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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花” 菌是茯砖茶中的优势菌群，通过对“金花”菌的菌种鉴定、形态学特征、生长条件及其功能性等方面进

行阐述，综述了茯砖茶中“金花”菌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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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菌”是茯砖茶的优势菌，在茯砖茶上长有

大量金黄色颗粒，俗称“金花”。“金花”是茯砖茶独特

风味的主要影响因素。长年饮用茯砖茶有调理肠胃、
促进消化、降血糖、降血脂、增强人体体质及延缓衰

老等功效，而这些功效与“金花菌”的作用是密不可

分的。人们通常根据“金花菌”的质量和数量来判断

茯砖茶品质的好坏。基于前人对茯砖茶中“金花菌”
的研究基础，对其生理学特性及功能进行综述。

1 茯砖茶“金花菌”种名的鉴定
温琼英[1]将保存的“金花”菌种与英联邦真菌研

究所的冠突曲霉模式菌株作了对比，结果培养特征

与显微特征都与模式菌株相一致，将其鉴定为“冠突

曲霉”，但有两点存在疑问，一是该菌的子囊孢子直

径大部分在6.0μm以下，而冠突曲霉应在6.0μm以

上；二是该菌子囊孢子的两条鸡冠突起是呈波状弯

曲，而冠突曲霉子囊孢子不弯曲。
齐祖同[2]认为冠突曲霉的命名违反了国际植物

命名法，将其命名更正为冠突散囊菌，其无性型为针

刺曲霉异名冠突曲霉。
吕毅[3]以湖南益阳茶厂的茯砖茶为茶样，以不同

发酵程度的茯砖茶为样品，将其培养在CZG（含11%
NaCl）培养基上，在培养后期CZG培养基边缘出现无

性生殖方式，培养在PDA培养基上进行有性世代观

察，将其鉴定为冠突散囊菌。
邓放明[4]以湖南益阳茶厂的茶样为原料，在传统

鉴定方法的基础上运用18SrDNA测序方法，得到的

结果为“金花菌”的形态特征的与冠突散囊菌一致，

且 其18SrDNA的 序 列 与 数 据 库 中 的 冠 突 散 囊 菌

（Eurotium cristatum strain：WB4222）相似性为98%，并

将其鉴定为冠突散囊菌。
陈云兰[5]研究从同一块茯砖茶中分离得到菌落

不同的“金花菌”，经研究表明，茯砖茶“金花菌”不是

由单一一种菌组成，即组成具有多样性，这一研究结

果与王志刚[6]一致。陈云兰利用经典分类鉴定、酯酶

同工酶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和可溶性蛋白的SDS-
PAGE三种方法相结合，在生化水平上对菌株进行鉴

定，其鉴定结果为茯砖茶“金花菌”为冠突散囊菌和

谢瓦氏散囊菌两种菌组成。黄浩[7]以湖南益阳茶厂生

产的茯砖茶为原料，将分离得到的“金花菌”接种到

察氏培养基和20%蔗糖察氏培养基上进行传统方法

鉴定，根据形态学的鉴定结果将该菌定为散囊菌属，

再通过DNA测序方法进行18SrDNA，ITS测序以及以

AF1和AF2为引物扩增的测序片段与数据库中的

Eurotium. Cristatum比对均有99%相似度，故将其命

名为冠突散囊菌，无性型为针刺曲霉。
对于以上金花菌的分离鉴定的结果差异，主要

由以下几个方面引起：在早期的金花菌鉴定中采用

的是以形态学特征为主的传统真菌分离鉴定方法，

其形态特征复杂又缺乏统一的描述标准，主观性强；

对于不同产地不同原料的茯砖茶样，在不同环境条

件下其微生物种群可能存在差异。

2 茯砖茶金花菌的形态结构观察
“金花菌”是产生无性型（产子囊孢子）和有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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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分生孢子）的全型真菌，虽然在不同的培养基上

