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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突散囊菌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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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酶与发酵技术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 冠突散囊菌是茯砖茶发酵中的优势菌，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茯砖茶的品质，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比

较全面的研究。本文中，笔者综述了冠突散囊菌的分离鉴定、分子生物学、培养、发花过程、保健功能及其应用等几

个方面，并对其研究与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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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urotium crist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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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zyme and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College of Light Indust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

Abstract: Eurotium cristatum is the dominant fungus in the fermentation of 'Fu-brick' tea．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 cristatum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brick tea．Extensive studies had been done．
We review the researches in 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molecular biology，cultivation，growing process
of the so-called' golden flower' fungus E． cristatum． We also indicate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E． crist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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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突散囊菌，俗称“金花”，属于散囊菌目发菌

科散囊属的一种真菌。冠突散囊菌是茯砖茶在“发

花”过程中的优势菌［1］。茯砖茶独特的品质和别具

的风味都主要归功于冠突散囊菌［2］。所以，在茯砖

茶的发酵过程中，冠突散囊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国家标准中，茯砖茶也是黑茶中唯一有“冠

突散囊菌”这一指标的品种［3］。
在黑茶发酵的过程中，“金花”的数量和质量往

往直接决定了茯砖茶的品质。茯砖茶作为一种发

酵茶，具有抗氧化、助消化、降脂减肥、降低胆固醇

等保健功效［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高，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饮用茯砖茶的安全性、

