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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显色法检测禽畜肉中混合抗生素残留
高晓月，范 维，陈淑敏，李莹莹，王守伟，郭文萍*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北京 100068）

摘  要：以微生物显色为原理，建立一种对畜禽肉中单一或配伍使用的抗生素进行联合初筛的高通量方法，并用色

谱法对阳性样品进行验证。以大肠埃希氏菌（Escherichia coli，CICC 23657）作为指示菌，选取适当的抗生素残留

提取方法，并通过单因素试验优化检测液配方及检测体系组成，最终实现对不同类别抗生素的联合检测。结果表

明：选取柠檬酸-丙酮缓冲液进行提取，提取效率达到86%～88%，相对标准偏差为3.9%～4.3%；蛋白胨添加量为

1.0 g/100 mL、溴甲酚紫指示剂添加量为2.0 mg/100 mL、pH值为7.2时，检测液显色效果较好；菌悬液初始吸光度

（A600 nm）为0.4，检测液、菌液、样品提取液体积为150 μL∶50 μL∶100 μL时，检测效果最佳，对畜禽肉中喹诺酮类

抗生素的检出限为60～180 μg/kg，氨基糖苷类检出限为60～140 μg/kg，喹诺酮类与氨基糖苷类配伍使用时的检出

限为40～180 μg/kg；进一步用色谱法对50 份样品的初筛结果进行验证，无假阴性样品存在，说明该方法可用于畜

禽肉中抗生素残留的初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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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e Analysis of Antibiotic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 by Microbial Chromogenic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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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microbial chromogenic assay was developed for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for single and compatible 

combinations of antibiotic residue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 and it was validated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LC). 

Escherichia coli was used as the indicator strain to detect a variety of antibiotics simultaneously. The optimal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reaction system and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by one-factor-at-a-tim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tric acid-acetone mixture was the solvent of choice for the extraction procedure, giving an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86%–88% with a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anging from 3.9% to 4.3%. Addition of 1.0 g/100 mL of peptone and  

2.0 mg/100 mL of bromocresol purple and pH adjustment to 7.2 were found to be th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chromogenic reaction. 

The optimal detection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initial absorbance value (A600 nm) of bacterial suspension 0.4, and ratio of reaction 

system to bacterial suspension to sample extract 150:50:100 (V/V). The limit of detec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60–180, 

60–140 and 40–180 μg/kg for quinolones, aminoglycoside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 respectively. 

For 50 positive samples with antibiotic residue determined by the microbial chromogenic assay, no false negative results were 

obtained.  Thus this assay can be used in screening for antibiotic residue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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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诺酮类抗生素是一类广谱抗生素，在畜禽兽药中

得到广泛应用[1-3]，用于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或微生物污

染以及作为膳食补充剂[4-6]。相关研究[7-8]表明，畜禽肉中

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残留率较高，这主要是

因为国内养殖业为了缩短疗程，降低药物毒副作用，减

少致病菌耐药情况发生，常常把氨基糖苷类等抗生素与

其配伍使用，这无形中加大了抗生素残留检测的难度，

寻求高通量检测方法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9-11]。抗

生素残留的检测方法包括微生物检测法、免疫分析法和

色谱法[12-14]。在这3 类方法中，色谱法和免疫分析法具有

灵敏性强、准确度高等特点，但是均存在检测具有单一

性、实验室设备投入大和对技术人员要求高等问题[15-17]，

不能满足高通量、快速检测的发展需要。相较于以上2 种

方法，微生物检测法在应用中具有操作便捷、成本较

低、有广泛筛查性的特点[18-20]，可作为一种高通量初筛方

法用于畜禽肉中抗生素残留的检测，在中小型禽畜肉养

殖加工企业中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目前，在我国微生物显色法主要采用嗜热脂肪芽孢

杆菌[21-23]、蜡样芽孢杆菌[24]等作为指示菌对原料乳中残留

的青霉素类抗生素进行检测，在畜禽肉中应用较少[25-27]，

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畜禽肉的体系较复杂，抗生

素提取存在困难；二是由于现有指示菌对禽畜肉中常见的

喹诺酮类抗生素不敏感。因此，本研究针对以上技术难题

选择大肠埃希氏菌为指示菌[28-29]，开发适合畜禽肉中抗生

素残留检测的提取方法，并优化检测液配方及检测体系组

成，建立一种可同时对畜禽肉中喹诺酮类及常与其配伍使

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进行联合初筛的高通量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1.1.1 菌种与样品

