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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中菌落总数及大肠菌群的检测

贺稚非 1,2，李洪军 1,2，徐 毅 1,2，闵燕萍 1,2，陈 盼 1,2

(1.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重庆      400716；2.重庆市特色食品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0716)

摘   要：该研究的目的是调查月饼的卫生质量，为月饼的质量安全控制奠定理论基础。本实验以广东、重庆及

北京的十种不同的月饼为实验材料，根据国标方法 GB4789.2 － 2003 和 GB4789.3 － 2003 进行微生物计数，并分离

纯化菌落进行形态观察，10 种月饼样品的检测结果表明月饼中菌落总数及大肠菌群 MPN 值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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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urvey the moon cakes in the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quality, ten types of moon cakes from different

areas were choose to detect their total colony and coliform count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methods GB4789.2－2003,

and GB4789.3 － 2003, the colonies were separated and purified to observe their cell shape with microsco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n kinds of moon cakes in total colony bacteria and coliform MPN are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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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月饼种类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花样不断翻

新，品种不断增加，地区的差异使品种外观、口感、

味道各具独特风格。月饼品种繁多，按产地分有：苏

式、广式、京式、宁式、潮式、滇式等；就口味

而言，有甜味、咸味、咸甜味、麻辣味；从馅心分，

有五仁、豆沙、冰糖、芝麻、火腿月饼等。按饼皮

分，则有浆皮、混糖皮、酥皮三大类；就造型而论，

又有光面月饼、花边月饼和孙悟空、老寿星月饼等。

目前，全国月饼可分五大类：京、津、广、苏、潮。

花色近似，但风味却迥然不同：京津月饼以素字见长，

皮与馅都是素的；而广式月饼则轻油而偏重于糖；苏式

的则取浓郁口味，油糖皆注重，且偏爱于松酥；潮式

月饼身较扁，饼皮洁白，以酥糖为馅，入口香酥 [ 1 ]。

月饼在我国乃至整个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加工

方式也比较传统，真正实现生产现代化的企业少之又

少。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月饼因细菌指标、酸价、

过氧化值超标或因含杂质、生霉而被消费者投诉的事时

有发生。尤其在 2 0 0 1 年出现的“南京冠生园”事件，

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为了提高中国食品的卫生质量，同

时也为了中华民族这一食品瑰宝不被埋没。提高月饼卫

生质量、保障消费者的安全至关重要[2]。本实验主要针

对不同的产品进行细菌总数及大肠菌群的检测，促进月

饼产业的发展呈现良好趋势。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月饼样品(表 1)。

样品名称 生产厂家 保质期(d) 防腐剂或脱氧剂

香酥肉松月饼 重庆某酒店 30 脱氢乙酸纳、山梨酸钾

红莲五仁月饼 好利来 75 —

金华火腿月饼 广州新凯悦食品 不详 脱氢乙酸纳

加工中心

红豆沙月饼 北京好利来 75 脱氧剂

豆沙揽仁月饼 广东东莞 45 —

玫瑰豆沙月饼 重庆嘉士德食品 50 山梨酸钾

君豪月饼 君豪酒店 60 山梨酸钾

巧克力白莲蓉月饼 百威 不详 —

果味香芋蓉沙月饼 华生园 30 脱氢乙酸钠

蛋黄月饼 君豪酒店 不详 —

表 1   月饼样品

Table 1   Ten kinds of moon cake samples from different producers

注：“—”表示未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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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胨、牛肉膏、氯化钠、葡萄糖、琼脂粉、

乳糖、磷酸氢二钾、溴甲酚紫、猪胆盐、伊红 Y、草

酸铵结晶紫、鲁格氏碘液、0.5% 番红染色液、95% 的

乙醇、0.85% 生理盐水等为化学纯或分析纯    重庆市玻

化试剂集团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CX41 显微摄影仪、显微镜    Olymupus 公司；

JD200-3 型电子天平    沈阳龙腾电子称量仪器有限公司；

SWCJ-1F 型超净工作台    江苏苏净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

司；AUTOCLAVE SS-325 杀菌釜    日本 Tomy 公司；

21CR6 电热恒温水浴锅    广东省医疗器械厂；S.C.101-1
鼓风电热干燥箱    上海高机实业总公司；箱式电阻炉    上
海跃进医疗器械厂；B11.500-S 电热恒温培养箱    江苏医

