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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弧菌快速检测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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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发光的费氏弧菌为检测菌种，应用 SKALAR TOXTRACER 毒素分析仪测定液态奶中三聚氰胺对费氏弧

菌的毒性效应。结果表明：发光强度的抑制率与三聚氰胺溶液质量浓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0.83～0.99 之间；

发光强度的抑制率与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质量浓度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 0.79～0.94 之间。发光菌对液态食品中三

聚氰胺等毒性物质的检测具有快速、简便、灵敏和低廉的特点，发光菌的生物毒性检测法有望在食品安全方面得

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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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uminescent Vibrio fischeri to Rapid Determination of Melamine in Liquid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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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based on the toxicity effect of melamine on luminescent bacterium Vibrio fisheri measured using Skalar

ToxTracer system was developed for determining melamine in liquid milk.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hibitory rate of melamine against luminescent intensity of Vibrio fisheri and melamine concentra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with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anging within 0.83－0.99, whereas inhibitory rate of melamine against luminescent intensity of

Vibrio fisher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lamine concentration in liquid milk,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between

0.79 and 0.94. This method, thank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ity, simplicity, sensitivity and low cost, is expected to gain an

extensive application to food safety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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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尽管对

食品安全性进行的监督和检测手段及方法极其复杂多

样，但是用于食品安全性检测的快速生物学方法却是较

少。相对而言，发光细菌法(luminescence bacteria test，
LBT)是一种快速、简单、实惠的生物学方法。发光细

菌的发光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通常认为发

光菌的发光反应是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菌体中的

还原型黄素单核苷酸(FMNH2)和分子氧及一长链醛发生氧

化还原反应，生成黄素单核苷酸(flavin mononucleotid，
FMN)、羧酸(RCOOH)和水，并伴随光的释放过程[1]。

当发光细菌接触到有机溶剂时，可影响或干扰其正常新

陈代谢，从而使细菌的发光强度增大或下降，因此能

够显示样品对生物体的毒性作用，这种影响除与被测物

质的量有关外，还与其自身的结构或性质有关 [ 2 ]。

三聚氰胺化学式 C 3 H 6 N 6，俗称密胺、蛋白精，

IUPAC 命名为 1,3,5- 三嗪 -2,4,6- 三氨基，是一种三嗪类

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被用作化工原料。常温下微溶

于水，对人身体有毒害作用，不可用于食品加工或食

品添加物。由于三嗪类化合物对发光菌的毒性主要是由

化合物的亲脂性作用进入细胞而导致细胞结构的破坏，

这种作用不与细胞的结构发生特异性反应，因而它们是

非特异毒性作用机理[3]。现有检测方法可检出之最低含量

为 50mg/kg[4]。三聚氰胺引起毒性的部位可能是－ NH2[5]，

原因是－ NH2 遇到强酸或者强碱的水解生成三聚氰酸所

致。本研究采用费氏弧菌发光法对液态奶中三聚氰胺进行

检测，以期找到一种有害食品的快速和经济的鉴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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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费氏弧菌( V i b r i o  f i s c h e r i )     荷兰 S K A L A R
TOXTRACER 公司；合格包装液态奶(500g，500mL)、
三聚氰胺(化学纯)    市售。

新鲜介质 HBS-G 溶液：D- 葡萄糖 9g、NaCl 10g、
KCl 0.15g、HEPES 缓冲液 25mL、双蒸水 475mL，调

p H 7 . 0，4℃低温存放。

SKALAR TOXTRACER毒素分析仪    荷兰SKALAR
TOXTRACER 公司。

1.2 培养基

液体培养基：NaCl 30g、NaH 2PO 4·H2O 6.1g、
K2H2PO4 2.08g、MgSO4·7H2O 0.2g、(NH4)2HPO4 0.5g、
甘油 3mL、胰蛋白胨 5g、酵母膏 0.5g、双蒸水 1000mL，
用 1mol/L NaOH 溶液或 1mol/L HCl 溶液调 pH7.0 ± 0.2，
分装于锥型瓶中，用高压蒸汽灭菌锅 121℃灭菌 15min，
4℃存放；琼脂培养基：加 1 5 g 琼脂到液体培养基中，

