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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护菌及其在肉制品中的应用
刘鹏雪1，韩 齐2，郑冬梅3，孔保华1,*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肉制品因具有营养丰富、口感良好等特点而深受消费者喜爱，但其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极易被腐败菌或致

病菌污染而影响肉制品的品质和货架期，严重时甚至会危害人类健康。而化学防腐剂或人工合成抗氧化剂等的使用

虽可以有效地延长肉及肉制品的货架期，但其成本较高且对人类的健康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生物保护菌作为一种

天然、安全、无害、高效的防腐剂可以有效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因此，将其以防腐剂应用到肉制品中的研究也

越来越多。本文主要综述了近年来生物保护菌在肉制品保鲜、延长货架期方面的研究成果，期望可以为安全、高效

的肉制品天然保鲜剂的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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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at products are liked by the consumers for their high nutritive values and good flavor. However, meat products 

are very sensitive to spoilage bacteria or pathogens, and the growth of these bacteria may lead to shortened shelf life of 

meat products, and are even harmful to human health. The application of either chemical preservatives or antioxidants can 

effectively extend the shelf life of meat and meat products, but they are expensive, and may produce some threat to human 

health. The bioprotective bacteria, as a natural, safe, harmless and efficient preservative,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growth of 

harmful microorganisms. Studi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oprotective bacteria in meat product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This review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bioprotective bacteria in extending the shelf life of meat 

products, and the aim is to provide some new methods for preserving mea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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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制品的安全问题也

更加关注[1]。肉制品水分活度较高、营养物质丰富，十分

适合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而使用化学防腐剂成本较高，

且对人类的健康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使得人们顾虑重

重[2]。近年来，主要致病菌包括单增李斯特菌、大肠杆

菌、弯曲杆菌、耶尔森菌属及副溶血性孤菌等作为食源

性微生物在肉及肉制品中出现的程度已经远超于其他食

品[3]。此外能够导致肉制品腐败变质的细菌主要有乳酸杆

菌属、杆菌属、链球菌属、假单胞菌属等，它们大都属

于耐热性病原菌，普通的加热方法并不能将它们完全杀

死，因此一旦其受到这些微生物的污染，肉制品就极易

发生腐败变质，影响货架期[4]。此外，随着肉制品的产量

逐年上升，由于其腐败变质等现象而导致对人类健康的

危害和经济损失也不容小觑，据报道全世界每年因各类

肉制品腐败变质而产生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5]。肉

及肉制品的腐败变质也会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极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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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一些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单增李斯特