挖掘其营养价值，以开拓其市场价值［1］。本文就冠

突散囊菌的分离鉴定、分子生物学、培养、发花过

程、保健功能研究及其应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综述。

1 冠突散囊菌的研究

1. 1 冠突散囊菌的分离、纯化及鉴定

冠突散囊菌的分离一般采用稀释平板法。黄

浩等［2］研究发现，称取 2008 年的一品茯茶，置于带

有玻璃珠的无菌水中，充分振荡，再用 10 倍稀释法

稀释 102、103、104、105和 106倍后涂布于察氏培养基
( CZ) 平板上，在 28 ℃恒温培养直至长出单个菌落。



菌株纯化采用平板划线法，具体操作是在超净工作

台上选取长势较好的平板，用接种环挑取少量菌体

在新鲜的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PDA) 上划线，

然后 28 ℃恒温培养，4 d 后选取长势较好的平板，挑

取单个菌落于斜面上 28 ℃恒温培养，这样反复继代

3～4 次后即可获得纯菌株［2］。
将纯化后的冠突散囊菌接种到 CZ 上，在 28 ℃

左右的温度下恒温恒湿倒置培养 7 ～ 10 d 后，对菌

落进行鉴定。传统的菌种鉴定有 3 种方法: 宏观目

测法、光学显微镜观察法和电镜扫描法。宏观目测

法的操作方法是培养一定时间后定时观察记录菌

落的颜色、形态，进行初步判断。光学显微镜法则

可以运用插片法、棉兰染色法等，在显微镜下观察

分生孢子、子囊孢子的形态结构等。
早在 1986 年以前，冠突散囊菌被认为是谢瓦氏

曲霉，因为当时的研究受到条件的限制，仅靠光学

显微镜的结果并未能够将冠突散囊菌的命名盖棺

定论。温琼英［3］、齐祖同等［4］研究发现，冠突散囊

菌的有性型孢子———子囊孢子的特征是具有冠状

的突起、表面明显粗糙; 无性型的分生孢子则具有

小刺。对比谢瓦氏曲霉，这一特征与之并不相符。
之后的研究中，齐祖同等［4］ 分别对分离自广西砖

茶、湖南茯砖茶、湖南桃江茯砖茶、湖南益阳茯砖茶

的冠突散囊菌进行了鉴定，发现在 25 ℃ 下培养 12
d，菌落直径达到 45～50 mm，周边为浅黄色，中心为

褐色，黄色的闭囊壳大量包缠于具饰菌丝中; 21 d
后菌落直径达到了 60～65 mm，颜色都变为深褐色。
闭囊壳呈球形或半球形，子囊孢子为双凸镜型，有

两个明显的冠状突起，凸面明显粗糙，具小疣，分生

孢子头灰绿色，幼时呈球型、老时呈放射状。于是，

按照国际植物命名规则，推翻了“冠突曲霉”的命

名，正式更名为冠突散囊菌。
王文涛［5］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茯砖茶样品中

分离出的 23 株“金花”菌株与标准菌株对比，通过

形态学鉴定，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如菌落

中心颜色为深褐色，周边为浅黄色。但 5 株菌株之

间也存在着差异，例如，相比已有文献的描述，4 号

菌株边缘有乳白色至浅黄色过渡，子囊孢子也偏

小; B1 号菌株的分生孢子与子囊孢子的大小等特征

与冠突散囊菌的特征相同［5］。该实验说明在茯砖

茶发花的过程中，优势微生物具有多样性。
胡治远等［6］从 18 种茶叶样品中分离出 18 株菌

株，通过电镜扫描进行形态学鉴定，并根据微生物

经典鉴定法［7－8］，得出其中 8 株为冠突散囊菌，3 株

为黑曲霉，3 株谢瓦散囊菌，2 株肋状散囊菌，1 株阿

姆斯特丹散囊菌和 1 株蜡叶散囊菌。在这些菌株

中，15 株为散囊属，说明散囊属的菌株在茯砖茶发

花过程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
阮林浩等［9］对从浙江武义和湖南长沙的茶叶

样品中分离出的冠突散囊菌进行了形态学鉴定，得

到初步分离纯化的鉴定结果，其中 5 株( 标号为G1～
G5) 为冠突散囊菌，2 株散囊属 ( G6、G7) ，其中 G3
为标准的冠突散囊菌菌株，G6 为阿姆斯特丹散囊

菌，G7 为肋状散囊菌。
黄浩等［2］将冠突散囊菌的培养分别置于 CZ 和

含 200 g /L 蔗糖 CZ ( CZ20) 上，发现冠突散囊菌在

CZ20 上生长较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培养条件

不同，对冠突散囊菌的生长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1. 2 冠突散囊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刘石泉等［10］研究发现溶菌酶破壁法、纤维素酶

破壁法、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 CTAB) 法等提取

冠突散囊菌 DNA 效果较为理想。魏国美等［11］分别

用超声破碎和液氮研磨的方式来提取冠突散囊菌

基因组 DNA，结果发现，200 W 的超声波无法破碎

冠突散囊菌的细胞壁，因此不能提取 DNA ; 而用

600 W 超 声 波 和 液 氮 研 磨 的 方 式 提 取 的 基 因 组

DNA 的杂质含量均较高; 相对而言，400 W 超声波

的提取方法所提取的基因组 DNA 浓度大、纯度高、
效果好，更加适用于冠突散囊菌的基因组 DNA 的

提取。
据报道，真菌中的 veA 基因片段参与了细胞有

性发育和无性发育的调节。利用 DNA 克隆技术，可

探究冠突散囊菌中与有性发育有关联的 veA 基因

片段［12－14］。马权等［15］先通过液体培养抑制菌体产

生孢子，待其生长到足够的量之后，固体培养诱导

其产生子囊果及子囊孢子，16 h 左右收集菌丝体提

取 ＲNA，结果证明，该基因片段确实为 veA 基因片

段。而就目前而言，关于无性孢子的发育过程的研

究已经较为透彻，而有性孢子的研究却尚未成熟，

进一步研究冠突散囊菌 veA 基因片段，能够为冠突

散囊菌产生有性孢子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谭玉梅等［16］利用 cDNA 末端快速克隆技术获得冠

突散囊菌 stf1 基因的全长 DNA 序列，并利用相对定

量 SYBＲ Green I 荧光定量 PCＲ 技术检测该基因在

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量的差异，该实验为深入研究

冠突散囊菌产孢调控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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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培养条件对冠突散囊菌的影响

