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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半定量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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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园怨曰圆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与评价所袁江苏

南京

目的院调查南京市场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情况袁探索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风险遥 方法院按照微生物风险评估

的程序袁应用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结合检索到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风险评估袁微生物的检测使用国家标准检测方法遥 结果院

副溶血性弧菌是我国食源性疾病的最主要原因袁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平均检出率为 源源援员圆豫遥 南京市每人每天因生食海产

品引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的患病概率为 愿援圆圆 伊 员园原远袁每年因生食海产品引起的病例数为 员援愿源 伊 员园源 人袁风险等级为 缘猿遥 结
论院生食海产品为高度风险袁建议消费者减少生食海产品袁同时加强市场监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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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性弧菌渊灾 蚤遭则蚤燥 责葬则葬澡葬藻皂燥造赠贼蚤糟怎泽冤主要存
在于海产品中袁人们因食用污染的海产品或交叉污
染的其他食物而发生食物中毒遥 在我国袁副溶血性
弧菌所致食物中毒在细菌性食物中毒中占有重要地
位袁副溶血性弧菌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食源性疾病
问题之一遥 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 员怨怨圆耀圆园园员 年的
数据显示袁在微生物食源性疾病中袁由副溶血性弧菌
引起的占 猿员援员豫袁居首位咱员暂遥 根据国家食源性疾病监
测网 圆园园猿耀圆园园苑 年报告资料分析袁副溶血性弧菌依
旧是我国食源性疾病的主要致病菌咱圆暂遥
本研究按照微生物风险评估的基本四步骤袁对
南京市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情况进行半定量
风险评估袁获得风险等级遥 为生食海产品的风险管
理提供依据袁指导居民科学消费海产品曰同时也为进
一步研究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定量风险评
估提供一定依据遥
员 材料和方法
员援员 材料
副溶血性弧菌的危害识别尧危害特征描述和暴
露评估主要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咱猿原员苑暂袁消费情况利
用 圆园园怨 年野中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冶的数据袁人口
咱基金项目暂
员园月园远鄄园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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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源冤园苑鄄怨缘怨鄄园猿

数量查询南京市统计局统计资料咱员员暂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污染情况检测
按照叶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
验曳渊郧月栽源苑愿怨援苑鄄圆园园愿冤的要求袁对南京市 圆园员猿 年 员耀
苑 月的 员缘愿 份生食海产品进行检测遥 并检索海产品
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情况的相关文献咱员圆原圆员暂遥
员援圆援圆 微生物风险评估方法
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渊员怨怨怨 年冤规定的微
生物风险评估 源 个步骤进行院危害识别袁危害特征描
述袁暴露评估袁风险特征描述遥 采用澳大利亚 砸燥泽泽 和
杂怎皂灶藻则 开发的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袁 结合文献材料和
检测数据设定 员员 个问题的参数袁进行风险评估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危害识别
副溶血性弧菌属于革兰氏阴性的嗜盐菌袁在
员怨缘园 年于日本首次被发现是一种食源性致病菌遥 该
次食物中毒事件经调查证实与食用的沙丁鱼有关袁
造成了 圆苑圆 人患病袁并有 圆园 人死亡咱猿暂遥 美国在 员怨苑猿
年至 员怨怨愿 年共报道了 源园 起副溶血性弧菌暴发袁病
例 员 园园园 余例咱源暂遥 酝藻葬凿 等咱缘暂认为美国副溶血性弧菌
感染的实际人数可能为报告的 圆园 倍遥 上海市 圆园园园耀
圆园园苑 年副溶血性弧菌致食物中毒事件起数和涉及
患者人数分别占同期食物中毒事件起数和患者人数
的 缘苑援员源豫和 缘远援员园豫咱远暂遥副溶血性弧菌通常引起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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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炎袁偶尔也引起伤口感染和败血症咱苑暂遥 胃肠炎表

源源援员圆豫遥

圆援圆 危害特征描述
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具有明显的季节

虾蟹类和头足类脱离海水环境后存活率低尧 易腐败
变质袁一般以冰鲜状态销售遥副溶血性弧菌生长繁殖

现为腹泻尧腹部痉挛尧恶心尧呕吐和发热袁该病一般具
有自限性袁危害严重性属于野轻微冶遥

海产品中的甲壳贝类在农贸集市和超市多以鲜
活状态销售袁居民购买后自行加工食用曰其他鱼类尧

性袁多在夏秋季袁与海水温度和盐度有很强的关联曰全
人群普遍易感袁感染后免疫力不强袁可重复感染咱愿暂遥 儿
童和老年人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咱怨暂遥 海产品中袁