菌等可以沿食物链传播，成为人类疾病的来源[6]。美国的

“单增李斯特菌食物中毒”，欧洲的“口蹄疫”、“疯

牛病”等均是由病原微生物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从而

导致食物中毒，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7]。除此之外，存在

使用化学添加剂和农用化学品以及兽药残留等问题的肉

类产品也被认为是消费者的健康风险[8]。

基于上述问题，有关于食品安全卫生的法规越来越

严格，消费者们希望获得加工工艺简单、食品添加剂和

防腐剂少且可以保留肉制品原有风味的肉类加工制品。

目前食品的防腐保鲜技术主要分为传统保鲜技术和现代

保鲜技术。传统保鲜技术是利用腌制、干燥、发酵、烟

熏、冷藏、加热处理等方法达到延长货架期的目的，现

代保鲜技术是通过防腐剂（化学防腐剂、天然防腐剂）

和高新保鲜技术（包装技术，如气调包装、可食性膜和

抗菌包装等；以及低温杀菌技术，如辐照、微波等）来

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我国目前针对肉制品腐败变质的

解决办法主要是添加抗氧化剂以及防腐剂，但大多数添

加的都是化学防腐剂，且这些化学合成物质可以转化成

亚硝酸钠和硝酸钠、亚硫酸钠、苯甲酸钠等物质[9]，长

期食用会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因此寻找安全的天然防

腐剂成为近来研究的热点。天然防腐剂可以分为植物源

物质（包括植物多酚类物质、香辛料及其提取物、抗氧

化肽、脂肪酸及其他农副产品提取物等）、动物源物质

（包括壳聚糖及其衍生物、溶菌酶等）以及微生物及

其代谢产物三大类[10]。本文主要对微生物以及代谢产物

（生物保护菌）在肉制品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1 生物保护菌简介

1.1 生物保护菌概念

Stiles[11]在1996年将生物保鲜定义为：使用天然的微

生物和（或者）它们产生的抗菌物质来延长货架期以及

提高食品的安全性，并以此区分于人工添加化学物质的

保存方法；Jay[12]在1996年将生物保护的概念定义为一种

微生物对另外一种微生物所产生的拮抗作用；胡萍[13]定

义生物保护菌为：对产品感官品质的影响尽可能小的具

有拮抗作用，可以延长货架期的菌种。经过多年的研究

与归纳总结，人们将其更加准确的定义为：可以添加到

食品中的具有延长食品货架期和（或者）抑制致病菌生

长的活的微生物[14]。

1.2 生物保护菌的作用途径

生物保护菌的作用途径可以分为以下2 种[15-16]：一种

是在食品体系中直接接种生物保护菌，它们可以产生抑

菌物质从而抑制食品致病菌及腐败菌的生长或者和有害

微生物进行竞争生长；另外一种是直接添加生物保护菌

的代谢产物，即细菌素。2 种方法均可以有效地延长食品

的货架期，达到防腐保鲜的作用。但是，直接使用生物

保护菌的代谢产物有很多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细菌

素可能会与目标食品中的一些成分或添加剂发生反应，

从而使得其生物活性有所降低[17]。相反，直接接种生物

保护菌则具有很多优势。生物保护菌之所以可以起到食

品保鲜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其可以延缓腐败细菌的生

长，以及抑制和减少病原体的生长，其机理主要是生物

保护菌可以在该食品的贮藏条件下更好地生长；产生抗

菌肽以及有抑菌活性的物质如有机酸、二氧化碳、乙醇

及过氧化氢；消除氧气；利用易发酵的营养物质等[13]。

此外，生物保护菌还可能具有某些功能特性，如赋予产

品特有的风味、质地和营养价值等[18]。

任何生物保护菌被应用到食品中时，都应该考虑以

下条件[19]：1）必须是无毒的；2）必须被权威部门所采

纳；3）对于要应用生物保护菌的食品工业来说应该是经

济的，不可成本过高；4）不应给目标食品带去不利影

响，包括食品感官品质以及理化性质；5）使用较少的量

便可以起作用；6）在贮存时，可以稳定地保持其原有的

形状；7）不应该有任何药用。

2 生物保护菌代谢产物细菌素的定义及分类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将生物保护菌所产生的

具有生物保护作用的物质定义为细菌素。Cebrán等[20]将

细菌素定义为一类可以对同源或者亲缘关系较近的微生

物具有潜在抑制作用的蛋白质或者多肽。根据细菌素自

身特点，可将其分成4 类：第1类为羊毛硫抗生素，又可

再细分为由阳离子及疏水性多肽组成的a类和其多肽含有

比较刚性的结构的b类；第2类为热稳定、无修饰的小分

子肽；第3类为热不稳定的大分子肽；第4类为蛋白质复

合物[9]。研究表明，已经有许多属于前2类的细菌素可以

有效地抑制食品中有害微生物的生长，但是只有乳酸链

球菌素（Nisin）已经被工业化生产并在部分地区获得了

可以作为食品防腐剂的证书[21]。同时由于乳酸菌从古至

今一直被安全使用于发酵食品中，所以乳酸菌也是应用

最多的生物保护菌[22]。

3 生物保护菌在肉制品中的应用  

自从乳酸菌在肉制品中被发现后，乳酸菌所产生的

细菌素也逐渐被发现并分离出来。尽管大部分细菌素都

是从与食物相关的乳酸菌中分离出来的，但它们并不一

定可以对所有的食品都产生作用。目前被确定的确实可

以对食品产生防腐保鲜作用的一些生物保护菌所产生的

细菌素中，应用最多且效果最好的就是Nisin。生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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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菌作为一种天然的新型防腐剂，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认