疗仪器厂。

1.3 培养基

营养琼脂培养基、乳糖胆盐发酵培养基、乳糖发

酵培养基制作参照国标GB-T4789.2－2003和GB-T4789.3
－ 2003 方法。

1.4 方法

1.4.1 食品菌落总数的测定方法

参考 GB4789.2 － 2003[3-4]。

1.4.2 分离纯化

平板表面上挑取典型菌落，牛肉膏蛋白胨平板划线

培养，达到纯化菌落后鉴定的目的。

1.4.3 革兰氏染色方法

参照文献[5 ]方法。

1.4.4 大肠菌群测定的方法

参考 GB4789.3 － 2003[6]。

1.4.5 月饼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参照国标食品中水分的测定[7]。

样品
稀释度

菌落总数[CFU/g(ml)]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香酥肉松月饼 5.5 0 0 — — — — 55
红莲五仁月饼 2 3 0 — — — — 20
金华火腿月饼 4.5 2 1 — — — — 45
红豆沙月饼 1.5 — 0.5 10 1 0 0 15
豆沙揽仁月饼 10.5 — 1.5 2.5 2 4 1 105
玫瑰豆沙月饼 2.5 — 1.5 0 0 0 3 25
君豪月饼 4 — — — 2 2.5 4 40

巧克力白莲蓉月饼 4.5 — — — 0.5 1 4.5 45
果味香芋蓉沙月饼 15.5 — — — 0 0.5 0 155

蛋黄月饼 1 — — — 0 0 0.5 10

表 2   不同月饼菌落总数检测结果

Table 2   Total colony counts of ten kinds of moon cakes

注：“—”表示无菌落生长。

2 结果与分析

2.1 月饼菌落总数的实验结果

结果显示，月饼的细菌总数十个样品都较低，红

豆沙月饼细菌总数最低为 15CFU/g，红莲五仁月饼次之

为 20CFU/g，最高的为果味香芋蓉沙月饼 155CFU/g，豆

沙揽仁月饼居于第二高，为 105CFU/g，与国标 GB7099
— 2003 规定的月饼菌落总数的指标比较分析[8]，十个样

品的菌落总数都符合国标。

2.2 月饼大肠菌群的检测结果

大肠菌群是指能发酵乳糖、产酸产气、需氧和兼性

厌氧的革兰氏阴性无芽孢杆菌。该菌主要来源于温血动

物的粪便，以此作为食品被粪便污染指标来评价食品的

卫生质量，推测食品中是否有污染肠道致病菌的可能[8]。

乳糖胆盐发酵培养基培养后的实验结果，发现所有

样品的发酵管内的小管无气泡产生，全部为阴性，

MPN 值小于 30。根据国标 GB7099 — 2003[9]规定月饼大

肠菌群的指标限值为：热加工月饼出厂和销售时大肠菌

群 M P N 值＜ 3 0；冷加工月饼出厂和销售时大肠菌群

MPN 值分别小于 150 和 300。因此均符合国家标准。

2.3 分离纯化的特征菌落的革兰氏染色结果

不同月饼中分离出的特征菌落的革兰氏染色及其菌

落形态。其结果如下：

图1   1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1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1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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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菌来源于北京好来红莲五仁月饼，菌落呈白

色、边缘呈锯齿状、干燥、无光泽。油镜下观察：

菌体杆状、端部有透明状膨大、革兰氏染色后菌体呈

蓝紫色(G+)。

图2   2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2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2 bacteria

2 号菌来源于金华火腿月饼，菌落呈圆形、边缘整

齐、乳白色、黏稠、不透明。油镜下观察：菌体杆

状、革兰氏染色后菌体呈蓝紫色( G +)。

图3   3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3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3 bacteria

3 号菌来源于北京好来红莲五仁月饼，菌落呈露滴

状、橘黄色、边缘整齐、不透明。油镜下观察：菌

体球状、革兰氏染色后菌体呈蓝紫色(G +)。

图4   4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4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4 bacteria