大肠埃希氏菌（Escherichia coli）由中国工业微生

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提供、菌号为CICC 23657的标准菌

株；禽畜肉购自农贸市场。

1.1.2 试剂

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司帕沙星、麻保

沙星、达氟沙星、氟甲喹、二氟沙星；氨基糖苷类：庆

大霉素、链霉素、新霉素、安普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标

准品 美国Sigma公司；蛋白胨、牛肉浸膏、葡萄糖、

溴甲酚紫指示剂、营养琼脂、营养肉汤、结晶紫中性红

胆盐琼脂（violt red bile agar，VRBA） 北京陆桥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试剂为分析纯或色谱纯。

1.2 仪器与设备

ESJ120-4电子天平 龙腾仪器有限公司；PHSJ-4A 

实验室p H计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UltiMate 3000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配备电喷雾

离子源）、1510-07269C酶标仪 美国Thermo公司； 

B P C - 1 5 0 F 培养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KDC-140HR离心机 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处理

1.3.1.1 溶液配制

标准工作液的配制：准确量取各抗生素标准储备

液，用去离子水稀释成适当浓度的标准工作液。

混合标准工作液的配制：准确量取各抗生素标准储

备液，两两等体积混合，用去离子水稀释成适当浓度的

混合标准工作液。

柠檬酸-丙酮缓冲溶液的配制：将0.2 mol/L柠檬酸溶

液和0.5 mol/L氢氧化钾溶液等体积混合，向35 mL混合液

中加入35 mL丙酮和30 mL蒸馏水，充分混匀。

柠檬酸-乙醇缓冲溶液的配制：将0.2 mol/L柠檬酸溶

液和0.5 mol/L氢氧化钾溶液等体积混合，向35 mL混合液

中加入35 mL乙醇和30 mL蒸馏水，充分混匀。

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溶液的配制：将0.2 mol/L磷

酸氢二钠16.47 mL、0.1 mol/L柠檬酸3.53 mL充分混匀。

1.3.1.2 样液提取

取3 个50 mL离心管，分别加入10 g均质好的肌肉组

织样品，再向各管中分别加入20 mL柠檬酸-丙酮缓冲溶

液、20 mL柠檬酸-乙醇缓冲溶液和20 mL柠檬酸-磷酸氢

二钠缓冲溶液，用漩涡振荡器振荡3 min，充分振荡后于

70～75 ℃水浴20 min，10 0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

作为样液。

1.3.1.3 提取液的选择

对3 种提取液（柠檬酸-丙酮缓冲溶液、柠檬酸-乙醇

缓冲溶液和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溶液）的蛋白沉淀效

果进行比较，并将各上清液进行色谱法测定，确定不同

提取液中各类抗生素的提取效率，最终选取适宜的抗生

素提取液。

1.3.2 检测液配方优化

检测液配制方法为：蛋白胨0.5～2.0 g、溴甲酚紫指

示剂2.0～8.0 mg、葡萄糖1.0 g、NaCl 0.5 g、牛肉浸膏

0.3 g、加水定容至100 mL，pH值调至6.8～7.4，加热煮

沸至完全溶解，121 ℃高压灭菌15 min。

1.3.2.1 反应变色时间及指示菌菌落总数的确定

按检测液∶菌悬液∶生理盐水体积比3∶1∶2的比例进行

混合后，于36 ℃恒温培养，确定变色（检测液由紫红色

变黄色）时间。之后取1 mL进行梯度稀释，选择适宜的

稀释度，倾注于平皿中，倒入VRBA液体培养基，充分

混匀，待琼脂凝固后，再加入3～4 mL VRBA覆盖平皿表

层，翻转平板，置于36 ℃培养24 h后计数，确定指示菌

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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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蛋白胨添加量的确定