1. 3. 1 用于冠突散囊菌培养的培养基

苏凤等［17］为了确定最佳的培养基，将等量的孢

子悬液培养在 PDA、改良察氏培养基( CZG) 和察氏

培养 基 上，96 h 后 测 定 菌 丝 干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1. 064、1. 625 和 1. 348 g /L，以此为指标，确定最佳

培养基为 CZG 培养基。而刘作易等［18］用了 8 种培

养基来观测冠突散囊菌在这些培养基上的生长状

况，结果发现，在温度相同时，两种孢子在这些培养

基上生长的菌落大小相似、生长速度一致。该实验

结果与周杨艳等［19］的实验结果相去甚远。周杨艳

等［19］在其他实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优势菌接种

在 14 种培养基上，9 和 18 d 后进行形态学观察，判

断其生长状况，结果显示，冠突散囊菌在不同培养

基上的生长情况差异较大，产生孢子的数量与分泌

色素物质情况的差异最为明显，并且差异随着时间

的延长更加明显。
1. 3. 2 碳源和氮源的影响

冠突散囊菌的繁殖方式分为有性繁殖( 子囊孢

子) 和无性繁殖( 分生孢子) 两种。碳源和氮源对冠

突散囊菌孢子的产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碳源

的浓度不仅会影响孢子产生的数量，而且会影响冠

突散囊菌的繁殖方式。刘作易等［20］研究发现，在不

同蔗糖浓度下，冠突散囊菌的繁殖方式也不同: 当

蔗糖浓度较低时，繁殖方式以有性孢子为主; 当蔗

糖浓度较高时，繁殖方式以无性孢子为主。郑欣

欣［21］以蔗糖、葡萄糖和淀粉为碳源，设置浓度梯度

来测定最佳的碳源，结果表明: 碳源为 50 g /L 时，有

性孢子的数量最多，几乎不产生无性孢子; 碳源为

200 g /L 左右时，无性孢子开始出现，并随浓度的增

加而增加。进一步研究确定蔗糖为最佳碳源，在以

蔗糖为碳源的研究中发现，蔗糖浓度过高和过低都

不利于孢子的产生，蔗糖浓度过低时几乎不产生孢

子; 而过高的蔗糖浓度则会抑制孢子的产生，当蔗

糖为 50 和 300 g /L 时，菌落直径和有性孢子的数量

都多，但考虑到 300 g /L 时已有无性孢子产生，因此

最终选定 50 g /L 蔗糖为最佳碳源［21］。尹旭敏［22］以

淀粉、葡萄糖、蔗糖、麦芽糖和乳糖等作为碳源，考

察碳源的影响结果，发现菌丝生长以葡萄糖和蔗糖

最好，麦芽糖和乳糖较差，而可溶性淀粉最差。刘

作易［23］用蔗糖、葡萄糖、山梨糖、棉子糖和单宁等

17 种糖作为碳源来考察碳源的影响，结果发现: 其

中只有 14 种糖能被利用，D-果糖效果最好，山梨糖

生长最差，还有 3 种糖不能利用，分别是琼脂、单宁

和淀粉。
在含有不同氮源的培养基上，冠突散囊菌的生

长繁殖情况也不尽相同。无机氮源和有机氮源对

冠突散囊菌的影响也各异。无机氮源对菌落直径

的影响小于有机氮源［23－24］。但是，无机氮源促进孢

子萌发的效果较好，而有机氮源对菌落生长的促进

作用较大。所以，在配制冠突散囊菌培养基时，可

以采用有机氮源和无机氮源相结合的方式。为了

探究氮源对冠突散囊菌生长的影响，尹旭敏［22］测定

了 KNO3、( NH4 ) 2SO4、蛋白胨、牛肉膏和酵母膏等作

为氮源时的影响，结果与上述一致，无机氮源的影

响明显不如有机氮源大，菌丝在牛肉膏、蛋白胨和

酵母膏上生长最好，菌丝发达，在对照和( NH4 ) 2SO4

上生长最差。但刘作易［23］研究发现，在促进孢子萌

发的方面，无机态氮、酰胺态氮和氨态氮更具优势;