的最适宜温度为 猿园耀猿苑益袁 冰冻低温环境对副溶血
性弧菌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咱圆圆暂遥海产品在生鲜状态下袁
其携带的副溶血性弧菌极易造成交叉污染遥 副溶血

副溶血性弧菌致食物中毒不一定都是海产品袁熟肉
制品加工中被污染而食用前未加热袁或者从业人员

此次研究中以生食海产品为研究对象袁 食用前的烹
调内容一般为清洗尧焯水尧切片和蘸取调味品渊芥末尧

带菌操作污染了蔬菜尧熟食都可能引起食物中毒遥
要敏感性
针对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中的项目 粤要要
和严重性袁评估结果见表 员遥

酱油尧蒜泥尧醋等冤遥 研究表明袁食醋尧蒜泥尧芥末对副
溶血性弧菌有一定的杀灭或抑制作用咱圆远原圆苑暂遥
针对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中的项目 悦要要
要食物中
含有致病性剂量的概率袁具体见表 源遥

鱼类尧甲壳类是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的重要食物污染
源袁生食或食用未煮熟的受到污染的海产品袁以及交
叉污染是副溶血性弧菌的主要感染途径咱员园暂遥 另外值
得关注的是袁虽然生鲜海产品可能是污染的源头袁但

表 员 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敏感性和严重性
项目 粤
危害严重性
相关人群的易感性

参数等级
轻微
普遍易感

圆援猿 暴露评估
圆援猿援员 南京市居民生食海产品的消费情况
根据 圆园园怨 年野中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冶江苏省
调查数据袁 成年居民每日平均摄入水产品 远缘援圆远 早遥
由于南京不沿海袁居民消费生食海产品相对江苏沿
海地区少遥 假定每月消费 员 次生食海产品袁消费人
群比例为大多数 渊苑缘豫冤遥 根据南京市统计局资料袁
圆园员圆 年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为 愿员远援员 万人咱员员暂遥
针对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中的项目 月要要
要食物暴
露的概率袁评估结果见表 圆遥
表 圆 南京市居民生食海产品的消费情况

项目 月
消费频率
消费产品的人口比例
消费人群的大小

参数等级
每月 员 次
大多数渊苑缘豫冤
其他院愿员远援员 万

圆援猿援圆 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污染情况
对南京市 圆园员猿 年 员耀苑 月的 员缘愿 份海产品进行
检测袁其中 苑圆 份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测为阳性袁检
出率为 源缘援缘苑豫遥 同时收集了南京市和全国其他省市
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情况的 员园 篇文献咱员圆原圆员暂袁
将其作为参考评估的资料袁具体实验结果和文献数
据见表 猿遥 根据样品总数和检出总数得到算术平均
数袁 即海产品 中副溶血性弧菌的 平均 检出 率为

性弧菌的感染剂量有很大波动袁 并非所有的副溶血
性弧菌都能引发疾病袁 环境和海产品的分离株多数
为无毒株咱圆猿原圆源暂遥 普通人对副溶血性弧菌的最低感染剂
量为 员 伊 员园猿 悦云哉袁一般感染剂量 陨阅缘园越员 伊 员园缘 悦云哉咱圆缘暂遥

表猿

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污染情况

编号
园员
园圆
园猿
园源
园缘
园远
园苑
园愿
园怨
员园
员员
加权平均值
表源

样品数渊个冤 检出数渊个冤 检出率渊豫冤 参考文献
江 晓咱员圆暂
圆缘援园园
园园缘
圆 园圆园
园愿援圆源
园园苑
叶艳华咱员猿暂
圆 园愿缘
愿猿援圆员
圆圆愿
陈永红咱员源暂
圆 圆苑源
猿愿援缘远
园怨员
刘秀梅咱员缘暂
圆 圆猿远
猿圆援园源
员员远
严纪文咱员远暂
圆 猿远圆
源源援员怨
员猿猿
张俊彦咱员苑暂
圆 猿园员
源缘援缘苑
员猿怨
张淑红咱员愿暂
圆 猿园缘
缘苑援员源
园怨圆
程苏云咱员怨暂
圆 员远员
源怨援缘员
园缘员
马 聪咱圆园暂
圆 员园猿
圆园援园园
园源员
车 光咱圆员暂
圆 圆园缘
源缘援缘苑
园苑圆
本 文
圆 员缘愿
源源援员圆
怨苑缘
圆 圆员园

