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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质量浓度对传统自然发酵圆白菜的 
菌系结构和代谢的影响

熊 涛，李军波，彭 飞，关倩倩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以2、5、8 g/100 mL食盐添加量的传统自然发酵泡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3 种不同食盐质量浓度的传统自

然发酵泡菜中优势菌系结构、卤水pH值和总酸、底物和代谢产物、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乳酸菌主导

整个泡菜发酵过程，蔗糖一直被代谢利用，葡萄糖和果糖含量逐步增加，发酵结束时乳酸大量积累。食盐质量浓

度对泡菜发酵前期有显著影响，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的泡菜中乳酸菌的繁殖代谢最快，发酵结束时pH值最低，

总酸含量最高；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能较好地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最快通过亚硝峰，产生的乙醇量最高；

8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抑制了泡菜中乳酸菌的繁殖代谢，使泡菜的成熟期延迟，对蔗糖的利用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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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alt Concentration on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sm in Traditional Pickl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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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raditional pickled cabbages obtained by natural fermentation with different addition amounts of salt 

(2, 5 and 8 g/100 mL) were studied by comparing the dominant microorganisms, pH, total acid, substrates and metabolites 

and nitrite in pickling juices during fermen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actic acid bacteria were the dominant bacteria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sucrose was steadily consumed, glucose and fructose were gradually accumulated, and 

lactic acid was accumulated to a high level at the end of fermentation. Salinit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arly stage of 

fermentation, and 2 g/100 mL salt could result in the highest reproduction and metabolism rate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the 

lowest pH and the highest total acid at the end of fermentation. In contrast, 5 g/100 mL salt had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harmful microorganisms and resulted in the highest speed to reach the nitrite peak. The addition of 8 g/100 mL salt could 

result in the lowest reproduction and metabolism rate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the lowest utilization rate of suc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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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四川泡菜以自然发酵为主，是利用原料表

面自带的微生物在中低质量浓度盐水（2～10 g/100 mL）

里厌氧或兼性厌氧泡渍发酵，具有益生功能的乳酸菌主

导着泡菜发酵过程[1]。现有研究发现卤水盐质量浓度不

仅影响泡菜的咸味，还影响泡菜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结

构，从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泡菜的风味[2]。尽管有研究表

明卤水盐浓度的改变能引起泡菜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结

构变化[3-4]，泡菜发酵过程中卤水pH值和总酸、还原糖以

及亚硝酸盐的变化规律已有研究[5-6]，然而尚缺少卤水盐

质量浓度与泡菜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消长、底物消耗、

代谢产物合成的关联性研究。本实验结合四川泡菜的食

盐质量浓度特点，研究3 种不同食盐质量浓度（2、5、

8 g/100 mL）泡菜中卤水的pH值及总酸、乳酸菌、酵母

菌、多种糖类、有机酸、亚硝酸盐的变化。通过比较传

统发酵泡菜在不同食盐质量浓度下优势微生物的消长规

律、底物及代谢产物的变化，旨在揭示食盐质量浓度对

泡菜发酵特性的影响，期望对传统自然发酵泡菜的工业

化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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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圆白菜、食盐、冰糖、生姜、大蒜、干辣椒、花椒

等购于当地市场。

1.2 试剂与培养基

氢氧化钠、浓硫酸、无水对氨基苯磺酸、盐酸萘乙

二胺、亚铁氰化钾、乙酸锌、硼砂、亚硝酸钠（均为分

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蔗糖、葡萄糖、

果糖、乙醇、柠檬酸、乳酸、乙酸标准品（均为色谱

纯） 美国Sigma公司。

乳酸菌分离计数培养基： M R S 培养基，参见 

GB 4789.35—2010《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酸菌检验》；

酵母菌分离计数培养基：虎红琼脂 北京奥博星公司。

1.3 仪器与设备

Agilent 1260型高效液相色谱 美国安捷伦公司；

Aminex-87H色谱柱 美国Bio-Rad公司；PHS-25型pH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SP-725分光光度计 上海

