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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魏长浩，邓泽元*

（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益生菌作为一类能够对宿主生理功能产生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被广泛应用于食品领域、医药领域以及

畜牧领域，但是人们对益生菌还是知之甚少，并不完全了解其具体作用机制。本文对益生菌代替抗生素作为疾病治

疗的新型手段、代替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喂食畜禽对其生长性能的改善以及利用益生菌开发新型功能性食品等作

用进行了论述，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开发益生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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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iotics are a class of active microorganisms that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on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host and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food, medicine and livestock husbandry.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robiotics is still not fully understanding. In this paper, the use of probiotics as an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in disease 

treatment and as feed additives to improv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as well as its role in new 

functional foods is reviewed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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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probiotics）的概念最早源于希腊语，意

为“对生命有益”。2001年，专家组为益生菌提出了清

晰、明确的定义“当活性微生物足量且给予宿主健康益

处”，并且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但是由于“健

康益处”这一概念太过于模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进一

步补充为“对主体的益处必须实现，并且被证明超过安

慰补偿剂的范围”[1]。

由于益生菌种类较多、代谢过程复杂等因素的存

在，我们并没有了解益生菌的大部分作用，同时对益生

菌产生有益作用程度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重

点对各国研究者针对益生菌作用情况以及作用效果的研

究进行整理，以期为未来益生菌的研究、相关益生菌标

准的制定和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 益生菌及其作用机制

1.1 益生菌

益生菌是指对宿主的生理功能产生有益作用的活性

微生物。益生菌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1）双歧杆菌类

（长双歧杆菌、嗜热双歧杆菌等）；2）乳杆菌类（嗜酸

乳杆菌、乳酸菌、鼠李糖乳杆菌等）；3）革兰阳性球菌

类（粪链球菌、嗜热链球菌等）；4）真菌类（酵母菌

等）[2]。目前，最常进行研究的益生菌有乳酸杆菌、嗜酸

乳杆菌、双歧杆菌、一些非致病性的链球菌、肠球菌、

放线菌和酵母菌等，其中双歧杆菌、乳酸菌和酵母菌是

研究最多、应用最广的菌种。部分益生菌的生理功能及

作用效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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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益生菌的生理功能及作用效果

Table 1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effects of probiotics

菌种名称 生理功能 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长双歧杆菌
调节肠道功能紊乱，
维护肠道微环境稳态

降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抑郁症状，
使患者的抑郁评分下降2 分以上

[3]

两歧双歧杆菌
预防消化系统疾病，
促进食物消化，
改善肠道健康

肠易激综合征症状的总体评估显著
下降；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显著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4]

嗜酸乳杆菌
增加肠道内益生菌的数量及生命
力，并且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嗜酸乳杆菌和发酵乳杆菌共同培养，
其抗癌活性显著增强，癌细胞的

增殖显著降低
[5]

鼠李糖乳杆菌
调节肠道菌群、
预防和治疗腹泻、
提高机体免疫力

将腹泻风险从13.9%降低到5.2%，对
比嗜热链球菌、双歧杆菌和德氏乳杆

菌等益生菌，其效果最好
[6]

粪链球菌

能产生天然抗生素，
有利于机体健康；

同时还能产生细菌素等
抑菌物质，改善肠道微环境

食用粪链球菌的仔猪平均日增重显著
增加，腹泻率和死亡率显著降低，
胃、十二指肠和结肠的蛋白酶活性增
加，所有补充组的血浆免疫球蛋白A

浓度显著升高

[7]

嗜热链球菌
能够抑制病原菌生长，

防止坏菌滋生，治疗疾病，
改善肠道微环境

能够延迟结肠炎的发作，减少疾病的
临床症状，包括体质量减轻和消化道
出血；同时减少细菌移位到结肠组织

情况的发生

[8]

酵母菌

保护肝脏，菌体中的硒、
铬等矿物质能够抗衰老、

预防动脉硬化，
提高人体免疫力

在断奶仔猪饲粮中添加部分酵母菌代
替抗生素可以显著提高仔猪的平均日
增重，降低耗料增重比，大大提高

饲料利用率

[9]

