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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 
减菌效果的影响

赵圣明1,2，李宁宁1,2，尹 帅1，马小童1，康壮丽1,2，朱明明1,2，王正荣1,2，何鸿举1,2，马汉军1,2

（1.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2.河南省畜禽产品精深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以某屠宰加工厂的鸡胴体为实验对象，研究食品中常见的乳酸、丙酸、酒石酸、柠檬酸、葡萄糖酸、山梨

酸钾和焦磷酸钠（质量分数均为2%）对鸡胴体雾化喷淋处理后的减菌效果及复合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后对鸡胴体

在贮藏期间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对鸡胴体表面的菌落总数和乳酸菌、葡萄球菌属、假单

胞菌属、热杀索丝菌、肠杆菌科的减菌效果较好；对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进行复合喷淋减菌效果研究，确定1%

（质量分数，下同）柠檬酸、0.5%丙酸和0.5%酒石酸的复合喷淋减菌效果优于单一有机酸喷淋处理，且复合有机

酸喷淋处理后对鸡胴体的红度、黄度和亮度值基本无影响；在11 d的贮藏期内，复合有机酸喷淋处理后鸡胴体的菌

落总数、挥发性盐基氮和硫代巴比妥酸反应产物含量都明显降低。因此，复合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具有明

显的减菌效果，并可延长产品的货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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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decontamination effects of atomization spraying with lactic acid, propionic acid, tartaric acid, 

citric acid, gluconic acid, sotassium sorbate or sodium pyrophosphate (2% by mass each) on broiler carcasses from a 

slaughterhouse were determined together with the influence of organic acid combin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broiler carcasses 

during storag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itr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 exhibited better efficacy in reducing 

bacterial counts on broiler carcasses surface including total lactic acid bacteria, Staphylococcus spp., Pseudomonas spp., 
Brochothrix thermosphacta and Enterobacteriaceae. The combination of 1% citric acid, 0.5% propionic acid and 0.5% 

tartaric acid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each alone while having little influence redness (a*), yellowness (b*) and lightness (L*) 

values. During 11 days of storage, quality indexes such as total plate count,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TVB-N) content, 

thiobarbituric acid reactive substances (TBARS) content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in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group. 

Taken together, combined organic acid treatment has significant decontamination effect on broiler carcasses and thus can be 

used to prolong the shelf life of th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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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鸡肉消费量不断增加，2013—2016年

间，鸡肉消费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美国、巴西、

中国和欧盟是全球主要鸡肉生产和消费地区。2016年

中国的鸡肉消费量为1.234万 t，占全球鸡肉消费总量的

14%，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且鸡肉出口量居中

国肉类出口总量的第一位[2]。鸡肉质地细嫩，脂肪含量

低，且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是营养丰富的

高蛋白健康食品[3]。鸡肉产品在冷鲜条件下存放4～5 d后

就会发生腐败[4]，因此其生产过程中的卫生安全控制非常

重要。尤其是在屠宰过程中，其消化道和羽毛表面都带

有大量的腐败性及致病性微生物，极易对鸡胴体造成微

生物污染[5]，影响鸡肉产品的色泽、品质和风味，最终

缩短冷鲜鸡肉产品的货架期，不仅降低了产品的经济价

值，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6-7]。

目前，在中国的禽类屠宰加工企业中，普遍将经脱

毛和去内脏后的鸡胴体浸入次氯酸钠溶液中进行减菌化

处理，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次氯酸钠可能与鸡胴体表

面的有机物生成致癌物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钠能与鸡

肉中的游离氨基酸反应生成强致癌性的氨基脲[8]，因此存

在食品安全风险[9]。有机酸是一类价格低廉、安全、无

污染、抑菌效果好的天然抗菌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于1996年就已批准质量分数1.5%～2.5%有机酸（乳

