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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对南京市零售市场上鸡类食品中的沙门氏菌进行定性尧定量检测袁以了解其沙门氏菌的污染状况遥 方法院选取

超市和农贸市场作为采样点袁分别采用 孕悦砸 方法和最可能数渊皂燥泽贼 责则燥遭葬遭造藻 灶怎皂遭藻则袁酝孕晕冤定量法对样品进行检测曰运用 岳则蚤泽噪

风险评估软件袁用 悦怎皂怎造葬贼蚤增藻 分布拟合阴性和阳性样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水平袁用 阅蚤泽糟则藻贼藻 分布拟合所有样品中沙门氏菌的污
染水平遥 结果院圆愿愿 份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阳性率高达 员源援怨豫袁远 种不同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阳性率无差异袁农贸市场零售鸡类

食品沙门氏菌的阳性率高于超市曰在 愿 个抽检月份中袁远尧苑 月份阳性率较高袁分别为 圆苑援缘豫和 圆园援园豫遥 阴性样品中沙门氏菌的污
染水平为 园援园园怨 酝孕晕 辕 早袁 阳性样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水平为 员援园愿园 酝孕晕 辕 早袁 所有检测样品中沙门氏菌的平均污染水平为 园援园员愿

酝孕晕 辕 早遥 结论院南京市零售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状况不容忽视袁未来应加强对沙门氏菌污染的定量监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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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燥灶贼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泽贼葬贼怎泽 燥枣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蚤灶 则藻贼葬蚤造 则葬憎 糟澡蚤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宰怎 再怎灶枣藻灶早员袁再怎葬灶 月葬燥躁怎灶圆鄢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晕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袁杂藻糟燥灶凿 悦造蚤灶蚤糟葬造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猿曰圆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云燥燥凿 杂葬枣藻贼赠 葬灶凿 耘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袁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 枣燥则 阅蚤泽藻葬泽藻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悦燥灶贼则燥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皂燥灶蚤贼燥则 贼澡藻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糟燥灶贼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泽贼葬贼怎泽 燥枣 糟燥皂皂藻则糟蚤葬造 糟澡蚤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蚤灶 晕葬灶躁蚤灶早 糟蚤贼赠 贼澡则燥怎早澡

凿藻贼藻糟贼蚤灶早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择怎葬造蚤贼葬贼蚤增藻造赠 葬灶凿 择怎葬灶贼蚤贼葬贼蚤增藻造赠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砸藻贼葬蚤造 糟澡蚤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憎藻则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藻凿 枣则燥皂 泽怎责藻则皂葬则噪藻贼泽 葬灶凿 枣葬则皂藻则泽

皂葬则噪藻贼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早蚤燥灶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糟蚤贼赠援 杂葬皂责造藻泽 憎藻则藻 藻曾葬皂蚤灶藻凿 遭赠 责燥造赠皂藻则葬泽藻 糟澡葬蚤灶 则藻葬糟贼蚤燥灶 渊孕悦砸冤 葬灶凿 皂燥泽贼 责则燥遭葬遭造藻 灶怎皂遭藻则

渊酝孕晕冤 皂藻贼澡燥凿援 悦怎皂怎造葬贼蚤增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憎葬泽 怎泽藻凿 贼燥 枣蚤贼 贼澡藻 糟燥灶贼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造藻增藻造 燥枣 贼澡藻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葬灶凿 灶藻早葬贼蚤增藻 泽葬皂责造藻泽袁葬灶凿 阅蚤泽糟则藻贼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憎葬泽 怎泽藻凿 贼燥 葬造造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韵枣 贼澡藻 贼燥贼葬造 圆愿愿 糟澡蚤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袁源猿渊员源援怨豫冤 贼藻泽贼藻凿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枣燥则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援 陨灶 则藻早葬则凿 贼燥 贼澡藻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则葬贼藻 燥枣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袁灶燥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葬泽 燥遭泽藻则增藻凿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泽蚤曾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泽葬皂责造藻泽援 孕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蚤灶