4 号菌来源于玫瑰豆沙月饼，菌落呈假根状、不规

则、白色、不透明。油镜下观察：菌体杆状，革兰

氏染色后菌体呈蓝紫色(G+)。
5 号菌来源于好利来红豆沙月饼，菌落呈圆形、乳

白色、不透明。油镜下观察：菌体呈杆状，革兰氏

染色后菌体呈蓝紫色(G+)。

图5   5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5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5 bacteria

图6   6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6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6  bacteria

 6 号来源于豆沙揽仁月饼，菌落呈同心圆状、边

缘整齐、脐状凸起、不透明。油镜下观察：菌体杆

状，革兰氏染色后菌体呈蓝紫色( G +)。

图7   7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7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7 bacteria

7 号来源于豆沙揽仁月饼，菌落呈不规则状、灰白

色、不透明、无光泽。油镜下观察：菌体杆状，革

兰氏染色后菌体呈蓝紫色(G+)。

图8   8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8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8 bacteria

8 号来源于豆沙揽仁月饼，菌落呈不规则状，白

色、不透明。油镜下观察：菌体球状，革兰氏染色

后菌体呈蓝紫色(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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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号菌来源于好利来红豆沙月饼，菌落呈圆形、半

透明、乳白色。油镜下观察：菌体杆状，革兰氏染

色后菌体呈蓝紫色(G+)。

图9   9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9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9 bacteria

图10   10号菌落形态及显微形态

Fig.10    Colony shape and cell shape of  No.10  bacteria

10 号菌来源于好利来红豆沙月饼，菌落呈圆形、橘

黄色、不透明、边缘整齐。油镜下观察：菌体杆状，

革兰氏染色后菌体呈红色(G-)。
月饼中细菌形态观察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优势菌，共

分离了 15 株菌中有 14 株是革兰氏阳性菌，仅有一株菌

是革兰氏阴性菌，从形态上看以杆菌为优势菌，有 1 1
株是杆菌，四株为球菌，其中有三株杆菌有芽孢。

2.4 月饼中细菌数量与月饼水分含量关系的分析

月饼中水分含量的测定结果显示(表 3)，重庆君豪

月饼水分含量最高为 21.2%，其次是香酥肉松月饼水份

含量为 18.7%，这两个样品的细菌总数都较低，分别为

4 0 C F U / g 和 5 5 C F U / g，最高的为果味香芋蓉沙月饼

155CFU/g，豆沙揽仁月饼居于第二高，为 105CFU/g，
与国标 GB7099 — 2003 规定月饼菌落总数的指标比较分

析，十个样品的菌落总数都符合国家标准。食品的水

分含量与菌落总数有一定的相关性，实验的结果水分含

量高的菌落总数并不高，分析与月饼应用的防腐剂和加

工的工艺有一定的关系[10-12]。

品种 生产厂商 类别 菌落总数(CFU/g) 水分(%)
红莲伍仁 北京好利来 蓉沙类 / 果仁类 20 11.3
香酥肉松 重庆杨子岛 肉与肉制品类 55 18.7
红豆沙 北京好利来 蓉沙类 15 14.2

巧克力味白莲蓉 未知 蓉沙类 45 15.2
榄仁豆沙 广东东莞 蓉沙类 / 果仁类 105 17.9
金华火腿 新凯悦月饼 肉与肉制品类 45 13.5
蛋黄 重庆君豪 蛋黄类 40 21.2

莲蓉蛋黄 重庆嘉士德 蓉沙类 / 蛋黄类 10 12.9
果味香芋蓉沙 重庆华生园 蓉沙类 / 果蔬类 155 14.8

蛋黄 重庆君豪 蛋黄类 40 14.0

表3   不同月饼水分含量与菌落总数

Table 3    Water content and total colony counts of ten kinds of
moon cake samples

3 结  论

3.1 检测不同月饼的菌落总数均符合国标 GB7099 —

2003 的规定。

3.2 检测不同月饼的大肠菌群 MPN 值小于 30，均符合

国家标准 GB7099 — 2003 的规定。

3.3 大多数月饼中都有防腐剂如山梨酸钾、脱氢乙酸

钠等，有的企业使用的复合防腐剂或脱氧剂，对抑制

微生物的生长具有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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