而有机氮源中，DL-苏氨酸、L-谷氨酰胺、DL-α-氨基

丙酸对菌落生长的促进作用较大。
1. 3. 3 pH 的影响

冠突散囊菌可以在偏酸性的环境下生长，而碱

性环境不利于其生长。刘作易等［18］研究，冠突散囊

菌生长的最适 pH 为 3～6，在 pH 为 4 ～ 6 时，菌株生

长较好，最适 pH 为 5。当 pH 小于 2 或大于 7 的时

候均不能萌发生长。而吕嘉枥等［25］研究发现，培养

基的 pH 达到 10 时，冠突散囊菌几乎不生长; pH 为

7 时，有性孢子和无性孢子的数量都达到极值，随着

pH 的增大，有性孢子的数量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

的趋势，无性孢子的趋势则相反。郑欣欣［21］的研究

也表明: pH 为 7 时产生的有性孢子数量最多，而在

极酸或极碱的环境中，都极其容易产生无性孢子。
这些结果都说明，pH 也会影响冠突散囊菌的繁殖方

式。但在不同的 pH 环境下，冠突散囊菌的繁殖方

式也有所不同。陈云兰［26］研究发现冠突散囊菌普

遍在偏酸性的条件下生长较好，而培养基呈碱性

时，菌株生长较慢。
1. 3. 4 培养温度的影响

极端的高温和低温环境都不利于冠突散囊菌

的生长。低温有利于有性孢子的产生，高温有利于

无性孢子的产生。冠突散囊菌的最适生长温度在

28 ℃ 左右。在适宜的温度下，有性孢子的产量较

高; 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开始产生无性孢子;

当培养温度过高，甚至高于冠突散囊菌自身生长繁

殖所需的温度时，冠突散囊菌的生长受到抑制，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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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直径相应变小。由此表明，冠突散囊菌的生长和

繁殖方式不仅受到碳源、氮源和 pH 的影响，培养温

度同样有影响。
陈云兰［26］在研究中发现，25～35 ℃为冠突散囊

菌生长的适宜的温度。大多数菌株在 25 ℃ 时生长

最快，35 ℃时生长较慢，当温度升高到 40 ℃ 时，一

些菌株停止生长。曹聪等［27］研究发现，在 40 ℃ 条

件下培养的菌株形成的菌落较稀疏，颜色较浅; 经

过镜检发现，菌落基本由菌丝组成，并有灰绿色分

生孢子头产生。由此可见，高温可促使冠突散囊菌

进行无性繁殖。温琼英等［28］对“金花”菌进行温度

培养实验，发现冠突散囊菌在 28 ℃时生长较快，在

20～22 ℃时生长缓慢、而在 32 ～ 34 ℃ 时比在 28 ℃
时生长得缓慢。吕嘉枥等［25］通过实验发现，在 28
℃时菌落直径最大，有性孢子密集，30 ℃ 时开始产

生无性孢子。因此，28 ℃通常用作冠突散囊菌培养

的最适温度。
1. 4 冠突散囊菌发花过程中的色、香、味变化

1. 4. 1 冠突散囊菌产色素类物质的研究

经压制后的茯砖茶呈黑褐色，茶砖中有冠突散

囊菌发花后形成的金黄色“金花”，烹煮后的茶汤色

泽鲜明，呈透亮的橙红色。温琼英等［28］在研究茯砖

茶加工过程中的微生物优势种群变化规律中提到，

在发花过程中大量繁殖的冠突散囊菌的生长趋势

与色素物质的变化呈现出高度的同步性。以此推

测，色素物质的形成与积累可能与微生物代谢有

关，也就是说，茯砖茶鲜亮色泽的形成与冠突散囊

菌的生长代谢休戚相关。刘仲华等［29］利用薄层色

谱分析法和分光光度法分析了加工过程中茯砖茶

的脂溶性色素和水溶性色素的变化，以此来弄清色

素形成的机制，结果显示: 在冠突散囊菌的繁殖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胞外多酚氧化酶 ( PPO) ［30－31］，