糟澡蚤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枣则燥皂 枣葬则皂藻则泽 皂葬则噪藻贼泽 憎葬泽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枣则燥皂 泽怎责藻则皂葬则噪藻贼泽援 阅怎则蚤灶早 贼澡藻 藻蚤早澡贼 泽怎则增藻蚤造造葬灶糟藻 皂燥灶贼澡藻泽袁贼澡藻 贼燥责 贼憎燥
糟燥灶贼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 憎葬泽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 蚤灶 允怎灶藻 葬灶凿 允怎造赠袁圆苑援缘豫 葬灶凿 圆园援园豫 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 援 酝孕晕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灶藻早葬贼蚤增藻 泽葬皂责造藻泽 憎葬泽 园援园园怨 酝孕晕
责藻则早 葬灶凿 贼澡葬贼 燥枣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泽葬皂责造藻泽 憎葬泽 员援园愿园 酝孕晕 责藻则 早袁园援园员愿 酝孕晕 责藻则 早 枣燥则 贼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燥增藻则葬造造 责燥造造怎贼蚤燥灶 泽蚤贼怎葬贼蚤燥灶

燥枣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蚤灶 则藻贼葬蚤造 则葬憎 糟澡蚤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澡葬凿 葬则燥怎泽藻凿 责怎遭造蚤糟 糟燥灶糟藻则灶袁藻灶澡葬灶糟藻凿 择怎葬灶贼蚤贼葬贼蚤增藻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燥枣 贼澡藻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蚤灶枣藻糟贼蚤燥灶 憎葬泽 灶藻藻凿藻凿援

咱Key words暂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曰悦澡蚤糟噪藻灶曰匝怎葬灶贼蚤贼葬贼蚤增藻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曰悦燥灶贼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泽贼葬贼怎泽

近年来袁食品的微生物安全逐渐受到全世界的
关注咱员暂遥 沙门氏菌被认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
食物源性致病菌之一袁 主要引起食物中毒和败血症袁
咱基金项目暂 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自然科学基金渊员猿载在砸员远冤曰
南京中医药大学新专业建设专项课题渊晕在再载在再圆园员猿鄄员园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躁泽糟凿糟赠遭躁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鄢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缘袁猿缘渊园圆冤院圆愿源鄄圆愿苑暂

世界各地都有沙门氏菌感染及食物中毒的报道咱圆暂遥 据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渊悦阅悦冤的报道袁每年美国大
约有 源园 园园园 例沙门氏菌感染病例袁每 员园 万人就有
员缘援圆 例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病例袁因为许多轻型患
者可能未得以确诊袁实际的感染人数可能达报告病
例的 圆园 倍以上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美国每年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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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园园园 人死于急性沙门氏菌感染咱猿暂遥 我国沙门氏菌