微生物的形态特点表现出多样性，但该菌在相同的

繁殖方式上表现出的特征基本一致。
2.1 菌体形态观察

姚茂君[8]将分离得到的“金花菌”接种到PDA琼

脂平板培养基上培养，在30℃下培养3d后菌落直径

达5~10mm，呈淡黄色；培养5d后菌落中间颜色开始

变深呈黄色，菌落直径达12~16mm；培养10d后，菌落

直径达18~22mm，周边淡黄色，近于橄榄浅黄色，内

部近于橄榄褐至丁香褐色，老后变成褐色：培养21d
后，菌落直径达20~25mm，颜色全部变成褐色，会分

泌出色素使菌落周围的培养基呈黑褐色。黄浩[7]将从

湖南益阳茶厂的茯砖茶上分离的“金花菌”接种到察

氏琼脂培养基在28℃条件下培养，培养7d菌落直径

达20~23mm，14d菌落达42~45mm，21d菌落直径达

63~66mm，菌落为较规则圆形，质地较致密，有黄色

晕圈，边缘淡黄色，近于橄榄浅黄色，中央部分颜色

较深，近于橄榄褐至丁香褐色，老后变成褐色，整个

过程未发现分生孢子产生。“金花菌”在20%蔗糖察氏

琼脂培养基上生长较快，28℃培养7d直径达37~40mm，

培养14d达70~80mm，其特征与在察氏琼脂上相同，

有时边缘处可见分生孢子结构。尹旭敏[9]以四川茯砖

茶为材料，将提取的“金花菌”培养在CZG培养基上，

培养12d，菌落直径为32mm，颜色为橙黄，生殖方式

为无性繁殖。吕毅[8]指出“金花菌”在28℃的CZG培养

基上培养8d，菌落平均直径为48mm左右，菌落形状

不规则，中部菌丝呈土黄色稍突起生长，生殖方式为

有性生殖方式。由此可见两者对金花菌在CZG培养

基上的生物学特性描述有差异。
2.2 繁殖特征形态观察

尹旭敏[9]将在25℃的PDA培养基上生长的“金花

菌”进行光学显微镜观察，结果为：菌体由子囊果和

菌丝组成，菌丝直径为1.04~5.22μm；子囊果为黄色

闭囊壳，球形或仅球形，直径为65.25~234.90μm，子

囊果破裂后会释放出子囊；子囊为球形或近球形，表

面粗糙，直径7.83~15.66μm，子囊内一般含有8个子

囊孢子；子囊孢子为近球形，少数为椭圆形，直径为

2.10~6.53μm，子囊孢子表面粗糙，有2个明显的冠状

突起，且冠状突起呈波状弯曲。在25℃条件下的改良

的查氏培养基（CZG）上生长的金花菌生殖方式为无

性型，会长出分生孢子，顶囊为球形或烧瓶形，直径

为26.10~28.71μm；孢子梗直径为2.35~10.96μm，有

隔膜；分生孢子为球形或椭圆形，孢子表面粗糙，直

径2.87~7.83μm，分生孢子呈放射状，有孢间联体。

3 金花菌的生长条件研究
茯砖茶发花是将黑毛茶经汽蒸、渥堆、压制成型

后，通过控制一定的温湿度使“金花菌”在茶砖中繁

殖，在茯砖茶中“金花菌”的繁殖受温度影响较大。欧

阳规香[10]研究表明，发花最适温度为25℃，12d可完成

发花，在高温高湿时节，温度达38℃但烘房通气良

好，砖胚只需7d即可完成发花。但如果温度超过30℃
而相对湿度降低，水分散失过快，则不能满足发花要

求。温琼英等研究金花菌发花过程中的生长规律表

明，发花初期温度控制在25℃，中期上升到28~32℃，

“金花菌”可较好生长。在康砖茶和青砖茶的加工过

程中并没有发花工艺 [11]，在保存多年的陈品茶中可

分离得到“金花菌”，其原因为在康砖茶和青砖茶加

工过程中由于营养和环境条件原因不能形成有性闭

囊壳，而是以营养菌丝形式存在，而营养菌丝的环境

抗性弱，容易死亡，因此导致了金花菌在其他黑茶中

分离率很低甚至没有。
刘作易[12-13]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表明，有机氮源