可，一些研究人员成功地将生物保护菌应用于各类肉制

品中，并取得良好效果。

3.1 在肉灌制品中的应用

人们通常选用硝酸盐来抑制肉灌制品中肉毒梭状芽

胞杆菌的生长，但考虑到食品安全性的问题，人们希望

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来抑制其生长[23]。孔保华等[24]研究

表明，添加不同浓度的Nisin，在培养数天后，红肠中的

菌落总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当Nisin的添加量为400 IU/g 

时，抑菌效果最好，在贮藏17 d后红肠样品中的菌落总

数为1.2×106 CFU/g，而对照组为5.8×103 CFU/g，表明

Nisin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长货架期的作用。但单独

使用时的效果没有与其他方法联用时的效果好；李琛等[25] 

用Nisin、山梨酸钾、双乙酸钠、EDTA-2Na 4 个因素进

行分组保鲜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组分的复合防腐剂

均起到了抑菌作用，其中最佳的防腐剂添加量为Nisin 

0.025%、山梨酸钾0.025%、双乙酸钠0.15%、EDTA-2Na  

0.01%，该复合防腐剂可使红肠样品的菌落总数降低

10 倍以上。徐胜等[26]通过对压力、保压时间和Nisin浓度

3 个因素的正交试验发现，通过Nisin和超高压的复合作

用处理低温火腿肠的抑菌效果比两者中单一处理的抑菌

效果更优；且较佳的处理条件为：Nisin添加量0.02%、处

理压力400 MPa、保压时间10 min。Ellahe等[27]研究发现

Nisin可以减少低温贮藏时气调包装中乳化肠的需氧菌落

总数以及乳酸杆菌含量，延长货架期。

3.2 在冷鲜肉中的应用

冷鲜肉是指牲畜宰后胴体温度在24 h内迅速降低

至0～4 ℃，并且在后续的加工、流通和销售过程中

始终保持该温度的生鲜肉，也称冷却肉、排酸肉 [28]。 

在4  ℃条件下贮藏时，一些嗜冷菌如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和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等会引起冷鲜肉发生腐败，从而降低货

