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的危害 
 
 微生物无处不在。它们可见于空气、水、土壤、动物甚至人体中。有些微生物是有

益的，比如用来发酵加工乳制品和肉制品的菌类。其它的则会导致破坏。有一小部分是致

病的（或有害的），他们会引起疾病，如食物性疾病。 
 有三类微生物会导致食物的污染并引起食物性疾病，它们是细菌、病毒和寄生虫。

另外一些同样需要引起注意的微生物是真菌（主要是酵母和霉菌）。酵母和霉菌导致食物

霉变，但不引起食物性疾病。 
 一旦这些有害微生物进入食物，而顾客又吃了这样的食物，那么，食物性疾病就出

现了。这种病的常见症状是：拉肚子，呕吐，发热，喉咙疼痛并伴发热，以及黄疸。 
 
 

三种食物性疾病及其定义 

传染 吃了被有害微生物污染的食物 

中毒 吃了被一些细菌或霉菌形成的毒素污染的食物；或是吃了被

其它生物的或化学的毒素污染的食物。 

传染性中毒 吃了被有害微生物污染的食物。这些微生物生长于体内，随

即产生毒素。 

 
 
细菌基本知识 
  细菌是肉眼看不见的。因此不能凭肉眼看来决定食物上是否有细菌。能引起食物

性疾病的都是有害菌，它们只会生长于有潜在危险的食物中。有潜在危险的食物的特征是

指高湿、弱酸、和含有蛋白质，例如肉、奶、熟的蔬菜、熟的米饭、烤土豆、禽肉和海产

品。 
 

a 细菌的种类 
细菌并不象动物和植物那样由很多细胞组成，它们都是单细胞的微生物。细菌的形

状多种多样，并且，不借助显微镜是看不见的。它们的长度大约是 1/25,000 英寸，必须要

放大 1,000 倍才能看见。打个比方，4 亿个细菌合并在一起才有一粒白糖那么大。 
只有当细菌处于活细胞形式时，它们才能在食物里生长。但也有一些细菌可以改变

自身的形式，形成孢子。当细菌处于孢子形式时，就不能在食物里生长了。需要注意的一

点是：正常的烹饪过程并不能杀死孢子，烹饪的热冲击会使孢子变回活细胞的状态。如果

有潜在危险的食物烹制过后又置于室温下，受到热冲击的孢子就会变回到活细胞状态，然

后就生长，当它们分生到足够多的数量时，就会导致食物性疾病。因此，有潜在危险的食

物烹制过后仍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温度，4 小时后就该

把这些食物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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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细菌会产生毒素（或毒物）。正常的烹制并不能杀灭所有毒素。因此，有潜在

危险的食物如果在危险温度区放置超过 4 小时，就可能产生毒素。烹制或重新加热有潜在

危险的食物并不能始终保证其食用的安全。 
   
细菌是如何生长的？ 
 细菌的生长其实只是数量的增长，个体的大小并没有变化，这一过程叫做倍增。理

想条件下，细菌的数量每隔 30 分钟就会增加一倍。例如，放置于室温的熟米饭，5 小时

后其中的细菌数量就可能达到 10,000 个，这一数量足以引起食物性疾病。 
影响细菌生长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物本身、水、PH 值、氧和温度。 
 

影响细菌生长的因素 

食物 细菌在有潜在危险的食物，也就是高湿、弱酸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中生

长得最好。 

水 细菌的生长需要水。食物在水活性达到 0.85 或更高时都有利于细菌的生

长。水活性是一个用来衡量细菌能使用到多少水的单位。 

值 在强酸性的食物里细菌不能很好地生长。大多数细菌生长于 PH 值为 4.6
或更高的食物中。PH 值是衡量产品中有多少酸或碱的单位，其数值范围

在 1 到 14 之间，数值 7 为中性。如果 PH 值低于 7，食物呈酸性；高于 7
则呈碱性。 

氧 有些细菌的生长需要氧才能生长（好氧型）而另一些只有在缺氧状态下

才能生长（厌氧型）。但也有很多的细菌无论在哪种状态下都能生长，

这类细菌叫做兼性厌氧型细菌。 

温度 细菌生长于一个较宽的温度范围。控制温度是控制细菌生长最广使用的

一个方法。在 41°F (5oC)以下，细菌生长缓慢，而在 135°F (57oC)以上，

细菌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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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细菌 
预防因细菌引起的食物性疾病的最好办法，就是贯彻执行下列食品安全制度： 