普光仪器有限公司。

1.4 传统泡菜制作方法

圆白菜→清洗→切分→沥干→装坛→密封→发酵

（20～25 ℃）→成熟泡菜											↑

                冷却的开水（食盐、花椒等辅料）

配方：圆白菜1 000 g、冷却的开水2 000 mL、大蒜

60 g、花椒30 g、辣椒80 g、生姜40 g、冰糖80 g、分别

向冷却的开水中加入40、100、160 g食盐配制成2、5、

8 g/100 mL的盐水溶液。

1.5 分析方法

1.5.1 取样

制作好泡菜后每隔12 h在无菌条件下取样泡菜液

（10 mL），取样前将泡菜液摇匀，取样时间为7 d。

1.5.2 优势微生物的分离计数

取1 mL泡菜液加入到9 mL无菌生理盐水中，适当稀

释后选择3 个合适的梯度稀释液，分别取100 μL涂布于

MRS固体培养基和虎红固体培养基，每个梯度做2 次平

行涂布。将MRS固体培养基置于37 ℃培养箱培养48 h，

虎红固体培养基置于30 ℃培养箱培养3～5 d后计数。

1.5.3 pH值和总酸含量的测定

用p H计测定卤水p H值。总酸含量测定按G B / T 

12456—2008《食品中总酸的测定》的方法测定总酸含量

（g/L，以乳酸计）。

1.5.4 亚硝酸盐含量的测定

泡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按GB/T 5009.33—2010《食品

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中盐酸萘乙二胺法测定。

1.5.5 发酵液中糖和有机酸含量的测定

将泡菜液在12 000 r/min条件下离心10 min，取上清

液经0.22 μm水系滤膜过滤，得到的滤液用于高效液相色

谱分析。色谱条件：进样量20 μL，流动相为6 mmol/L硫

酸溶液，流速为0.5 mL/min，柱温45 ℃，紫外检测器检

测波长205 nm[7]。选用示差折光检测器检测糖醇（蔗糖、

葡萄糖、果糖、乙醇）含量，紫外检测器检测有机酸

（柠檬酸、乳酸、乙酸）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pH值和总酸含量

的变化

pH值和酸度会影响到泡菜的风味，当卤水pH值为

3.5～3.8，即认为泡菜已成熟[8]。成品泡菜的pH值控制在

3.0左右，乳酸控制在1%左右效果最佳[9]。有研究表明泡

菜发酵过程的启动菌以代谢周期短、耐酸性差的肠膜明

串珠菌为主，代谢中后期是由耐酸性较强的同型乳酸菌

（如：植物乳杆菌）主导[10-11]。在发酵的前3 d，乳酸菌

快速繁殖并产生有机酸使卤水pH值快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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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pH值和总酸含量的变化

Fig.1 Changes in pH and total acid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of 

pickled cabbage with three addition amounts of salt 

如图1所示，3 种食盐质量浓度的泡菜pH值在前1.5 d

均急剧下降，然而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pH值先

于另外2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达到稳定（pH 3.3）。这可

能是因卤水盐质量浓度不同产生的渗透压不同所导致，

1 g/100 mL食盐溶液可以产生61.17 kN/m2的渗透压，而

大多数微生物细胞的渗透压为30.17～61.15 kN/m2[12]。

而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可能存在一些不耐

盐的杂菌，与乳酸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减

缓了卤水pH值的下降；8 g/100 mL的食盐质量浓度产

生的渗透压远高于乳酸菌的细胞液渗透压，可能抑制

了乳酸菌的繁殖和代谢，从而减缓了卤水pH值的下

降。发酵中后期卤水中的乳酸和H＋大量积累，影响了

菌体产酸 [13]；3 种不同食盐质量浓度泡菜的pH值变化

在发酵中后期下降缓慢。不同食盐质量浓度的pH值变化

并不相同，2 g/100 mL和8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

的pH值先出现短暂的稳定（pH 3.75）然后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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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的pH值一直维持在3.3

左右。发酵结束时，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pH值

最低（3.15），8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pH值最高

（3.45）。发酵过程中，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

的酸度一直保持稳定的上升，最终总酸达到10.9 g/L；

2 g/100 mL和8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的酸度前期会

快速升高然后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之后又缓慢上

升，最终总酸含量分别达到11.2 g/L和7.6 g/L。

2.2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优势微生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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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微生物总数的变化