酸和柠檬酸等）可用于禽类加工[10]。很多学者早已开始

研究利用有机酸对鸡胴体进行减菌化处理：Burfoot等

利用乳酸溶液降低鸡和火鸡胴体表面的微生物数量[11]；

Koolman等利用柠檬酸和癸酸降低鸡胴体表面的弯曲肠杆

菌等病原微生物数量[12]；夏小龙等利用乳酸和热水结合

对鸡胴体进行喷淋减菌处理，有效降低了鸡胴体表面菌

落总数和大肠菌群、肠球菌数量[13]；González-Fandos等 

的研究表明丙酸、苹果酸能够有效减少和抑制冰鲜禽胴体

表面的单增李斯特氏菌数量和繁殖速度，认为pH值不是抑

制单增李斯特氏菌的唯一因素，酸的种类也至关重要[14]。 

综上所述，有机酸处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鸡胴体减菌措

施。然而，国内对于多种有机酸结合处理对鸡胴体进行

减菌化研究的报道较少，本实验研究了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允许在食

品中使用的乳酸、丙酸、酒石酸、柠檬酸、葡萄糖酸、

山梨酸钾和焦磷酸钠几种食品级有机酸及有机酸盐对鸡

胴体表面的喷淋减菌效果，筛选出减菌效果最佳的3 种喷

淋减菌剂进行复合喷淋减菌处理，以期有效减少鸡胴体

表面常见的腐败性及致病性微生物数量，并探究其对贮

藏期间鸡胴体品质的影响，为延长产品的货架期、提高

产品的安全性以及改进鸡胴体喷淋减菌的生产工艺提供

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鸡胴体 河南省新乡市某屠宰加工企业；乳酸（食

品级） 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丙酸（食品级）  

武汉富鑫远科技有限公司；酒石酸（食品级） 河南

万邦实业有限公司；柠檬酸（食品级） 潍坊英轩实

业有限公司；葡萄糖酸（食品级） 安徽盈合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山梨酸钾（食品级） 如皋市长江食品

有限公司；焦磷酸钠（食品级） 江苏天富食品配料

有限公司；三氯乙酸（分析纯） 天津光复精细化工

研究所；硫代巴比妥酸（thiobarbituric acid，TBA）（分 

析纯） 南京奥多福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平板菌落计

数琼脂培养基、假单胞菌CFC选择性培养基、葡萄球菌

选择性培养基、STAA琼脂培养基、MRS肉汤和肠道菌计

数琼脂 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

产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SW-CJ-1FD超净工作台 苏州苏净集团；YXQ-LS-50S 

全自动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 上海博迅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医疗设备厂；微量移液器、电子天平 赛多利斯科

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T25高速匀浆器 德国IKA

公司；CR-400色差计 日本美能达公司；HH-42水浴锅 

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处理与微生物数量测定

选取河南省新乡市某屠宰加工企业生产线经烫毛

和除内脏后的鸡胴体进行悬挂处理，采用质量分数2%

乳酸、丙酸、酒石酸、柠檬酸、葡萄糖酸、山梨酸钾和

焦磷酸钠，分别对烫毛、除内脏后的鸡胴体进行雾化喷

淋处理，喷淋压力为280 kPa，喷淋距离为20 cm，喷淋

时间60 s，平均每只鸡胴体的喷淋总量约为200 mL，雾

化喷淋后将鸡胴体悬挂放置60 min后取样。分别在喷淋

前后选取每只鸡胴体背部、腹部、颈部、翅部和腿部

5 cm×5 cm的皮肤，以无菌棉签进行擦拭取样[15]，将棉

签分别放入100 mL生理盐水中，混匀后进行10 倍体积的

梯度稀释，选择合适的稀释度后，在不同的选择性培养

基琼脂平板上分别涂布1 mL稀释液进行培养，经37 ℃培

养48 h后分别对琼脂培养基、MRS琼脂培养基、葡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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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选择性培养基、假单胞菌CFC选择性培养基、STAA琼

脂培养基和肠道菌计数琼脂菌落计数，检测有机酸喷淋

前后鸡胴体表面菌落总数和乳酸菌、葡萄球菌属、假单

胞菌属、热杀索丝菌、肠杆菌科数量的变化，每个有机

酸处理组各选3 只鸡胴体进行测定，同时选3 只未经任何

处理的鸡胴体作为对照。筛选减菌效果较好的有机酸进

行复合使用，确定最佳的配比。

1.3.2 有机酸复合喷淋减菌效果的测定

选用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1.0%、0.5%、0.5%（处理组A），0.5%、1.0%、0.5%