经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后，冷却至 4 5℃左右，在每个

培养皿中倒入 10～20mL，将培养皿水平放置，待凝固

后放置于冰箱保存。

1.3 方法

1.3.1 发光菌的培养

用移液器加 0.5mL 重组液于重组冻干菌中，用混合

器使其中的细菌块分散。然后用移液器移取一定量的再

生细菌于液体培养基中，于 175r/min、22℃振荡培养。

实验所用细菌是新鲜培养基中培养 13～16h的处于对数生

长期的细菌。

1.3.2 标准菌悬液的配制

用移液管从液体培养基中取 1mL 菌液于离心管中，

放入离心机离心，弃去上清液。加入 1mL HBS-G 洗涤，

离心，弃去洗涤液。再加入 1L HBS-G 混匀。之后约

取 300μL 清洗后的菌液于 10mL HBS-G 中，检测发光单

位在 500～3000RLU 之间，以便测试时系统发光稳定，

然后用于测试。

1.4 测试方法

移取0.5mL双蒸水和一系列具有质量浓度梯度的待测样

品于小玻璃管中，同时再加入 50μL的质量浓度 22g/100mL
NaCl 溶液混匀，置于平衡器上平衡 5 m i n，之后加入

标准细菌悬浮液 0.5mL，再平衡 5min 便开始放入光度

计中进行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光菌对三聚氰胺溶液的检测

研究结果表明，在低质量浓度 1～10mg/L 之间，抑

制率增加的幅度不太明显，可以说明这个浓度区间对费

氏弧菌的毒性较弱。对不同平衡时间下，质量浓度超

过 1mg/L 的样品作回归直线见图 1。图中横坐标为三聚

氰胺溶液质量浓度的对数，三聚氰胺溶液的质量浓度(c)
依次为 10、20、100、500、1000mg/L；纵坐标为三

聚氰胺对发光细菌的发光抑制率。从图 1 可以看出，三

聚氰胺溶液的质量浓度越大，抑制率越大。平衡时间

越长，三聚氰胺对发光细菌的 ID 50 和零等价剂量越小。

图 1 中各回归直线的详细信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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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聚氰胺对费氏弧菌发光强度的剂量-效应关系

Fig.1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ibitory rate of melamine
against luminescent intensity of Vibrio fisheri and logarithmized

melamine concentra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at different
equilibration times

平衡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ID50/ 零等价剂量

时间 /min (R2) (mg/L) (ZED)/(mg/L)
5 y ＝ 12.736x － 31.946 0.8377 2691535 324
10 y ＝ 22.986x － 42.274 0.9345 10233 69
15 y ＝ 27.329x － 47.622 0.9974 3715 55
30 y ＝ 30.795x － 45.943 0.9783 1318 31
40 y ＝ 32.7x － 47.902 0.9562 977 29
60 y ＝ 31.02x － 41.129 0.9439 871 21

表1   三聚氰胺溶液对费氏弧菌的毒性

Table 1   Parameters of regression models describ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ibitory rate of melamine against luminescent intensity

of Vibrio fisheri and logarithmized melamine concentra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at different equilibration times

注：ZED 表示效应等于零的零等价剂量[5]；ID50 表示达到半数抑制率时

所对应的剂量。

从表 1 中各个平衡时间的相关性系数可以看出，

15min 和 30min 的线性最好，分别为 0.9974 和 0.9783。所

以采用费氏弧菌法测定三聚氰胺时的最佳平衡时间为

15～30min。三聚氰胺的 ZED 值和 ID50 值均随着平衡时

间的延长而变小，说明费氏弧菌对三聚氰胺的反应越来

越灵敏，且回归直线的斜率在前 40min 内，随着平衡时

间的延长而变大，这也能说明费氏弧菌对三聚氰胺的反

应越来越灵敏。

2.2 发光菌对液态奶中三聚氰胺的检测

由图 2 可知，横坐标为液态奶中三聚氰胺的浓度对

数，其对应的浓度分别为 2.5、10、50、250、500mg/kg。
从图 2 可以看出，低浓度 2.5～10mg/kg 时变化较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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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液态奶中三聚氰胺对费氏弧菌发光强度剂量-效应散点图

Fig.2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ibitory rate of melamine
against luminescent intensity of Vibrio fisheri and logarithmized

melamine concentration in liquid milk at different equilibrat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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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液态奶中三聚氰胺对费氏弧菌发光强度的剂量-效应关系

