份，分别于 0~10 d 进行感官评价以及菌落总数和挥发性盐基氮测定。
结果显示 ：0~3 d，菌落总数、挥发性盐基氮含量均不超标，冷鲜猪肉品质保持良好 ；4~6 d，猪肉品质开始降低，
但绝大部分仍为近似鲜品 ；7 d 以后，猪肉品质迅速降低，逐步腐败变质。结果表明，冷鲜猪肉贮藏期间，微生
物污染对其品质有很大影响，在 4 ℃冷藏条件下，冷鲜猪肉在 3 d 内能够保持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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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on Quality of Chilled Pork dur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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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ﬂuence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on the quality of chilled pork during storage，from
the large-scale pig slaughterhouses，pork hind leg muscles were cut from 10 pigs and refrigerated at 4 ℃ . Then sensory
evaluation were made，microbial numbers and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TVB-N）were determined in 0 to 10th day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during 0 to 3 days，the bacterial colony numbers and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did
not exceed permissible limits，and the quality of the chilled pork remained good ；after 4 to 6 days，the quality of meat
began to decrease，but most of them were almost fresh ；after 7 days，the meat quality rapidly decreased and gradually
deterior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microbial contamination had a great inﬂuence on the quality of chilled pork during
storag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condition of 4 ℃，chilled pork could maintain good quality within 3 days.
Key words ：chilled pork ；sensory evaluation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TVB-N）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肉品品质问

面性，当感官指标正常时，其理化指标或菌落总数

题日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并成为国际市场

很可能已超标。国内外对禽肉类、鱼类的微生物预

上消费者的焦点话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测模型有详细研究，但对冷鲜猪肉变质过程中菌落

在易受微生物污染的 8 类高危食品中，肉类排在

总数和理化性质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很少。本研

[1]

第一位 。目前，冷鲜肉微生物污染问题较为普遍，
成为影响冷鲜肉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

[2-4]

。我国出

口注册或者大型屠宰企业现已加强了生产过程中
的卫生控制与微生物污染控制，但一些肉类屠宰
[5]

企业对微生物污染控制较为忽视 。而绝大部分消
费者不具备微生物及理化检测条件，只能通过感
官对肉质优劣进行辨别。但感官鉴定存在主观片
基金项目：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专项（18182130109 2362）
通信作者 ：李金磊

究以冷鲜猪肉为研究对象，从规模化生猪屠宰场采
集样品，通过对不同贮藏时间的菌落总数以及挥发
性盐基氮含量测定，研究冷鲜猪肉的品质变化，并
分析各指标间的相关性，以确定冷鲜猪肉的最佳贮
藏期。这对鉴定冷鲜猪肉品质，指导消费者合理购
买和储藏冷鲜猪肉具有重要意义。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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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样品

规模化屠宰场当天屠宰的，经 4 ℃

表1

排酸的猪后腿肉，共采集 10 头，每头采集约 2 200 g，

等级

分别编号 1~10。

☆☆☆☆☆

1.1.2

试剂及耗材

氧化镁、硼酸、甲基红指示

剂、溴甲酚绿指示剂、氯化钠、95% 乙醇：购自天

☆☆☆☆

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盐酸滴定溶液标准

☆☆☆

物质：购自上海市剂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无菌培养

☆☆

皿：购自扬州市光华医疗器械厂；无菌均质袋：购

☆

自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平板计数琼脂培养
基：购自北京路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菌离心管
（15 mL、50 mL）：购自凯杰生物工程（深圳）有
限公司。
1.1.3

仪器设备

天平（感量 0.001 g）：德国赛

多利斯公司；拍击式均质器：美国 Interscience 公
司；组织捣碎机：德国 IKA 公司；恒温培养箱：
美国 Thermo Scientiﬁc 公司；生物安全柜：新加坡
ESCO 公司；自动凯氏定氮仪：瑞典 Tecator 公司；
高压灭菌锅：日本 HIRAYAMA 公司；台式高速冷
冻离心机：德国 Sigma 公司；冰箱：青岛海尔集
团公司。
1.2
1.2.1

感官性状
品质
有光泽，呈鲜红色或深红色，脂肪呈乳白
色，指压恢复快，外表微干，不粘手，有 鲜品
正常气味
光泽度稍有下降，呈鲜红色，脂肪微微变
暗，指压后可恢复，外表微湿润，稍稍发
近似鲜品
粘，有正常气味
颜色稍稍变暗，光泽度下降，指压恢复较
慢，外表微湿润，稍粘手，异味不明显
外表暗红，脂肪微微发绿，指压恢复很慢，
非鲜品
外表湿润，粘手，有异味
颜色呈暗红色，表面发绿，指压不恢复，
腐败品
表面有大量粘液，很粘手，有刺鼻异味

的无菌生理盐水 25 mL），用无菌剪刀剪碎，放入
225 mL 无菌生理盐水中，封口后在拍击式均质器
中拍打混匀 2 min；吸取上清液 1 mL 加入到 9 mL
灭菌生理盐水进行 10 倍倍比稀释。0~3 d 分别选
-1
-3
-4
-6
择 10 ~10 3 个稀释度，4~10 d 分别选择 10 ~10