•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只允许健康的工人来处理食物，并保证让他们在加工食

品的过程中经常地、正确地洗手。 
• 防止交叉污染－正确存放食物，使用干净、卫生的器具和地方来储存、处理、供应

食物。 
• 让食物避开危险温度区域－烹制食物时，一定要加热到适当的温度，有潜在危险的

食物要保存在41o F (5oC)或更低的温度，或是135o F (57oC)或更高的温度中。 
 
病毒基础知识 
 病毒是能引起食物性疾病的最小的微生物。凭肉眼观看不能确定食物上是否有病

毒。病毒与细菌的区别在于它们不能在食物中生长，它们只是利用食物作为一个媒介来从

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因此病毒会污染任何食物。水、沙拉、贝类、冰饮料以及其它烹

制好可食用的食物都是由病毒引起的食物性疾病的主要来源。 
  
控制病毒 
 控制病毒最好的办法是从一开始就防止病毒带入食物。一旦病毒进入食物，烹制是

不能杀灭它们的。因而，作为餐饮机构的负责人，你必须： 
•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只允许健康的工人处理食物，并保证让他们在加工过程中经

常地、正确地洗手。 
• 所有食物都要来自经批准的和安全的地方－来自经批准的地方，意味着受到政府相

关部门的控制，这多半是安全的。 
• 在食物清洗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安全的水－安全的水就是达到饮用的质量标准的水。 

 
寄生虫基础知识 

和细菌和病毒一样，大多数寄生虫也是看不见的。寄生虫和病毒一样也不生长于食

物中。寄生虫从食物转移到人体的最常见途径有两种：（1）有些寄生虫存在于人的粪便

中，可能会污染饮用水、被感染的人接触过的食物，或是用粪便作肥料栽种的蔬菜水果。

（2）寄生虫自然存在于许多动物体，比如猪、猫、啮齿动物和鱼。如果这些食物在烹制

过程中未到达正确的温度，就会引发食物性疾病。 
 

控制寄生虫 
 最常用的消灭寄生虫的方法是：烹调过程中把食物加热到正确的最终温度。冷冻也

可以杀死一些寄生虫。要杀灭寄生在生食的鱼类里的寄生虫，可以将鱼作如下处理： 
• 在–4oF (-20oC)或更低的温度冷冻并储藏 7 天，或者， 
• 在–31oF (-35oC)的温度中冷冻并储藏 15 个小时。 

 
霉菌基础知识 

霉菌是一类在显微镜下可见的真菌，它们生活在植物和动物上。大多数霉菌都使食

物腐坏，有一些会形成致病的毒素。霉菌可以生长在很多种类的食物上。与细菌不同的

是，霉菌甚至可以生长在强酸和低湿的食物上，冷冻不能消灭霉菌。霉菌的生长同样需要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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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霉菌都分生孢子。这些孢子可以被空气、水和昆虫传播。霉菌形成的孢子在