这种酶可以将儿茶素氧化为茶褐素、茶黄素和茶红

素等水溶性的色素。这些色素的积累，共同形成了

茯砖茶的独特色泽。
1. 4. 2 冠突散囊菌发花香气来源的研究

因加工工艺的特殊性，茯砖茶中香气成分的组

成比较复杂，除原料黑毛茶自身具有的香气成分

外，还具有一种独特的菌花香。吕毅［32］研究发现，

在伏砖茶中没有检测到在其他茶叶中常见的香叶

醇，但是检测到了与这种萜烯类化合物类似的酮类

化合物香气成分，这被认为是茯砖茶也是黑茶香气

上的一个特点。

在茯砖茶特有的香气中有许多具有挥发性香

气成分，如戊醛、正乙醛和 1-戊烯-3-酮等。王华夫

等［33］研究发现，在发花的过程中，还添加了一些新

的特征化合物，如芳樟醇、α-紫罗酮和壬酸等，这些

香气成分在发花前能够检测到的含量还很低，发花

后含量明显增加，并且在茯砖茶压制成型的过程

中，含量可以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同时，还检

测到了一种独特的成分———愈创木酚。愈创木酚

是一种微生物作用后的茶叶降解产物［34］，广泛应用

于医药行业、香料及染料的合成，它是一种受热不

稳定的香气物质。
由于冠突散囊菌的作用，在发花过程中，部分

醛、酮类香气化合物明显增加。一些杂环化合物的

含量，如 2，5-二甲基吡嗪、2，6-二甲基吡嗪和 1-甲基

酰吡咯等，也随着发花过程的深入而增加。这类化

合物通 常 被 认 为 是 糖 和 氨 基 酸 加 热 后 降 解 的 产

物［35－36］，就是所谓的“火功香”。糖类物质在高温条

件下会产生脱水、聚合发生焦糖化反应，产生焦糖

的香气。
由此可见，发花过程中香味的形成，是微生物

分泌胞外酶、发酵热和空气中的水和氧气等许多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4. 3 冠突散囊菌发花过程中风味的形成

茶叶中的水溶性成分通常是赋予茶叶香醇口

感的主要因素。刘武嫦等［37］研究发现，在发花过程

中，茶多酚、游离氨基酸、生物碱、可溶性糖、儿茶素

和没食子酸等含量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

中，由于生物作用，冠突散囊菌在代谢过程中会大

量消耗茶叶中原有的游离氨基酸，使得茶汤风味更

加醇和; 冠突散囊菌在代谢过程中还会分泌一些胞

外酶，如纤维素酶，它可将原料中的纤维素分解成

麦芽糖，使得茶汤风味更加甘甜; 另外，一些酯类儿

茶素被微生物降解生成没食子酸，可以降低茶汤中

的涩味。
茯砖茶在发花过程中，尽管物质的味感与物质

结构的内在联系并不十分明确，但分子结构上的细

微变化，如取代基发生变化、立体位置的差异都是

有可能导致呈味的差异因素。王增盛等［38］研究发

现，游离氨基酸总量较原料中的相对含量降低了

38. 7%，且各类氨基酸组成的配比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其中茶氨酸、谷氨酸和丙氨酸等主要氨基酸降

解幅度较大。而在发花期间，苏氨酸、酪氨酸和赖

氨酸的含量则有所增加［31］。这些氨基酸的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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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茶汤的滋味形成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表没食

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EGCG) 、表儿茶素没食子酸

酯( ECG) 茶多酚的相对含量降低了 46. 6%，儿茶素

组分中下降的幅度最大［31］，这对进一步改善茶汤滋

味、使之醇而不涩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生物

酶的作用下，儿茶素氧化产物的进一步形成与积

累，不仅对色泽品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在

形成茯砖茶品质风味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8］。
此外，茶黄素的鲜爽、刺激性口感，茶红素的甜醇滋