（处理组B）和0.5%、0.5%、1.0%（处理组C）复配，

对烫毛、除内脏后的鸡胴体进行雾化喷淋处理，喷淋压

力为280 kPa，喷淋距离为20 cm，喷淋时间为60 s，平

均每只鸡胴体的喷淋总量约为200 mL，雾化喷淋处理后

将鸡胴体悬挂放置60 min后取样。微生物数量测定方法

同1.3.1节。

1.3.3 色泽的测定

使用CR-400色差计对鸡胴体表面色泽进行测定，采

用标准比色板（L*＝97.22，a*＝－0.14，b*＝1.82）进

行校正，其中L*值表示亮度，a*值表示红度，b*值表示

黄度[16]。每组样品测定6 次。

1.3.4 TBARS含量的测定

硫代巴比妥酸反应产物（thiobarbituric acid reactive 

substances，TBARS）含量参考Jongberg等[17]的方法略

作修改。肉样经绞碎处理后称取10 g放入含有40 mL  

0.8 g/L三氯乙酸的烧杯中混匀，用高速匀浆机7 500 r/min 

匀浆处理15 s。静置1 h，然后3 000 r/min离心10 min取

上清液，再经滤纸过滤后用蒸馏水定容至50 mL。取

6 mL滤液于具塞试管中，加6 mL 0.02 mol/L TBA溶液混

匀后，95 ℃水浴加热30 min，经5 000 r/min离心10 min

后，取上清液在532 nm波长处测吸光度，每个实验重复

3 次。以6 mL三氯乙酸和6 mL 0.02 mol/L TBA混合作为

空白对照。利用丙二醛和1,1,3,3-四乙氧基丙烷绘制标准

曲线计算TBARS含量。准确吸取相当于10 μg/mL丙二醛

的标准溶液0、0.1、0.2、0.3、0.4、0.5、0.6 mL置于纳氏

比色管中，加水稀释至3 mL，加入3 mL TBA溶液，按样

品测定步骤进行，根据测得吸光度绘制标准曲线。

1.3.5 TVB-N含量的测定

挥发性盐基氮（ total  volat i le  basic  ni t rogen，

TVB-N）含量参照GB 5009.22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18]中的半微量定氮法进

行测定。称取20 g经绞碎处理后的肉样（以20 mL蒸馏水

作为空白），加入100 mL三氯乙酸振荡浸渍30 min，取

5 mL经滤纸过滤的浸渍液、5 mL 10 g/L MgO悬浊液和

2 滴消泡硅油按顺序加入凯氏定氮装置，蒸馏5 min，用

10 mL硼酸收集蒸馏液，最后用0.01 mol/L盐酸标准滴定

溶液进行滴定。TVB-N含量通过下式计算。

TVB-N / mg/100 g
V1 V2 c 14

m 0.05
100

式中：V 1表示样品液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 

体积 / m L；V 2表示空白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 

积/mL；c表示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mol/L）； 

14代表滴定1.0 mL 1.000 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相当于

氮的质量/（g/mol）；m表示样品质量/g。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分析，所有实验重复

3 次，实验结果以 ±s表示，显著性分析采用Duncan检

验，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采用Excel 2016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菌落总数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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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图2～6同。

图 1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菌落总数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organic acids on total plate 

count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由图1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不同有机酸喷淋

处理后鸡胴体表面的菌落总数都显著减少（P＜0.05）， 

与对照组（5 . 3 2（ l g（C F U / c m 2）））相比减少到

3 . 3 1～4 . 4 5（ l g（C F U / c m 2））之间，其中酒石酸

对鸡胴体的减菌效果最好，其表面菌落总数降低到 

3 . 3 1（ l g（C F U / c m 2））。此外，乳酸、丙酸、

柠檬酸和焦磷酸钠喷淋处理后菌落数也降低到了 

4.00（lg（CFU/cm2））以下；乳酸、柠檬酸和酒石酸处

理组之间的减菌作用差异不显著（P＞0.05），对鸡胴体

的减菌效果较好。

夏小龙等采用质量分数1.5%乳酸和50 ℃热水结合

对鸡胴体进行喷淋处理，将鸡胴体表面的菌落总数由 

5.79（lg（CFU/cm2））降低到2.97（lg（CFU/cm2））[13]。 

Liu Aiping等采用质量分数2.5%乳酸和55 ℃热水结合对鸡

胴体进行喷淋处理，与对照组（5.74（lg（CFU/cm2））） 

相比，喷淋处理后鸡胴体表面的菌落总数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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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lg（CFU/cm2））[19]。这可能是因为乳酸与热水相

