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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是利用生化反應確認片之快速定性方法，檢測食品及食品加

工過程中是否遭受沙門氏菌所汙染。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系統包含：

沙門氏菌增殖液 (包含基本成本及添加成分)– 此增殖液含有特殊營養成分，可以專一性

地對沙門氏菌進行修復及增殖。

沙門氏菌快檢片– 可隨時使用；內含呈色劑以及水溶膠的選擇性培養基，提供初次篩檢之

結果。

沙門氏菌確認片– 內含特殊生化基底的呈色片，用來確認沙門氏菌是否存在。

特色：

儀器設備需求低

使用方便、操作簡單

容易儲存、不佔空間

擁有國際認證，確保檢驗結果的一致性

市售唯一快速檢測系統，直接給您確認結果 確認結果最快44小時便可得知



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之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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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之使用說明

增殖流程

在無菌環境下，使用天秤秤量所

需之沙門氏菌增殖液添加成分。

將沙門氏菌增殖液添加成分加至

已高壓滅菌且已冷卻的增殖液基本

成份中。

用無菌的均質袋，秤取所要檢驗

之食品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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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檢體為高背景值產品 (≧10⁴

CFU/g)則需進行2次增殖。攝取

前述已培養24小時之增殖液0.1ml

至10 ml R-V R10中進行第二次

增殖。

將R-VR10置於41.5±1°C環境中增

殖8-24小時。

4
將含有補充成份的增殖液，加至

已秤好檢體之均質袋內。

以鐵胃均質機充分混合。 將檢體置於41.5±1°C之環境培養

18-24小時。若檢體為低背景值

產品(< 10⁴CFU/ g)，則跳至步

驟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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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ºC ± 1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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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ºC ± 1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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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之使用說明

水化流程

快檢片之培養及判讀

將快檢片放置於平坦表面

上，以試管垂直添加

2±0.1 ml無菌水於快檢片

之中央， 將快檢片水化

。

緩慢地將上層膜蓋上，並

避免氣泡產生。

針對低背景值檢體，以10μl接種

環沾取經一次增殖之沙門氏菌增

殖液。

若為高背景值檢體，以10 μl接種

環沾取經二次增殖之R-V R10增

殖液。

掀開快檢片上層膜，並在培養基

上畫線培養。

將壓板置於快檢片中央，

於凝膠形成之前，以按壓

之方式使液體均勻分佈在

圓形培養區域。切勿滑動

壓板。

將快檢片置於平坦表面，

室溫控制在20-25°C之間

避光靜置。約1個小時膠體

可完全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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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層膜蓋上，用手輕推快檢片，

將氣泡擠出。

將快檢片置於41.5°±1°C環境中培

養24±2個小時。快檢片可水平

堆疊，最多以20片為上限。

若有疑似陽性菌落產生，則使用

奇異筆於上層膜圈選標記(建議圈

選4-5個疑似陽性菌落)，而後將

使用確認片來做生化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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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ºC ± 1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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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已水化之快檢片於室溫

20-25°C避光儲存可存放8小

時。若水化後8小時內不需使

用，務必將之避光冷藏儲存。



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之使用說明

將袋內之沙門氏菌確認片取出，且將快

檢片上層膜掀開，壓上沙門氏菌確認

片，蓋上時盡量避免產生氣泡。

從培養箱中取出後，觀察被圈選的菌

落，判定最終結果。

將上層膜蓋上，用手輕輕地將快檢片推

平，同時將氣泡推出。

於41.5±1°C環境中培養4-5個小時。

41.5ºC ± 1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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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μl接種環
(圓圈直徑為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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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鑑定



快檢片上 –疑似陽性菌落之外觀

圖A：紅色菌落、底色變黃、伴隨氣泡產生。

圖B：紅色菌落、底色變黃。

圖C：紅色菌落、底色未變黃、伴隨氣泡產生。

圖F：紅色菌落、底色未變黃、無氣泡產生。

圖G：紅色菌落、擴散區域為洋紅色。

圖H：藍綠色菌落、底色變黃、伴隨氣泡產生。

圖D：菌落變深藍或黑色，同時有藍色沉澱。

圖E：菌落中心為紅色，周圍變深藍或黑色，同時有

藍色沉澱。

圖I：菌落之外觀仍然為紅色，在加入確認

片後沒有藍色沉澱。

確認片上 –確認沙門氏菌菌落之外觀

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之判讀方式

圖A 圖B 圖D

圖F

圖E圖C

快檢片上 –非疑似菌落之外觀

快檢片上 –疑似菌落範例：快檢片上 –疑似陽性菌落之外觀

確認片上 –非沙門氏菌之外觀

圖G 圖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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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之判讀方式

菌落判讀

1
1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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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I

圖J

圖J：(1) 紅色菌落、底色未變黃，且無氣泡

產生。

(2)藍綠色菌落，且伴隨氣泡產生。

菌落顏色 代謝特性
結果

紅色 深紅色 棕色 底色變黃 氣泡產生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似菌落

疑

似

菌

落



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之判讀方式

範例一

尚未接種前的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

說明：陰性控制組快檢片只添加2ml無菌水稀釋。

圈選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上之疑似陽性菌落

說明：挑選5個最典型的疑似菌落 (紅色菌落且帶有黃底)，

用奇異筆於快檢片上層膜圈選。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加確認片

說明：觀察被圈選的菌落是否變成深藍色或黑色帶有藍色沉

澱，上圖所圈選的菌落皆為典型陽性菌落。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上出現疑似陽性菌落

說明：單一菌落呈現紅色且底色變黃。

圖1a 圖1b

圖1c 圖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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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之判讀方式

尚未接種前的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

說明：陰性控制組快檢片只添加2ml無菌水稀釋。

圈選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上之疑似陽性菌落

說明：挑選5個最典型的疑似菌落 (紅色菌落且帶有黃底和氣

泡、紅色菌落帶有黃底但無氣泡產生)，用奇異筆於快

檢片上層膜圈選。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加確認片

說明：觀察被圈選的菌落是否變成深藍色或黑色帶有藍色沉

澱，上圖所圈選的菌落皆為典型陽性菌落。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上出現混和菌落型態

說明：(1)單一紅色菌落底色變黃伴隨氣泡(疑似陽性)

(2) 單一紅色菌落底色變黃(疑似陽性)

(3) 菌落為藍色或藍綠色的菌落(陰性)

圖2a 圖2b

圖2c 圖2d

範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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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Petrifilm™ 沙門氏菌快檢片之判讀方式

尚未接種前的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

說明：陰性控制組快檢片只添加2ml無菌水稀釋。

圈選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上之疑似陽性菌落

說明：挑選5個最典型的疑似菌落 (紅色菌落帶有黃底、紅

色菌落帶有氣泡)，用奇異筆於快檢片上層膜圈選。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加確認片

說明：觀察被圈選的菌落是否變成深藍色或黑色帶有藍色沉

澱，上圖所圈選的菌落皆為典型陽性菌落。

3M™Petrifilm™沙門氏菌快檢片上出現混和菌落型態

說明：(1)單一紅色菌落底色變黃(疑似陽性)

(2) 單一紅色菌落伴隨氣泡(疑似陽性)

(3) 菌落為藍色或藍綠色的菌落且伴隨氣泡產生(陰性)

圖3a 圖3b

圖3c 圖3d

範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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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3M台灣子公司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保健產品事業群

食品安全部門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95號6樓
消費者服務專線：0800-086-197  

www.3m.com.tw

http://www.3m.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