Fig.3   Dose-response curves of melamine in milk to the Vibrio
fisheri toxicity

平衡时间 /min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R2) ZED/(mg/kg)
5 Y ＝－ 14.627X ＋ 13.924 0.8488 8.95
10 Y ＝－ 8.5738X ＋ 12.396 0.9169 28.18
15 Y ＝－ 4.8757X ＋ 6.9548 0.8722 26.92
30 Y ＝－ 7.0485X ＋ 9.4155 0.9464 21.88
40 Y ＝－ 7.6095X ＋ 7.6284 0.9102 10
60 Y ＝－ 11.468X ＋ 8.8441 0.7972 5.89

表2   液态奶中三聚氰胺对费氏弧菌的毒性

Table 2   Parameters of regression models describ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ibitory rate of melamine against luminescent intensity

of Vibrio fisheri and logarithmized melamine concentration in
liquid milk at different equilibration times

对浓度大于 2.5mg/kg 的点做线性回归见图 3。由图 3 可

知，最佳测定时间内，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浓度越大，

费氏弧菌的发光越强，发光强度的抑制率与液态奶中的

三聚氰胺的浓度呈负相关。图 3 中各回归直线的详细信

息见表 2 。

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与三聚氰胺溶液对费氏弧菌发

光强度的影响相比，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从图 3 可

知，随着液体奶中的三聚氰胺浓度的增大，费氏弧菌

的发光强度也在增大，可能是发光体系中牛奶的存在，

增强了菌体细胞细胞膜的渗透性，有机溶剂渗入细胞膜

的同时也带入了氧，导致体系的发光强度增大[3]。从回

归直线的 R2 可以看出，仍然是平衡时间为 30min 时的线

性关系最好。据回归直线方程计算可得，5～60min 范

围内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对费氏弧菌的 ZED 值为 5.89～

28.18 m g / k g。其中最小值是平衡时间 6 0 m i n 时的

5.89mg/kg。由此可以看出，采用发光细菌法检测液态

奶中的三聚氰胺时，平衡时间最好选择为 60min。因为

60min 时的 ZED 值最小，费氏弧菌对三聚氰胺最敏感，

所能检出的三聚氰胺浓度最小。

在三聚氰胺与费氏弧菌接触 15min 和 30min 时，三聚

氰胺对费氏弧菌的 ID50 值分别为 3715mg/L 和 1318mg/L。
依据化学物质急性毒性分级标准，确定为低毒物质。这

与林祥梅等[6]的研究结论“三聚氰胺可以初步认定为微

毒或基本无毒”不完全一致。

3 讨论与结论

3.1 三聚氰胺的毒性可以用发光细菌法检测。费氏弧

菌发光强度的抑制率与三聚氰胺溶液的浓度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在 0.83～0.99 之间。三聚氰胺溶液对费氏弧菌

的发光毒性符合一般毒物的毒性规律，小于 10mg/L 的

低质量浓度对费氏弧菌的影响随浓度的变化较小。之后

随着平衡时间的延长，费氏弧菌对三聚氰胺的毒性反应

越来越敏感。三聚氰胺虽然不易溶于水，但是按照发

光细菌的发光强度会受到受试物质的浓度和毒性大小有

关[1]的原理，三聚氰胺在一定的溶解度范围内以水作为

检测体系，较好地反映了三聚氰胺的毒性规律。

3.2 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也可通过发光细菌法检测出

来。费氏弧菌发光强度的抑制率与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

的浓度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 0.79～0.94 之间。牛奶中

的三聚氰胺对费氏弧菌的毒性反应与三聚氰胺水溶液对

费氏弧菌的毒性反应不同。原因可能是牛奶中的某些成

分导致两种被测体系的差异。结果表明，发光细菌法

(LBT)对三聚氰胺或其他有害物质超标的液态食品可以进

行快速初检。只要所检测的样品对发光细菌的发光抑制

率大于± 1.3% 时就可判定该检测样品与标准样品有差

异，应该做进一步的化学定性及精确定量检测。LBT 技

术除了在空气、土壤、水的监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外，

还被用于其他污染物的分析[7]，相信日后能广泛用于食

品安全性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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