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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作原理

以豆腐为原料制作腐乳的过程，主要是豆腐所含

蛋白质等成分发生生物化学反应的过程。

员援菌种：在多种微生物的协同作用下进行，其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毛霉，它是一种丝状真菌，新陈代谢

类型是异养需氧型。

圆援菌种的作用：

蛋白质
蛋白酶

氨基酸垣小分子肽

脂肪
脂肪酶

甘油垣脂肪酸

二、实验流程
让豆腐长出毛霉：直接接种或利用空气中的毛霉孢子

温度：15~18 益
逐层加盐，并随层数加高而增加盐量，近瓶口表

面要铺厚一些
加盐
腌制

加盐的目的

酒：抑制微生物生长，并使腐乳具

有独特香味

香辛料：调味、防腐杀菌

淤析出豆腐中的水分，使豆腐块

变硬，以免过早酥烂

于抑制微生物生长，避免豆腐块

腐败变质

盂调制腐乳风味

密封腌制：用酒精灯对瓶口灭菌后密封

加卤汤装瓶：卤汤

三、影响腐乳品质的条件

员援盐：盐的浓度过高会影响腐乳口味；浓度过低

则不足以抑制微生物生长。制作过程中应将培养毛坯

时靠近平盘没长直立菌丝的一面统一朝向玻璃瓶边，

将毛坯分层盘立摆放在容器中。分层加盐，并随层加高

而增加盐量，在瓶口表面铺盐厚些，以防止杂菌污染。

圆援酒：卤汤中酒的含量应控制在员圆豫左右。酒含

量的高低与腐乳后期发酵时间的长短有很大关系。酒

的含量越高，对蛋白酶的抑制作用越大，使腐乳成熟

期延长；酒的含量过低，豆腐易腐败，难以成块。

猿援香辛料：既可调制腐乳的风味，又具有防腐杀

菌的作用。

源援含水量：豆腐中的含水量以苑园豫左右为宜，若

含水量过高，则会影响毛霉的有氧呼吸，且腐乳不易

成形；若过低，则不利于毛霉的代谢和生长。

缘援发酵温度：前期的发酵温度一般控制在员缘耀员愿 益，

有利于毛霉的生长。

远援发酵时间：前期发酵和后期发酵的作用不同，

所需时间应控制好，时间太长或太短都会影响腐乳的

品质。

四、防止杂菌污染的措施

员援用来腌制腐乳的玻璃瓶，在洗刷干净后要用沸

水消毒。

圆援装瓶时操作要迅速小心，装瓶后要用胶条密

封，且最好将瓶口通过酒精灯的火焰，防止瓶口被污

染，进而影响腐乳的风味。

特别提醒 传统腐乳制作与现代腐乳生产的区别

（员）条件：传统腐乳的制作不需要灭菌，现代腐乳

生产必须在严格无菌的条件下进行。

（圆）菌种来源：传统腐乳制作中，菌种来自空气中

的毛霉孢子，现代腐乳生产中的菌种是经过筛选的优

良毛霉菌种，并且直接接种在豆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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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果酒和果醋制作的原理

酵母菌在无氧条件下能进行酒精发酵，反应式

为 C6H12O6寅2C2H5OH+2CO2。

醋酸菌在有氧条件下能进行醋酸发酵。当氧气、

糖源都充足时，醋酸菌将糖分解成醋酸；当缺少糖源

时，醋酸菌将乙醇变为乙醛，再将乙醛变为醋酸，反

应式为 C2H5OH+O2寅CH3COOH+H2O。

考点背记

菌种

名称

生物学

分类

代谢

类型
适宜温度

繁殖

方式

生产

应用

发酵

条件

酵母

菌

真核生

物

异养

兼性

厌氧

18~25 益，

最适 20 益
适宜条

件下出

芽生殖

酿酒

前期需
氧 ，后
期不需
氧

醋酸

菌

原核生

物

异养

需氧
30~35 益 二分裂 酿醋

一直

需氧

二、果酒和果醋制作的实验设计

1.实验设计与操作

挑选葡萄寅冲洗寅榨汁寅酒精发酵寅醋酸发酵

实验流程

实验设计与操作
条件控制条件控制

果
酒
制
作

18~25 益
先通气，后密封

10~12 d

30~35 益
全程通气

7~8 d

果
醋
制
作

空气

温度

时间

2.发酵装置的设计

（1）因酵母菌的繁殖需要空气、醋酸菌是好氧菌，

所以在果酒制作的前期和果醋制作的整个过程中都

需氧。因酵母菌产生酒精是在无氧条件下，应控制充

入氧的量，故应在充气口设置开关。

（2）由于在发酵过程中都产生CO2，因此又需设

排气口；为防止空气中微生物的污染，排气口应连接

一个长而弯曲的胶管。

（3）因要对发酵的情况进行及时监测，应设置出

料口便于取料。

（4）果酒和果醋制作的装置：

装置图 结构或操作 目的

充气口

醋酸发酵时连接充气

泵，输入无菌空气；制

酒时关闭充气口

排气口 用来排出 CO2

长而弯曲的

胶管

防止空气中微生物的

污染

出料口
便于取料，及时监测

发酵进行情况

出
料
口

充气口

排气口

知能拓展 （1）葡萄酒呈现深红色的原因是红葡

萄皮的色素进入发酵液。

（2）现在工厂生产果酒，为提高果酒的品质，更

好地抑制其他微生物的生长，采取的措施是直接在

果汁中加入人工培养的酵母菌。

三、操作要点

1.材料的选择与处理：选择新鲜的葡萄，榨汁前

先冲洗，再去除枝梗，避免除去枝梗时引起葡萄破

损，导致葡萄汁流失及杂菌污染。注意不要反复冲

洗，以免将葡萄上的酵母菌洗净，缺乏自然发酵所需

菌种。

2.防止发酵液被污染：一是榨汁机要清洗干净并

晾干；二是发酵瓶要洗净并用体积分数为 70%的酒

精消毒，或用洗洁精洗涤；三是用塑料瓶进行果酒发

酵时，每天拧松瓶盖排气 2耀4 次，注意只是拧松瓶

盖，不是揭开瓶盖，以防污染。

3.发酵条件的控制：一是葡萄汁装入发酵瓶时，

要留约 1/3 的空间，目的是先让酵母菌进行有氧呼吸

快速繁殖，耗尽 O2 后再进行酒精发酵，防止发酵过程

中产生的 CO2 造成发酵液的溢出。二是严格控制温

度在最适温度范围内：18耀25 益有利于酵母菌的繁殖

和酒精发酵；醋酸菌是嗜温菌，30耀35 益有利于醋酸

菌的繁殖和醋酸发酵。三是充气：酒精发酵需封闭充

气口，以利于无氧发酵；醋酸发酵为有氧发酵，需通

过充气口充气。

特别提醒 （1）在制果醋时，当糖源不足时，可

以用果酒制果醋。这种情况下，需要在果酒中加入醋

酸菌或醋曲。

（2）由于酒精发酵产生的酒精对微生物有抑制作

用，因此，一般自然发酵产生的葡萄酒的酒精浓度不超

过 14%。

（3）随着发酵的进行，葡萄糖含量会下降。

四、果汁发酵后酒精的检测

1.原理

在酸性条件下，重铬酸钾与酒精反应呈灰绿色。

2.方法

按照对照性原则，对照组加 2 mL 白酒，实验组

加 2 mL 发酵液。再分别加入 3 mol/L 的 H2SO43 滴，

振荡摇匀，再各加入重铬酸钾溶液 3 滴，振荡摇匀，

观察颜色的变化。图解如下：

玉.

域.

芋.

2 mL
白酒

2 mL 发酵
前果汁

2 mL 发酵
后果汁

加 H2SO4
溶液

变灰
绿色加重铬酸

钾溶液

不变色

加 H2SO4
溶液

加重铬酸
钾溶液

加 H2SO4
溶液

加重铬酸
钾溶液

变灰
绿色 域 与 玉 对 照

证明
发 酵 前

无酒精产生

芋与玉、域对

照
证明

发酵

过 程 中 产 生

了酒精

基础必知

课题 1 果酒和果醋的制作

课题 2 腐乳的制作

专题 员 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

选修 1 生物技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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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泡菜的制作