Fig.2 Changes in latic acid bacteria and yeast counts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of pickled cabbage with three addition amounts of salt

泡菜发酵初期不仅有有益微生物（如：乳酸菌、酵

母菌和醋酸菌），还有有害微生物（如：丁酸菌、腐败

细菌、霉菌等），其中乳酸菌和酵母菌占主要部分[8]。如

图2所示，启动发酵时乳酸菌数在103 CFU/mL，且在2 d

内快速生长至108 CFU/mL，发酵中后期乳酸菌数始终保

持在108 CFU/mL。然而，在发酵前期乳酸菌在不同食盐

质量浓度下的生长情况存在较大差异，2、5、8 g/100 mL

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的乳酸菌含量分别在第1、1.5、2天

时达到108 CFU/mL；其中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

在第1～3.5天均高于另外2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可能

是2 g/100 mL的食盐溶液产生的渗透压对乳酸菌的代谢

繁殖抑制作用最弱所致。在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

的中后期乳酸菌数始终保持在108 CFU/mL，该结果与现

有研究结果[8,14]一致。但发酵中后期5 g/100 mL食盐质量

浓度泡菜中乳酸菌数量保持比较稳定，而2 g/100 mL和

8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乳酸菌数先升高后下降，

可能是由卤水的pH值和食盐质量浓度的差异导致[13,15]。

泡菜发酵启动时酵母菌数量为103 CFU/mL，在发酵

的第1天内均出现快速增长期。酵母菌在不同食盐质量

浓度的泡菜中繁殖速率有差异，2、5、8 g/100 mL食盐

质量浓度泡菜中的酵母菌数量分别在第0.5、1、1天时达

到106、107、105 CFU/mL，然后逐渐减少，最后消亡。

可能是随着异型乳酸菌和酵母菌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造

成了厌氧环境、卤水pH值降低、酸度增加使酵母菌逐渐

消亡[16-17]。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的泡菜中酵母在第3天 

消亡，而含盐量为5 g/100 mL和8 g/100 mL泡菜的卤水中

酵母菌在第4.5天时才消亡，可能是在相对的高盐环境下

产生了一些耐盐酵母[18-19]。这与曾骏等[20]研究认为“传统

四川泡菜发酵过程中酵母菌数量会先增加后减少，5 d后

消失”的结果一致。

2.3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底物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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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蔗糖、葡萄糖（A）、 

果糖、柠檬酸（B）含量的变化

Fig.3 Changes in sucrose (A), glucose, fructose and citric acid (B) 

contents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of pickled cabbage with three 

addition amounts of salt

发酵过程中，蔗糖、葡萄糖、果糖为微生物提供碳

源，其中的蔗糖主要源于发酵时加入的冰糖，蔗糖作为

发酵的初始碳源，供给体系中微生物代谢。如图3A所

示，3 种不同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卤水中蔗糖在发酵前期被

快速代谢，泡菜在发酵中后期对蔗糖的利用趋于稳定。

泡菜发酵前期由肠膜明串珠菌主导，其可以产生高效的

葡萄糖蔗糖酶，葡萄糖蔗糖酶能将蔗糖转换化为葡萄糖

和果糖[21]；此外一些细菌（如：醋酸菌）和真菌（如：

霉菌和酵母菌）的繁殖也会代谢蔗糖[21-22]，导致了蔗糖

前期被快速代谢。泡菜发酵中后期由同型乳酸发酵菌株

（如：植物乳杆菌）主导，其对蔗糖的利用能力较异型

发酵菌株弱[23]；另一方面乳酸的大量积累、卤水pH值的

降低等抑制了菌的代谢活动，使蔗糖的利用减慢。然而

在发酵的前2.5 d，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较另外

2 种泡菜蔗糖消耗量大，可能是在较低渗透压条件下细

菌、霉菌、酵母菌代谢较强，从而蔗糖的消耗较快。在

泡菜发酵的中后期，食盐质量浓度（2～8 g/100 mL）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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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代谢蔗糖的影响较小，但发酵结束时，5 g/100 mL食

