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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李糖乳杆菌耐酸及胆盐能力研究

王玉华，高 晶，冯 印，胡耀辉 *
(吉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春 吉林      130118)

摘   要：本实验对来源于婴儿粪便鼠李糖乳杆菌进行耐酸、耐胆盐能力表征及模拟胃液和模拟肠液实验。结果获

得鼠李糖乳杆菌菌株 B 在 pH1.8 条件下，维持 2h，活菌数达到 107CFU/ml 以上；在 pH 值为 2.2 以上的培养基中生

长良好，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菌株的数量增加。在胆盐浓度在 0.5% 以下的 MRS-broth 培养基中鼠李糖乳杆菌 B 菌

株维持 4h，活菌数均达到 108CFU/ml 以上，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活菌数均有所增加。模拟胃液和模拟肠液实验结

果表明该菌株能够有效通过胃环境，并能在肠道中繁殖。结果可见，鼠李糖乳杆菌 B 具有较强的酸的胆盐的耐受

能力，符合微生态制剂和乳酸菌发酵功能食品菌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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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effects of different pH, bile salt concentration and simulation human body gastric juice and intestinal

tract circumstance on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 from infant intestine were character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H 1.8 maintained

for 2 h, the viable count of Lactobacillui rhamnosus strain B reaches more than 107 CFU/ml, and being cultured for 4 h in the MRS-

broth (less than 0.5% bile salt), the viable count reach more than 108 CFU/ml, and it increases as time prolonging. The results of

simulated gastric juice and intestinal juic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strain can multiply in gastric and intestinal circumstance.

The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strain B has strong acid and bile salt tolerance ability and grows better in the circumstance of

simulation human body intestinal tract. It is favourable strain for lactic acid bacteria-fermente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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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增强，食品、

保健品和医药等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

前，含有益生菌的微生态制剂及食品正作为一个新的领

域逐步被研究和开发[1-2]。益生菌是一类通过改善宿主肠

道菌群平衡对宿主发挥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鼠李糖

乳杆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是人体正常菌群之一，

肠道黏着率高，定植能力强，并具有高效降胆固醇，

促进细胞分裂，可起到调节肠道菌群、预防和治疗腹

泻、排除毒素、预防龋齿、提高机体免疫力及抗癌等

重要的生理保健功能[3-4]；鼠李糖乳杆菌在发酵过程中只

产生 L- 乳酸，而不会产生对产品的安全性和口感有影响

的其他酸类[5]，即含有鼠李糖乳杆菌的发酵食品不会使

人(尤其是婴幼儿)产生不良反应。因此该菌种可以作为

益生菌用于生产保健制剂和功能性乳制品[2-6]，在发酵食

品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鼠李糖乳杆菌 LGG 产品以

发酵乳制品为主，此外还有保鲜奶、干酪、婴儿食品、

果汁、果汁饮料以及药品等，并得到了广大消费者和

医疗工作者的认可。但国内目前对鼠李糖乳杆菌的研究

并不多，有关鼠李糖乳杆菌能否顺利通过胃酸、胆盐

直接进入肠道的研究没有报道。研究表明，只有摄入

含有106CFU/ml或以上的活性乳杆菌才能充分发挥其益生

作用 [ 7 ]。因此，获得耐酸和耐胆盐能力强的菌株，使

之能顺利通过胃酸、胆盐直接进入肠道，快速建立肠

道优势益生菌群落，对开发功能性乳酸菌发酵制品具有

重要意义[7]。本实验通过观察鼠李糖乳杆菌在不同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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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胆盐浓度的存活率及其在模拟胃肠液中的存活率，研

究其耐酸及耐胆盐能力，为获得优良的鼠李糖乳杆菌奠

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鼠李糖乳杆菌菌株 B：分离于婴儿粪便，本研究

室保存。

1.1.2 培养基

MRS 液体培养基：用于菌种活化；模拟胃液、模

拟肠液：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8 ]。

1.2 方法

1.2.1 菌种活化

将鼠李糖乳杆菌于 MRS-broth 培养基连续传代 3 次

备 用 。

1.2.2 耐酸性实验

将传代三次的鼠李糖乳杆菌 B 菌株分别接种于不同

pH 值的生理盐水中，在 37℃的条件下恒温培养 2h 和

4 h ，稀释培养，观察生长情况。

1.2.3 耐胆盐实验

将传代两次的鼠李糖乳杆菌 B 菌株分别接种于不同

牛胆盐浓度的液体 MRS 培养基中，在 37℃的条件下恒

温培养 2 h 和 4 h ，稀释培养，观察生长情况。

1.2.4 模拟胃液和模拟肠液实验

将传代两次的鼠李糖乳杆菌 B 菌株分别接种于模拟

胃液和模拟肠液中[9-11]，在 37℃的条件下恒温培养 2h 和

4 h ，稀释培养，观察生长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菌株耐酸性实验

图1   鼠李糖乳杆菌Ｂ在不同pH值条件下的生长情况

Fig.1    Growth of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 at different pH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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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经过人体的胃，胃液呈酸性，空腹或者食用酸性

食品，p H 值可达 1 . 5，饭后接近中性，因此本研究分

别配制了 pH 值为 1.8、2.0、2.2、2.4、2.6 和 2.8 的生

理盐水，在 37℃的恒温条件下培养 2h 和 4h，观察其耐

酸性(图 1 )。
从图 1 可见，在 pH1.8 和 2.0 条件下，维持 2h，鼠

李糖乳杆菌B活菌数分别能够达到106CFU/ml和 107CFU/ml
以上；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在 pH 值为 1.8 到 2.0 的培