比无机氮源能更好地促进“金花菌”菌落生长。金花菌

利用单糖能力比双糖能力强，并指出该菌不能利用琼

脂糖、单宁和淀粉作为碳源。其生长的pH范围为3~6，

在高渗透压下有利于无性孢子的产生，在低渗透压下

有利于有性孢子的产生，孢子萌发的最高温度为38℃。

4 功能性研究

4.1 降脂作用

邓放明[14]从“金花菌”液体发酵液中提取出胞外

多糖ECP和ECP#，利用核受体活化后能激活下游基

因转录的原理，选用与 肥胖和血脂 代谢相关 的

PPARα、PPARδ、PPARγ3种模型进行高通量筛选，研

究结果为金花菌孢外多糖对这3种模型均有活性，且

对PPARγ的活性最强。其实验说明“金花菌”可以通

过多条途径产生降脂作用。
4.2 抗肿瘤细胞活性作用

邓放明[14]采用MTS方法分析金花菌胞外多糖对

肿瘤模型细胞的抑制作用，选用肿瘤细胞模型K526
和Hep G2，结果以对照组正常生长的细胞值为1，无

细胞培养液为0，当样品值≥0.8被认为基本不抑制

细胞生长，样品值<0.8被认为能抑制细胞生长，值越

小抑制作用越高。研究结果表明“金花菌”胞外多糖

具有抗肿瘤细胞活性。
4.3 促消化作用

杨抚林[15]采用体外模拟人体胃液和肠液环境条

件，研究结果表明，“金花菌”发酵液比茯砖茶更能提

高淀粉酶、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活性，证明“金花菌”
的发酵液具有调理人体胃肠消化的功能。刘巧林[16]

进一步证明了金花菌发酵液具有明显的果胶酶、纤
维素酶、蛋白酶活性，在整个发酵过程中，这三种酶

活性均呈先升高再逐渐下降的变化趋势。
4.4 其他

刘作易[17]将从贵州省桐梓茶厂产的茯砖茶上分

离得到的“金花菌”，培养在CZG和40%蔗糖蛋白胨培

养基两种液体培养上进行氨基酸分析，研究证明“金

花菌”菌丝体中富含多种氨基酸，除不含色氨酸外，

含有所有必需氨基酸，且谷氨酸含量相对较高。

5 讨论与展望
早在50年代前就有大量的学者相继对“金花菌”

进行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花菌”种名的

鉴定以及其生长条件的研究，由于受条件和技术的

限制及其形态多样性的影响，对“金花菌”种名的鉴

定一直存在着争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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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菌”种名的鉴定方法上升到了生化和分子水平

上，使鉴定结果更趋于客观性和准确性。
近几年来，研究者们将研究重心放在了“金花

菌”的功能性研究上，证明“金花菌”具有促消化、减
肥降脂和抗癌等多方面的功能，但研究工作大多以

茶汁浸提液作为“金花菌”的发酵液，提高了“金花

菌”的应用成本，局限了金花菌的生产和应用。通过

前人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花菌”对营养条件的要求比

较广泛，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加强对“金花

菌”的工业化应用及功能性产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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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对食品工业总体碳减排更为显著。
我国食品生产企业目前一般采用传统的环境治

理手段，政府比较重视末端治理，在生产流程的末端

引入附加设备和设施处置和综合利用固体废物、提
高废水达标量和SO2去除量等。因此，政府应给予生

产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关注整

个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通过“三废”综合治理能力

的提高间接带动碳减排，将碳减排有机融合到食品

工业的“三废”减排治理体系中，逐步向低碳、清洁的

生产方式转型。而这也是应对出口欧洲等发达国家

的食品即将要求加贴碳标签的现实，真正实现中国

食品工业低碳化发展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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