1.制作原理

乳酸菌是一种厌氧型细菌，在无氧的条件下乳酸

菌可以将蔬菜中含有的葡萄糖转化为乳酸。

2.制作流程

选择
原料

修整、洗涤、晾晒、
切分成条状或片状

称取
食盐

配制
盐水

泡菜
盐水

加入
调味料，

装坛

发
酵 成品

测定亚硝酸盐含量

3.泡菜腌制过程中，乳酸菌数目、乳酸和亚硝酸盐

含量的变化

乳酸菌 乳酸 亚硝酸盐

发酵
初期

少（有氧气存在，乳
酸菌活动受抑制）

少
增加（硝酸盐还
原菌的作用）

发酵
中期

最多（乳酸抑制其他
菌的活动）

积 累 、
增 多 、
pH 下降

下降（硝酸盐还原
菌受抑制，部分亚
硝酸盐被分解）

发酵
后期

减少 （乳酸继续积
累，pH 继续下 降，
抑制乳酸菌的活动）

继 续 增
多 ，pH
继续下降

下降至相对稳定
（硝酸盐还原菌
被完全抑制）

4.制作泡菜的控制条件

（1）控制食盐的用量：用量过高，乳酸发酵受抑制，

泡菜风味差；用量过低，杂菌易繁殖，导致泡菜变质。

（2）控制严格的厌氧条件：在有氧的条件下，好氧

细菌大量繁殖，导致泡菜制作失败。

（3）控制适宜的发酵温度：温度偏高有利于有害

菌活动，偏低不利于乳酸菌发酵。

（4）控制发酵的时间：发酵时间过短，会造成细菌

大量繁殖，亚硝酸盐含量增加。亚硝酸盐含量一般在

腌制 10 d 后开始下降。

5.泡菜制作中的注意事项

（1）泡菜坛要选火候好、无裂纹、无砂眼、坛沿深、

盖子吻合好的，以创造无氧环境，有利于乳酸菌发酵，

防止蔬菜腐烂。

（2）盐水按水、盐质量比为4颐1进行配制，煮沸冷却

后待用。煮沸的目的是除去水中氧气和杀灭盐水中的

其他细菌。冷却是为了避免高温杀灭乳酸菌。

（3）封坛时水槽中要注满水，以保证坛内乳酸菌

发酵所需的无氧环境。在发酵过程中要注意经常向水

槽中补水。

二、亚硝酸盐含量的测定

1.亚硝酸盐的产生：由假丝酵母菌产生。

2.亚硝酸盐的危害：可转变成致癌物质亚硝胺。

3.检测原理：在盐酸酸化条件下，亚硝酸盐与对氨

基苯磺酸发生重氮化反应后，与N-1原萘基乙二胺盐酸

盐结合形成玫瑰红色染料。亚硝酸盐的含量不同，颜

色深浅就不同，亚硝酸盐含量越高，玫瑰红色越深；含

量越低，颜色越浅。因此将显色反应后的样品与已知

浓度的标准液比较，可大致估算出样品中亚硝酸盐的

含量。

4.测定方法：一般采用比色法。

5.检测过程中所用试剂、药品的作用

试剂、药品 作用

对氨基苯磺酸
溶液

与亚硝酸盐发生重氮化反应

N-1 -萘基 乙
二胺盐酸盐溶
液

与重氮化反应的产物结合，形成玫瑰
红色染料，作为测定亚硝酸盐含量的指
示剂

氢氧化钠溶液 中和过多的酸，制造弱碱性环境

提取剂
增大亚硝酸盐的溶解度，利于对泡菜
中亚硝酸盐的提取

氢氧化铝乳液
吸附样品滤液中的杂质，使泡菜汁澄清
透明，以便使后续的显色反应更明显

6.检测中的注意事项

（1）亚硝酸钠吸湿性强，且易氧化为硝酸钠，因此

在配制标准显色液时，应取在硅胶干燥器中干燥24 h
的亚硝酸钠。

（2）仪器应按照操作要求和操作规程使用。各种

玻璃容器要严格洗涤干净，并用蒸馏水润洗，烘干或

晾干后备用。

课题 3 制作泡菜并检测亚硝酸盐含量

命题点一 发酵原理及实验现象和结果的分析

例 1 图甲是果醋发酵装置，发酵初期不通气，

溶液中有气泡产生；中期可以闻到酒香；后期接种醋

酸菌，适当升高温度并通气，酒香逐渐变成醋香。图乙

中能表示整个发酵过程培养液 pH 变化的曲线是

（ ）

通气口 过滤膜
开关

接种口

水

淤

榆 盂
于

时间/h

654321
0

甲 乙

pH

A援淤 B援于
C援盂 D援榆
试题分析 解答本题应从酵母菌和醋酸菌生产

酒精和醋酸的反应式入手并结合图示曲线的变化特

征进行解题。发酵初期，发酵罐是密闭的，不需要通

气，但发酵装置中仍有部分氧气，此时酵母菌进行有

氧呼吸，分解较多的葡萄糖，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水，

二氧化碳溶于水，pH 下降，随着氧气的消耗，到发酵

中期，酵母菌进行无氧呼吸产生较少的二氧化碳和酒

精，后期接种醋酸菌，适当升高温度并通气，醋酸菌大

量繁殖，利用葡萄糖或酒精生成醋酸，pH 迅速下降。

综上可知，B 项符合题意。

参考答案 B
命题点二 果酒和果醋的制作流程与发酵条件

例 2 葡萄汁发酵可产生葡萄酒，请利用相关的

知识回答问题。

（1）利用葡萄制作葡萄酒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微生物是 _________。
（2）该微生物通过无氧呼吸可分解 __________，

终产物是 _________ 和 _________。
（3）甲、乙、丙三位同学将葡萄榨成汁后分别装入

相应的发酵瓶中，在温度等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发酵，

如图所示。

注：各发酵瓶的左侧管为充气管，右侧管为排气管

甲 乙 丙

夹子

发酵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均需排气一次。据图

分析，甲和丙同学的操作有误，其中甲同学的错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导致发酵中出现的主

要异常现象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同学的错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致发酵中出现的主要异常现象是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上述发酵过程结束后，甲、乙、丙

同学实际得到的发酵产品依次是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在上述制作葡萄酒的过程中，假设乙同学的

某一步操作错误导致发酵瓶瓶塞被冲开，该错误操作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题分析 葡萄酒制作利用的是酵母菌无氧呼

吸产生乙醇和 CO2。甲同学的错误之处是未夹住发酵

瓶的充气管，导致发酵液从充气管流出，并且空气会

进入发酵瓶，抑制酵母菌的酒精发酵，醋酸菌利用乙

醇进行有氧发酵生成果醋；乙同学操作正确，得到果

酒；丙同学的错误之处是瓶中发酵液过多，淹没了排

气管在瓶内的管口，导致排气时发酵液从排气管流

出，而生成的 CO2 不能排出，发酵产品也是果酒。

参考答案 （1）酵母菌 （2）葡萄糖 乙醇 CO2
（3）未夹住发酵瓶的充气管 发酵液从充气管流出，发

酵液变酸 瓶中发酵液过多，淹没了排气管在瓶内的

管口 排气时发酵液从排气管流出 葡萄醋（或果

醋） 葡萄酒（或果酒） 葡萄酒（或果酒） （4）未及

时排气

命题点三 果酒和果醋的发酵装置的选择和

使用

例 3 将图中果酒发酵装置改装后用于探究酵

母菌呼吸方式的实验，下列相关操作错误的是（ ）

管口 1 管口 2

管口 3
阀 b

阀 a

A援探究有氧条件下酵母菌呼吸方式时打开阀 a
B援经管口 3 取样检测酒精和 CO2 的产生情况

C援实验开始前对改装后整个装置进行气密性

检查

D援改装时将盛有澄清石灰水的试剂瓶与管口 2
连通

试题分析 题图中管口 1 为进气口，管口 2 为排

气口，管口 3 为出料口，经管口 3 取样可以检测液体

中的成分。打开阀 a 可保证氧气的供应，A 正确；经管

口 3 取样只能检测酒精的产生情况，B 错误；实验开

始前需要对整个装置进行气密性检查，确保有氧、无

氧条件只是通过管口 1 控制，C 正确；管口 2 连通装

有澄清石灰水的试剂瓶，通过观察澄清石灰水的浑浊

程度来检测 CO2 的产生情况，D 正确。

参考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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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点一 腐乳的制作原理

例 1 下列有关参与腐乳制作的微生物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

A.腐乳制作过程中只有毛霉一种微生物参与

B.毛霉属于细菌

C.腐乳制作有多种微生物参与，只是起主要作用的

是青霉

D.毛霉能产生蛋白酶和脂肪酶

试题分析 腐乳制作过程中有多种微生物参与，如青

霉、酵母、曲霉、毛霉等，其中毛霉起主要作用。毛霉属于真

核生物。在腐乳的制作过程中，毛霉等微生物产生的蛋白

酶能将豆腐中的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的肽和氨基酸，脂肪

酶能将脂肪水解成甘油和脂肪酸，从而易于人体吸收。

参考答案 D
命题点二 影响腐乳品质的因素

例 2 下列有关腐乳制作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

A.在腐乳制作过程中必须有能产生蛋白酶的微生物

参与

B.含水量大于 85%的豆腐利于保持湿度，适宜制作

腐乳

C.加盐和加酒都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D.密封瓶口最好将瓶口通过酒精灯的火焰以防杂菌