在100 mL检测液中分别加入0.5、1.0、1.5、2.0 g的

蛋白胨，灭菌冷却后按照1.3.2.1节的方法进行变色时间和

菌落总数测定，选取蛋白胨的最佳加入量。

1.3.2.3 溴甲酚紫添加量的确定

分别取2.0、4.0、6.0、8.0 mg溴甲酚紫指示剂添加到

100 mL检测液中，按照1.3.2.1节的方法进行实验，选取

指示剂的最佳加入量。

1.3.2.4 检测液初始pH值的确定

将检测液初始pH值分别调为6.8、7.0、7.2、7.4，按

照1.3.2.1节的方法进行变色时间和菌落总数测定，从而选

取最适的检测液初始pH值。

1.3.3 菌悬液初始吸光度测定和检测体系组成的确定

无菌状态下，挑取已培养好的指示菌菌落接入营养

肉汤培养基中，配制成不同初始吸光度（A600 nm）的菌悬

液，其吸光度分别为0.1、0.4、0.6、0.8、1.0，加入到以

下3 组体系中，体系比例如表1所示，于36 ℃恒温培养，

确定各组检测液的变色时间。选择变色时间较短的检测

体系组成，将体系中的生理盐水换成等体积的0.1 μg/mL

环丙沙星标准溶液或环丙沙星与链霉素混合标准溶液，

于同一温度下恒温培养，进行抗生素敏感性验证实验，

观察变色情况，选出检测液仍呈紫色组，最终确定最适

的菌悬液初始吸光度及检测体系组成。

表 1 检测体系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reaction system

体系名称 体系组成（检测液∶菌液∶生理盐水/标准溶液）

A 170 μL∶30 μL∶100 μL
B 150 μL∶50 μL∶100 μL
C 120 μL∶80 μL∶100 μL

1.3.4 微生物显色法检测

按样品数取出所需数量的微孔板，将样品和对照组

对应微孔按序编号，每个样品和对照做2 孔平行。按照

1.3.3节优化的比例，向各微孔中依次加入检测液和菌悬

液，再按照编号向各微孔中加入阳性对照（不同抗生素

标准液）、阴性对照（无抗生素残留的肉提取液）、空

白对照（生理盐水）及样液，于36 ℃恒温培养，观察变

色情况。当阴性对照孔变成黄色时，观察其他样品孔颜

色变化。

1.3.5 抗生素检出限的确定

1.3.5.1 单标检出限确定

用去离子水对12 种标准储备液进行梯度稀释，稀释

成10 个梯度。按上述微生物法进行检测，确定各种抗生

素的检出限。

1.3.5.2 联用检出限确定

对常配伍使用的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进

行混合，使2 种抗生素在混合体系中的终质量浓度均为

0.01、0.02、0.04、0.06、0.08、0.10 μg/mL，具体如表2

所示。按上述微生物法进行检测，确定各种联用抗生素

检出限。

表 2 抗生素常用配伍表

Table 2 Compatible combinations of antibiotics

配伍方案
系列梯度中各抗生素终质量浓度/（μg/mL）

1 2 3 4 5 6

喹诺酮类 0.01 0.02 0.04 0.06 0.08 0.10

氨基糖苷类 0.01 0.02 0.04 0.06 0.08 0.10

1.3.6 样品的测定

将50 份样品按照1～50进行编号，为保证一定的阳

性检出比例，部分样品采用人工添加的方式。用微生物

显色法进行测试，结果用色谱法进行验证。

1.4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和绘图均采用Origin 8.0数据分析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抗生素提取液的确定

表 3 4 类抗生素的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

Table 3 Recoveries an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for antibiotics

提取液名称
喹诺酮类 氨基糖苷类 喹诺酮＋氨基糖苷类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柠檬酸-丙酮缓冲溶液 88 3.9 86 3.2 85 3.6

柠檬酸-乙醇缓冲溶液 85 4.2 82 4.1 87 4.4

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溶液 79 4.5 80 4.8 75 4.6

注：RSD. 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通过观察3 种提取液的蛋白沉淀效果发现，柠檬酸-

丙酮缓冲溶液沉淀蛋白效果较好，上清液呈无色澄清

状，其他2 种提取液处理的样品上清液呈微红色，并有少

许残渣存在。取上清液进行色谱法检测，由表3可知，柠

檬酸-丙酮缓冲溶液的提取率及稳定性均较高，因此，选

择柠檬酸-丙酮缓冲溶液作为提取液。

2.2 检测液配方优化结果

2.2.1 蛋白胨添加量的确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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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蛋白胨添加量对菌落总数和反应时间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peptone content on total colony number and reac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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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知，随着蛋白胨添加量的增加，菌落总数