1.2 益生菌的生理功能及作用机制

益生菌的作用研究主要从益生菌的应用领域入手，在

食品、药品及畜牧业中，益生菌的生理功能主要包括三方

面：1）通过调节宿主肠道内的菌群微生态环境，从而调节

宿主的身体状态；2）通过改善宿主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

利用竞争性黏附等机制抑制病原微生物的定植与繁殖[10]； 

3）通过调节免疫应答、利用菌体生长代谢出的肽聚糖活

化机体内部免疫细胞等作用对机体产生有益影响[11]。在畜

牧业中，还可以利用益生菌对饲料进行发酵，提高饲料的

营养价值，增加饲料的适口性，降解有害物质等。益生菌

的具体生理功能及其作用机制如表2所示。

表 2 益生菌的生理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Table 2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robiotics

生理功能 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调节宿主肠道内的
菌群微生态环境

益生菌定植于肠上皮细胞表面，形成一层覆盖于肠上皮的益生菌膜，
形成肠道优势菌群；部分益生菌还可以通过竞争性占位与肠上皮细胞

受体结合，进而抑制病原微生物在肠道内的繁殖
[12]

改善宿主上皮
细胞的屏障功能

益生菌产生的有机酸、细菌素和蛋白质可以改变细菌细胞膜的通透
性，调节肠道pH值，抑制有害菌的生长繁殖；益生菌的表面分子与

宿主上皮细胞分子识别受体相结合，从而调节肠道屏障功能
[10]

调节免疫应答作用
益生菌能够增强免疫细胞的吞噬活性和NK细胞的细胞毒性，

还能刺激树突状细胞和肠上皮细胞分泌细胞因子，
激活Th1免疫应答，调节细胞间传递信号NF-κB通路的作用

[13-14]

2 益生菌在医学、畜牧业和食品领域中的应用

2.1 益生菌在医学中的应用

在医学领域，益生菌可以以任何食品添加剂或药物

的形式摄入，它们有多种形式，可能只含有一种益生菌

或者是几种益生菌的组合，从一种产品到另一种产品变

化很大[15]。国内外医学研究者发现，益生菌制剂在疾病

治疗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对于胃肠道疾病、高

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儿科类疾病、老年重症肺部感

染甚至是癌症等疾病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打破了用药

物治疗疾病的传统局面。

2.1.1 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中的应用

胃肠微生物群是人类胃肠道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

复杂且动态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估计有400多种不同种类

的细菌，具有影响代谢活动、对肠道的营养作用及与宿

主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等功能[16]。目前，食物的多样化

以及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导致胃肠道疾病在人群中具有

较高的发病率，本文探讨的胃肠道疾病包括肠易激综合

征和急性感染性腹泻。

肠易激综合征是常见的肠道紊乱性疾病，患者的主

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部不适、排便习惯改变等，且这

一疾病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中的发病率高于男性[17]。

目前一般的药物治疗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且伴随着巨

大的痛苦。因此，益生菌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有着广阔的

前景，并且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赵洁[18]通过奥替溴铵联合嗜酸乳杆菌片治疗发现，

治疗后仅使用药物的人群总有效率为71.11%，显著低于

联合使用益生菌人群的88.89%（P＜0.05）。Pintosanchez

等[3]发现服用长双歧杆菌NCC3001可以降低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的抑郁症状，使患者的抑郁评分下降2 分以上。Kruis

等[19]发现使用大肠杆菌治疗能显著改善肠易激综合征引

起的胀气、恶心等症状。Farup等[4]发现服用两歧双歧杆菌

后，患者的肠易激综合征症状的总体评估显著下降，肠易

激综合征症状（疼痛、不适、膨胀、浮肿、紧迫性和消化

障碍）显著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上述结果表明，益

生菌对肠易激综合征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腹泻是发展中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

一。急性腹泻定义为由各种病原体肠道感染引起的腹

泻，为突然发作，每天的排便次数超过3 次，周期一般不

超过14 d。目前，国外对于益生菌治疗腹泻进行了大量研

究，我国的研究较少。

就我国而言，近年来只有孙利红等[20]利用枫蓼肠胃

康颗粒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对急性感染性腹泻进行

治疗，结果表明，服用联合益生菌的实验组的治疗效果与

服用左氧氟沙星的对照组相似，但实验组的腹泻症状消失

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使用具有调节肠道菌群和保护肠

道功能作用的益生菌治疗腹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就国外而言，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数据，发达国家