3 个稀释度进行试验；吸取 1 mL 匀液于无菌平皿
内，每个稀释度做 2 次重复；对照用 1 mL 生理盐
水代替试液；及时将 15~20 mL 冷却至 45 ℃左右的
平板计数琼脂培养基倾注平皿，并转动平皿使其混
合均匀；待琼脂凝固后，将平板翻转，（36±1）℃
培养（48±2）h，肉眼观察计数。检测结果按 GB/
T 9959.2-2008 进行判定。

方法
样品处理

感官等级标准

将采集的每头猪后腿肉无菌状

态下分成 11 份，每份约 200 g，共 110 份，置于无
菌托盘上；将每头猪的 11 份样品，分装入 11 个托
盘，放入 4 ℃冰箱，分别用作 0~10 d 的测定。同时，

1.2.4

挥发性盐基氮测定

将做完菌落总数测

定的剩余样品去除脂肪，绞碎搅匀，称取约 10 g
（精确至 0.001 g），放入 50 mL 离心管内，加入
30 mL 水，振摇，使样品在样液中分散均匀，浸

每个托盘上放置一份无菌生理盐水作为对照。从冰

渍 30 min，8 000 r/min 离心 2 min，将上清移入

箱取出样品到试验结束，每次试验在 2 h 内完成。

蒸馏管内进行测定。每份样品做 2 次重复。按照

1.2.2

仪器操作说明书要求运行仪器，使仪器进入正常

感官评价

依据《分割鲜、冻猪瘦肉》
（GB/

T 9959.2-2008）规定的标准，由 2 人分别对样品的

测试状态。首先进行试剂空白测定，取得空白值，

色泽、状态、气味等单独进行综合评价，不相互交

再在装有已处理样品的蒸馏管中加入 1 g 氧化镁，

流。方法如下：①在自然光线下，观察肉的表面色

立刻连接到蒸馏器上，按照仪器设定的条件和仪

泽、外部状态，以及有无干膜形成和渗出物。②在

器操作说明书要求开始测定。

15~20 ℃下，先检查表层气味，然后用无菌手术刀

2

切开，嗅深部气味。③用手按压肉表面，触感其硬

2.1

度，观察指压凹陷复平的速度和程度以及肉品黏度。
将冷鲜猪肉分为 5 个判定等级（表 1）。

结果
感官评价
感官评价结果显示：0~3 d，肉品感官无太大

变化，品质良好，感官表现为：色泽鲜红，有光泽，

分别在 0~10 d，从 10 份冷

脂肪乳白色，指压恢复快，无异味；4~6 d，肉品

藏猪肉表面，各无菌取样约 25 g（对照用烧杯存放

品质开始降低，部分肉样光泽变暗，表面发黏，有

1.2.3

30

菌落总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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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异味，绝大部分仍处于近似鲜品；7 d 以后，
肉品品质迅速降低，所有肉样颜色暗红，表面发黏，
甚至发绿，有刺鼻性气味，逐步腐败变质。具体感
官评价结果见表 2。
表2

感官评价结果
贮存时间 /d

编号

0~3
4
5
6
7
8 9 10
1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6 ☆☆☆☆☆ ☆☆☆☆ ☆☆☆ ☆☆☆ ☆ ☆ ☆ ☆
7 ☆☆☆☆☆ ☆☆☆☆ ☆☆☆ ☆☆☆ ☆☆ ☆ ☆ ☆
8 ☆☆☆☆☆ ☆☆☆☆ ☆☆☆☆ ☆☆☆ ☆☆ ☆ ☆ ☆
9 ☆☆☆☆☆ ☆☆☆☆ ☆☆☆ ☆☆☆ ☆☆ ☆ ☆ ☆
10 ☆☆☆☆☆ ☆☆☆☆ ☆☆☆ ☆☆☆ ☆ ☆ ☆ ☆
注：☆☆☆☆☆为鲜品；☆☆☆☆、☆☆☆为近似鲜品；☆☆为
非鲜品；☆为腐败品

2.2

菌落总数测定
菌落总数测定结果显示：0~3 d，所有样品菌

落总数均没有超标；5 d 时，半数以上样品菌落总
数超标；7 d 时，所有样品菌落总数超标，且菌落
数量持续增加（表 3）。0~10 d 的对照均无菌落生长。
样品菌落总数测定结果（×106）
单位：CFU/g
贮存时间 /d
编号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0002 0.0004 0.002 0.014 0.17 0.32 0.58 1.3 2.0 7.6 12
2 0.0005 0.003 0.018 0.24 0.35 2.8 7.2 10 14 18 23
3 0.0015 0.015 0.035 0.2 2.1 3.0 3.7 6.3 9.1 14 19
4
0.002
0.01 0.024 0.055 0.53 1.4 2.1 3.6 6.5 7.5 11
5 0.0015 0.022 0.025 0.13 0.69 2.3 2.8 4.8 7.9 8.1 19
6 0.0035 0.023 0.042 0.19 0.56 0.74 3.1 4.1 4.8 9.8 12
7
0.002 0.00220.0041 0.31 0.59 1.1 3.2 5.1 7.5 13 21
8 0.0025 0.019 0.028 0.084 0.22 0.27 0.64 1.5 5.7 8.8 13
9
0.016 0.066 0.18 0.44 0.59 2.4 3.0 5.5 11 15 30
10 0.0005 0.0055 0.084 0.12 0.22 0.96 2.3 3.3 3.8 40 49
平均 0.003 0.019 0.048 0.18 0.6 1.5 2.9 4.6 7.2 14 21
注：依据《分割鲜、冻猪瘦肉》（GB/T 9959.2-2008）菌落总
数应≤ 1.0×106 的标准判定
表3