架期。因此如何延长冷鲜肉货架期是近年来亟待解决的

问题。Kouakou等[29]将弯曲乳杆菌产生的细菌素米酒乳杆

菌素P（sakacin P）和乳酸片球菌产生的细菌素片球菌素

AcH（pediocin AcH）作为发酵剂添加到接种了李斯特菌

的生猪肉中，在4 ℃条件下保存6 周。当只添加一种细菌

素时，贮藏1 周或者2 周，单增李斯特菌的数量从开始的

102 CFU/g降低到几乎没有，然后再在之后的1 周回升，

当2 种细菌素一起加入到生猪肉中时，单增李斯特菌细菌

数量回升的日期延后。王吰等[30]研究发现，将Nisin用于

冷却猪肉的冷藏保鲜时，可以有效地延长肉样冷藏保鲜

的货架期，且当猪肉浸泡在添加量为0.05 g/L的Nisin保鲜

液中120 s时，保鲜效果最佳，货架期可延长6 d。

3.3 在火腿中应用

防腐保鲜是限制火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使

用一些化学防腐剂或者添加高糖高盐物质又会带来食

品安全问题，因此研究人员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

延长火腿的货架期。曾友明等[31]研究发现，不添加任何

保鲜剂的盐水方腿在4 ℃条件下贮藏10 d，产品中的细

菌总数便超过了国家零售标准（30 000 CFU/g），而添

加了150 mg/kg的Nisin的盐水方腿在贮藏第20天时，菌

落总数才超出国家标准，这表明不添加保鲜剂的产品

很容易腐败变质，保质期短，而Nisin可以有效地抑制

低温肉制品中微生物的生长；他们还发现单独用Nisin

作为保鲜剂的保鲜效果不如复合型保鲜剂的效果好。

胡萍等[13]研究发现，在真空包装的烟熏火腿切片中添加

（5.91±0.04） CFU/g的清酒乳杆菌B-2，在4 ℃贮藏时，

可以使货架期延长到35 d，而对照货样的保存期为15 d。

刘国荣等[32]研究表明，在不添加任何化学防腐剂的情况

下，乳酸菌细菌素enterocin LM-2（320 AU/g）和超高

压技术（600 MPa）联合处理5 min，可以有效地延长低

温切片火腿的货架期，将原本2～3 个月的货架期延长到

100 d。Vermeiren等[33]在肉制品中筛选出91 株菌株，鉴定

它们作为生物保护菌对蒸煮腌肉制品的保鲜作用，结果

表明，38%的菌株可以同时抑制多种腐败菌及致病菌的生

长；此外还选取了12 株活性最强的菌株应用到模拟的煮制

火腿中，发现接种了清酒乳杆菌样品在7 ℃的温度下贮藏

34 d时仍然具有较高的感官特性，表明清酒乳杆菌可以作

为煮制肉制品的生物保护菌而不影响产品的原有品质。

3.4 在牛羊肉制品中的应用

C a s t e l l a n o等 [ 3 4 ]将弯曲乳杆菌（L a c t o b a c i l l u s 
curvatus）CRL705接种到真空包装的牛肉表面，在2 ℃条

件下贮藏60 d后发现，该菌株成为了优势菌株并抑制了热

杀索丝菌和腐败乳酸菌的生长，且不影响产品本身的感

官结构，延长产品的货架期。张德权等[35]将含有Nisin、

溶菌酶和乳酸钠的复合保鲜剂对冷却羊肉进行交互作

用，当单独处理时，发现Nisin的抑菌效果最好，溶菌

酶次之，乳酸钠抑菌效果为最低；最佳的复合配比为：

Nisin 0.34%、溶菌酶0.24%、乳酸钠2.27%。

3.5 在禽肉制品中的应用

禽肉制品因其肉质细嫩、口味鲜美等特点而一直深

受消费者的喜爱，而货架期短这一因素影响了禽肉制品

的发展。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意识逐渐增强，使得

天然防腐剂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青睐。Maragkoudakis等[36]

评估了从食品体系的乳酸菌中筛选出来的635 株对于食品

具有潜在保护作用的菌株，并最终筛选出2 株菌株，屎

肠球菌PCD71（E. faecium PCD71）和发酵乳杆菌ACA-

DCA179（L. fermentum ACA-DC179），将其作为生物

保护菌用于生鲜鸡肉中，结果表明，其抑制了单增李斯

特菌和沙门氏菌的生长，并且没有使产品的感官品质下

降或者营养价值降低。李清秀等[37]研究发现不同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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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in和纳他霉素对鸡肉有良好的保鲜作用，且当其质量

浓度为40 mg/L的Nisin和500 mg/L的纳他霉素时，保鲜

效果最好。徐幸莲等[38]发现将盐水鸭腿经400 mg/kg的

Nisin和3.5%的乳酸钠浸泡处理并将其真空包装后，用

915 MHz、400 W的微波间歇照射2 次，在22～28 ℃的室

温下，其货架期可以达到20 d以上。

4 结 语

生物保护菌作为一种新型的天然食品防腐剂具有

无毒、无害、高效、天然等特点；并且可以有效地抑制

肉及肉制品中腐败菌及致病菌的生长繁殖从而延长货架

期，这使得生物保护菌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目前为

止，已经有研究表明将生物保护菌与其他物质配合使用

或与其他包装、贮藏方式联用时的抑菌效果会比单独使

用生物保护菌时的抑菌效果更好，但是目前发现的可用

于肉及肉制品中充当保鲜剂的生物保护菌种类很少，还

需人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扩大其种类。但是否可以将

生物保护菌作为发酵肉制品的防腐剂的同时，又作为其

发酵菌株的研究十分有限，具有发酵和防腐功能的生物

保护菌的发现与应用可以推动肉及肉制品的发展，对人

类的健康产生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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