污染

试题分析 一般来说，做腐乳所用的豆腐含水量应

为 70%左右，含水量过大，不易成形，含水量太小，比较坚

硬，口感不好。

参考答案 B

考点二 腐乳的制作
命题点一 泡菜的制作过程及条件控制

例 1 在制作泡菜的过程中，下列做法不正

确的是 （ ）

A.按照清水与盐的质量比为 5颐1 的比例配

制盐水

B.盐水入坛前要煮沸冷却，以防污染

C.在坛盖边沿的水槽中要注满水，以保证坛

内的无氧环境

D.制作泡菜所用的微生物的代谢类型为异养

厌氧型

试题分析 在泡菜制作过程中，按照清水

与盐的质量比为 4颐1 的比例配制盐水；盐水入坛

前要煮沸冷却，以防止污染；通过在坛盖边沿的

水槽中加水，以保证坛内的无氧环境；制作泡菜

所用的微生物是乳酸菌，乳酸菌的代谢类型是

异养厌氧型。

参考答案 A
命题点二 亚硝酸盐含量的测定原理和

过程

例 2 玉.测定亚硝酸盐含量时，要配制标准显

色液，即吸取 0援20 mL、0援40 mL、0援60 mL、0援80 mL、
1援00 mL 和 1援50 mL 亚硝酸钠溶液，分别置于

50 mL 比色管中，再另取 1 支空白比色管。向各

管中分别加入 2援0 mL 对氨基苯磺酸溶液，混匀，

静置 3耀5 min 后，加入 1援0 mL 的 N-1-萘基乙二

胺盐酸盐溶液，最后加蒸馏水，补足 50 mL。
域援用样品处理液代替亚硝酸钠溶液做一个

50 mL 的样品显色管，15 min 后与标准管对比。

请分析回答：

（员）本实验所用测定亚硝酸盐含量的方法

为 ___________。
（圆）玉中空白比色管

所起的作用是 _______。
（猿）关于亚硝酸盐含

量测定原理的正确描述

是 ________。（填字母）

粤援重氮化寅酸化寅
显色寅比色

月援重氮化寅酸化寅
比色寅显色

悦援酸化寅重氮化寅
显色寅比色

阅援酸化寅重氮化寅
比色寅显色

（源）域中 员缘 皂蚤灶 后

对比的原因是 ________
________。

试题分析 （1）测定泡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是将样品与已知浓度的标准液进行目测比较，从

而得知样品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该方法属于比色

法。（2）通过设置空白比色管进行对照，使实验的

结果更为准确。（3）测定泡菜中亚硝酸盐含量的

原理是：在盐酸酸化条件下，亚硝酸盐与对氨基

苯磺酸发生重氮化反应后，与 N原1原萘基乙二胺

盐酸盐结合形成玫瑰红色染料。将显色反应后的

样品与已知浓度的标准液进行目测比较，可估算

出泡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参考答案 （员）比色法 （圆）对照 （猿）悦
（源）时间太短显色反应不彻底，会直接影响比色，

最终影响实验结果

易错类型一 混淆几种常用发酵菌种及发酵条件

易错题 1 下列有关酵母菌和醋酸菌的叙述，不

正确的是 （ ）

A.两者的正常繁殖都离不开氧气

B.在无氧条件下，酵母菌可以产生酒精，醋酸菌

则不能产生醋酸

C.两者都是异养生物，生存都离不开葡萄糖

D.醋酸菌可以以酵母菌的某种代谢产物为原料

来合成醋酸

试题解析 醋酸菌是好氧型生物，在氧气充足的

环境中才能完成其正常的生命活动；酵母菌属于兼性

厌氧型生物，在有氧和无氧环境中都能生存，但其无

氧呼吸产生的能量少，不能满足其繁殖对能量的需

求，所以两者的正常繁殖都离不开氧气，A、B 正确。醋

酸菌在缺乏糖源时，能以酒精为原料合成醋酸，C 错

误、D 正确。

参考答案 C
纠错补练 1 下列有关传统果酒、果醋发酵和腐

乳制作的比较，不正确的是 （ ）

A.果酒、腐乳发酵的主要微生物属于真核生物，

果醋发酵的菌种属于原核生物

B.三种发酵过程都可以通过控制发酵温度来实

现对微生物类型的控制

C.果酒发酵在无氧环境下进行，果醋和腐乳发酵

在有氧条件下进行

D.果酒、果醋和腐乳的制作利用的都是微生物胞

内酶

易错类型二 对传统发酵技术中涉及的灭菌措

施考虑不够全面

易错题 2 在发酵技术中要避免杂菌污染，下列

叙述错误的是 （ ）

A.腐乳制作加卤汤装瓶阶段加入料酒，可有效防

止杂菌污染

B.通过控制发酵温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他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C.制作果酒和果醋时都应用体积分数为 70%的

酒精对发酵瓶进行消毒

D.与自然发酵相比，选用人工培养的菌种更易被

杂菌污染

试题解析 A 项，料酒可以有效防止杂菌污染；B
项，发酵过程中所使用的微生物各自有其适宜的温

度，通过控制温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杂菌的

生长；C 项，果酒和果醋的制作过程中都需要用体积

分数为 70%的酒精进行消毒并注意无菌操作；D 项，

与自然发酵相比，选用人工培养的菌种在发酵过程中

可以更好地避免杂菌的污染，获得产品的品质更好。

参考答案 D
纠错补练 2 下列有关传统发酵技术中灭菌或

消毒的措施中，正确的是 （ ）

A援实验中用到的榨汁机、发酵瓶、玻璃瓶、坛子等

物品均可用体积分数为 70%的酒精进行灭菌

B援腐乳制作过程中，装瓶时操作一定要迅速；封

瓶时，还要将瓶口通过酒精灯的火焰

C援腐乳制作中，将长满毛的豆腐块放在瓶内并逐

层加盐，接近瓶口部分的盐要铺薄些

D援泡菜制作中用到的盐水应煮沸后立即使用

易错类型三 不清楚泡菜制作过程中有关物质

含量的变化

易错题 3 下列对不同时期泡菜坛中乳酸菌和

乳酸含量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泡菜制作初期并无乳酸菌的存在

B.腌制过程中乳酸菌含量会逐渐增多并达到最

高峰，然后下降

C.腌制后期乳酸含量会急剧下降

D.腌制的全过程乳酸菌的含量不变，活性不同

试题解析 泡菜制作初期多种微生物并存，乳酸

菌也存在，A 错误。在发酵过程中，乳酸菌含量开始时

较少，进入中期含量最多，然后又慢慢下降，B 正确。

发酵过程中，乳酸在不断积累，不会急剧下降，C 错

误。在发酵后期，乳酸积累到一定量时，乳酸菌的活性

会受到抑制，发酵速度逐渐变慢，D 错误。

参考答案 B
纠错补练 3 下列曲线中能表示泡菜腌制过程

中亚硝酸盐含量变化的是 （ ）

亚硝酸盐含量
（mg/kg） 亚硝酸盐含量

（mg/kg）

亚硝酸盐含量
（mg/kg） 亚硝酸盐含量

（mg/kg）

O
时间

O
时间

O
时间

O
时间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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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2018·江苏）某高校采用如图所示的发酵

罐进行葡萄酒主发酵过程的研究，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援夏季生产果酒时，常需对罐体进行降温处理

B援乙醇为挥发性物质，故发酵过程中空气的进气

量不宜太大

C援正常发酵过程中罐内的压力不会低于大气压

D援可以通过监测发酵过程中残余糖的浓度来决定

何时终止发酵

解题指导 果酒制作是利用酵母菌的无氧呼吸，

而酵母菌适宜生存的温度为 18耀25 益，而夏天温度较

高，因此夏季生产果酒时，常需对罐体进行降温处理，

A 正确；产生酒精表明此时已经进行无氧呼吸，无氧

呼吸过程中不能充气，否则会抑制酵母菌的无氧呼

吸，B 错误；正常发酵过程中，酵母菌无氧呼吸不消耗

气体，但是不断产生二氧化碳，因此罐内的压力不会

低于大气压，C 正确；发酵时可以通过监测发酵过程

中残余糖的浓度来决定何时终止发酵，D 正确。

参考答案 B
例 2 （2017·江苏）下列关于“腐乳的制作”实

验，叙述正确的是 （ ）

A援控制发酵温度的主要目的是腐乳调味

B援腐乳制作后期加入香辛料和料酒有防腐作用

C援毛霉的主要作用是分解脂肪和淀粉

D援成品腐乳表面的粘性物质主要由细菌产生

解题指导 腐乳制作的过程中，控制发酵温度的

主要目的是保证毛霉等多种微生物的生长，腐乳调味

主要由香辛料来控制，A 错误。腐乳制作后期加入香

辛料和料酒有防腐杀菌作用，B 正确。毛霉的主要作

用是产生蛋白酶和脂肪酶，分解蛋白质和脂肪，C 错

误。成品腐乳表面的粘性物质主要是前期发酵时在豆

腐表面上生长的菌丝（匍匐菌丝），是由真菌产生的，D
错误。

参考答案 B
例 3 （2017·全国域卷）豆豉是大豆经过发酵制

成的一种食品。为了研究影响豆豉发酵效果的因素，

某小组将等量的甲、乙两菌种分别接入等量的 A、B
两桶煮熟大豆中并混匀，再将两者置于适宜条件下进

行发酵，并在 32 h 内定期取样观测发酵效果。回答下

列问题：

（1）该实验的自变量是 _________、_________。
（2）如果发现发酵容器内上层大豆的发酵效果比

底层的好，说明该发酵菌是 _________。
（3）如果在实验后，发现 32 h 内的发酵效果越来

越好，且随发酵时间呈直线上升关系，则无法确定发

酵的最佳时间；若要确定最佳发酵时间，还需要做的

事情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从大豆到豆豉，大豆中的成分会发生一定的

变化，其中，蛋白质转变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
脂肪转变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题指导 （1）根据题干信息可知，该实验的自