的几项随机临床实验表明，益生菌能够减少大约1 d的腹

泻次数和腹泻的持续时间[21]。Dash等[22]研究发现，在使

用口服液治疗急性腹泻时加入一定量的布拉酵母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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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腹泻的持续时间（由47.81 h降至26.31 h），使用布

拉酵母治疗人群的住院时间比没有使用时减少了2.12 d，

有效减少了治疗和社会成本。Kumar等[23]利用含有粪链

球菌、丁酸梭菌、肠膜菌群和生物乳杆菌的混合制剂和

常规口服液疗法治疗急性感染性腹泻病人，结果表明，

相比于没有使用益生菌治疗的人群，使用益生菌治疗人

群的腹泻平均持续时间减少了4.6 d。Bastola等[24]通过研

究在标准治疗中加入等量的克劳氏芽孢杆菌和益生菌共

生糖浆，对比得出何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益生菌治疗

疾病的作用，结果表明，经过3 d的观察，使用共生糖浆

的人群腹泻频率由9.03降至0.81，使用克劳氏芽孢杆菌的

人群由10.10降至6.24，因此使用益生菌共生糖浆在减少腹

泻频率和持续时间方面比直接服用益生菌更有效。另外，

Hojsak等[6]参考前人研究，对比嗜热链球菌、双歧杆菌、

鼠李糖乳杆菌、德氏乳杆菌等益生菌对儿童急性腹泻的治

疗效果，并对不良反应的出现给出建议：当使用益生菌预

防和治疗儿童急性腹泻时，推荐使用鼠李糖乳杆菌。

综上所述，益生菌在治疗肠道疾病方面具有十分显

著的作用，服用益生菌制剂可以加速肠道菌群内稳态的

平衡，尽可能快速地把人体调整到健康状态，大幅度减

少治疗时间，提高治疗效率，进而降低治疗成本。今后

我国的研究可以立足于中国人的肠道菌群结构，同时结

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制出更适合中国人肠道健康的益

生菌制剂。

2.1.2 益生菌在肿瘤预防与治疗中的应用

肿瘤是指机体在各种致瘤因子作用下，局部组织

细胞增生所形成的新生物。目前，治疗恶性肿瘤的一般

手段是进行化疗或放疗，此类方法对患者的副作用大，

会导致各种不良症状。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抗肿

瘤作为益生菌的一大特性，近年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益生菌抗肿瘤作用的

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益生菌的抗肿瘤作用主要包括抑制与诱变剂和致癌

物的产生相关的微生物群的生长、改变致癌物的代谢、

保护DNA免受氧化损伤以及调节免疫系统[25]。目前，对

于益生菌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胃肠道肿

瘤方面，其正在向人体其他部位扩展，但是胃肠道抗肿

瘤作用依旧是研究热点。

张和平[26]使用肠道菌群调节剂益生菌L.casei Zhang干

预注射诱癌剂合并致炎的小鼠，结果表明，相比于使用

维生素的对照组小鼠，使用益生菌干预注射的实验组小

鼠的结肠癌肠道肿瘤数量显著降低。张海鹏等[27]研究发

现，与正常人相比，晚期胃肠道肿瘤病人的肠道菌群中

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及酵母菌的数量明显减少，服用双

歧三联活菌胶囊1 个月后，病人的肠道菌群趋于正常，且

病情显著好转，有效率高达92.0%。

在国外，益生菌的抗肿瘤作用同样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Li等[28]给5～6 周龄的雄性小鼠喂食Prohep（新型益

生菌混合物）后注射小鼠肝癌细胞，发现Prohep能够明

显减缓肿瘤细胞的增长，同时还将肠道微生物群落转向

能够产生抗炎代谢物的有益细菌。Han等[29]利用乳酸乳球

菌进行益生菌抗肿瘤作用的评估，发现44 h后益生菌对超

过77%的肿瘤细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Lee等[30]也利用

乳酸乳球菌研究益生菌对胃肠道肿瘤的抑制作用，结果

表明，48 h后益生菌对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达90%。

此外，Kahouli等[5]通过记录嗜酸乳杆菌ATCC 314和发酵

乳杆菌NCIMB 5221对结肠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细胞的抗氧化、抗增殖和促凋亡活性，探索其在

