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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米米曲霉菌株及其应用、

米曲霉制剂。所述菌株已于2019年9月26日保藏

于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编号为

GDMCC No.60791，保藏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先烈

中路100号大院59号5楼，邮政编码510075。米曲

霉菌株至少具有下述性质之一：(1)具有发酵大

红浙醋产生醛类物质的能力；(2)具有发酵大红

浙醋产生挥发性酯类物质的能力；(3)具有产生

非挥发性风味物质的能力；(4)具有产生蛋白酶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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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米曲霉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米曲霉菌株已于2019年9月26日保藏于广东省微

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79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米曲霉菌株至少具有下述性质

之一：

(1)具有发酵大红浙醋产生醛类物质的能力；

(2)具有发酵大红浙醋产生挥发性酯类物质的能力；

(3)具有产生非挥发性风味物质的能力；

(4)具有产生蛋白酶的能力。

3.一种米曲霉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米曲霉制剂由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米曲霉菌株

加工而成。

4.权利要求1-2任意一项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在制备大红浙醋中的应用。

5.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2任意一项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发酵得到的大红浙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大红浙醋，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醛类物

质不少于12种；所述大红浙醋中醛类总含量为不少于1500μg/L。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酯类

物质不少于16种；所述大红浙醋中酯类总含量为不少于700μg/L。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糖类

物质不少于26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红浙醋中检测到的糖类总含

量不少于2000mg/L。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米曲霉菌株发酵大红浙醋半

个月时的蛋白酶活力不少于750U/g。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154657 A

2



米曲霉菌株及其应用、米曲霉制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红浙醋调味品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是提供一种米曲霉菌株及其应

用、米曲霉制剂。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食醋酿造历史悠久，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长期的酿醋过程中人们根据

地域气候差异性和饮食习惯差异性，创造了多种富有特色的制醋工艺，打造了各种品牌名

醋，如：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大红浙醋、四川保宁鼓醋、福建红曲老醋、天津独留老醋和河

南彰德陈醋等。这些醋各具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特殊风味，享誉国内外。现有的米曲霉种类发

酵得到的食醋产品挥发性醛和酯的含量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米曲霉菌株。

[0004] 本发明还在与提供一种由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制备的挥发性醛和酯的含量高、非挥

发物质糖类、酸类、酯类和醇类含量高的大红浙醋。

[0005] 一种米曲霉菌株，所述米曲霉菌株已于2019年9月26日保藏于广东省微生物菌种

保藏中心，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791。

[000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米曲霉菌株至少具有下述性质之一：

[0007] (1)具有发酵大红浙醋产生醛类物质的能力；

[0008] (2)具有发酵大红浙醋产生挥发性酯类物质的能力；

[0009] (3)具有产生非挥发性风味物质的能力；

[0010] (4)具有产生蛋白酶的能力。

[0011] 一种米曲霉制剂，所述米曲霉制剂由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加工而成。

[0012] 本发明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可应用于制备大红浙醋。

[0013] 一种使用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发酵得到的大红浙醋。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醛类物质不少于12种；所述

大红浙醋中醛类总含量为不少于1500μg/L。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酯类物质不少于16种；所述

大红浙醋中酯类总含量为不少于700μg/L。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糖类物质不少于26种；所述

大红浙醋中检测到的糖类总含量不少于2000mg/L。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米曲霉菌株发酵大红浙醋半个月时的蛋白酶活力不少

于750U/g。

[00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挥发性醛和酯的含量高，非挥发物质糖类、酸类、酯类和醇类含

量高的米曲霉菌株及其应用，研究了米曲霉菌株和标准米曲霉菌株对发酵大红浙醋风味的

差异，以便选择更好的米曲霉去做大红浙醋的发酵菌种。对比挥发性物质检测结果，米曲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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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对比标准菌株，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挥发性醛类和酯类比标准菌株发

酵分别多了4种和3种。此外，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中挥发性醛和酯的含量

比标准菌株发酵所得的含量高出1倍左右。此外，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醛类

比标准菌株发酵所得多出4种。对比非挥发性物质检测结果，在种类上，米曲霉菌株发酵的

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非挥发物质中糖类、酸类、酯类和醇类在种类上比标准菌株的分

别多8、5、2、1种，含量上，差异较大的是糖和酯类，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糖和

酯类的含量分别是标准菌株发酵所得成品中检糖的1.88倍和2.87倍。

[0019] 综上对比米曲霉菌株作为发酵菌种所制得的成品无论是在挥发性风味物质的检

测，还是在非挥发性物质的检测对比于标准米曲霉菌株都有明显优势。所以米曲霉菌株更

能赋予大红浙醋更好的风味和口感。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米曲霉菌株菌落形态图；

[0021] 图2为米曲霉菌株DNA测序比对图；

[0022] 图3为米曲霉菌株与标准菌株发酵大红浙醋部分差异挥发性风味物质质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0024]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米曲霉菌株(Asperqillusoryzae)，所述米曲霉菌株已于