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与刘冬梅等[30]的研究结果相

似。当蛋白胨添加量为1.0 g/100 mL时，菌落总数对数

值最高，达7.81 （lg（CFU/mL）），之后随着蛋白胨

添加量的提高，培养基的pH值降低，从而影响了菌种

的生长繁殖。从反应时间上看，菌落总数越高，检测液

变色时间相对越短，这主要是由于较高浓度的指示菌产

酸较多，使指示剂变色较快。因此选择蛋白胨添加量为

1.0 g/100 mL。

2.2.2 溴甲酚紫添加量的确定结果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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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溴甲酚紫添加量对菌落总数和反应时间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bromocresol purple content on total colony number 

and reaction time

由图2可知：当溴甲酚紫指示剂的添加量为2.0、

4.0 mg/100 mL时，检测液的初始颜色呈紫色，反应终点

颜色变成黄色，区分度明显[31]，且反应时间可控制在4 h

内；随着溴甲酚紫指示剂添加量的提高，检测液初始颜

色呈紫黑色，终点显色不明显，且变色时间较长，因此

选择溴甲酚紫添加量为2.0 mg/100 mL。

2.2.3 检测液初始pH值的确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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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检测液初始pH值对菌落总数和反应时间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initial pH value on total colony number and reaction time

溴甲酚紫指示剂的变色范围是pH值5.2～6.8，为了保

证指示剂正常变色，将检测液初始pH值设定为高于6.8。

由图3可知，当检测液初始pH值为7.2时，菌落总数对数

值达到最高，说明该pH值是指示菌生长的最适pH值。并

且从反应时间可知，随着检测液初始pH值的升高，反应

时间随之延长，当pH值小于7.2时，反应时间可以控制在

4 h内。由于抗生素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需要一定的反应

时间[32]，为防止由于检测液初始pH值设定过低，导致药

效没产生之前指示菌的产酸量就使其变色，失去检测意

义，因此选择最适检测液初始pH值为7.2。

2.3 菌悬液初始吸光度和检测体系组成的确定结果

表 4 菌悬液初始吸光度和检测体系组成对检测液变色时间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initial absorbance value of bacterial suspension and 

reaction system on color development time

min

体系组成
（检测液∶菌液∶生理盐水）  

菌悬液初始吸光度（A600 nm）

0.1 0.4 0.6 0.8 1.0

A（170 μL∶30 μL∶100 μL） 310 280 270 250 230

B（150 μL∶50 μL∶100 μL） 275 220 195 180 160

C（120 μL∶80 μL∶100 μL） 250 175 150 135 130

用生理盐水作为样品提取液，确定菌悬液初始吸

光度和检测体系组成对检测液变色时间的影响。由表4

可知，当菌悬液初始吸光度不小于0.4时，B、C组均能

在4 h内变色。因此，用B、C 组检测体系组成进行实验

时，反应时间较短。

表 5 菌悬液初始吸光度和检测体系组成对抗生素敏感度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initial absorbance value of bacterial suspension and 

reaction system on antibiotic sensitivity

体系比例 体系组成
菌悬液初始吸光度（A600 nm）

0.4 0.6 0.8 1.0

B（150 μL∶ 
50 μL∶100 μL）

检测液∶菌液∶环丙
沙星标准溶液

紫色（＋＋） 浅紫色（＋） 黄色（－） 黄色（－）

检测液∶菌液∶混合
标准溶液

紫色（＋＋） 紫色（＋＋） 浅紫色（＋） 黄色（－）

C（120 μL∶ 
80 μL∶100 μL）

检测液∶菌液∶环丙
沙星标准溶液

浅紫色（＋） 橘黄色（－） 黄色（－） 黄色（－）

检测液∶菌液∶混合
标准溶液

紫色（＋＋） 浅紫色（＋） 黄色（－） 黄色（－）

注：＋＋. 抗生素对菌有强抑制作用；＋. 抗生素对菌有抑制作用； 
－. 抗生素对菌无抑制作用。

由表5可知，对于抗生素敏感性来说，菌悬液初始吸

光度大于0.4或加入体积为80 μL时，反应终点检测液变

为黄色，抗生素对菌的抑制效果不明显，达不到检测目

的。因此选择菌悬液初始吸光度为0.4，检测液∶菌液∶样

品提取液为150 μL∶50 μL∶100 μL时，检测效果最佳。

2.4 抗生素的检出限

按照1.3.5节的方法进行检测，确定各抗生素的最小

检测浓度（颜色未发生变化时的抗生素标准液浓度）。

由表6～7可知，本方法选择的大肠埃希氏菌对喹诺酮

类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均有较好抑制作用，其中喹诺

酮类检出限为60～180 μg/kg、氨基糖苷类检出限为

40～140 μg/kg，均低于我国农业部规定的动物性食品中

兽药最高残留限量[33]，因此该法可以满足喹诺酮类及氨

基糖苷类抗生素初筛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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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单标抗生素的检出限