养基中鼠李糖乳杆菌 B 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在

pH 值为 2.2 至 2.8 的培养基中生长良好，而且随着时间

的延长菌株的数量增加，在 pH2.2 和 2.4 条件下培养 4h
活菌数能够达到 108CFU/ml 以上，在 pH2.6 和 2.8 条件下

活菌数能够接近 1010CFU/ml。
2.2 菌株耐胆盐实验

人体小肠中胆汁盐含量在 0.03%～0.3% 范围内波

动，而鼠李糖乳杆菌要定植于人的小肠，这就要求鼠

李糖乳杆菌能耐受一定浓度的胆汁。本研究采用牛胆盐

浓度为 0%、0.1%、0.3%、0.5% 和 0.8% 的 MRS-broth
培养基，在 37℃的恒温条件下培养 2h 和 4h，观察鼠李

糖乳杆菌的胆盐耐受能力(图 2)。

图2   鼠李糖乳杆菌B在不同胆盐浓度条件下生长情况

Fig.2    Growth of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 at different
concen trations of bile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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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随着胆盐浓度的升高鼠李糖乳杆

菌 B 菌株的数量逐渐减少，胆盐浓度为 0 、0.1 % 、

0.3%、0.5% 的 MRS-broth 培养基中鼠李糖乳杆菌 B 菌株

的维持 2h，活菌数均维持在 108CFU/ml 以上；而且随

着时间的延长活菌数均有所增加。而且胆盐浓度为 0、
0.1%、0.3%、0.5% 的 MRS-broth 培养基中，在 2h 和 4h
时，活菌数的数量差异不显著。但是胆盐浓度为 0 .8%
的 MRS-broth 培养基中维持 2h 和 4h 后，鼠李糖乳杆菌

B 菌株活菌数明显下降(p ＜ 0.05)，但活菌数仍然接近

108CFU/ml，随着时间的延长活菌数有所减少。

2.3 模拟胃液和模拟肠液实验

益生菌制剂作为一种生物制品，尤其是制剂在口服

之后，胃液和肠液的作用都会明显的影响制剂的活菌数

目，从而影响了益生菌制剂的功效。因此，能否顺利

对于益生菌而言，必须进入人体肠道才能发挥其疗

效功能，然而在从口腔进入人体肠道过程中，乳酸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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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胃肠环境并定殖于肠道是益生菌重要筛选标准之

一。本研究通过模拟胃肠道的环境研究鼠李糖乳杆菌在

胃肠道中的存活能力。模拟胃液的 p H 值为 2 .0；模拟

肠液的 pH 值为 6.8，胆盐浓度为 0.3%，在 37℃条件下

恒温培养 2h 和 4h 观察鼠李糖乳杆菌的胃肠环境存活能

力，结果如图 3 。

图3   干酪乳杆菌Ｂ在模拟胃肠液中的生长情况

Fig.3   Growth of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 in simulated gastric
and intestinal ju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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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知，鼠李糖乳杆菌 B 在 pH 值为 2.0 的模拟

胃液中维持 2h，活菌数仍然达到 107CFU/ml 以上，随

着时间的延长活菌数有所减少，4 h 后，活菌数降到

104CFU/ml 左右。

鼠李糖乳杆菌 B 在 pH 值为 6.8、胆盐浓度为 0.3%
的模拟肠液中，维持 2h，活菌数达到 108CFU/ml 以上，

随着时间的延长活菌数继续增加，4 h 后，活菌数升至

109CFU/ml。

3 讨  论

乳酸菌作为益生菌在人体肠道内必须达到一定数量

时，才能达到调节宿主体内微生物菌群平衡，对宿主

健康有一定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口服乳酸菌若要到

达肠道并在肠道内起作用，需要一定数量的菌体或菌体

产生的酶能够耐受有机体的防御机制，其中包括口腔

酶、胃液中的低 pH 值和小肠中的胆汁酸等，而在这些

因素中，胃酸的杀伤力最强，其次是胆汁酸，所以在

体外能够耐受较大浓度的酸和胆盐是筛选的主要技术指

标。能够通过低 pH 值胃液(pH1.8～3.2)和胆汁酸并存活

下来[5]，这要求乳酸菌具有较强地耐受胃酸和胆汁的能

力。所以，获得耐酸和耐胆盐能力强的鼠李糖乳杆菌

菌种是开发其益生菌株的首要前提。

本研究分离的鼠李糖乳杆菌 B 在 pH1.8 条件下，维

持 2h，鼠李糖乳杆菌 B 活菌数达到 107CFU/ml 以上。虽

然活菌数有减少，但食物通过胃的时间一般为 1～2h 左

右，说明饭前服用该菌株生产产品，活菌数能够达到

要求；另外该菌株在 pH 值为 2.2 以上的培养基中生长良

好，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菌株的数量增加，在 pH2.6 以

上条件下活菌数能够接近 1010CFU/ml，饭后胃内 pH 值

(接近 3.0)已经对该菌株没有任何影响，类似菌株在相关

文献中还尚未有报道。胆盐浓度为 0.3%、0.5% 的 MRS-
broth 培养基中鼠李糖乳杆菌 B 菌株的维持 4h，活菌数

均达到 108CFU/ml 以上，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活菌数均

有所增加，结果表明该菌株能够耐受肠道胆盐浓度(肠
道胆盐 0.03%～0.3%)，并能在肠道中长期存活下去。模

拟胃液和模拟肠液实验结果表明该菌株能够有效通过胃

环境，并能在肠道中繁殖。

4 结  论

实验结果可见鼠李糖乳杆菌 B 具有较强的酸的胆盐

的耐受能力，符合微生态制剂和乳酸菌发酵功能食品菌

种的要求，在开发乳酸菌发酵功能食品方面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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