变量是菌种和发酵时间。（2）容器内上层为有氧环境，

底层为无氧环境，若发酵容器内上层大豆的发酵效果

比底层的好，则说明该发酵菌是好氧菌。（3）如果在实

验后，发现 32 h 内的发酵效果越来越好，且随发酵时

间呈直线上升关系，则无法确定发酵的最佳时间；若

要确定最佳发酵时间，还需延长发酵时间继续进行实

验。（4）大豆到豆豉的过程中，蛋白质被蛋白酶分解成

小分子的肽和氨基酸，脂肪被脂肪酶分解成甘油和脂

肪酸。

参考答案 （1）菌种 发酵时间 （2）好氧菌

（3）延长发酵时间继续进行实验 （4）多肽和氨基酸

甘油和脂肪酸

例 源 （圆园员猿·全国玉卷）回答下列有关泡菜制作

的问题：

（员）制作泡菜时，所用盐水需煮沸，其目的是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为了缩短制作时间，有人还会在冷却

后的盐水中加入少量陈泡菜液，加入陈泡菜液的作用

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泡菜制作过程中，乳酸发酵的过程即为乳酸

菌进行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的过程，该过程发生在乳酸

菌细胞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中。

（猿）泡菜制作过程中影响亚硝酸盐含量的因素有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和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等。

（源）从开始制作到泡菜品质最佳这段时间内，泡

菜液逐渐变酸。这段时间内泡菜坛中乳酸菌和其他杂

菌的消长规律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赃赃赃，
原因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解题指导 （1）泡菜制作的原理是乳酸菌无氧呼

吸产生乳酸，在制作泡菜时所配制的泡菜盐水，要煮

沸，杀灭盐水中的微生物，防止杂菌污染，由于陈泡菜

水中含有乳酸菌，在盐水中加入陈泡菜水的目的是加

进乳酸菌的菌种，使乳酸菌的种群数量快速增加。

（2）泡菜中乳酸的发酵过程即是乳酸菌进行无氧呼吸

产生乳酸的过程，乳酸菌的无氧呼吸的场所是细胞

质。（3）发酵温度、食盐的用量、腌制时间等会影响泡

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4）泡菜制作过程中，由于乳酸

菌进行无氧呼吸产生乳酸，泡菜液逐渐变酸，随乳酸

菌的数量增加，泡菜液的酸性增强，不耐酸的杂菌数

量逐渐减少。

参考答案 （1）杀灭杂菌 增加乳酸菌数量

（2）无氧呼吸 细胞质 （3）温度 腌制时间 食盐

用量 （4）乳酸菌数量增多，杂菌数量减少 乳酸菌

比杂菌更耐酸

高考链接

果醋是以水果，包括山楂、桑葚、葡萄、柿子、杏、

柑橘、猕猴桃、苹果、西瓜等，或果品加工下脚料为主

要原料，利用现代生物技术酿制而成的一种营养丰

富、风味优良的酸味调味品。它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

养保健功能，是集营养、保健、食疗等功能为一体的新

型饮品。科学研究发现，果醋具有多种功能。

果醋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调节酸碱平衡，消

除疲劳，含有十种以上的有机酸和人体所需的多种氨

基酸。醋的种类不同，有机酸的含量也各不相同。醋酸

等有机酸有助于人体三羧酸循环的正常进行，从而使

有氧代谢顺畅，有利于清除沉积的乳酸，起到消除疲

劳的作用。经过长时间劳动和剧烈运动后，人体内会

产生大量乳酸，使人感觉疲劳，如在此时补充果醋，能

促进代谢功能恢复，从而消除疲劳。另外，果醋中含有

的钾、锌等多种矿物元素在体内代谢后会生成碱性物

质，达到调节酸碱平衡的目的。

降低胆固醇

经常食醋是降低胆固醇的一种有效方法，因为醋

中富含尼克酸和维生素，它们均是胆固醇的克星，能

促进胆固醇经肠道随粪便排出，使血浆和组织中胆固

醇含量减少。研究证实，心血管病患者每天服用 20 mL
果醋，6 个月后胆固醇平均降低 9.5%，中性脂肪减少

11.3%，血液黏度亦有所下降。

提高免疫力

果醋具有防癌作用。果醋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

氨基酸，醋酸能在体内与钙质合成醋酸钙，增强钙质

的吸收。果醋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

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防止细胞癌变和细胞衰老，

还可阻止强致癌物亚硝胺在体内的合成，促使亚硝胺

的分解，使亚硝胺在体内的含量下降，保护机体免受

侵害，防止胃癌、食道癌等癌症的发生。

促进血液循环、降压

山楂等果醋中含有可促进心血管扩张、冠状动脉

血流量增加、产生降压效果的三萜类物质和黄酮成

分，对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

有防治作用。

抗菌消炎、防治感冒

醋酸有极强的抗菌作用，可杀灭多种细菌。常吃

点醋，可以少生病。此外，醋对腮腺炎、体癣、灰指（趾）

甲、胆道蛔虫、毒虫叮咬、腰腿酸痛等症都有一定的

疗效。

开发智力

果醋有开发智力的作用。果醋中的挥发性物质及

氨基酸等具有刺激大脑神经中枢的作用，具有开发智

力的功效。

美容护肤、延缓衰老

过氧化脂质的增多是导致皮肤细胞衰老的主要

因素。经常食用果醋能抑制和降低人体衰老过程中过

氧化脂质的形成，使机体内过氧化脂质水平下降，延

缓衰老。另外，果醋中所含有的有机酸、甘油和醛类物

质可以平衡皮肤的 pH，控制油脂分泌，扩张血管，加

快皮肤血液循环，有利于清除沉积物，使皮肤光润。实

践证明，经常食用果醋，能使皮肤光洁细嫩，皱纹减

少，容颜滋润洁白。

减肥

果醋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不但可以加速糖类和

蛋白质的新陈代谢，而且还可以促进体内脂肪分解，

使人体内过多的脂肪燃烧，防止堆积。长期饮用果醋

具有减肥功效。

上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市场上，

醋饮料曾经一度受到时尚女性的追捧。以苹果、葡萄、

山楂等为原料生产的果醋饮料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绿

色、健康的消费理念，也同时满足了现代都市女性保

健、美容的需求。

果醋妙用知多少
素养提升

阀门

出气口
压力表

进气口

搅拌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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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亚硝酸盐一直是健康领域最被人们关注

