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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增李斯特菌在乳粉中的生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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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单增李斯特菌是乳粉中常见的致病菌之一。为了解不同水活性（Aw）干乳粉、复水乳粉和热冲调乳粉

中单增李斯特菌的生存特性，通过人工方法将单增李斯特菌添加于不同 Aw 的干奶粉、复水奶粉中，并在不同
温度或 pH 条件下培养，通过菌落计数来分析单增李斯特菌的生存特性。结果显示 ：在 4 ℃条件下，单增李斯
特菌可在较低 Aw（0.81、0.92）的干奶粉中长期保持生长活力，并且当 Aw 较高（0.96）时，会有增长趋势 ；
在 25 ℃条件下，干奶粉中的单增李斯特菌的生长活力很快减退，细菌处于亚损伤状态。复水奶粉中的单增李斯
特菌能够生长的温度为 -1.5~37 ℃，在 pH4.4~8.0 的复水奶粉中，高温条件下（30 ℃）比在低温条件下（4 ℃）
生长快，但在低温条件下，对酸碱的耐受程度比在高温条件下大。单增李斯特菌在复水的高糖高脂奶粉中比原
料奶粉中对热的耐受力强。结果表明，高温条件更易使干奶粉中单增李斯特菌生长活力减退，复水奶粉如果污
染单增李斯特菌，在低温条件下贮存则能够控制单增李斯特菌的生长，高糖高脂成分可提高单增李斯特菌的热
抵制能力。本研究为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的风险评估和关键控制措施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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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steria monocytogenes is on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commonly found in milk powder. In order to learn
its existence characteristics in dry milk powder，rehydrated milk powder and hot diluted milk powder with diﬀerent
water activities，Listeria monocytogenes was artiﬁcially added into dry milk powder and rehydrated milk powder with
diﬀerent water activities to be cultured at diﬀerent temperatures or pH conditions and analyzed through colony counting.
It was found that，the growth activity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maintained in dry milk powder at lower water activity
（0.81 and 0.92）for a long time at 4 ℃，trended to grow at higher water activity（0.96），and rapidly decreased at 25 ℃，
and the bacteria remained in a sub-damaged status. Listeria monocytogenes grew in rehydrated milk powder at -1.5 to
37 ℃，and was faster in that with pH4.4 to 8.0 at higher temperature（30 ℃）compared to lower one（4 ℃），but its
tolerance against acid and alkali was higher at lower temperature（4 ℃）than at higher temperature（30 ℃），and its
heat tolerance was stronger in rehydrated high-sugar and high-fat milk powder than in raw milk powder. In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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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activity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could decrease in dry milk powder at higher temperature，and be
controlled through storage at lower temperature in case of rehydrated milk powder infected with Listeria monocytogenes.
In addition，the hot tolerance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could be improved by the components with high sugar and fat.
A basis was thereby provided for risk assessment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in milk powder and development of key
control measures.
Key words ：Listeria monocytogenes ；milk powder ；existence characteristic

李斯特菌病是由单增李斯特菌引起的食源性

株复活后，接种于胰酪胨大豆酵母浸膏琼脂斜面，

疾病，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对婴幼儿、老年人和免

37 ℃培养 18 h 后作为储备菌；从储备菌中挑取菌

疫力低下的人危害更为严重，因此单增李斯特菌被

落接种于 10 mL 胰酪胨大豆酵母浸膏肉汤，37 ℃

[1]

列为重要的食源性病原体 。单增李斯特菌在自然
[2]