结合比本研究单一有机酸喷淋处理效果略好。Koolman

等发现采用柠檬酸对鸡胴体浸泡处理15 s可以将鸡胴体表

面的菌落总数减少0.7（lg（CFU/cm2））[12]，与本研究

相比效果较差，这可能是因为浸泡处理容易引起交叉污

染，导致减菌效果不佳[8]。Sakharee等采用质量分数0.5%

乙酸对鸡胴体表面进行减菌处理，仅使菌落总数减少 

0.2～0.7（lg（CFU/cm2）），减菌效果较差，可能与其

使用的乙酸质量分数较低有关[20]。

2.2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乳酸菌数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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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乳酸菌数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organic acids on lactic acid 

bacterial count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由图2可以看出，经不同有机酸喷淋处理后，与对

照组（3.59（lg（CFU/cm2）））相比，鸡胴体表面的

乳酸菌数显著减少到2.11～3.17（lg（CFU/cm2））之间 

（P＜0.05），其中丙酸喷淋处理对乳酸菌的减菌效果最

好，菌落总数降低到2.11（lg（CFU/cm2））。乳酸与葡萄

糖酸、山梨酸钾与焦磷酸钠、丙酸和柠檬酸处理组之间差

异不显著（P＞0.05），其中乳酸和葡萄糖酸喷淋处理对

鸡胴体的减菌效果较差。此外，酒石酸和柠檬酸喷淋处

理后乳酸菌数量降低到2.59（lg（CFU/cm2））以下，降

低了一个数量级，对鸡胴体表面乳酸菌的减菌效果较好。

del Río等发现采用质量分数2%柠檬酸浸泡鸡腿15 min后，

可以将其表面乳酸菌数量降低一个数量级，具有明显的减

菌效果[21]，可能因其减菌浸泡处理的时间较长。

2.3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葡萄球菌属

数量的影响

由图3可以看出，不同有机酸喷淋处理后，除了焦

磷酸钠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处理都

能显著减少鸡胴体表面的葡萄球菌属数量（P＜0.05），

与对照组（3.16（ lg（CFU/cm2）））相比菌落数减

少到1.75～3.02（lg（CFU/cm2））之间，其中柠檬酸

对葡萄球菌属的喷淋减菌效果最好，其菌落数降低到 

1.75（lg（CFU/cm2））。葡萄糖酸与山梨酸钾、丙酸

和酒石酸、乳酸和葡萄糖酸喷淋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0.05）。丙酸和酒石酸喷淋处理后葡萄球菌属数

量降低到2.16（lg（CFU/cm2））以下，降低了一个数

量级，对葡萄球菌属的减菌效果较好。Sakharee等采用

质量分数0.5%乙酸和乳酸分别对鸡胴体进行喷淋减菌

处理，将鸡胴体表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数量分别减少了 

1.8（lg（CFU/cm2））和1.9（lg（CFU/cm2）），具有

较好的减菌效果[20]。del Río等采用质量分数2%柠檬酸浸

泡鸡腿进行减菌处理15 min，在120 h的贮藏期内可以将

金黄色葡萄球菌数量减少约2.08（lg（CFU/cm2））， 

可以有效地降低食源性致病菌对贮藏期间鸡腿产品的

污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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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葡萄球菌属数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organic acids on 

Staphylococcus spp. count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2.4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假单胞菌属

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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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假单胞菌属数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organic acids on 

Pseudomonas spp. count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由图4可以看出，与对照组（2.89（lg（CFU/cm2））） 

相比，不同有机酸喷淋处理都能显著减少鸡胴体表面的

假单胞菌属数量（P＜0.05），鸡胴体表面菌落数减少

到1.17～2.18（lg（CFU/cm2））之间，其中柠檬酸、

丙酸、葡萄糖酸和焦磷酸钠喷淋处理组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P＞0.05），对假单胞菌属的减菌效果最好，

其菌落数降低到约1.17（lg（CFU/cm2））；酒石酸与

山梨酸钾喷淋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但喷淋处理后鸡胴体表面假单胞菌属数量也降低到了 

1.89（lg（CFU/cm2））以下，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说明

其对假单胞菌属的减菌效果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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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热杀索丝菌

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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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热杀索丝菌数量的影响

Fig. 5 Effects of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organic acids on Brochothrix 
thermosphacta count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由图5可以看出，与对照组（2.78（lg（CFU/cm2））） 

相比，鸡胴体经不同有机酸喷淋处理后表面的热杀索丝

菌数量都显著减少到1.48～2.48（lg（CFU/cm2））之间

（P＜0.05），其中丙酸和酒石酸喷淋处理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P＞0.05），对胴体表面热杀索丝菌的减菌效果