ApcMin/＋CRC小鼠模型中抑制肿瘤生长和调节细胞增殖的

作用，结果表明，2 种益生菌共培养时的抗肿瘤活性显著

增强，肿瘤细胞的增殖显著降低，这表明嗜酸乳杆菌和

发酵乳杆菌共同培养时具有很强的抗肠内肿瘤发生的保

护作用。

综上所述，益生菌具有较强的预防肿瘤发生、抑制

肿瘤生长的作用，且已有研究表明其未对正常组织造成破

坏，具有不损伤正常组织细胞的突出优势，因此拥有广阔

的前景。然而，由于微生物易变异等不确定因素[31]，相关

益生菌产品还需要更多且全面的安全性评价，同时也应

继续深入研究抗癌机制，以保障安全、有效的益生菌抗

癌制剂的研发及应用。

2.2 益生菌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养殖业的迅猛发展，畜禽疫病的发生也

较为频繁。目前，许多养殖场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进行

疾病防治，但抗生素不仅能够抑制和杀灭病原菌，也会

破坏机体正常菌群的平衡，长期饲喂会造成畜禽的耐药

性、药物残留及“三致”等危害，甚至威胁人类的健康

与安全[32]。益生菌因其良好的机体微生态调节能力而被

畜牧养殖科研人员重视，目前，国内外对益生菌应用于

畜牧业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用益生菌代替

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喂食给畜禽，用于调节畜禽的肠

道微环境，改善其生长性能；2）利用益生菌对畜禽饲料

进行发酵处理，减少原料中的抗营养因子，产生有益代

谢产物和可溶性多肽等小分子物质，提高饲料的营养水

平，促进动物的生长发育。

在益生菌作为饲料添加剂的研究中，陈晓帅等 [33]

使用复合益生菌（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菌）代替抗生素

饲喂乳鸽，结果表明，饲喂复合益生菌组乳鸽的心脏、

脾脏指数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抗生素组，血清总蛋白、白

蛋白和球蛋白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益生菌在提

高乳鸽的脏器指数、改善血清生化指标方面的作用优于

抗生素。Gadde等[34]用枯草芽孢杆菌作为肉鸡饲料的补

充剂，发现饲喂添加枯草芽孢杆菌饲料的鸡与相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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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组相比体质量显著升高，饲料效率也显著提高。

