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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微生物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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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带来更好的食品安全

与传统微生物检测方法相比，Hygiena（海净纳）公司全新的MicroSnap平台技术可

以在 8小时内提供快速、特异的微生物检测结果。从而使食品、饮料等生产加工企业能

够更快地筛查原材料、实时监控工厂环境和及早产品放行。

传统方法 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

快速结果 — +

样品准备便捷 + +

灵敏度 + +

特异性 — +

定量结果 + +

使用方便 + +

性价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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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结果----------------哪里最需要？

原材料检测

原材料加工前进行微生物筛查

� 有把握的及时生产并降低风险

� 防止被污染的原材料污染生产线和造成产品腐败

� 避免代价高昂的清洗消毒流程和重复工作

� 防止设备停机和潜在的收益损失

� 评估供应商和供应链的质量与安全性

� 尽早将原材料投入生产以得到更快投资回报

工厂环境监控

检测环境表面和设备来获得工厂微生物水平的实时更新

� 防止因环境污染导致产品变质

� 评估清洁与消毒流程的效果

� 向审计员和客户展示严格的评审结果

� 按小时而非天来排除问题区域

成品检测

更快地得到成品检测结果以便尽早放行产品

� 尽快放行生鲜类等对时间要求较高的产品

� 在产品放行前及时对污染产品采取措施

� 防止代价高昂的召回

� 保护产品商标和名誉

� 降低库存产品和库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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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测的新亮光

MicroSnap是一种用于细菌检测和计数的新型快速生物发光检测方法，能够在 8小时

内给出结果。MicroSnap由一支带有特定生长培养基的增菌拭子和一支带有生物发光底物

的检测拭子所组成。当 MicroSnap 检测到特定微生物时就会发光，所发出的光可通过

Hygiena（海净纳）公司配套的 EnSURE 荧光仪进行测量。检测结果可采用 Hygiena 的

SureTrend数据追溯软件进行储存和追踪，便于以后的数据分析、追溯和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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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断阀（Snap-ValveSnap-ValveSnap-ValveSnap-Valve）
Hygiena拥有的专利折断阀（Snap-Valve）技术使MicroSnap具有简便易用和高性价

比特点。

内置式移液管

步骤 1显示了增菌拭子（红色）带有一个取样拭子头，可用于产品和表面取样。样

品采集后需将增菌拭子孵育 6~8小时，而后采用内置式移液管将增菌后的样品转移至检

测拭子，然后激活检测拭子（步骤 2），10分钟左右得到最终结果。整个检测时间在 8小

时以内。



7

大肠埃希菌 检测：

埃希菌属

检测时间：

计数：6小时

存在/不存在：8小时

型号：

增菌拭子 MS-ECE
增菌肉汤 MS-EBROTH
检测拭子 MS-EC

大肠菌群 检测：

埃希菌属

克雷伯菌属

枸橼酸杆菌属

肠杆菌属

检测时间：

计数：6小时

存在/不存在：8小时

型号：

增菌拭子 MS-ECE
增菌肉汤MS-EBROTH
检测拭子 MS-CC

肠杆菌 检测所有肠杆菌科

大肠埃希菌

克雷伯菌属

枸橼酸杆菌属

肠杆菌属

沙雷菌属

志贺菌属

沙门菌属

耶尔森菌属

检测时间：

计数：6小时

存在/不存在：8小时

型号：

增菌拭子 MS-EEB
检测拭子 MS-EB

细菌总数

检测革兰氏阳性和阴性

的需氧细菌和兼性细

菌，包含：
大肠埃希菌

李斯特菌属

志贺菌属

葡萄球菌属

假单胞菌属

弧菌属

检测时间：

计数：7小时

部件号：

增菌拭子 MS-EEB
检测拭子 M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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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时间 工作日时间

整个MicroSnap检测过程可以在一个典型的 8小时工作日内完成。

计数

开始增菌

在一个工作日开始的时候收集样品并开始增菌。根据应用和限定标准的不同，样品可培

养 2~7小时。

存在////不存在

开始增菌

在工作日开始的时候收集样品并增菌。样品需培养 7~8小时。

检测

增菌后，样品被移至检测拭子内，而后用 EnSURE荧光仪来检测结果。

样品收集 工作开始

增菌
产品放行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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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比较——检测时间