的话题之一，因为亚硝酸盐中毒甚至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其实亚

硝酸盐是一种被用于发色固色的食品添加剂，同时也是一种公

认的潜在致癌物。但亚硝酸盐又是国家允许的食品添加剂，这是

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肉类食品很容易产生一种致命杆菌———

肉毒梭状芽孢杆菌，从而导致肉制品变味，腐烂。到目前为止，人

类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克星就是亚硝酸盐，它对肉毒梭状芽孢杆

菌有专门的抑制作用。同时还可以让肉色变得更红艳，颜色讨人

喜欢。亚硝酸盐几乎每天都会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内，在胃的酸性

条件下与胺类物质反应形成致癌物———亚硝胺。人群流行病学

调查表明，亚硝胺几乎可以引发人体所有脏器癌变，其中以胃

癌、食道癌、肝癌、结肠癌和膀胱癌最为常见。

就像肉类会被加入防腐剂一样，腌制食品一般会加入硝酸

盐及亚硝酸盐，一方面作防腐用途，另一方面作“发色”作用，令

其产生红润的色泽。随着医学、营养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腌制食

品虽然满足了我们的味觉，却给健康带来了隐患。虽然腌制品变

得“色香味美”，但是加入的添加剂却对健康产生了威胁。亚硝酸

盐可引起中毒，不足中毒剂量的亚硝酸盐，在一定条件下可形成

亚硝胺类化合物，是一种非常强的致癌物质。研究表明腌制食品

以及高盐饮食可能是胃、鼻、咽等多种癌症的危险因素。在这个

谈癌色变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管住嘴”，在风味和健康之

间徘徊，并逐步向健康倾斜。但是，作为一种独特风味的食物，总

有它的忠实粉丝，那么如何在食用时把腌制食品对健康的影响

减到最小？

酸菜、咸菜、咸鱼、咸肉、腊肉等，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对

人体有害的物质 N-亚硝基化合物会增加，应该尽量避免食用。

亚硝基化合物在碱性环境中比较稳定，一般条件下不易发生水

解，但在酸性环境下加热至 70~100 益可以水解，在阳光的照射

下可以裂解，在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物质作用下氧化，可阻断

N-亚硝基化合物的生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

一定的加工处理方法、合理的食物搭配降低其在食物中的含量。

1.腌菜要水煮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在蔬菜中广泛存在，新鲜的蔬菜中以硝

酸盐为主，亚硝酸盐远远低于硝酸盐，腌制的和不新鲜的蔬菜中

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增加，增加量可以从几倍到上百倍。新鲜的

疏菜人们用水煮、日照、热水洗涤等方法即可达到消除的目的。

对于腌制的和不新鲜的蔬菜上佳的方法是用水煮，但对腌菜的

味道有所影响。

2.咸肉、香肠不油煎

咸肉、香肠等肉制品，通常是通过亚硝酸盐的存在来达到防

腐和护色的作用，千万不要油煎，在高温下可促进亚硝基化合物

的合成，使其中的亚硝基吡咯烷和二甲基亚硫胺等致癌物含量

增高。因此，日常生活避免食用油煎的香肠和咸肉是十分关键

的。食用前可蒸下，把汤汁倒掉，以减少亚硝酸盐的量。

3.咸鱼先水煮

咸鱼中含亚硝基化合物也较多，因此食用前最好用水煮一

下，或者蒸一下，汤汁也要去掉。食用时，也应配合一些生鲜蔬

果。 虾皮、虾米都含有二甲基亚硝胺等挥发性亚硝基化合物，

因此，食用前最好用水煮后再烹调，或在日光下直接暴晒 3耀6 h，
也可达到消除和降低致癌物的目的。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烹调方法改变而认为腌制

食品无害于健康，进而多吃、常吃，仍然无异于慢性自杀。

腐乳又称豆腐乳、霉豆腐等，是一种经过

微生物发酵制成的豆制品。腐乳至今已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为我国特有的发酵制品之一。

早在公元五世纪，北魏时期的古书上就有“干

豆腐加盐成熟后为腐乳”之说。在《本草纲目

拾遗》中记述：“豆腐又名菽乳，以豆腐腌过酒

糟或酱制者，味咸甘心。”清代李化楠的《醒园

录》中已经详细地记述了豆腐乳的制法。目

前，我国腐乳已出口到东南亚、日本及美国、

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1援腐乳的种类

腐乳通常分为青方、红方和白方三大类。

其中，臭豆腐属“青方”；“大块”、“红辣”、“玫

瑰”等腐乳属“红方”；“甜辣”、“桂花”、“五香”

等属“白方”。白色腐乳在生产时不加红曲，使

其保持本色；腐乳坯加入红曲即为红腐乳；青

色腐乳是指臭腐乳，它是用豆腐本身渗出的

水加盐腌制而成的，故呈豆青色。臭腐乳的发

酵过程比其他品种更彻底，所以氨基酸含量

更丰富，特别是其中含有较多的丙氨酸和酯

类物质，使人在吃臭豆腐乳时能感觉到特殊

的甜味和酯香味。但是，由于这类腐乳发酵彻

底，致使发酵后一部分蛋白质的硫氨基和氨

基游离出来，产生明显的硫化氢臭味和氨臭

味，使人远远就能嗅到一股臭腐乳独特的臭

味。腐乳品种中还有添加酒糟的称为糟方，添

加黄酒的称为醉方，以及添加芝麻、玫瑰、虾

籽、香油等的花色腐乳。江浙一带，如绍兴、宁

波、上海、南京等地的腐乳以细腻柔绵、口味

鲜美、微甜著称；而四川大邑县的唐场豆腐乳

川味浓郁，以麻辣、香酥、细嫩无渣见长；另外

四川成都、遂宁、眉山等地所产的白菜豆腐乳

也很有特色，每块腐乳用白菜叶包裹，味道鲜

辣适口；河南柘城的酥制腐乳则更是醇香浓

厚，美味可口。

2援腐乳的营养

腐乳质地细腻、醇香可口、味道鲜美，富

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是不可多得的

佐餐佳品。腐乳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很丰

富，常吃不仅可以补充维生素 B12，还能预防

老年痴呆；腐乳富含植物蛋白质，经过发酵

后，蛋白质分解为各种氨基酸，故能增进食

欲，帮助消化；腐乳中还含有钙、磷等矿物

质。一般人群均可食用腐乳，但其中含盐和嘌

呤量普遍较高，高血压、心血管病、痛风、肾病

患者及消化道溃疡患者，宜少吃或不吃，以免

加重病情。

3援腐乳的其他用途

腐乳除了作为美味可口的佐餐小菜外，

在烹饪中还可以作为调味料，做出多种美味

可口的佳肴，如腐乳蒸腊肉、腐乳蒸鸡蛋、腐

乳炖鲤鱼、腐乳炖豆腐等。

若说起“干红”与“干白”的区别时，很大

一部分朋友认为，红葡萄酒是用红葡萄生产

的，白葡萄酒是用白葡萄生产的，这是一种误

解，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加工的方法不同，酒

的颜色上有红白之分。具体来讲，区分“干红”

与“干白”主要从葡萄酒的酿造工艺、颜色、营

养价值、饮时温度、鉴赏方法等方面区分。

酿造工艺上：简而言之，“干红”是用皮红

肉白或皮肉皆红的葡萄带皮发酵而成，采用

皮、汁混合发酵，然后进行分离陈酿而成；“干

白”是选择用白葡萄或浅色果皮的酿酒葡萄，

经过皮汁分离，取其果汁进行发酵酿制而成。

颜色上：由于“干红”用皮红肉白或皮肉

皆红的葡萄带皮发酵而成，酒液中含有果皮

或果肉中的有色物质，使“干红”以红色调为

主，颜色一般呈深宝石红色、宝石红色、紫红

色、深红色、棕红色等；“干白”因是白皮白肉

或红皮白肉的葡萄经去皮发酵而成，它的颜

色以黄色调为主，主要有近似无色、微黄带

绿、浅黄色、金黄色等。

营养价值上：“干红”所蕴含的维生素 B、
核黄素、尼克酸、泛酸和本多生酸的比例都要

高出“干白”。由于“干白”只用汁液酿造，其单

宁的含量相对较低，而“干红”是用果皮、果肉

和汁液一起酿造，其单宁含量相对较高，所以

一般情况下，“干红”比“干白”的酒性更稳定。

储存的温度上：葡萄酒应该平躺着存放。

因为葡萄酒是有生命力的，在每瓶葡萄酒没

有打开盖之前，它都会在瓶里有一个继续生

长和成熟的过程。葡萄酒平躺着放，它的软木

塞就会保持湿润，空气就进不来，这样，葡萄

酒的质量就不会发生变化。酿酒师把平躺着

存放的酒叫做睡觉的酒。同时，保存葡萄酒还

有温度要求。白葡萄酒要放到 愿耀员园 益的温度

里，红葡萄酒喜欢 员圆耀员缘 益的温度。

干红和干白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营
养
价
值

腐
乳
的
种
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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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题共 员园 小题，每小题 源 分，共 源园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员援下列关于生产果酒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粤援利用自然菌种发酵时，应将装有葡萄汁的发酵

瓶进行高压灭菌

月援酵母菌的生命力强，因此果酒制作时不需要对

所用器具消毒和灭菌

悦援红葡萄皮的色素在发酵过程中会进入发酵液，

使葡萄酒呈红色

阅援在碱性条件下，重铬酸钾与酒精反应呈现灰绿色

圆援如图甲、乙是探究发酵的装置示意图。下列相

关叙述正确的是 （ ）

甲 乙

搅拌器

管口 2阀 a
管口 1

阀 b
管口 3

粤援甲用于探究果酒发酵时，打开阀 葬，转动搅拌器

有利于提高产量

月援打开阀 遭，经管口 猿 取样检测二氧化碳的产生

情况

悦援甲可用于探究果醋发酵，发酵前要对整个装置

进行气密性检查

阅援乙用于腐乳制作，应控制好温度，加盐腌制后

接种毛霉菌种

猿援发酵酿造苹果醋正成为果醋市场新贵，该产品

由苹果汁经“两次发酵”而成。以下关于“两次发酵”的

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第一次发酵指乳酸发酵，第二次发酵指醋酸

发酵

月援第一次发酵指酒精发酵，第二次发酵指醋酸

发酵

悦援两次发酵均为真菌所为

阅援两次发酵均为细菌所为

源援下图为腐乳制作过程的流程图，下列说法不正

确的是 （ ）

加盐
腌制

加卤汤
装瓶

豆腐上长
出毛霉

密封
腌制

粤援毛霉为好氧型真菌，为避免其无氧呼吸，摆放

豆腐时要留出一定缝隙

月援加盐腌制的主要目的是析出豆腐中的水分使

之变硬，同时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悦援腐乳的发酵由多种微生物参与，其中毛霉和根