盐质量浓度泡菜中蔗糖利用率最高，8 g/100 mL食盐质量

浓度的最低。

卤水中葡萄糖和果糖一部分源于蔗糖的分解，另

一部分是从原料中渗透出来。如图3所示，在整个发酵

过程中葡萄糖和果糖的变化趋势相似，在发酵的前5 d

稳步上升，之后趋于稳定，这可能是在整个发酵过程中

微生物对葡萄糖和果糖的消耗量低于产生量所致。其中

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葡萄糖和果糖的残留量最

多，可能是该食盐质量浓度下的蔗糖利用率较高导致；

8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葡萄糖和果糖的残留量最

少。柠檬酸是一种前体风味物质，对泡菜的风味存在重

要的意义。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柠檬酸含量在前期均

稳步升高，之后处于稳定状态。但不同食盐质量浓度泡

菜中的柠檬酸最高含量并不相同，其中2、5、8 g/100 mL

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柠檬酸的最高浓度分别为1.5、1.8、

2.8 mmol/L，这可能是高渗透压有利于圆白菜中的柠檬酸

渗入到卤水中导致。

2.4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代谢产物产量的

变化

乳酸是泡菜中主要的有机酸，其含量直接影响泡菜中

菌系的稳定性。泡菜在发酵初期乳酸菌含量相对较低，由

产酸能力较差的异型乳酸菌（如：肠膜明串珠菌）主导，

在泡菜发酵的中后期乳酸菌含量较高，由耐酸性较强、产

酸能力强的同型乳酸菌（如：植物乳杆菌）主导[24]。

1 2 3 4 5 6 7
0

0

50

100

150

/
m

m
ol

/L

/d

 2 g/100 mL   
 5 g/100 mL
 8 g/100 mL

 2 g/100 mL
 5 g/100 mL
 8 g/100 mL

A

10 2 3 4 5 6 7
0

10

20

30

40

50

/ （
m

m
ol

/L

/d

 2 g/100 mL
 5 g/100 mL
8 g/100 mL 

B

图 4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乳酸和乙酸（A）、乙醇（B）

产量的变化

Fig.4 Changes in lactic acid, acetic acid (A) and ethanol (B) contents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of pickled cabbage with three addition  