味及其咖啡碱形成的络合物，使得茯砖茶成品茶滋

味在黑毛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而独具一格; 不溶

于水的纤维素在微生物胞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可

溶于水的多糖、双糖或单糖，对增进茶汤干厚醇和

的口感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38］。
最后，冠突散囊菌在发花过程中大量繁殖，后

期发生菌体自溶，菌体自身的代谢产物又溶入茶汤

中，对茶汤风味的形成同样也是不无裨益。
1. 5 冠突散囊菌次生代谢产物活性研究

1. 5. 1 降脂减肥活性成分的研究

吕嘉枥等［39］用乙酸乙酯从冠突散囊菌的液体

发酵物中分离提取目标物，用薄层色谱析法和高效

液相色谱法来分析提取物，结果与以纯度为 99. 8%
的类脂类物质———洛伐他汀一致，说明在冠突散囊

菌的发酵液中，含有降脂类物质。与此同时，傅冬

和等［40－41］采用高通量筛选的方式研究了茯砖茶降

低血脂的功效，结果发现，茯砖茶有多条降脂途径，

综合降脂减肥效果强。宋鲁彬等［42－43］研究发现，黑

茶不仅具有良好激活 PＲAＲδ 和 PＲAＲγ ( PＲAＲ 为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 核受体模型的作

用，而且具有良好的法尼基衍生物 X 受体 ( FXＲ)