霉为互利共生关系

阅援用胶条密封瓶口时，最好将瓶口通过酒精灯的

火焰，以防止瓶口污染

缘援在腐乳制作过程中，豆腐含水量、盐的用量、发

酵温度和酒的用量等均会影响腐乳的风味和质量。下

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豆腐含水量过高，腐乳不易成形

月援加盐量过多，腐乳硬度会减小

悦援前期发酵温度过低，不影响腐乳“皮”的形成

阅援酒的用量过多，后期成熟时间缩短

远援下列关于传统发酵技术的叙述，错误的是

（ ）

粤援家庭制作果酒、果醋、腐乳可以不用专门接种

月援制作果酒、果醋、腐乳的主要菌种，都能进行有

氧呼吸

悦援制作果酒、果醋、腐乳的主要菌种，只有毛霉是

真核生物

阅援制作果酒、果醋、腐乳过程中所需温度最高的

是果醋的制作

苑援某人利用乳酸菌制作泡菜时，因操作不当导致

泡菜腐烂。下列所述的原因正确的是 （ ）

淤坛口密闭导致坛内缺氧，抑制了乳酸菌的生

长繁殖 于坛口封闭不严，氧气抑制了乳酸菌的生长

繁殖 盂坛口封闭不严，氧气抑制了其他腐生菌的生

长繁殖 榆坛口封闭不严，促进了需氧腐生菌的生长

繁殖

粤援淤盂 月援于榆 悦援于盂 阅援淤榆
愿援家庭中制作泡菜的方法：新鲜的蔬菜经过整理、

清洁后，放入彻底清洗并用白酒擦拭过的泡菜坛中，

然后向坛中加入盐水、香辛料及一些“陈泡菜水”，密

封后置于温度适宜的地方。下列与此过程相关的叙

述，不正确的是 （ ）

粤援用白酒擦拭泡菜坛的目的是消毒

月援加入“陈泡菜水”的作用是提供乳酸菌菌种

悦援制作泡菜过程中，有机物的干重和种类将减少

阅援若制作的泡菜咸而不酸最可能的原因是大量的

食盐抑制了乳酸菌的发酵过程

怨援下列关于测定亚硝酸盐含量原理的叙述，不正

确的是 （ ）

粤援亚硝酸盐经一定方式显色反应后呈玫瑰红色

月援显色反应后亚硝酸盐的理化性质没有发生改变

悦援不同浓度的亚硝酸盐显色深浅不同

阅援样品液显色后，通过与已知浓度的标准液比色，

可大致估算出样品液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员园援泡菜发酵的微生物主要是乳酸菌，而在发酵初

期，水槽内经常有气泡产生，这些气泡产生的原因及

成分分析最合理的是 （ ）

粤援乳酸菌初期进行有氧呼吸产生 悦韵圆；气体为 悦韵圆
月援发酵初期活动强烈的是酵母菌，其利用氧产生悦韵圆；

气体为 悦韵圆
悦援因腌制过程中的盐进入蔬菜使蔬菜体积变小，

气体被排出；气体为空气

阅援乳酸菌在发酵过程中产生了热量，使坛内温度

升高，空气受热膨胀排出；气体为空气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猿 小题，共 远园 分）

员员援（圆4 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自古酒就与人类

生活息息相关。请回答下列酿制葡萄美酒的有关问题。

（员）人类使用酿制葡萄酒的微生物主要是酵母菌，

它的同化作用类型是 ___________，其无氧呼吸的反

应式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酵母菌繁殖的最适温度是 __________ 左右；

酒精发酵一般将温度控制在 ___________。传统葡萄

酒发酵技术所使用的酵母菌的来源是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3）现在工厂化生产果酒，为提高果酒的品质，更

好地抑制其他微生物的生长，采取的措施是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并接入合适的菌种。

（源）某同学人工自酿葡萄酒时，在发酵后期向发

酵液中通入空气，并将发酵液置于 猿园耀猿缘益环境中，

结果发现发酵液中有 ___________ 出现，这类微生物

在糖类缺乏时可以使 ___________ 转化为 _______，
后者再转化为 ___________。（后三空填物质名称）

12.（12 分）如图为腐乳制作的流程示意图，请据

图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让豆腐上长出毛霉 加盐腌制 加卤汤装瓶

密封腌制

（1）传统的制作过程中，豆腐块上生长的“霉”来

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而现代的腐乳生产是

在严格的无菌条件下，将优良的菌种接种在豆腐上，

这样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2）卤汤是由酒及各种香辛料配制而成的，卤汤

中的酒可以选用料酒、黄酒、米酒、高粱酒等，含量一

般控制在 12%左右。加酒的作用：一是可以 ________
_________；二是能使腐乳具有 ________________。

13.（24 分）请回答下列有关泡菜制作的问题。

（员）制作泡菜的原理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如果做检测泡菜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实验，紫

卷心菜不适合用作实验材料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泡菜

的腌制方法、_____________ 和食盐用量等条件对泡

菜口味和亚硝酸盐含量均有影响。

（猿）如图表示在 葬、遭、糟 三种食盐浓度下，泡菜的

亚硝酸盐含量与发酵天数的关系。

6
5
4
3
2
1
0 3 5 7 9 11 13 时间/d

亚硝酸盐含量/mg
abc

淤该实验是将实验材料分成 _____________，在
适宜的条件下，用图中不同浓度的食盐水制作泡菜。

于从图中可知，用 ______ 浓度的食盐制作泡菜

比较适合，但要在发酵时间达 ______ 天以后才适宜

食用，特别是不适宜在第 缘 天食用。食盐浓度为

______ 的泡菜中亚硝酸盐含量变化最小。亚硝酸盐

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转变成致癌物 ___________。

总分：100 分
建议时间：40 分钟

班级：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

测试内容：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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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内容：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

总分：100 分
建议时间：40 分钟

班级：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

一、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下面是利用微生物制作果酒、果醋的流程示意

图，请据图判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挑选
葡萄

冲洗 榨汁 粤 果醋
醋酸
发酵

A援制作果酒时，先去除烂子粒和枝梗，再用清水

冲洗掉污物

B援榨汁前，榨汁机和发酵瓶都需要用体积分数为

70%的盐酸消毒

C援A 过程是酒精发酵，A 过程结束后，只需要提

高一定的环境温度就能产生果醋

D援导致发酵产物不同的重要因素是温度、时间、

菌种等

2.如图是探究果酒与果醋发酵的装置示意图。下

列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

培养基入口
气体入口

气体出口

A援果醋的发酵周期与实验设定的温度密切相关

B援气体入口与气体出口可以交换使用

C援改变通入气体种类，可研究呼吸作用类型对发

酵的影响

D援果酒发酵中期通入氮气，酵母菌将从有氧呼吸

转变为无氧呼吸

3.下列与腐乳、果酒和果醋制作相关的叙述中，

正确的是 （ ）

A援夏季不易进行腐乳制作

B援果酒发酵过程中发酵液密度保持稳定不变

C援果醋发酵包括无氧发酵和有氧发酵

D援三种发酵的主要菌种均以 RNA 为主要的遗传

物质

4.下列有关腐乳制作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援材料选择：豆腐含水量在 70%左右、切小块有

利于接种毛霉孢子

B援毛霉生长：发酵温度控制在 15~18 益，菌丝呈

淡黄色时终止发酵

C援加盐腌制：随豆腐小块层数增加而增加盐量，

析出豆腐中全部水分

D援配制卤汤：卤汤中酒的含量控制在 12%左右，

含量过低容易导致豆腐腐败

5.下列关于腐乳制作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援毛霉可利用其产生的蛋白酶将豆腐中的蛋白

质分解成小分子的肽和氨基酸

B援卤汤中酒的含量越高，杂菌繁殖越快，豆腐越

易腐败

C援用盐腌制腐乳的过程中，要控制盐的用量，盐

的浓度过高会影响口味，过低则不足以抑制杂菌的生

长，导致豆腐腐败

D援其制作过程可以表示为：让豆腐上长出毛霉寅
加盐腌制寅加卤汤装瓶寅密封腌制

6.下列关于发酵过程产物检验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援果汁发酵是否产生酒精，可用 NaOH 来检验

B援检验醋酸产生的简单易行的方法是品尝或用

pH 试纸鉴定

C援在用比色法测定亚硝酸盐含量时，可以不必配

制标准显色液

D援测定果酒、果醋的产生和亚硝酸盐的含量均可

用品尝法

7.下列有关泡菜制作的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援泡菜制作需要配制盐水，其中盐与水的质量比