员园 滋皂燥造 辕 蕴 凿晕栽孕泽 园援缘 滋造袁员园 滋皂燥造 辕 蕴 孕泽葬造 云 园援缘

远园豫 遥 目前认为袁鸡肉是沙门氏菌污染的重要来
源咱缘暂袁而目前相关的定量污染研究较少遥 为了解鸡

滋造袁阅晕粤 模板 员 滋造遥
孕悦砸 反应参数院 扩增反应 程序院怨源益预变性

食物中毒的发病率也较高袁占总食物中毒的 源园豫耀
咱源暂

肉中沙门氏菌的污染状况袁特开展了鸡类食品中沙
门氏菌的定性定量污染检测研究遥
员
员援员

材料和方法
材料
选择南京市各批发零售市场作为采样点袁按照

无菌操作采集活鸡尧整鸡尧鸡翅尧鸡腿尧鸡胸尧鸡内

脏尧鸡爪等鸡类食品袁共 圆愿愿 份遥检测中所使用的缓
冲蛋白胨水 渊月孕宰袁 北京陆桥技术有限公司冤袁栽葬择
阅晕粤 聚合酶尧凿晕栽孕泽尧员园园 遭责 阅晕粤 皂葬则噪藻则尧酝早悦造圆尧远伊
造燥葬凿蚤灶早 遭怎枣枣藻则 及琼脂糖 渊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袁大
连冤袁细菌基因组 阅晕粤 快速提取试剂盒渊天根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袁北京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样品的处理
依照 郧月 辕 栽 源苑愿怨援源原圆园员园 沙门氏菌的检测方法咱远暂袁
用无菌剪刀均匀地剪取整鸡尧鸡爪尧鸡翅尧鸡腿等有
骨可食鸡肉各 圆缘 早袁用均质器将鸡胸尧鸡内脏打碎后
取均质样品各 圆缘 早袁 加入 圆圆缘 皂造 的缓冲蛋白胨水
渊月孕宰冤中袁均质 员 皂蚤灶袁为 员颐员园 的均匀稀释液遥
员援圆援圆 增菌培养
取 员颐员园 的均匀稀释液袁 制备 员颐员园园尧员颐员 园园园 的
稀释液遥选择适宜的稀释度袁每个稀释度各取 员 皂造袁分
别加入 猿 管装有 怨 皂造 无菌 月孕宰 中袁猿远益恒温培养
圆源 澡遥
员援圆援猿 模板提取
纯菌 阅晕粤 的提取采用水煮法袁即用接种环刮取
适量的纯培养菌落袁混悬于含有 源园园 滋造 栽耘 员援缘 皂造 离
心管中袁员园园益水浴 员园 皂蚤灶袁 立即冰浴 员 皂蚤灶袁员圆 园园园
则 辕 皂蚤灶 离心 员园 皂蚤灶袁取上清作为 孕悦砸 反应的模板遥
鸡肉样本 阅晕粤 的提取袁 采用天根细菌基因组
阅晕粤 快速提取试剂盒袁按说明书进行操作遥
员援圆援源 孕悦砸 定性检测
引物的合成院本实验以沙门氏菌 蚤灶增粤 基因为
基础袁 选择 特 异性 引物 袁 序列 为 孕泽葬造 云院缘忆鄄郧栽鄄
郧粤粤粤栽栽粤栽悦郧悦悦粤悦郧栽栽悦郧郧郧悦粤粤鄄猿忆 袁孕泽葬造 砸院缘忆 鄄
粤栽悦郧悦粤悦悦郧栽悦粤粤粤郧郧粤粤悦悦鄄猿忆 咱苑暂袁 由大连宝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合成袁扩增片段总长度为 圆愿源 遭责遥
孕悦砸 反应体系院圆缘 滋造 扩增反应体系院匀圆韵 员苑援怨 滋造袁
员园 伊 孕悦砸 遭怎枣枣藻则 圆援缘 滋造袁圆缘 滋皂燥造 辕 蕴 酝早悦造圆 圆 滋造袁

滋造袁员园 滋皂燥造 辕 蕴 孕泽葬造 砸 园援缘 滋造袁缘 哉 辕 滋造 栽葬择 酶 园援员

员园 皂蚤灶曰怨源益变性 猿园 泽尧远缘益退火 猿园 泽尧苑圆益延伸 猿园 泽袁
共进行 猿源 个循环曰苑圆益终延伸 苑 皂蚤灶曰于 源益下保存遥
阴性对照尧阳性对照的设置院在进行 孕悦砸 扩增

的时候袁 设置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遥 阴性对照为
孕悦砸 反应的空白对照渊以水代替 阅晕粤 模板冤袁阳性
对照采用含有检测序列的纯菌 阅晕粤 作为 孕悦砸 反
应的模板遥
电泳检测 孕悦砸 扩增产物院用 员伊栽月耘 配 员援缘豫的