生食海产品中含有致病性副溶血弧菌的概率

项目 悦
每份原料污染的概率
加工过程的影响
加工后再污染的可能性
加工后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初始污染水平增加多少倍可造成中毒
食用前烹调的影响

圆援源

参数等级
其他 源源援员圆豫
部分降低
主要的
无控制
显著增加
部分消除

风险特征描述
将危害识别尧 危害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的结果
输入到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中袁得到生食海产品的半定
量风险评估结果遥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将评分分为 猿 个
等级院约 猿圆 分为低风险袁猿圆耀源愿 分为中度风险袁跃 源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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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高度风险咱圆愿暂遥 每人每天因生食海产品引起副溶

再吃遥 若不能减少生食海产品袁则根据两个对风险

等级为 缘猿遥 根据评估得到的风险等级袁生食海产品
为高度风险遥调整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中的各参数等级

藏并及时进食海产品都可以使生食海产品的风险
等级降低遥

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的患病概率为 愿援圆圆 伊 员园 袁 每年
因生食海产品引起的病例数为 员援愿源 伊 员园源 人袁 风险
原远

并分析袁以野每份原料污染的概率冶和野初始污染水平

增加多少倍可造成中毒冶这 圆 项指标比较敏感袁对评
估的结果影响较大遥
猿 讨

论

微生物风险评估是目前国际食品安全研究的前
沿领域袁被视为食品安全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咱圆怨暂遥 本
次研究在缺乏定量数据的情况下袁采用半定量方法袁
对生食海产品进行了风险评估遥 根据结果袁生食海
产品的风险等级为高度风险遥
砸蚤泽噪 砸葬灶早藻则 软件是基于 耘曾糟藻造 表提出的一个加
权评分法袁 通过权重系数对风险进行主观的分级遥
该半定量评估方法主要可以用来比较不同产品尧不
同微生物袁甚至是不同控制措施的相对风险咱猿园暂袁为进
一步的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提供基础资料和方向袁
但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遥 耘增藻则泽 和 悦澡葬则凿燥灶咱猿员暂也构建
了一个基于 耘曾糟藻造 表的简单 野快速微生物定量风险
评 估 渊泽憎蚤枣贼 择怎葬灶贼蚤贼葬贼蚤增藻 皂蚤糟则燥遭蚤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则蚤泽噪 葬泽泽藻泽泽鄄
皂藻灶贼袁泽匝酝砸粤冤工具冶遥 泽匝酝砸粤 是从零售阶段开始袁
通过分析与病原体繁殖和传播相关的关键因素渊交
叉污染和烹饪冤袁最终获得该食物原病原体组合导致
的感染和发病人数遥 经典的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方
法是采用数学模型袁对某种致病微生物从农场到餐
桌整个食物链的繁殖和传播过程进行描述遥 在今后
的深入研究中袁可以使用后两种方法袁特别是利用经
典的定量风险评估方法对生食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
菌进行评估遥
本文引用了权威的文献资料进行危害识别袁
但是缺少剂量反应关系遥 对于消费频率袁本文是基
于 圆园园怨 年野中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冶江苏省调
查数据进行的假定袁 消费量的偏倚可能会对结果
产生影响遥 在今后的研究中袁要注意收集剂量反应
关系和实际发病率的资料袁 进一步研究微生物定
量风险评估遥
通过评估过程中调整各参数等级发现袁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袁如果野食用前烹调的影响冶为完
全消除袁 就可使风险等级为 园遥 在煮熟煮透的情况
下袁可以保证海产品中的副溶血性弧菌完全被杀死袁
所以建议消费者减少生食海产品袁尽量煮熟煮透后

等级较为敏感的指标来指导食用海产品遥 减少生食
海产品的频率尧挑选干净有保障的海产品尧正确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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