为 4颐1
B援泡菜坛应该选择材料好、外表美观的坛子，只

要不漏水、不渗水就行

C援泡菜制作时可以加入少许“陈泡菜水”，目的是

增加乳酸菌菌种

D援泡菜腌制时间长短会影响亚硝酸盐含量，但温

度和食盐的用量不影响其含量

8.利用卷心菜发酵制作泡菜过程中，乳酸菌、酵

母菌细胞数量和 pH 的变化如图所示。下列叙述不正

确的是 （ ）

pH

酵母菌

3 6 10 14 18 22 26 32 46

6.0
5.5
5.0
4.5
4.0
3.5
3.0

乳酸菌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发酵时间（天）

A援酵母菌和乳酸菌均有以核膜为界限的细胞核

B援发酵初期乳酸菌建立了明显的菌种优势

C援前 6 天 pH 下降主要由乳酸菌代谢引起

D援发酵中期酵母菌通过无氧呼吸进行增殖

9.下列关于测定亚硝酸盐含量的操作，错误的是

（ ）

A援质量浓度为 4 mg/mL 的对氨基苯磺酸溶液呈

酸性

B援对氨基苯磺酸溶液和 N-1-萘基乙二胺盐酸盐

溶液应避光保存

C援测定亚硝酸盐含量的操作步骤是：配制溶液寅
制备标准显色液寅制备样品处理液寅比色

D援制备样品处理液，加入氢氧化铝的目的是中和

氢氧化钠

10.下列有关果酒、果醋、腐乳制作的叙述，正确

的是 （ ）

A援制作果酒、果醋的菌种属于真核生物，制作腐

乳的菌种属于原核生物

B援制作果酒、腐乳在无氧条件下进行，制作果醋

需在有氧条件下进行

C援制作果酒、果醋主要利用的是胞内酶，制作腐

乳主要利用的是胞外酶

D援制作果酒、果醋的过程需保持菌种活性，制作

腐乳的过程不需要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60 分）

11.（18 分）葡萄经酒精发酵可以产生葡萄酒，进一

步经醋酸发酵可以产生葡萄醋，请利用相关的知识回

答问题：

（1）将葡萄汁装入发酵瓶到酒精发酵完毕的过程

中，酵母菌进行的细胞呼吸方式是 ______________；
其代谢类型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甲、乙两位同学将葡萄榨成汁后分别装入相

应的发酵瓶中，在温度等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发酵，如

图所示：

排气管

软管夹

进气管进气管 排气管

出
料
口

出
料
口

甲 乙

淤在排气口要通过一个长而弯曲的胶管与瓶身

连接，其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于请找出图中实验操作的错误：甲图中的错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图中的错

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若果汁中混杂有醋酸菌，在果酒发酵旺盛时，

醋酸菌不能将果汁中的糖发酵形成醋酸，其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24 分）近年来，《舌尖上的中国》引发全民关

注美食的热潮，其中不乏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的美

食，如素有“东方奶酪”之称的豆腐乳、中国泡菜等。请

根据所学知识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1）豆腐乳前期发酵是在严格的无菌条件下，接入

优良毛霉品种，这样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__，温
度控制在 _________，并保持一定的湿度。然后向长

满毛霉的豆腐块加盐，其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同时，盐还能 ________________，
避免豆腐块腐败变质。后期加入食盐、香料粉、白酒密

闭发酵 6 个月，白酒含量一般控制在 12%左右的原因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制作泡菜时，起主要作用的微生物是 _____。
为了缩短制作时间，有人还会在冷却后的盐水中加入

少量陈泡菜液，加入陈泡菜液的目的是____________
____。在发酵初期，很多杂菌会大量繁殖，其中导致泡

菜水的表面长白膜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3.（18 分）家庭泡菜的制作过程：新鲜的蔬菜经

过整理、清洁后，放入泡菜坛中，然后向坛中加入盐

水、香辛料及一些“陈泡菜水”，密封后置于温度适宜

的地方。请回答下列问题：

（1）加入蔬菜前要对泡菜坛做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处理。

（2）在家制作泡菜时，为避免杂菌污染，向泡菜坛

中加入了青霉素，结果发酵失败，原因可能是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有时制作的泡菜会“酸而不咸”，最可能的原

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对亚硝酸盐含量测定的原理是：亚硝酸盐与

对氨基苯磺酸的反应产物能与 _________________
偶联成 _______ 色染料。测定亚硝酸盐含量的操作流

程中，使滤液变得无色澄清透明的是 ____________。

专题 1 综合检测（2）



高考生物 高考生物高考备考 选修 1 生物技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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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基

微生物的培养基中一般含有水、碳源、氮源和

无机盐四种营养物质。除此以外，培养基还需满足

微生物生长对 责匀、氧气及特殊营养物质等的要求。

碳源是指能为微生物的代谢提供碳元素的物

质，如 悦韵圆、晕葬匀悦韵猿 等无机碳源；糖类、蛋白质、脂

肪等有机碳源等。异养微生物只能利用有机碳源。

氮源是指能为微生物的代谢提供氮元素的物质。如 晕圆、晕匀猿、晕韵原猿、晕匀垣源、蛋白

质、氨基酸等。只有固氮微生物才能利用 晕圆。
名师提醒 培养基的配制原则：

（员）目的要明确：不同微生物的需求不同，根据培养目的配制培养基。

（圆）营养要协调：营养物质的浓度和比例要适宜。

（猿）责匀 要适宜：为维持 责匀 的相对恒定，可在培养基中加入缓冲剂。

二、无菌技术

员援关键：防止外来杂菌的入侵。

圆援主要内容：（员）对实验操作的空间、操作者的衣着和手，进行清洁和消毒。

（圆）将用于微生物培养的器皿、接种用具和培养基等进行灭菌。

（猿）为了避免周围环境中微生物的污染，实验操作应在酒精灯火焰附近

进行。

（源）实验操作时应避免已经灭菌处理的材料用具与周围物质相接触。

猿援手段：灭菌与消毒。

条件 结果 常用方法 应用范围

消毒

较为温和的

物理或化学

方法

仅杀死物体表面

或内部的部分微

生物

煮沸消毒法 日常用品

巴氏消毒法 不耐高温的液体

化学药剂消毒法
用酒精擦拭双手，用氯

气消毒

灭菌
强烈的理化

因素

杀死物体内外所

有的微生物，包

括芽孢和孢子

灼烧灭菌法 接种工具

干热灭菌法 玻璃器皿、金属用具

高压蒸汽灭菌法 培养基及容器

三、制备牛肉膏蛋白胨固体培养基

员援基本流程：计算寅称量寅溶化（寅调节 责匀）寅
灭菌寅倒平板。

圆援注意事项

（员）称量：牛肉膏比较黏稠，可以用玻棒挑取，放

在称量纸上称量。由于其易吸潮，应动作迅速，称后

及时盖上瓶盖。

（圆）倒平板：待培养基冷却到 缘园 益左右（用手触摸刚刚不烫手）时才能用来

倒平板（温度过高会烫手，过低培养基又会凝固）。

（猿）整个操作在酒精灯火焰旁进行，避免杂菌污染。

（源）平板需倒置，这样既可避免培养基中的水分过快挥发，又可防止培养皿

盖上的水珠落入培养基，造成污染。

四、纯化大肠杆菌

员援原理：想方设法在培养基上得到由一个细胞繁殖而来的肉眼可见的菌落，

即获得较纯的菌种。

圆援微生物接种的方法：常用的接种方法是平板划线法和稀释涂布平板法。

猿援接种成功的标志：如果培养基上生长的菌落的颜色、形状、大小基本一致，

并符合大肠杆菌菌落的特点，则说明接种操作是符合要求的；如果培养基上出

现了其他菌落，则说明接种过程中，无菌操作还未达到要求，实验失败，需要分

析原因，再次接种。

源援菌种的保藏：

（员）目的：将菌种放在低温环境中保藏的目的是降低微生物的新陈代谢速

率，延缓菌种衰老。

（圆）方法：①临时保藏方法：将菌种接种到试管中的固体斜面培养基上，在

合适的温度下培养。当菌落长成后，将试管放入 源 益的冰箱中保藏。以后每隔 猿耀
远 个月，都要重新将菌种从旧的培养基上转移到新的培养基上。

于甘油管藏法：在 猿 皂蕴 的甘油瓶中，装入 员 皂蕴 甘油后灭菌。将 员 皂蕴 的菌

液转移到甘油瓶中，与甘油充分混匀后，放在原圆园 益条件下保存。

专题 2 微生物的培养与应用

一、筛选原理

配制选择培养基，把尿

素作为培养基中的唯一氮

源，理论上只有能够利用尿

素的微生物才能够生长，其

他微生物则不能生长。

二、统计菌落数目的

方法

1.显微镜直接计数法。

2.间接计数法。

三、细菌分离与计数的

实验流程

1.土壤取样：铲去表层

土寅取样寅装入信封。

2.制备培养基：

淤制备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
基：对照组

选择培养基：实验组

判 断 选 择 培
养 基 是 否 具
有选择作用

于 放 宽 稀 释 范 围 ：

每个稀释倍数下需

猿 个选择培养基嗓 员 个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3.微生物的培养与观察：样品稀释寅涂布平板寅
猿园~37 益培养寅观察和比较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和

