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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工作者在食品安全领域做出了诸多探索。
为了展示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科研工作者取得的最新进展，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 生物加工过程》 邀请上海海洋大学、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江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工业
大学、南昌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态势进行总
结，以专刊的形式报道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赵勇等综述了 ４ 种主要的细菌耐药机制：降低细胞膜通透性机制、外排泵机制、药物靶标位点突变机制
以及酶解作用机制。 在此基础之上，系统回顾了常见食源性致病菌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并对食源性致病
菌耐药机制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食源性致病菌耐药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为食
源性致病菌耐药性风险的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方昕等认为科学的评估和精准的检测是严格监管转基因食品重要的技术基础。 综述了包括常规 ＰＣＲ、
数字 ＰＣＲ、等温扩增、侧翼序列扩增及核酸检测试纸等使用频率较高的转基因检测技术，并对这些技术做出
了原理阐释、应用介绍和方法评价，以期为转基因食品分析检测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思路。
潘玉宁等从介绍生物传感器检测机理入手，重点结合食品安全检测涉及的小分子量有机物、金属和多
原子离子、生物毒素（ 细菌毒素与真菌毒素） 及病原微生物的检测等多个方面，特别地归纳现阶段几类应用
纳米材料的生物传感新技术及其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检测实例。
周游等就当前生物性、化学性食品危害物的种类及其检测方法进行综述，认为在传统的食品危害物检
测方法大多已不能满足现代食品检测需求的形势下，开发更为快速、灵敏、经济、便携、可视的检测技术及产
品是行业研究热点和发展要求。 随着纳米材料技术、适配体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等技术的进步，多种新型的
检测技术已被报道，但许多方法距离实际应用和工业化生产还有不少困难。 未来，科研工作者们需要在实
践运用和检测技术产品化的道路上付出更大努力。
周凯等从氨基甲酸已酯（ ＥＣ） 污染情况出发，分析了发酵食品中 ＥＣ 的形成原因和对应的控制方法，系
统阐述了目前发酵食品中 ＥＣ 的快速检测方法，以期为发展高效、快速、经济的 ＥＣ 快速检测方法提供参考。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ＧＣ ＭＳ） 是检测 ＥＣ 的主要方法，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和稳定性强等特点；而 ＧＣ
ＭＳ ／ ＭＳ 和 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能降低检测限并具有更好的选择性，甚至能简化前处理过程，但不能满足在线检
测以及大量样品需要筛查的要求，因此，开发出便宜和操作简便的快速 ＥＣ 检测方法才能满足企业、监管机
构甚至是消费者的需求。
邓家珞等比较分析了常用的兽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总结了拉曼光谱技术、薄层色谱技术、免疫学技
术、生物传感器技术和生物芯片技术等兽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的不足及优势，展望了兽药残留快检技术发
展趋势，以期对今后兽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卢丹等针对一些常见的真菌毒素进行总结归纳，并根据这些毒素的特征综述了相应的生物降解方法。
另外，总结了一些与真菌毒素相关的新的酶或微生物，并对一些新的技术（ 如蛋白质工程等） 在真菌毒素降
解中的应用进行讨论。 认为酶法降解真菌毒素技术与传统的物理、化学好微生物脱毒方法相比，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但目前关于真菌毒素的酶降解技术大部分仍停留在起步阶段，新酶的发掘工作仍举步维艰。
刘娜梅等分别采用磷酸盐缓冲液提取法、免疫磁富集法和 ＧＢ ２９６９４—２０１３ 法提取鸡脯肉中的磺胺二甲
基嘧啶，比较了这 ３ 种方法的回收率和稳定性。 研究结果发现：磷酸盐缓冲液提取法简便省时，但是其回收
率偏低；ＧＢ ２９６９４—２０１３ 法与免疫磁富集法的回收率均可高达 ９０％，与 ＧＢ ２９６９４—２０１３ 法相比，免疫磁富
集法更省时，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汪开银等通过直接提取法、固相萃取法和皂化法对辣椒制品中苏丹红Ⅰ进行提取净化，用胶体金免疫
层析法对其进行检测，并进行方法学验证，以建立一种辣椒制品中苏丹红Ⅰ的快速检测方法，结果显示：固
相萃取法适用于辣椒酱和辣椒油的快速检测，检测限为 １０ μｇ ／ ｋｇ；皂化法适用于辣椒粉的快速检测，检测限