Table 6 Detection limits of single antibiotics

抗生素种类 抗生素名称
微生物法检出限/

（μg/kg）
最大残留限量/
（μg/kg）

喹诺酮类

恩诺沙星 60 100

环丙沙星 60 100

司帕沙星 60 －

麻保沙星 60 －

达氟沙星 80 200

氟甲喹 140 500

二氟沙星 180 300

氨基糖苷类

庆大霉素 40 100

链霉素 140 200

新霉素 80 500

安普霉素 60 100

丁胺卡那霉素 100 －

注：－. 我国农业部未公布最高残留限量值。

表 7 配伍抗生素的检出限

Table 7 Detection limits of combined antibiotics

喹诺酮类
混标检出限/（μg/kg）

庆大霉素 链霉素 新霉素 安普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

恩诺沙星 40 60 60 40 80

环丙沙星 40 60 60 60 60

司帕沙星 40 80 60 60 80

麻保沙星 40 80 60 60 60

达氟沙星 60 120 60 60 80

氟甲喹 120 120 100 100 140

二氟沙星 160 180 140 140 160

2.5 样品测定结果

表 8 色谱法验证样品检测结果

Table 8 Validation of the microbial chromogenic assay by LC

样品编号 实际添加情况
微生物法
测定结果

色谱法测定
结果/（μg/kg）

3 恩诺沙星 ＋ 100.45

11 环丙沙星 ＋ 121.38

14 / ＋ －

18 司帕沙星 ＋ 88.37

21 麻保沙星 ＋ 72.15

25 达氟沙星 ＋ 103.85

26 庆大霉素 ＋ 84.35

35 链霉素 ＋ 183.67

39 新霉素 ＋ 99.61

40 / ＋ －

41 安普霉素 ＋ 90.94

43 恩诺沙星＋庆大霉素 ＋ 70.36、89.11

47 环丙沙星＋新霉素 ＋ 92.15、104.34

49 恩诺沙星＋链霉素 ＋ 120.45、145.38

50 / ＋ －

其他样品 － － －

阳性总数 12 15 12

阴性总数 38 35 38

注：/. 未添加抗生素；＋. 结果呈阳性；－. 结果呈阴性或未检出（低于
检出限）。

将50 份样品用微生物显色法进行测定，结果用色谱

法进行验证。由表8可知，采用微生物法测定时，共有

15 个样品检出结果呈阳性，其中12 个阳性样品人为添加

了抗生素，其余3 个样品经过与色谱方法比对，发现是假

阳性样品。用色谱法对35 个呈阴性样品进行验证，没有

测出以上药物残留，说明该微生物显色法无假阴性结果

存在，结果较可靠。

3 结 论

以大肠埃希氏菌作为指示菌，选取柠檬酸-丙酮缓冲

液作为提取液，通过单因素试验优化检测液配方及检测体

系组成，选择菌悬液初始吸光度为0.4，检测液（蛋白胨

含量1.0 g/100 mL、溴甲酚紫指示剂含量2.0 mg/100 mL、

pH 7.2）∶菌液∶样品提取液为150 μL∶50 μL∶100 μL进行实

验，之后用色谱法对阳性样品进行验证。优化后的检测方

法可在3～4 h内使指示剂变色（检测液由紫变黄），颜色

变化明显，易用肉眼区分。该方法适用于畜禽肉中喹诺酮

类、氨基糖苷类单独或二者配伍使用时抗生素残留的检

测，其检出限均低于我国农业部规定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最高残留限量，满足初筛要求。用色谱法对微生物法测

定结果呈阴性的35 个样品进行复测，以上抗生素均未检

出，说明该方法测定准确性较高，没有假阴性结果存在。

本方法使用微孔板作为反应器，微孔可根据样品数量自由

独立拆分，可同时对多个样品进行检测，不受样品数量

限制，便于操作者使用。此外，该方法所用试剂均以微

升计，较传统微生物法省时、省力，且重复性较好，无

需大型仪器[34]，大大降低了检测成本。因此，本研究建

立的微生物显色法可在中小型禽畜肉养殖加工企业中推

广，并可应用在农产品安全监管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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