有意义的结果

CFUCFUCFUCFU（菌落形成

单位）

RLURLURLURLU（相对光单

位）

传统的平板培养法

采用菌落计数来确

定 CFU， 而新的

MicroSnap 技术可

以使用户在没有平

板的情况下得到相

等的 CFU 值。

EnSURE 以相对光

单位（RLU）来显

示检测结果。通过

下面换算表可将

RLU 值 转 换 为

CFU 值。

MicroSnap

自动化检测方法

菌落计数

显色培养基

传统培养方法

报告结果的时间（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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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

CFUCFUCFUCFU
mlmlmlml或 gggg

大肠埃希菌 大肠菌群 肠杆菌 细菌总数

灵敏度与特异性对比

用于对比的大肠埃希菌检测方法

灵敏性 特异性

Dry Media Film

Dry culture

Micro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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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EEnSUREEnSUREEnSURE
一台仪器，多重检测

EnSURE 是一台多功能监控系统，可以对

多种检测进行收集、分析和报告数据。

EnSURE 系统采用了 Hygiena 公司最新的

技术和专利化的设计，具有操作简便、小

巧、精确等特点。

多重检测

除 MicroSnap 外，EnSURE 配套的检测拭子

还包括用于检测 ATP、蛋白质残留、特定工

业酶、过敏原等拭子。

快速结果

通过简单的折断和挤压激活检测拭子，然后

放入手持式 EnSURE荧光仪内，15秒得出结

果。

追溯与趋势分析

将检测结果上传到 Hygiena SureTrend软件，

就可以便捷地对检测结果进行追溯、趋势分

析、存档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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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软件

SureTrend可传送工厂卫生的完整图像

跟踪

SureTrend 软件可以使管理者追溯到 EnSURE 系

统检测到的每个质量指标，包括 ATP和微生物。

� 超过 40 个预设置的报告，可立即开始数据

分析

� 对检测位置、用户和检测方案进行简单编程

� 简单的报告和图表，方便个性化设置

� 数据可按 Excel格式导出，便于进一步分析

� 自动上传数据保存登陆时间，减少人为错误

� 多重位置或多重 EnSURE系统的网络化

趋势分析

确定设备、工作人员和加工过程的清洗趋势，明

确何时何地有污染发生。减少重复清洗和停工期，

方便快速生产。

联网

可比较 2台仪器或生产线的检测结果。数据中的

峰值能帮助管理员知道何时对清洗介入重新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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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nSUREEnSUREEnSUREEnSURE配套的更多产品：

UltraSnapUltraSnapUltraSnapUltraSnap：表面 ATPATPATPATP ZymoSnapZymoSnapZymoSnapZymoSnap：碱性磷酸酶

UltraSnap是一种便于使用的一体化表面 ATP检测

拭子；它含有一个预湿的拭子头，可以更好地复原

检测样品。UltreSnap 采用了 Hygiena 独特的液态

稳定酶试剂和 SnapValve 技术，可以提供精准的

ATP检测。

ZymoSnap 检测牛奶和乳制品中的碱性磷酸酶

（ALP）活性。ALP是生乳中一种天然成分，巴

氏杀菌法和后续的快速冷却可以使其失去活性。

ALP 的活性可作为测定巴氏杀菌效果的检测方

法。

AquaSnapAquaSnapAquaSnapAquaSnap：水样 ATPATPATPATP CrossCheckCrossCheckCrossCheckCrossCheck：酸性磷酸酶

CrossCheck 用于检测生肉中常见的酸性磷酸酶

活性。CrossCheck可以检测成品的热加工效果和

食品接触表面上是否有生肉残留，从而避免交叉

污染风险。

AquaSnap是一种便于使用的一体化水中 ATP检测

拭子，用于检测液体样品中的 ATP含量。AquaSnap
可以准确地检测水中或液体样品中的生物和有机

物残留。它的采集器可准确采集 100µl液体样品。

AquaSnap 同样采用了 Hygiena 独特的液态稳定酶

试剂和 SnapValve技术。

AquaSnap Total：用于微生物和非微生物的总 ATP
检测

AquaSnap Free：用于非微生物的 ATP检测

SuperSnapSuperSnapSuperSnapSuperSnap：过敏原预防

SuperSnap是 Hygiena最灵敏的表面 ATP一体化检

测拭子，主要用于对环境有最高卫生标准的地方。

它也可有效地防止过敏原交叉污染，或处理难度较

大的样品。SuperSnap可以检测那些类似或低于特

殊过敏原检测级别的食品残留物。

了解所有 HygienaHygienaHygienaHygiena产品可登陆 www.hygiena.comwww.hygiena.comwww.hygiena.comwww.hygiena.com

http://www.hygiena.com


14

全球服务支持
特殊服务

现场支持与培训视频

Hygiena（海净纳）的办事处和高素质的经销商网络遍布全球。详见 www.hygiena.comwww.hygiena.comwww.hygiena.comwww.hygiena.com