活性。
黄群等［44］通过研究冠突散囊菌发酵液中的酶

类在模拟肠液、胃液中的作用，发现冠突散囊菌发

酵液对 α-淀粉酶、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的活性都有

激活作用，而对脂肪酶的活性具有抑制作用。这就

说明冠突散囊菌发酵液能够有效地阻止脂肪的消

化代谢，从而起到减肥的作用。
综上所述，黑茶具有良好的降脂减肥、调节糖

代谢的作用。
1. 5. 2 抗氧化活性成分的研究

在冠突散囊菌黑茶发酵的过程中，发酵液中含

有相当的儿茶素，由于菌体的代谢作用，儿茶素会

被进一步氧化。儿茶素及其氧化物是含有酚羟基

的化合物，具有酚类抗氧化剂的性质。相关研究表

明，儿茶素及其氧化物可以直接清除自由基，避免

氧化损伤［45－46］。Charlton 等［47］研究发现，儿茶素及

其氧化物具有抗氧化、预防心血管疾病、引发肿瘤

细胞凋亡和抑制肿瘤转化等防癌抗癌功效以及抗

突变、抗辐射、抗菌抗病毒等多种药理作用。
在邓放明［48］的研究中，提到了一种绿原酸的物

质。绿原酸是一种有效的酚型抗氧化剂，其抗氧化

能力要强于一些常见的抗氧化剂，如丁基羟基茴香

醚 和 生 育 酚，和 丁 基 羟 基 甲 苯 的 抗 氧 化 能 力

相当［49］。
1. 5. 3 调节免疫、抗肿瘤活性成分的研究

在冠突散囊菌液体发酵过程中，由于菌体的生

长代谢作用，会分泌一定量的胞外多糖。真菌多糖

是一种很好的免疫调节剂，能够有效地激活免疫细

胞，参与宿主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的免疫，从而调

节机体的免疫功能。Honda 等［50］的研究证实，来自

真菌多糖的抗肿瘤活性与其相对分子质量的大小

有关，只有当分子质量大于 1. 6×104时，才具有抗肿

瘤活性。在邓放明［48］的实验中，通过分析冠突散囊

菌胞外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判断其具有抗肿瘤活

性。其实，冠突散囊菌液体发酵提取物的成分相当

复杂，就拿胞外多糖来说，它不仅具有抗肿瘤活性

的作用，而且同样具有降血脂、抗氧化等功效。所

以，冠突散囊菌发酵过程中的次生代谢产物的保健

功效，是多种生物活性成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

结果。对于某一特定成分的功效，还需要对代谢产

物进行进一步的分离纯化，进行分类研究，方能弄

明白。

2 冠突散囊菌的应用

2. 1 冠突散囊菌在食品方面的应用

目前，市售的色素与香料都分为天然与合成两

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性的关

注度日趋提高，而食品的生产离不开食品添加剂的

锦上添花，以改善食品感观性质，增强其市场竞争

力。因此，使用天然的香料、色素等食品添加剂必

定是大势所趋。
冠突散囊菌在茯砖茶的发酵过程中，是形成其

独特的感官品质的首要“功臣”。王波［51］在分离提

取冠突散囊菌产黄色素的研究中发现，冠突散囊菌

的色素并不稳定，不能成为理想的食品添加剂。因

此，能否进一步提高色素的稳定性，使其成为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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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添加剂，还有待研究。
冠突散囊菌发酵产物———愈创木酚，是一种重

要的精细化工的中间体。因为天然合成的愈创木

酚的量不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提取天然愈

创木酚步骤繁琐、耗费巨大，所以目前有不少研究

者致力于其人工合成的研究，但是，这种化学合成

物质在医药、食品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因此，天然

的愈创木酚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蔡正安等［52］研究发现，冠突散囊菌不仅可以在

以黑茶作为原料的基础上进行“发花”，而且在没有

人工接种冠突散囊菌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发花”，

这个实验就为冠突散囊菌发酵复合茶奠定了基础。
黄亚亚［53］研究发现，茯砖茶中多酚类、咖啡碱

等物质的部分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饮料的开发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作为饮料开发的原料用

茶，茯砖茶有其独特的品质特色。
田鸿等［54］用冠突散囊菌直接发酵茶汁，研究了

发酵过程各工艺参数及最优组合对品质的影响，最

后感官评审的结果表明，在最优参数组合下，发酵

茶汁具有很好的感官品质，汤色红艳透明、味道香

甜浓郁、滋味醇和。
欧阳梅［55］选用炒青绿茶作为茶坯，人工接种冠

突散囊菌，制成一种新型的黑散茶。
2. 2 冠突散囊菌在医药方面的应用

刘闫等［56］从冠突散囊菌含阿魏酸的初筛培养

基上看到了清晰可见的透明圈，由此证明了冠突散

囊菌能够产生阿魏酸酯酶，并且通过水解透明圈的

大小，证明了阿魏酸酯酶的活性较高。阿魏酸酯酶

是冠突散囊菌分泌的一种胞外酶，能够通过水解作

用，释放出游离的阿魏酸。阿魏酸具有抗氧化、消

炎止痛、增强免疫功能等作用。刘闫等［56］进一步研

究发现: 冠突散囊菌在麸皮和黑茶发酵中都能产生

一定量的阿魏酸，与其他原料相比，黑茶因为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果胶含量较高，产生的阿魏酸丰富，

因此具有更好的保健功能。
吕嘉枥等［57］以金花菌固态培养物为研究对象，

选择降脂类物质洛伐他汀标品为对照，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确定了该菌种含有具备降脂功能的洛伐