Sharma[35]研究发现，益生菌和酶组合作为饲料补充剂能

够让肉鸡获得更好的生长性能和血液学参数，并且证实

益生菌的添加不会对采食量造成影响。

对于饲喂哺乳类牲畜来说，Dlamini等 [36]研究发

现，益生菌的补充对采食量没有影响，对比补充不同

益生菌对仔猪日增体质量及血液参数和免疫球蛋白G

（immunoglobulin G，IgG）的影响，发现补充混合益生

菌能有效提高仔猪的生长性能，血液参数和IgG刺激均有

良好效果。陈振等[9]发现在断奶仔猪饲粮中用1.0‰的复

合益生菌（植物乳杆菌、戊糖片球菌、枯草芽孢杆菌、

丁酸梭菌和酵母菌）代替抗生素，可以显著提高仔猪的

平均日增体质量，降低耗料增重比，大大提高饲料利用

率。Wang Yang等[37]发现，利用淀粉芽孢杆菌代替抗生素

作为饲料补充剂不仅能提高仔猪的日增体质量，还能通

过增加抗氧化能力和肠自噬来改善仔猪的生长性能和抗

氧化状态，提高仔猪的存活率与健康状况。而在饲育肥

猪中， Balasubramanian等[38]发现，利用凝结芽孢杆菌、

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丁酸梭菌的混合益生菌

制剂作为饲料补充剂饲喂育肥猪，其腹泻率相较于采用

普通饲料喂食的猪来说显著降低，并且利用益生菌喂食

的猪，其猪肉成色更加优良，背部脂肪厚度明显增加，

表明益生菌对育肥猪肉的品质有所改善。

不仅在畜牧领域，益生菌作为饲料补充剂在水产养

殖领域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Munirasu等[39]使用枯草芽

孢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的混合制剂作为人造饲料的补充

剂喂食Labeo rohita鱼种，并对其营养价值、存活率和生

长性能进行评价。生化评价结果表明，蛋白质显示最高

值，其次是其他生化成分，如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和脂

质。同时，对鱼的肠道微生物群进行分析发现，饲喂益

生菌能够抑制鱼肠道内致病细菌的生长，大大提高其存

活率。

益生菌在发酵动物饲料方面也有着巨大作用。任志

青等[40]利用粗壮脉纹孢菌发酵豆渣作为饲料，发现经过

发酵后的豆粕粗蛋白含量显著提高，且抗营养因子（植

酸、脲酶和胰蛋白酶抑制剂）含量均显著降低，大大提

高了饲料的营养价值与适口性。叶俊等[41]利用粗壮脉纹

孢菌发酵处理豆渣，结果表明，饲料粗蛋白含量增加8%

左右，粗纤维降解率可达88.68%，同时还产生了部分类

胡萝卜素，使饲料获得了菌体代谢产生的新营养物质，

进一步提高了饲料的营养价值。

用发酵饲料饲喂畜禽的效果也十分优异。赵倩等[42]

利用产朊假丝酵母组、枯草芽孢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分

别发酵3 株中药，饲喂鲤鱼，发现鲤鱼体内特异性免疫指

标溶菌酶、补体C3及总蛋白含量均显著提高；且使用发

酵饲料与使用益生菌制剂的效果相似，均对鲤鱼肠道菌

群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能够提高其抗病能力。Yeh等[43]用

益生菌对饲料进行两阶段发酵，对肉鸡进行饲养，结果

表明，饲喂益生菌组肉鸡的可消化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

对照组，畜禽更容易对其进行消化吸收，提高肉鸡的生

长性能。

此外，益生菌对畜牧产品的产量也有有益影响。

Ye Miao等[44]利用解淀粉芽孢杆菌发酵鹅饲料，结果表

明，饲喂发酵饲料鹅的产蛋量、平均蛋质量、受精率和

孵化率均得到了相应的促进，因此使用该饲料饲喂可以

有效增加鹅的生产性能和养殖收入。除了家禽产蛋率增

加外，Krungleviciute等[45]利用片球菌发酵谷物麸皮饲喂

乳牛，发现用发酵饲料饲喂乳牛，其产奶量比不食用

发酵饲料的乳牛提高了6 kg/d。Xu Haiyan等[46]也得到了

类似的结果，且进一步研究发现，牛乳中IgG、乳铁蛋

白、溶菌酶和乳过氧化物酶的含量显著提高，大大提高

了牛乳的质量，体现了益生菌在牛乳生产业强大的应用

潜力。Wang Xiang等[47]用益生菌发酵中草药饲喂牛，结

果表明，接受发酵浓缩物饲喂的牛表现出改善的体质量

增加，且平均产奶量、乳脂肪含量和固体非脂肪含量增

加；另外，接受发酵浓缩物饲喂的牛，其血清中生长激

素、热休克蛋白70和IgG的水平显著升高。

总的来说，益生菌在畜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益生菌用作饲料补充剂时，其相比于抗生素有着无法比

拟的优势，而且调节效果出众。益生菌用于饲料发酵

时，利用自身代谢途径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能够大大

提高饲喂动物的商业价值。

2.3 益生菌在食品领域中的应用

在食品领域，乳制品是益生菌最大的应用领域，而

酸乳又是乳制品中应用益生菌最多的领域，许多研究表

明，发酵乳制品本身具有很好的健康功效，因此酸乳一

直被消费者熟知和钟爱。

Bosnea等 [48]利用加入富含干酪乳杆菌的新鲜苹果

片、干葡萄干和小麦谷物制作新型益生菌酸乳，结果表

明，苹果、葡萄干和小麦籽粒改善了包埋的干酪乳杆菌

细胞的活力，且掺入富含干酪乳杆菌的新鲜苹果片和小麦

籽粒的酸乳具有一定的持水能力，脱水收缩较少。益生菌

不仅可以用于制作新型乳制品，还可以降低乳制品中黄曲

霉毒素的含量。Sarlak等[49]的研究表明，在酸乳发酵和冷

藏过程中，嗜酸乳杆菌可以作为酸乳中游离黄曲霉毒素的

结合剂，保障酸乳饮品的安全性与健康性。由此可见，益

生菌在乳制品领域仍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2017年3月17日，“果蔬益生菌发酵关键技术与产