为 １０ μｇ ／ ｋｇ。 方法学验证表明：以辣椒酱、辣椒油和辣椒粉作为空白基质的检测限为 １０ μｇ ／ ｋｇ，灵敏度均为
１００％，特异性为 ８７ ５％ ～ １００％，假阳性率为 １２ ５％，假阴性率为 ０％。 该方法快速准确、灵敏度高，可适用于
辣椒制品苏丹红Ⅰ的快速检测。
董雪等基于呋喃唑酮代谢物 ３ 氨基 ２ 恶唑烷酮（ ＡＯＺ） 的小鼠单克隆抗体和小分子抗原抗体竞争法
检测的原理，建立了鸡蛋中 ＡＯＺ 的胶体金试纸条检测方法。 结果表明：该检测方法灵敏度高，通过肉眼判断
最低检测限为 ０ ０２ μｇ ／ ｋｇ，消线含量为 ０ ５ μｇ ／ ｋｇ。 该方法能够对鸡蛋中 ＡＯＺ 实现快速检测和高灵敏度分
析，对于现场快检的具有重要意义。
吴雨豪等以 ６５ ｎｍ ＡｕＮＦｓ 为新型探针，成功地建立了免疫层析法快速定量检测猪尿中 ＳＡＬ 的新方法，
该方法检测 ＳＡＬ 的 ＩＣ ５０ 值达到 ０ １４３ ｎｇ ／ ｍＬ，检测猪尿样品的最低检测限为 ０ ０２７ ｎｇ ／ ｍＬ。 相比于实验室常
用 ＥＬＩＳＡ 检测方法，该方法仅需一台便携式读取仪，１７ ｍｉｎ 内即可实现猪尿中 ＳＡＬ 的高灵敏定量检测，且不
需复杂的操作以及专业的操作人员，适于 ＳＡＬ 的现场快速筛查检测。
冷玲等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氟硼吡咯（ ＢＯＤＩＰＹ） 类的 Ｈｇ ２＋ 荧光淬灭型荧光探针 ＳＯＨ，通过紫外 可见滴定
和荧光滴定等光谱性能测定发现：在纯乙腈体系中，探针 ＳＯＨ 遇 Ｈｇ ２＋ 会产生由黄色变为红色的明显颜色变
化和荧光淬灭现象；在多离子共存下，对 Ｈｇ ２＋ 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竞争性；Ｈｇ ２＋ 浓度在 １ ～ １３ μｍｏｌ ／ Ｌ 范围内
线性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９４，检出限为 ０ ５３ μｍｏｌ ／ Ｌ。 用本方法对矿泉水、大米和鮟鱇鱼样品进行加标回收实验，
回收率为 ９４ ３６％ ～ １０７ ８０％，满足痕量 Ｈｇ ２＋ 分析的要求。
岳苑等依据 ＧＢ ４７８９ ３０—２０１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第二法平板计数法和 ＪＪＦ １０５９ １—２０１２《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对单增李斯特氏菌平板计数法测量不
确定度的来源进行分析，以建立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平板计数法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方法。 结
果发现：分析的不确定度来自样品制备、样品稀释及重复测量的过程，样品的存储采集、样品的均质、培养基
配制的时间、培养基灭菌温度、培养箱温度及培养时间对总不确定度的贡献较小。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平板计数法的检测结果为（２ ９±１ ２） × １０ ６ ＣＦＵ ／ ｇ，对同一样品测定 １０ 次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１ ２ × １０ ６ 。
袁毅等对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法（ ＴＲＦＩＡ） 对大米中黄曲霉毒素 Ｂ １ （ ＡＦＢ １ ） 含量的不确定度进行
分析，找出影响不确定度的主要分量。 根据 ＣＮＡＳ ＧＬ０６ ∶ ２００６《 化学分析中不确定度的评估指南》 中提供
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分析测定过程中各不确定度分量的来源，并对其进行量化和评定。 结果表明：相对
标准合成不确定度为 ３ ７０３％、相对标准总不确定度为 ７ ４０６％，大米中黄曲霉毒素 Ｂ１ 含量为（ ５ ２３５ ２ ±
０ ３８７ ７） μｇ ／ ｋｇ（ ｋ ＝ ２） 。 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标准曲线拟合、重复性检测和样品提取，分别占比 ２０ ８２％、
２３ ２７％和 １９ ３５％。 在测定过程中，应首先制备准确且稳定的标准曲线，并增加平行样的测定次数，提高提
取操作的准确度。 本文所建立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可用于 ＴＲＦＩＡ 法测定大米中黄曲霉毒素 Ｂ１ 含量结果的
评定。
陈振华等考察了 Ｐｈａｎｔａ ＤＮＡ 聚合酶在优化条件下对血液、植物和食品等非处理标本的检测性能。 结果
表明：在反应缓冲溶液 ＳＦ Ｂｕｆｆｅｒ 中加入 ５％二甲基亚砜（ ＤＭＳＯ） 和 ３ ｍｍｏｌ ／ Ｌ Ｍｇ ２＋ 以及 ５０ μＬ 反应体系中使
用 １ Ｕ 酶时，Ｐｈａｎｔａ ＤＮＡ 聚合酶突变体具有最强的扩增性能，可对低至 ０ ０５ ｎｇ 基因组、植物叶片粗提液、高
达 ４０％全血浓度、 食品粗提液进行有效检测， 性能优于普通 Ｔａｑ ＤＮＡ 聚合酶及未进行反应条件优化的
Ｐｈａｎｔａ ＤＮＡ 聚合酶。 本研究在食品检测、法医鉴定、分子诊断等应用中非处理标本的检测具有极大应用
价值。
《生物加工过程》 作为报道我国生物工程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期刊，能够专门策划一期“ 食品安全检测
技术” 专刊，集中报道食品安全检测领域的创新成果及重要案例，意义重大，这将为我国食品生物技术领域
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参考。
南京工业大学 熊晓辉
江南大学 王周平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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