2.3

挥发性盐基氮测定
通过全自动定氮仪，对 0~10 d 样品的挥发性

盐基氮进行测定，发现肉品挥发性盐基氮含量在
0~4 d 均无超标，5~7 d 陆续超标，8 d 时全部超标，
平均存放 7 d 时挥发性盐基氮超标（表 4）。
3

分析与讨论

表4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
均

0
3.14
3.68
3.53
3.76
3.85
3.11
3.43
2.89
3.78
2.85

1
3.98
4.42
4.19
4.33
4.51
3.69
4.22
4.64
4.95
4.33

挥发性盐基氮检测结果
2
5.38
6.77
7.00
6.84
5.97
4.34
5.94
6.44
6.77
5.25

3
6.23
7.58
7.95
7.46
6.33
6.27
6.76
8.34
8.45
7.35

3.40 4.33 6.07 7.27

贮存时间 /d
4
5
6
7.39 8.62 10.65
10.65 11.23 15.58
11.86 15.58 17.36
13.44 14.76 16.23
8.36 10.67 15.95
8.11 10.83 16.35
7.13 7.98 14.62
9.85 11.30 12.80
9.63 12.28 14.28
8.36 11.21 12.24

单位：mg/100 g
7
8
13.95 18.77
16.57 23.21
20.83 24.20
18.22 20.52
17.44 19.79
19.09 20.19
16.59 19.69
15.72 22.46
16.43 20.87
15.55 16.32

9
20.70
41.90
25.27
31.06
23.32
40.26
21.23
31.37
30.47
17.13

10
25.71
45.96
33.95
32.55
48.80
50.25
25.07
36.69
31.37
21.45

9.48 11.45 14.61 17.04 20.60 28.27 35.18

在肉类需求上，冷鲜肉将逐渐成为肉类消费
[6]

的主流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食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提供安全、卫生、
[7]

营养的冷鲜肉成为必然 。微生物菌落总数是影响
猪肉质量和安全的重要因素。猪肉品质从新鲜、次
新鲜到变质，是肉品内部成分逐渐腐败及细菌菌落
总数不断增长的过程，而肉品腐败过程中产生的挥
发性盐基氮是评价肉品品质的重要指标

[8-9]

。本试

验通过对冷鲜肉不同存放时间的菌落总数测定，利
用全自动定氮仪，对冷鲜猪肉挥发性盐基氮进行测
定，从而得出冷鲜肉的最佳存放时间。这为指导消
费者合理选购和储藏冷鲜猪肉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试验保持猪肉在 0~4 ℃保存。冷鲜猪肉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时间有较大差异。齐
娟等

[10]

、王天佑等

[11]

均研究表明，猪肉在 30 ℃下

6 h 内仍为鲜猪肉或近似鲜猪肉，12 h 以后开始腐
败变质。而本研究发现，冷鲜猪肉在 4 ℃下保持其
品质的时间更长。这些研究说明不同温度条件下，
猪肉保持品质的时间差异较大。由于本次研究是直
接从屠宰场采集样品，因而避免了存放过程中的再
次污染。因此，市场上的冷鲜猪肉保持品质的存放
时间应比试验时间更短。
通过对感官评定，以及菌落总数和挥发性盐
基氮含量测定结果的比较发现，冷鲜猪肉品质随着
菌落总数和挥发性盐基氮含量的增多而降低，挥发
性盐基氮含量超标的时间比菌落总数超标的时间滞
（下转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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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于内于外，皆应建立联动执法机

检查任务，重点抓落后企业、关键风控点。一是尽

制。

快落实执法对象分级管理。对于评级较低的企业，

4.3

决不放松，抓好无害化监管

增加执法频率，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二

2018 年 1 月 29 日，上海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

是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要加大对落后产能

牌成立，标志着上海市监察体制改革的开启。今后

的整治力度，另一方面要鼓励龙头企业生产技术的

行政执法单位的“对手”不仅是监管对象，更可能

更新换代，如扶持优先采用“激光灼刻”技术的企

面临 “监察机关”的监督。作为屠宰企业的管理

业。此技术相较传统的滚筒式印章有印记更为清晰、

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一

防伪能力强、人力劳动低等优势。目前，北京、河

是要进一步细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将视频监

北、辽宁及深圳等地已经主管部门批复使用 。

控、称重过磅、台账记录等各环节责任落实到位、
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二是要加大对病害猪检出率
高于 0.5% 的屠宰企业宣贯力度和执法频次，如发
现骗取国家无害化补贴资金的行为，从严查处，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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