美洲 欧洲、中东、非洲及亚洲 中国

9301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马里奥

市 Acoso大道 941号
电话：+1 805 388 8007 *300
传真：+1 805 399 5531
info@hygiena.com

WD24 7 ND
英国赫特福德郡瓦特福市科

恩路Wenta商业中心 11单元

电话：+44 （0）1923 818821
传真：+44 （0）1923 818825
enquires@hygiena.com

200120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

路 518号内外联大厦 7K室

电话：+86 21 5132 1081
传真：+86 21 5132 1081
china@hygiena.com

http://www.hygiena.com
mailto:info@hygiena.com
mailto:enquires@hygiena.com
mailto:china@hygie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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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号

步骤 1111：增菌
产品 目录号 数量

增菌拭子：肠杆菌 MS-EEBMS-EEBMS-EEBMS-EEB 100100100100
增菌拭子：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 MS-CECMS-CECMS-CECMS-CEC 100100100100
增菌拭子：细菌总数 MS-ETVCMS-ETVCMS-ETVCMS-ETVC 100100100100
增菌肉汤：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 MS-EBROTHMS-EBROTHMS-EBROTHMS-EBROTH 100100100100

小型培养箱（37373737℃恒温）---11---11---11---11个孵育位 INCUBATORINCUBATORINCUBATORINCUBATOR 1111

步骤 2222：检测
产品 目录号 数量

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肠杆菌检测拭子 MS-EBMS-EBMS-EBMS-EB 100100100100
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大肠菌群检测拭子 MS-CCMS-CCMS-CCMS-CC 100100100100
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大肠埃希菌检测拭子 MS-ECMS-ECMS-ECMS-EC 100100100100
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MicroSnap细菌总数检测拭子 MS-TVCMS-TVCMS-TVCMS-TVC 100100100100

EnSUREEnSUREEnSUREEnSURE荧光仪 ENSUREENSUREENSUREENSURE 1111

相关产品

产品 目录号 数量

UltraSnapUltraSnapUltraSnapUltraSnap表面 ATPATPATPATP检测拭子 US2020US2020US2020US2020 100100100100
AquaSnapAquaSnapAquaSnapAquaSnap FreeFreeFreeFree：水样游离 ATPATPATPATP检测拭子 AQ-FXAQ-FXAQ-FXAQ-FX 100100100100
AquaSnapAquaSnapAquaSnapAquaSnap FreeFreeFreeFree：水样总 ATPATPATPATP检测拭子 AQ-XAQ-XAQ-XAQ-X 100100100100
SuperSnapSuperSnapSuperSnapSuperSnap过敏原预防////高灵敏度 ATPATPATPATP拭子 SUS3000SUS3000SUS3000SUS3000 100100100100
ZymoSnapZymoSnapZymoSnapZymoSnap碱性磷酸酶拭子 ZS-ALPZS-ALPZS-ALPZS-ALP 100100100100
CrossCheckCrossCheckCrossCheckCrossCheck酸性磷酸酶拭子 CX-3000CX-3000CX-3000CX-3000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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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步骤 1111：采样与孵育

产品 表面

或

液体样品：将 1ml液体食

物、饮料或水样品等直接

加至增菌拭子管中

固体样品：将 1ml 1:10
稀释后的固体样品悬液

加至增菌拭子管中

表面样品：用增菌拭

子涂抹 10x10cm 的

面积

将拭子插回，折断

SnapValve 阀，然后

将球阀内液体挤入

拭子管内

按照所需要的检测

值进行不同时间的

培养

步骤 2222：检测

取出检测拭子并恢复至

室温。通过在手掌上轻打

5次来摇晃管子，使所有

的凝聚物至管子底部。

在无菌条件下将 1ml
（2～3 滴或达到填

充线）增菌样品转移

至检测拭子中

折断 SnapValve 阀，

然后将球阀内液体

挤入拭子管内，轻轻

地摇晃管子来混匀

样品。

培养肠杆菌、大肠菌

群和大肠埃希菌时

需将拭子 37℃孵育

10分钟。

将 检 测 拭 子 插 入

EnSURE 荧光仪中

并开始测量。参考

RLU/CFU 换算表得

出相关的 CFU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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