amounts of salt

如图4所示，乳酸在发酵前2 d缓慢升高，第3～5天快

速积累，之后又缓慢升高。尽管乳酸菌在发酵的前2 d已

生长至108 CFU/mL，与此同时蔗糖也被快速消耗，然而

乳酸的积累量并不大。一方面是因为泡菜发酵前期由产

酸能力较弱的异型乳酸菌（如：肠膜明串珠菌）主导[10]； 

另一方面是卤水中存在较多能代谢蔗糖但不产乳酸的微

生物（如：霉菌、酵母菌）。在泡菜发酵的中后期由产

酸能力较强的同型乳酸菌（如：植物乳杆菌）主导[11]，

然而在随着发酵的进行，卤水中的乳酸和H＋大量积

累，乳酸菌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维持细胞内的pH值

稳定，影响了菌体产酸[13]，在发酵的第5～7天，乳酸积

累较慢。其中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乳酸产量在

第1～2.5天高于另外2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第3～5天

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乳酸产量高于另外2 种食盐

质量浓度泡菜，发酵后期乳酸的积累抑制乳酸菌生长和

产酸，导致产乳酸速率下降。发酵结束时，2 g/100 mL

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乳酸产量最高（140 mmol /L）， 

8  g / 1 0 0  m L 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乳酸产量最低 

（95 mmol/L）。总之，乳酸的产量与食盐质量浓度呈反

比关系，杨瑞鹏等[15]通过对不同食盐质量浓度中乳酸菌

区系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作为异型发酵乳酸菌的产物之一，适当浓度的乙酸

可以有效地提高泡菜的感官性质[25]。异型乳酸发酵过程

是葡萄糖经单磷酸己糖途径降解，在有氧条件下发酵产

生乙酸[26-27]。乙酸主要是在发酵第1.5～4天变化稍快，在

发酵末期趋于稳定。不同食盐质量浓度泡菜的乙酸含量

并不相同，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的卤水中乙酸产

量最高，可能是2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的乳酸菌含

量在第1.5～4天均高于其他2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在此

阶段异型乳酸菌产生了较多乙酸所致。乙酸与乙醇结合

产生乙酸乙酯能增强泡菜的风味。泡菜液中乙醇主要来

源于酵母菌和异型乳酸菌，在发酵前期酵母菌数最高达

到106 CFU/mL，乳酸菌数达到108 CFU/mL，发酵前期大

多乳酸菌都是异型乳酸菌，在缺氧条件下异型乳酸菌发

酵产生乙醇[27]。乙醇产量从发酵启动开始到第2.5天急剧

上升，在发酵中后期异型乳酸菌和酵母菌逐渐消亡[20,24]，

乙醇产量趋于稳定。此外，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

菜中乙醇产量在发酵结束时达到43.2 mmol/L，远高于另

外2 种食盐质量浓度的泡菜。一方面是因为在发酵前期

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酵母菌数高于另外2 种食

盐质量浓度的泡菜，而且酵母菌的下降量相对另外2 种食

盐质量浓度的泡菜要缓慢，在第4.5天才消失；另一方面

发酵启动到第1天5 g/100 mL食盐质量浓度泡菜中乳酸菌

含量明显高于另外2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在此阶段异型

乳酸菌代谢积累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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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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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种食盐质量浓度泡菜发酵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

Fig.5 Changes in nitrite content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of 

pickled cabbage with three addition amounts of salt

自然发酵泡菜是利用存在蔬菜表面的微生物群进

行发酵的，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泡菜中亚硝酸盐含量

普遍偏高 [28]。有研究表明硝酸还原酶的适宜pH值为

7.10～7.15，发酵液pH值越小，亚硝酸盐的降解速率越

快[29]。如图5所示，整个泡菜发酵过程卤水中亚硝酸含量

变化存在一定的波动，3 种食盐质量浓度的泡菜亚硝酸盐

含量的最高峰均在6.5 mg/kg左右，但不同食盐质量浓度

泡菜通过亚硝峰的时间不同，其中含5 g/100 mL食盐质量

浓度的泡菜最先通过了亚硝峰。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含盐

量为5 g/100 mL的泡菜在0.5 d时pH值已经降至5.1，相对

于其他食盐质量浓度的泡菜pH值更低，从而对硝酸还原

酶的抑制作用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可能是5 g/100 mL的食

盐质量浓度能较好地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2]。

3 结 论

通过对不同食盐质量浓度的传统自然发酵泡菜研

究表明，乳酸菌在发酵前期快速繁殖，然后数量保持稳

定；酵母菌数量先上升至106 CFU/mL后逐渐消亡。食盐

质量浓度主要是对泡菜发酵前期有显著影响，2 g/100 mL

的食盐添加量泡菜中产生的渗透压最低，乳酸菌的繁殖

代谢最快，酵母菌最先消亡；发酵结束时产生的乳酸含

量最高（140 mmol/L），pH值最低（3.15），总酸含量

最高（11.2 g/L）。5 g/100 mL的食盐添加量能较好地抑

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最快通过亚硝峰，发酵结束时乙

醇产量最高（43.2 mmol/L），蔗糖利用率最高，葡萄糖

和果糖的残留量最高，整个发酵过程中酸度稳定上升。

8 g/100 mL食盐添加量减缓了泡菜中乳酸菌的繁殖代谢，

使泡菜的成熟期延迟，对蔗糖的利用率最低。食盐质量

浓度的改变引起卤水渗透压的变化，导致了发酵过程中

菌系结构的不同，微生物的代谢出现差异，最终引起了

泡菜中各指标的差异化。传统自然发酵泡菜中适宜的食

盐添加量能提高泡菜品质，可进一步研究食盐添加量对

泡菜感官和风味的影响，进而为我国传统自然发酵泡菜

工业化生产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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