琼脂糖凝胶袁取 孕悦砸 扩增产物上样袁每孔 缘 滋造袁在
苑缘 灾 电压下电泳 源园 皂蚤灶袁用 郧藻造鄄阅燥糟 凝胶成像分析
系统 哉灾陨 观察结果并拍照遥
员援圆援缘 定量检测
根据凝胶电泳结果袁 按是否扩增出 圆愿源 遭责 的
特异性条带袁 以确定各管中是否含有沙门氏菌袁有
沙门氏菌生长的试管记为阳性管遥 根据阳性管数袁
查阅 酝孕晕 表咱愿暂袁得出样品中沙门氏菌的含菌量遥 最
低检出限为 园援猿园园 酝孕晕 辕 早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根据相关数据袁用几何均数法计算含菌量并进
行 换 算 遥 但 由 于 酝孕晕 法 的 最低 检 出 限 为 园援猿园园
酝孕晕 辕 早袁 样品含菌量低于 园援猿园园 酝孕晕 辕 早 的无法检
出遥 为了估计阴性样品中的平均未检出浓度袁假设
用 其最 低 检出 限的 一 半 作 为 平 均 值 袁 通 过 造藻枣贼鄄
澡葬灶凿鄄贼葬蚤造藻凿 糟怎皂怎造葬贼蚤增藻 分布来表示阴性样品中的浓
度咱怨暂遥 假设阳性样品的最大污染水平为 员园 酝孕晕 辕 早
即 员 造早酝孕晕 辕 早袁可用累积分布的形式描述这些阴性
和阳性样品中污染水平以估计不确定性 咱员园暂遥 使用
阅蚤泽糟则藻贼藻 分布来模拟所有鸡类食品样品中沙门氏菌
污染水平的不确定性咱员员暂遥
数据分析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和 岳则蚤泽噪缘援苑
风险评估软件遥对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污染状况进
行分析袁并对其污染水平进行定量估计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样品的基本情况
在南京市农贸市场和超市共采集鸡类食品样
品 圆愿愿 份袁包含了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尧鼓楼区尧下关
区尧雨花区 源 个区的农贸批发市场和超市袁以这些
采样点所得的样品来反映南京市零售市场上鸡类

窑圆愿远窑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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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食品产品的总体情况遥

的鸡类食品样品数比其他 远 个月少遥 在 愿 个抽检

鸡翅 缘源 份袁占 员愿援愿豫曰鸡腿 苑园 份袁占 圆源援猿豫曰鸡胸
远园 份袁占 圆园援愿豫曰鸡内脏 圆愿 份袁占 怨援苑豫曰鸡爪 怨 份袁

圆园援园豫袁其余几个月的阳性率基本相似遥 总体上看袁
各月抽检样品沙门氏菌的阳性率有差异渊字圆 越员怨援怨袁
孕 约 园援园缘袁图 猿冤遥

采集的共 圆愿愿 份样品中袁整鸡 远苑 份袁占 圆猿援猿豫曰

占 猿援员豫遥 采集的样品中袁员员源 份来自超市袁占 猿怨援远豫曰
员苑源 份来自农贸市场袁占 远园援源豫遥

圆援圆

月份中 袁远尧苑 月份 阳性率较高 袁 分别为 圆苑援缘豫和

猿园

不同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的检出情况
沙门氏菌的扩增条带如图 员 所示遥 圆愿愿 份样品

圆缘
圆园

中袁源猿 份检出有沙门氏菌袁阳性率为 员源援怨豫遥 远 种不
同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阳性率无差异渊字圆 越猿援缘袁孕 跃
园援园缘袁图 圆冤遥

员缘
员园
缘

园
源

酝 员 圆 猿

图猿

云蚤早怎则藻 猿

圆愿源 遭责要
酝院酝葬则噪藻则曰 员院阴性对照曰圆院阳性样品曰猿院阳性对照遥

图员

云蚤早怎则藻 员

沙门氏菌的 孕悦砸 扩增结果

孕悦砸 葬皂责造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杂葬造皂噪燥灶藻造造葬

圆缘
圆园
员缘

缘
园

整鸡

鸡翅

鸡腿

鸡胸 鸡内脏 鸡爪

鸡类食品种类

云蚤早怎则藻 圆

圆援猿

图圆

不同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的阳性类

栽澡藻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则葬贼藻 燥枣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蚤灶糟澡蚤 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不同地点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的分布情况
采样地点分为超市和农贸市场两种遥 从超市采
集的零售鸡类食品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程度较低渊远 辕
员员源袁缘援猿豫冤袁 而从农贸市场采集的零售鸡类食品被
沙门氏菌污染的程度则相对较高渊猿苑 辕 员苑源袁圆员援猿豫冤袁不
同采样地点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阳性率有统计学差
异渊字圆 越员猿援怨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源 不同月份鸡肉产品中沙门氏菌的检出情况
圆园员员 年 缘耀员圆 月袁从南京不同的超市及农贸市
场袁随机采集 圆愿愿 份生鲜鸡类食品样品袁进行了沙
门氏菌的定量检测遥 缘耀员圆 月每月采集的样品数依
次为 圆员尧源园尧源缘尧源远尧源圆尧猿远尧猿怨 和 员怨 份遥各月抽检的
鸡类食品样品数基本相近袁缘 月份和 员圆 月份采集