业化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之后，

益生菌在功能性食品方面的应用也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

野，各种益生菌发酵饮料层出不穷。一些果蔬制品，如

南瓜、胡萝卜、木瓜等经过压榨取汁，获得的汁液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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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利于保存，风味也不尽人意，往往要将其酸化后

保存或饮用。使用益生菌发酵，酸化果蔬汁，可以在获

得乳酸的同时提供发酵风味和营养价值。

孙达锋等[50]利用植物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以及

嗜热链球菌发酵银杏果，结果表明，银杏果与水质量比

为1∶10时效果最佳，银杏汁的最适发酵温度为40 ℃，发

酵时间10 h，能够得到香味浓郁、质地细腻、酸味适中、

色泽乳黄的益生菌发酵银杏汁饮料产品。马晓伟等[51]采

用复配发酵剂（嗜酸乳杆菌、鼠李糖菌和植物乳杆菌的

比例分别为80%、10%和10%）（添加量0.1 g/100 mL，

发酵温度30 ℃）对火龙果进行发酵，获得的发酵饮料澄

清透明、有光泽的宝石红色，火龙果果香和乳酸发酵风

味明显，口感酸甜适中、爽口柔和。Lu等[52]利用干酪乳

杆菌和威利球拟酵母顺序接种，发酵榴莲果肉，结果表

明，威利球拟酵母的连续接种显著提高了干酪乳杆菌的

存活率及果糖和葡萄糖的利用率。此外，顺序接种产生

的挥发性化合物（包括醇类（乙醇和2-苯基乙醇）和乙

酸酯（乙酸2-苯乙酯、乙酸异戊酯和乙酸乙酯））含量

显著升高，这将对风味具有正面贡献。尽管初始挥发性

硫化合物发酵后降至微量水平，但榴莲味仍然存在。

益生菌除了可以对果蔬进行发酵外，对果蔬汁也能

起到良好的作用。de Godoy Alves Filho等[53]利用乳酸菌

发酵仙人掌汁，以提高仙人掌汁的品质，结果表明，经

过益生菌发酵后的仙人掌汁具备更好的功能特性，且易

于保存。Pereira等[54]在研究干酪乳杆菌发酵大花可可饮

料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经过干酪乳杆菌发酵后的果

汁pH值降至4.1，能有效抑制其余致病菌的生长，易于保

存，同时发酵后的果汁抗氧化活性显著增加。

此外，还有一些新型功能性食品也在高速发展中。

Williams等[55]研究6 种发酵大米布丁样品中鼠李糖乳酸菌

GR-1的生长和活力，以期降低食用者泌尿生殖道问题和

尿路感染风险。结果表明：添加4%短链菊糖的益生菌大

米布丁样品在风味、甜度、质地和总体可接受性方面具

有最高的特征评分；添加短链菊粉、长链菊糖和燕麦对

鼠李糖乳杆菌GR-1的活力没有不利的补充作用，因此生

产新型功能性食品是非常有潜力的。

当前，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不

断提高，更加健康、多功能的食品一定会成为人们的首

选，而具有强大保健功能的益生菌及其发酵食品在未来

一定会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同时，如何将益生菌的作

用放大、增强也会成为之后益生菌研究的主要方向。

3 结 语

本文概述了益生菌在医学、畜牧和食品三大领域所

展现的优良作用及强大应用潜力，体现了益生菌功能的

多样化及应用效果的出众性。在益生菌的未来发展中，

其抗癌作用的途径及抗癌效率的提升研究必不可少。同

时，利用现今强大的生物技术，通过基因工程等手段培

育功能更加强大，并能长久定居肠道，发挥有益作用的

益生菌也是益生菌发展的关键步骤。另外，在益生菌产

品的工业生产中，加强菌体的生理功能稳定性、降低发

酵产品品质的不稳定性、提高产品品质也是热门研究方

向。总而言之，益生菌带给人类的益处绝不仅局限于眼

前，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益生菌能够在未来给人

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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