最好，菌落数降低到约1.48（lg（CFU/cm2））。此外，

乳酸喷淋处理后鸡胴体表面热杀索丝菌数量也降低到 

1.78（lg（CFU/cm2））以下，降低了一个数量级，对热

杀索丝菌的减菌效果较好。Alonso-Hemando等采用质量

分数2%柠檬酸浸泡鸡腿进行减菌化处理15 min后，与对

照组相比，在120 h的贮藏期内可以有效将热杀索丝菌的

数量减少约2.31（lg（CFU/cm2）），有效地降低热杀索

丝菌对贮藏期间鸡腿产品的污染[22]。

2.6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肠杆菌科数

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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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肠杆菌科数量的影响

Fig. 6 Effects of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organic acids on 

Enterobacteriaceae count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由图6可以看出，与对照组（3.22（lg（CFU/cm2））） 

相比，不同有机酸喷淋处理都能显著减少鸡胴体表面的

肠杆菌科菌落数到1.26～2.68（lg（CFU/cm2））之间 

（P＜0.05），其中葡萄糖酸的减菌效果最好，经喷淋处理后

鸡胴体表面肠杆菌科菌落数减少到1.26（lg（CFU/cm2））； 

乳酸、丙酸和酒石酸喷淋处理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此外，柠檬酸喷淋处理后鸡胴体表面肠

杆菌科菌落数降低到2.22（lg（CFU/cm2））以下，降低

了一个数量级，对肠杆菌科的减菌效果较好。Fabrizio

等的研究表明，采用乙酸对鸡胴体进行喷淋并没有减

少其表面肠杆菌科的菌落数[23]。del Río等的研究发现，

采用质量分数2%柠檬酸浸泡鸡腿15 min后，可以将其

表面肠杆菌科菌落数减少1.5（lg（CFU/g）），具有明

显的减菌效果，可能因其减菌浸泡处理的时间较长[21]。 

Gonzá lez -Fandos等将新鲜的鸡腿放入质量分数2%

苹果酸中浸泡处理5 min，发现可以有效降低鸡腿表

面肠杆菌科的菌落数，贮藏1 d后肠杆菌科菌落数由 

6.00（lg（CFU/g））降到4.67（lg（CFU/g））[24]。

2.7 复合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减菌效果的

影响

综合以上不同有机酸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菌落

总数及乳酸菌、葡萄球菌属、假单胞菌属、热杀索丝菌

和肠杆菌科的减菌效果，从乳酸、丙酸、酒石酸、柠檬

酸、葡萄糖酸、山梨酸钾和焦磷酸钠这几种食品中常用

的有机酸及其盐类中选择减菌效果相对较好的柠檬酸、

丙酸和酒石酸进行复配。如图7所示，与对照组相比，

鸡胴体表面的菌落总数及乳酸菌、热杀索丝菌、葡萄

球菌属、假单胞杆菌属、肠杆菌科的数量均显著下降 

（P＜0.05）；其中处理组B与处理组C对菌落总数、葡萄

球菌属和肠杆菌科的减菌效果差异不显著（P＞0.05）；

处理组A与处理组B、C对菌落总数、葡萄球菌属和肠杆

菌科的减菌效果差异显著（P＜0.05）；处理组A、B、

C之间对乳酸菌和热杀索丝菌的减菌效果差异不显著 

（ P ＞ 0 . 0 5 ），对假单胞菌的减菌效果差异显著 

（P＜0.05），且处理组A的效果最好。因此，处理组A

（1%（质量分数，下同）柠檬酸、0.5%丙酸和0.5%酒石

酸）喷淋处理对鸡胴体的减菌效果最好，且其减菌效果

优于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单独喷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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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菌种不同组别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 7 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复合喷淋对鸡胴体表面的减菌效果

Fig. 7 Decontamination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citr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Zhu Yuanting等采用质量分数0.5%乳酸和1%柠檬酸

对鸡腿混合喷淋30 s，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菌落

总数减少了1.68（lg（CFU/cm2）），假单胞菌属数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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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约1.85（lg（CFU/cm2））；鸡腿表面的肠杆菌科在