他汀，对金花菌固态发酵样品进行测定，最高洛伐

他汀含量为 0. 49 mg /kg。该实验为开发他汀类药

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丽等［58］通过对冠突散囊菌、黑茶和菊苣根等

的研究分析，研制了黑茶复方颗粒，可以缓解高血

压、高血脂等病症。
李莹［59］采用混合发酵的方式，研究了药物及细

菌对冠突散囊菌的代谢调控，其结果显示: 烟酰胺、
伏立诺他和 5-氮杂胞嘧啶核苷对冠突散囊菌的代

谢调控均显示出负调控的效果; Vc 对冠突散囊菌没

有代谢调控效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冠突散囊菌的

代谢调控显著，刺激产生大量新物质，可成为冠突

散囊菌发酵的新研究方向; 肺炎链球菌、大肠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对冠突散

囊菌的代谢调控均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显著。

3 展望

当前，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日趋完善，但冠突

散囊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未来可

以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改造冠突散囊菌，使其次

生代谢产物高效表达，成为各类生物活性成分的高

产菌株。冠突散囊菌产孢子受很多因素影响，未来

可以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阐明基因影响冠突散囊

菌产孢方式的机制，并利用基因工程的手段定向改

造，达到只产并且高产有性孢子的目的。
目前，“金花”菌发花固态砖茶的研究和生产工

艺已经较为成熟，而液态茶发酵却鲜有报道。因

此，优化冠突散囊菌液态发酵条件，组合优化工艺

参数，开发金花茶饮料也将成为冠突散囊菌发展蓝

图中的黄金板块。另外，冠突散囊菌能够在多种植

物、药物材料上进行发花，并且具有各种保健功效，

有望开发成多功能的复合保健类饮品。
此外，冠突散囊菌次生代谢产物的活性成分有

降脂功效，有望生产降脂类药物或保健品。金黄色

葡萄球菌对冠突散囊菌的代谢调控作用相当明显，

也将成为冠突散囊菌研究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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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报道我刊编委徐虹教授课题组仿生水凝胶敷料最新成果

水凝胶作为一种软物质材料，往往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为细胞提供高度模拟细胞

外基质( ECM) 的微环境而在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潮湿的生理

环境和水凝胶固有的高水含量引发的“氢键失效效应”严重阻碍了凝胶材料与生物体组织表

面的整合并引起伤口感染，成为制约水凝胶材料整体性能提升和医学应用的瓶颈。
近日，《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报道了我校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食品与轻

工学院徐虹教授、迟波副教授及其博士后王瑞等人在仿生水凝胶敷料领域的最新成果。该水凝

胶从海洋贝类生物湿性粘合的灵感出发，在抗菌高分子材料 ε-聚赖氨酸体系中引入多巴胺基团，

采用酶催化原位构建了贻贝仿生水凝胶。聚合物中邻近的赖氨酸-邻苯二酚( catechol-lysine) 仿

生结构分布产生的“协同粘合效应”赋予水凝胶材料在生理条件下高强度的湿性组织整合强度

( ～147 KPa) 和伤口封堵止血能力，同时，该水凝胶呈现出优异的体外抗菌和体内抗感染能力，高

效诱导皮肤再生修复。该研究为海洋贝类仿生材料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关工作发表在材料领域著名期刊《AdvancedFunctional Materials ( 先进功能材料) 》。A

Biomimetic Mussel-Inspired ε-poly-L-lysine Hydrogel with Ｒobust Tissue-Anchor and Anti-Infection
Capacity ( DOI: 10． 1002 /adfm． 201604894，http: / /onlinelibrary． wiley． com /doi /10． 1002 /adfm．
201604894 /epdf) 。( 王瑞: 第一作者，徐虹、迟波: 共同通讯作者) 。

徐虹教授实验室主要通过微生物代谢工程及酶催化的手段，开发聚氨基酸和功能糖( 醇) 的

绿色生产工艺，并探索基于聚氨基酸设计的组织修复与再生医用高分子材料的应用研究。实验

室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1 人，博士后 2 人，博士研究生 8 人，硕士研究生 20 余人。
徐虹教授本课题组当前的研究方向为生物基材料的生物制造与应用研究，主要涉及以下

方面:
1、生物基材料的生物制造

1) 生物高分子功能开发与应用; 2) 高效生物催化剂的发现与改造; 3) 生物高分子发酵过

程的调控优化; 4) 生物大分子结构解析和构效机制。
2、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材料的开发及应用

1) 组织修复再生支架材料的设计( 功能水凝胶、纳米纤维等) ; 2) 材料与细胞的相互作

用; 组织诱导再生材料的应用研究( 皮肤、软骨、骨等) 。
( 供稿人: 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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