选择培养基中菌落的数量、形态等。

4.细菌的计数：菌落数目稳定寅选取菌落数在

猿园耀猿园园 的平板进行计数寅同一稀释倍数下求 猿 个

平板平均值寅计算样品中细菌数目。

四、完善实验

为了保证统计的菌落数都是利用尿素的细菌形

成的，必须完善实验。

（1）原因：由于分离分解尿素的细菌的选择培养

基上可能生长着以分解尿素的细菌的代谢产物氨为

氮源的其他微生物。

（2）原理：在细菌分解尿素的化学反应中，细菌

合成的脲酶可将尿素分解成氨，氨会使培养基的碱

性增强，pH 升高。因此可通过检测培养基 pH 的变

化来判断该化学反应是否发生。

（3）方法：在以尿素为唯一氮源的培养基中加

入酚红指示剂，培养某种细菌后，若 pH 升高，指

示剂将变红，这时可以准确鉴定该种细菌能分解

尿素。

（4）设置对照实验组：

淤判断培养基中是否有杂菌污染，需将未接种

的培养基同时进行培养。

于判断选择培养基是否具有筛选作用，需设立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进行接种后培养，观察两种培

养基上的菌落数目。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上生长

的菌落数目应明显多于选择培养基上的数目。

课题 1 微生物的实验室培养

一、纤维素

纤维素是一种多

糖类物质，它的基本

组成单位是葡萄糖。

纤维素是植物细胞壁

的主要成分。由天然

纤维素可以制成水溶

性的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Na）、不溶于

水的微晶纤维素等。

二、纤维素酶

纤维素酶是一种

复合酶，它包括C1酶、

CX酶和葡萄糖苷酶，

前两种酶使纤维素分

解成纤维二糖，第三种酶将纤维二糖分解成葡

萄糖。

三、纤维素分解菌的筛选原理

1.纤
维素

C1 酶、CX 酶 纤 维

二糖

葡萄糖苷酶
葡萄糖

纤维素酶（复合酶）

课
题3

分
解
纤
维
素
的

微
生
物
的
分
离

课
题2

土
壤
中
分
解
尿
素
的

细
菌
的
分
离
与
计
数

基础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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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刚果红

纤维素
红色复合物

纤维素酶
红色消失，

纤维素分解菌

出现透明圈

四、土壤中纤维素分解菌的筛选

1.方案

（1）土壤取样：采集土样时，应选择富含纤维素

的环境。

（2）选择培养：用选择培养基培养，以增加纤维

素分解菌的浓度。

（3）梯度稀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稀释

倍数。

（4）涂布平板：将样品涂布到鉴别纤维素分解

菌的培养基上。

（5）挑选产生透明圈的菌落：产生纤维素酶的

菌落周围出现透明圈。

2.涉及到的微生物技术主要有：培养基的制备、

无菌操作、稀释涂布平板法、土壤取样等。

温馨提示 （1）纤维素分解菌的选择培养基为

液体培养基；纤维素分解菌的鉴别培养基为固体培

养基，刚果红染色法应用的就是鉴别培养基。

（2）在只有纤维素为唯一碳源的培养基中，不

能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由于缺乏碳源而不能正常

生长繁殖，因而可起选择作用。

五、纤维素分解菌的进一步鉴定

本课题通过刚果红染色法对分解纤维素的微

生物进行了初步的筛选。为确定得到的是纤维素分

解菌，还需要进行发酵产纤维素酶的实验，纤维素

酶的发酵方法有液体发酵和固体发酵两种。纤维素

酶的测定方法一般采用对纤维素酶分解滤纸等纤

维素后所产生的葡萄糖进行定量的测定。

（上接第 10 版）

一、培养基的营养要素

营养物质 定义 作用 主要来源

氮源
能提供氮

元素的物质
合成蛋白质、核酸等

无机物：NH3、铵盐、硝
酸盐。有机物：尿素、牛
肉膏、蛋白胨等

生长因子
微生物生长不
可缺少的微量

有机物

酶和核酸的组成
成分

维生素、氨基酸、碱基等

水 ———
细胞内良好的溶剂，维持
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稳定

———

碳源
能提供碳

元素的物质

构成生物体细胞的物质，
有些是异养微生物的能源
物质

无机物：NaHCO3 等；有
机物：糖类、脂肪酸、石
油等

特别提醒 （员）微生物最常利用的碳源是糖类（特别是葡萄糖），常利用的氮

源是铵盐、硝酸盐等。（圆）在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中，需要量最大的是碳源。

对异养微生物来说，含悦、匀、韵、晕的有机物既是碳源，又是氮源。（猿）某些微生物之

所以需要补充生长因子，是由于缺乏合成这些物质所需要的酶或合成能力有限。

（4）水和无机盐也是培养基中的重要成分。

二、平板划线法和稀释涂布平板法的比较

方法 平板划线法 稀释涂布平板法

原理

通过接种环在琼脂固体培养基表面

连续划线的操作，将聚集的菌种逐

步稀释分散到培养基的表面。在数

次划线后培养，可以分离到由一个

细菌繁殖而来的肉眼可见的子细胞

群体，即菌落

将菌液进行一系列的梯度稀释，

然后将不同稀释度的菌液分别

涂布到琼脂固体培养基的表面，

进行培养。在稀释度足够高的菌

液里，聚集在一起的微生物将被

分散成单个细胞，从而能在培养

基表面形成单个的菌落

注意
事项

A.接种环的灼烧：操作的第一步及每

次划线之前都需将接种环灼烧灭

菌，划线操作结束时仍需灼烧接种

环，每次灼烧的目的：第一步灼烧是

为了避免接种环上可能存在的微生

物污染培养物；每次划线之前灼烧

是为了杀死上次划线残留的菌种，

使每次划线菌种来自上次划线末

端；划线结束后灼烧是为了杀死接

种环上残留的菌种，避免污染环境

和感染操作者。

B.灼烧接种环之后，要冷却后再进行

操作，以免温度太高杀死菌种。

C.划线时最后一区域不要与第一区

域相连。

D.划线用力要大小适当，防止用力过

大将培养基划破

A.稀释操作时，每支试管及其中

的 9 mL 水、移液管等均需灭菌；

操作时，试管口和移液管应在离

火焰 1耀2 cm 处。

B.涂布平板时：淤涂布器末端浸

在盛有体积分数为 70%的酒精

的烧杯中消毒；于取出时，要让

沾有少量酒精的涂布器在酒精

灯火焰上引燃后，冷却；盂不要

将过热的涂布器放在盛放酒精

的烧杯中，以免引燃其中的酒

精；榆酒精灯与培养皿距离要合

适；虞移液管管头不要接触任何

物体

适用
范围

较适用于好氧菌 较适用于厌氧菌和兼性厌氧菌

缺点 不能计数 操作较复杂，有一定误差

优点
可以观察菌落特征，对混合菌进行
分离

可以计数，可以观察菌落特征

归纳总结 三、微生物的计数方法

方
法

显微镜直接计
数法

间接计数法（稀释涂布平板法计数）

原
理

用血细胞计数板，

在显微镜下计 数

一定体积的样 品

中的微生物数量

当样品的稀释度足够高时，培养基表面生长的

一个菌落来源于样品稀释液中的一个活菌，通

过统计平板上的菌落数就能推测出样品中大

约含有多少活菌

操
作

用血细胞计数板
计数

在不同稀释度的条件下，分别涂布多个平板

（设置重复组）培养，选择菌落数在 30耀300 的

平板计数并取平均值；计算每克样品中的菌株

数越（C衣V）伊M，C 代表某一稀释度下平板上生

长的平均菌落数，V 代表涂布平板时所用的稀

释液的体积（皂蕴），酝 代表稀释倍数

不
足

不能区分死菌 与
活菌

由于不能做到彻底稀释，计数数据往往低于实
际值

四、两种刚果红染色法的比较

方法
先培养微生物，再加入刚

果红
在倒平板时就加入刚果红

过程

在长出菌落的培养基上，覆

盖质量浓度为 1 mg/mL 的

CR 溶液寅10 耀15 min 后，倒

去 CR 溶液寅加入 1 mol/L
的 NaCl 溶液寅15 min 后，

倒 掉 NaCl 溶 液 寅 产 生 纤

维 素酶的菌落周围会出现

透明圈

配制 10 mg/mL 的 CR 溶液寅灭

菌寅按照 1 mL CR 溶液/200 mL
培养基比例混匀寅倒平板寅培

养寅产生纤维素酶的菌落周围会

出现透明圈

优点
显示出的颜色反应基本上是

纤维素分解菌的作用
操作简便，不存在菌落混杂的问题

缺点
操作繁琐，加入刚果红会使

菌落之间发生混杂

淤由于纤维素和琼脂、土豆汁中

都含淀粉类物质，可能使产生淀

粉酶的微生物也形成透明圈，即

假阳性反应；于有些微生物具有

降解色素的能力，它们在长时间

培养过程中会降解刚果红，形成

明显透明圈，与纤维素分解菌不

易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