干燥时会漂浮在空气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开始生长。虽然大多数的霉菌都喜欢温

暖的环境，它们仍可以在冰箱－41oF (5oC)或更低的温度中生长。霉菌还可以适应盐和糖

的环境，因而可以生长在敞口的果酱瓶和果冻盒里，以及腌制的、盐渍的肉类上，比如生

长在火腿、熏肉、意大利腊肠、博罗尼亚肠上。霉菌有细丝状的根茎和枝杈，如果霉菌附

着生长在食物上，其根茎会很深地长到食物内部，因而很难看见。所以，如果在食物上发

现了霉菌，应该把整快食物都扔掉而不仅仅是霉变的那部分。 
 有一些霉菌会引起过敏性反应及呼吸道的问题。有少数霉菌在合适的条件下会产生

毒枝菌素（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会让你生病。毒枝菌素最初发现于谷物和坚果类作物

上，后来在芹菜、葡萄汁、苹果和其它产品上也有发现。当然，并非所有的霉菌都是有害

的，有些也可用来加工特殊的奶酪，如羊乳干酪、蓝奶酪、戈尔根朱勒干酪和斯第尔顿奶

酪。 
 
酵母基础知识 
酵母是另一类真菌。通常在植物、谷类、水果和其它含糖的食物中都可以发现。酵母存在

于土壤、空气、皮肤、动物的肠道和一些昆虫体内，它们被人、器具、食物或流动的空气

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酵母引起食物霉变但不会导致食物性疾病。 
 
引起食物性疾病的常见微生物 

与食物相关的细菌 

细菌 食物性疾病 常见食物 

杆状菌 中毒 多次加热的米饭，调味料，布丁，

汤，砂锅菜。 

弯生菌 感染 未经巴氏消毒法灭菌的牛奶和奶制品 

梭状肉毒杆菌 中毒 不正确的自制罐装食品；没有酸化的

蒜油混合物；加工温度不正确的烤土

豆、炖肉、黄油炒洋葱、充气（通常

是惰性气体）包装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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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食物相关的细菌（接上页） 

 

细菌 食物性疾病 常见食物 

中毒 反复多次加热的肉、肉菜、熟的豆。 产气夹膜梭状芽胞杆

菌 

埃希氏 0157:H7 大肠杆

菌和 0157:NM 大肠杆

菌 

毒素引起的感染 不正确烹制的碎牛肉、生菜，未经巴

氏消毒的苹果酒。 

李斯特单核杆菌 感染 熟肉、软干酪、海鲜/海产品、热狗、

未经巴氏消毒灭菌的牛奶。 

沙门氏菌 感染 不正确烹制的禽肉、带壳的鸡蛋；不

正确温度下烹制的各种切开的瓜和西

红柿；不正确加工的生的芽菜。 

志贺氏菌 中毒 沙拉、生菜、生的蔬菜、牛奶和奶制

品、禽肉。 

奥里斯葡萄状球菌 中毒 不正确温度下烹制的肉和肉制品，禽

肉和蛋类，蛋黄酱沙拉，奶油蛋糕。 

弧菌 感染 生的或未彻底烹制的牡蛎 

耶尔森氏杆菌 感染 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豆腐；未加氯

消毒的水，不正确烹制的肉、牡蛎和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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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食物相关的病毒 

 

病毒 食物性疾病 常见食物 

甲肝病毒 感染 准备好可以食用、不会再被加热

处理的食物、不安全的水、不正

确备制的冰。 

诺沃克病毒 感染 准备好可以食用、不会再被加热

处理的食物、不安全的水。 

轮状病毒 感染 准备好可以食用、不会再被加热

处理的食物、不安全的水。 

 
与食物相关的寄生虫 

 

寄生虫 食物性疾病 常见食物 

小隐孢子虫 感染 水、沙拉和生的蔬菜、未经巴氏

消毒灭菌的苹果酒、准备好可以

食用的食物。 

环孢子球虫 感染 水、生的食品、鱼、生牛奶。 

鞭毛虫 感染 被污染的水，沙拉、用被污染的

水清洗过的生的蔬菜。 

弓形虫 感染 被污染的水、生的或未煮熟的

肉。 

旋毛虫 感染 生的或未煮熟的猪肉以及猪肉制

品（特别是香肠）、生的和未煮

熟的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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