愿
采样月份

员园

员圆

不同月份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阳性率

栽澡藻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则葬贼藻 燥枣 杂葬造皂燥灶藻造造葬 蚤灶 糟澡蚤糟噪藻灶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皂燥灶贼澡泽

圆援缘

南京市零售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水平
沙 门 氏 菌 含 量 跃园援猿园园 酝孕晕 辕 早 的 样 品 共 源猿
份袁检出浓度范围为 园援猿园园耀怨援猿园园 酝孕晕 辕 早遥 阴性样
品中沙门氏菌的平均污染水平为 园援园园怨 酝孕晕 辕 早遥 阳
性样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水平为 员援园愿园 酝孕晕 辕 早遥 据
此估计所有检测样品中沙门氏菌的平均污染水平
为 园援园员愿 酝孕晕 辕 早遥
猿

员园

远

讨

论

南京 市零 售 鸡类 食品 中 沙 门 氏 菌阳 性 率 为
员源援怨豫袁与国内其他地区研究数据相比袁处于中等
水平 咱员圆原员源暂袁比国外水平低 咱员缘暂袁说明不同国家和地区
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阳性率可能存在差异遥江苏省
圆园园愿耀圆园园怨 年曾对不同种类生肉中食源性致病菌
的污染情况进行比较袁 检测的 源 种食源性致病菌
中袁沙门氏菌阳性率最高袁为 员苑援缘豫咱员远暂袁与本次阳性率
相近袁但无法判断沙门氏菌的污染情况在南京地区近
年来的变化趋势袁未来需要开展连续性监测工作遥
不同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的阳性率无差异袁这
很可能与采集的样品数少和样品数不等有关袁国内
尚缺乏相关的研究数据遥超市采集的鸡肉样品沙门
氏菌阳性率低于农贸市场采集者袁这与何瑞琪等咱员苑暂
对广州市零售鲜鸡肉中微生物污染状况的研究相
似曰石颖等咱员愿暂也对陕西关中畜禽肉及凉拌菜中沙门
氏菌污染进行分析袁从超市采集的零售肉样品沙门
氏菌阳性率渊源远援愿豫冤低于从农贸市场采集的零售
肉样品渊缘源援远豫冤袁这很可能与超市存放条件较好以
及多为冻品销售有关系袁因为冷冻可以抑制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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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的生长袁而且超市中的食品大都摆放在洁
净的冰块中遥因此袁为保障鸡肉食品的安全袁防止食
用鸡肉食品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袁南京市相
关部门应切实加强鸡肉产品运输和储存过程的管
理袁并加强农贸市场的卫生监督管理遥
各月抽检的样品中袁远尧苑 月份沙门氏菌阳性率
较高袁分别为 圆苑援缘豫和 圆园援园豫袁可能因为夏季气温

较高袁沙门氏菌容易大量生长繁殖袁而且夏季人体
的抵抗力有所下降袁易感性高袁因此更容易发生食
物中毒袁这与我国沙门氏菌引起食物中毒的相关报
道 咱源暂 较为一致遥 未来还需进一步收集膳食暴露数
据袁对鸡肉中的沙门氏菌进行定量风险评估袁确定
最终的发病风险遥
南京市零售鸡类食品中沙门氏菌的定量检测
结果表明袁 样品中沙门氏菌的平均污染水平仅为
园援园员愿 酝孕晕 辕 早遥 污染水平虽然很低袁 但个别产品中
的沙门氏菌含量较高袁 最高的达到 怨援猿园园 酝孕晕 辕 早袁
需引起重视遥 因为对于幼儿尧体弱老人及其他疾病
患者等易感性较高的人群而言袁即使是较少含菌量
及较弱致病力的菌型袁仍可发生食物中毒袁甚至出
现较重的临床症状遥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鸡类食品
中沙门氏菌污染的监测袁为沙门氏菌定量风险评估
奠定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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