培养 18 h，连续培养 3 次后，等量混合各菌株，用

环境中分布广泛，几乎存在于所有食品中 。现已

蛋白胨水连续稀释细菌混合物，取 0.1 mL 用 OXA

证实乳制品、肉类、蛋类、禽类、海产品、蔬菜等

平板计数。

都是李斯特菌的感染源。该菌抵抗力很强，能够耐

1.2.2 不同 Aw 干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生存特性

受低 pH 和高盐环境，并且适宜生长的温度范围较

1.2.2.1

宽。目前虽然不可能从食品中将该菌彻底清除，但

无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的乳粉置于 55 ℃烘箱作用 20 h

可以通过有效的卫生防制措施降低其在食品中污染

进行烘干。

水平，从而降低食品污染事件的发生风险。

1.2.2.2

干乳粉制备

在无菌条件下，将经检验

不同 Aw 调制

将制备的乳粉分别放置

单增李斯特菌是乳粉中常见的致病菌之一。

于 Aw 为 0.81（含有饱和硫酸铵水溶液）、0.92（含

为了解其在乳粉中的生存特性，本研究将单增李斯

有饱和硫酸锌水溶液）和 0.96（含有饱和硫酸钾水

特菌添加到不同水活性（Aw）的干乳粉、复水乳

溶液）密封罐中作用 12 h，制成 3 种 Aw 乳粉用于

粉和热冲调乳粉中建立不同的乳粉模型，然后对其

人工接种试验。

生存特性进行研究，以期为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风

1.2.2.3

险评估和关键控制措施制定提供依据。

粉 10 g 放入不同瓶中，按 103 cfu/g 的量将单增李

1

斯特菌混合物加入其中并混匀，上面再覆盖 10 g

材料与方法

称取制备的不同 Aw 乳

相同 Aw 的乳粉，然后密封。同时，按上述同样方

材料

1.1

人工接种细菌

胰酪胨大豆酵母浸膏肉汤、牛津琼脂、胰酪

法制备原乳粉接种模型作对照。
细菌数量监测与分析

将制备的乳粉模

胨大豆酵母浸膏琼脂、缓冲蛋白胨水等，购自北京

1.2.2.4

陆桥有限公司；单增李斯特菌标准菌株（54002、

型分别置于 4 ℃和 25 ℃，定期取适量乳粉用缓冲

54003、54004、ATCC19111 和 ATCC19112）， 购

蛋白胨水作 10 倍系列稀释后，再接种牛津琼脂平

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和上海汉尼有限公司；

板培养 24 h 计数，并对数量变化取对数后进行变

试验用乳粉，为本室保存。主要仪器包括生物安全

化趋势分析。

柜、恒温培养箱、恒温水浴锅、冰箱、pH 计、菌

1.2.3

落计数器等。

1.2.3.1

1.2.1

细菌培养和计数

不同温度

将不含单增李斯特菌的乳粉

与灭菌水按约 1 g/6 mL 混合制成复水乳粉（14 g

方法

1.2

复水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生存特性

将单增李斯特菌不同菌

乳粉 +86 mL 水）[1]，然后接种单增李斯特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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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102 cfu/mL），混匀后分别置于 -1.5 ℃、4 ℃、

脂平板培养 24 h 计数，将计数结果取对数后分析

8 ℃、室温（18~25 ℃）、30 ℃、37 ℃、45 ℃培养，

细菌衰减速率。

分别在 24、48、72 h 取培养物进行 10 倍系列稀释后，

2

接种牛津琼脂平板培养 24 h 计数。

2.1 不同 Aw 干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生存特性

1.2.3.2

不同 pH

将制备的复水乳粉分别调节

pH 为 4.0、4.4、5.6、6.2、6.8、8.0、9.4， 并 分 别
2

结果与分析
4 ℃条件下

2.1.1

单增李斯特菌在 Aw = 0.96 的

乳粉中能够缓慢生长，而在 Aw = 0.81、Aw = 0.92

接种单增李斯特菌混合物（10 cfu/mL），混匀后

以及原乳粉中生长活力减退，但数量增减差异较小，

分别置于 4 ℃和 30 ℃下培养；24、48、72 h 后，

均保持在 103 cfu/g 的水平（图 1），说明单增李斯

再分别取培养物进行 10 倍系列稀释，接种牛津琼

特菌在低温条件下的乳粉中能够长期保持活力，且

脂平板培养 24 h 计数。

在较高 Aw 时还会增长。

1.2.3.3

数据处理

将监测的细菌数量取对数后

菌生长活力很快减退，经过 25 d，直接取样进行细

进行变化趋势分析。
1.2.4

25 ℃条件下 4 种 Aw 乳粉中单增李斯特

2.1.2

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热耐受性

菌计数不能检测到单增李斯特菌，只有经过增菌培

将不含单增李斯特菌的

养复苏后才能够检测到（图 2），说明干乳粉中的

原料乳粉和高糖高脂乳粉分别用 60 ℃灭菌水按约

单增李斯特菌在 25℃温度下处于亚损伤状态，会

1 g/6 mL 冲调，然后各取 2 管，每管 10 mL，置于

抑制单增李斯特菌的生长。

60 ℃水浴中恒温，同样恒温两管 10 mL 灭菌水。

2.2

1.2.4.1

1.2.4.2

培养基质制备

细菌接种

7

按照 10 cfu/mL 的接种量将

2.2.1

复水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生存特性
不同温度

复水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可生

单增李斯特菌混合物分别添加于恒温 60 ℃冲调的

长的温度范围为 -1.5~37 ℃，-1.5 ℃时生长缓慢，

原料乳粉、高糖高脂乳粉以及灭菌蒸馏水中，60 ℃

随着温度升高生长速率加快，37 ℃时生长速率最

分别作用 5 min 和 10 min。

快且在 48 h 内可达对数生长最大值，但 45 ℃时只

1.2.4.3

菌量计数及数据分析

分别取经热处理

的 3 种接种物进行 10 倍系列稀释后，接种牛津琼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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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 24 h（图 3），说明单增李斯特菌对高温的耐
受性很小。

不同 Aw 干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 4 ℃条件下数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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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 Aw 干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 25 ℃条件下数量变化趋势

图3

2.2.2

不同 pH

不同温度下复水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数量变化趋势

在复水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可

粉中的单增李斯特菌对热有耐受性，且高糖高脂成

适应 pH4.4~8.0 的环境，且在低温（4℃）条件下

分可增强其对热的耐受能力。

对酸碱的耐受能力高于高温（30℃）条件下的耐受

3

能力（图 4）。
2.3

热冲调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对热耐受性
单增李斯特菌在热蒸馏水中的衰减速率最快，

讨论
单增李斯特菌广泛分布于环境之中，由于其

胞壁质上有大量、以多样形式镶嵌的表面蛋白，所
以与其他革兰阳性菌不同，它具有很强的抵抗力，

而在热冲调的原料乳粉中衰减速率较慢，在热冲调

能适应多种环境并在这些环境下复制、增殖和存活。

的高糖高脂乳粉中衰减速率更慢（图 5），说明乳

许多资料表明，某些食品中的单增李斯特菌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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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 pH 下复水乳粉中单增李斯特菌数量变化趋势

无芽孢的食源性病原菌（如沙门菌和致病性大肠杆
菌）相比热耐受性更强 [3]，且其热耐受性受诸多因
素影响，如培养时间、培养条件及食品特征（盐浓
度、Aw、糖和脂肪）等 [4]。乳粉是单增李斯特菌
生长繁殖的良好基质，在乳粉加工的诸多环节中，
如果卫生条件不合格或消毒不彻底，乳粉受到该菌
污染的可能性较大，存在食源性单增李斯特菌病暴
发的危险。
图 5 单增李斯特菌在 3 种不同基质中的衰减速率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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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室温（25 ℃），通过人工方法将单增李斯特菌

用，以达到充分灭菌的效果。

添加于不同 Aw 的干乳粉中，评估单增李斯特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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