未处理前约为1.13（lg（CFU/cm2）），经复合有机酸处

理后已检测不到[25]。目前研究认为有机酸的抑菌机制主

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导致细胞质酸化而破坏细胞的能量

生产和调控能力；二是将电离的酸离子浓度积累到细胞

毒性水平，从而导致微生物细胞死亡[26]。柠檬酸主要是

通过调控金属离子的螯合或插入作用破坏细胞膜的稳定

性，从而对微生物起到抑制作用[27]。而乳酸主要是直接

穿透细胞质膜进入细胞内部，引起细胞内部的pH值发生

变化，从而破坏一些重要的细胞代谢过程[28]。结合本研

究和前人的研究结果，采用不同的有机酸对鸡胴体进行

混合喷淋可以有效地降低表面常见的腐败性及致病性微

生物的数量。

2.8 复合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鸡胴体表面色泽的影响

表 1 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复合喷淋对鸡胴体表面色泽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citr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 on color of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组别 a* b* L*

对照组 10.12±0.94a 2.95±1.39a 75.22±1.25a

处理组 10.85±1.32a 2.57±1.56a 76.48±1.64a

注：同列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表示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由表1可知，经1%柠檬酸、0.5%丙酸和0.5%酒石酸

复合喷淋处理后，鸡胴体表面的a*、b*、L*值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表明复合有机酸喷淋处理

不会对鸡胴体的色泽产生影响。

2.9 复合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贮藏期间鸡胴体表面菌

落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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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复合喷淋对贮藏期间鸡胴体 

表面菌落总数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citr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 on total plate count on broiler carcass surface during storage

由图8可知，在4 ℃贮藏条件下，对照组样品的菌

落总数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说明腐败速度较快。对

照组在第5天时菌落总数已经超过6（lg（CFU/cm2））

的国家标准，而经过1%柠檬酸、0.5%丙酸和0.5%酒

石酸雾化喷淋的处理组在第 9天时菌落总数才超过 

6（lg（CFU/cm2）），说明复合有机酸处理对鸡胴体表

面微生物繁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2.10 复合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贮藏期间鸡胴体

TVB-N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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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复合喷淋对贮藏期间鸡胴体 

TVB-N含量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citr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 on TVB-N value of broiler carcasses during storage

TVB-N主要由微生物将肉中的含氮组分降解产生，

而其含量通常是评估肉和肉制品的新鲜度及微生物腐败

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29-30]。由图9可知，在4 ℃贮藏条件

下，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1%柠檬酸、0.5%丙酸和0.5%

酒石酸雾化喷淋处理组和对照组样品的TVB-N含量都呈

现增加的趋势，复合有机酸喷淋处理后TVB-N含量增加

的趋势减缓，处理组样品的TVB-N含量到第5天时明显

低于对照组；在第7天时，对照组的TVB-N含量超过了

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

品》的规定（鲜鸡肉中TVB-N含量低于15 mg/100 g）；

而处理组在第11天时才超出限量，说明在贮藏期间，复

合有机酸喷淋处理可以有效地延缓鸡胴体的腐败速度。

2.11 复合有机酸雾化喷淋处理对贮藏期间鸡胴体

TBARS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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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复合喷淋处理对贮藏期间鸡胴体 

TBARS含量的影响

Fig. 10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citr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 on TBARS value of broiler carcasses during storage

TBARS是肉类油脂氧化腐败程度的反映，常用来评

价肉的新鲜度[31]。由图10可知，在4 ℃贮藏期间，随着贮

藏时间的延长，1%柠檬酸、0.5%丙酸和0.5%酒石酸雾化

喷淋处理组和对照组样品的TBARS含量均呈增加趋势，

说明鸡胴体的油脂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经

复合有机酸喷淋处理后TBARS含量增加的趋势减缓，证

明复合有机酸喷淋处理可以有效抑制鸡胴体在贮藏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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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ARS含量的升高，说明在贮藏期间复合有机酸喷淋处

理可以有效降低鸡胴体的油脂腐败程度。

3 结 论

本研究从食品工业常用的有机酸及其盐类中筛选得

到对鸡胴体表面常见腐败性及病原性微生物喷淋减菌效果

较好的3 种减菌剂，分别为柠檬酸、丙酸和酒石酸。选取

这3 种有机酸对鸡胴体表面进行复合喷淋减菌处理，发现

复合有机酸喷淋对鸡胴体表面的菌落总数和乳酸菌、热杀

索丝菌、假单胞菌属、葡萄球菌属、肠杆菌科均具有明显

的减菌效果。复合有机酸喷淋处理明显降低了鸡胴体在贮

藏期间菌落总数、TVB-N和TBARS含量，提高了产品的

安全性，有助于延长产品的货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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