2019年9月26日保藏于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791，保藏地址

为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大院59号5楼，邮政编码510075。

[0025] 所述米曲霉菌株通过如下步骤筛选得到：

[0026] 1、材料准备

[0027] (1)出发菌株：沪酿3.042，保藏于广州致美斋食品有限公司的菌种保藏中心，来源

于大红浙醋生产环境经分离纯化后的菌种。

[0028] (2)扩培培养基：用1000g大豆用5000mL水煮制5个小时后，过滤获得  1000mL豆汁，

添加硫酸铵1g，硫酸镁1g，磷酸二氢钾5g，葡萄糖5g，可溶性淀粉20g，琼脂20g，pH6 .40～

6.80，121℃灭菌20min。

[0029] (3)酪素筛选培养基：干酪素4g，磷酸二氢钾0.3g，硝酸钠3g，磷酸氢二钾1g，硫酸

镁0.5g，硫酸亚铁0.01g，葡萄糖30g，琼脂20～25g，蒸馏水1000mL，121℃灭菌20min。

[0030] 2、米曲霉菌株诱变与筛选

[0031] (1)孢子悬浮液的制备：取沪酿3.042培养3天的斜面，用生理盐水洗下孢子，将孢

子打散后过滤得到孢子悬浮液，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调节孢子数约为106个/mL，用无菌生

理盐水10倍梯度稀释备用。

[0032] (2)紫外诱变：将孢子悬浮液10μL，置于紫外灯辐射下，诱变时间分别为10s、20s、

60s、80s、120s、150s、180s、200s，处理0s作为对照，处理结束后，适当稀释后取100μL涂平

板，30℃培养箱中倒置培养3天。

[0033] (3)计算致死率：致死率＝(对照平板菌落数-诱变平板菌落数)/对照平板菌落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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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4)菌株筛选：挑选紫外诱变后致死率在70～90％的平板上的菌落点种于酪素筛

选培养基，30℃培养3天，观察记录透明圈和菌落大小，计算出K值。挑取菌落生长较好、菌落

直径较大且K值较大的菌落。

[0035] 3、米曲霉菌株保藏

[0036] 将筛选获得的优良菌株菌落转接至扩培培养基斜面上，30℃恒温培养3天后成熟

后得到米曲霉菌株，所述米曲霉菌株在扩培培养基上培养后的菌落形态如图1所示(图1中，

左边为本发明的米曲霉菌株GDMCC  No.60791平板菌落形态，右边为米曲霉标准菌株平板菌

落形态)。放入0-4℃冰柜保藏。所述米曲霉菌株已于2019年9月26日保藏于广东省微生物菌

种保藏中心，保藏编号为GDMCC  No.60791。

[0037] 所述米曲霉菌株在扩培培养基上接种扩大培养后，提取DNA，测序NCBI比对结果如

图2所示。

[0038] 所述米曲霉菌株具有下述性质：

[0039] (1)具有发酵大红浙醋高产醛类物质的能力；

[0040] (2)具有发酵大红浙醋高产挥发性酯类物质的能力；

[0041] (3)具有产生非挥发性风味物质的能力；

[0042] (4)具有高产蛋白酶的能力。

[0043] 实施例2

[0044]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大红浙醋，该大红浙醋使用实施例1所述的米曲霉菌株发酵

得到。

[0045] 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醛类物质不少于12种；米曲霉菌株发

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醛类总含量为不少于1500μg/L。

[0046] 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酯类物质不少于16种；米曲霉菌株发

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酯类总含量为不少于700μg/L。

[0047] 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糖类物质不少于26种；米曲霉菌株发

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糖类总含量不少于2000mg/L；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

品中检测到的非挥发物质中酯类物质不少于5种；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

到的非挥发物质中酯的总含量不少于200mg/L。

[0048] 米曲霉菌株发酵糯米半个月时的蛋白酶活力不少于750U/g。

[0049] 大红浙醋成品中挥发性风味物质的检测：

[0050] 挥发性风味物质检测方法：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质联用  (HS-SPME-GC-MS)的

方法研究挥发性风味物质。样品用蒸馏水稀释10倍，吸取6mL于15mL顶空瓶中，加入1.5g氯

化钠和二辛醇内标，并加转子，聚四氟乙烯封口，50℃、600r/m磁力搅拌器水浴平衡10min，

插入75μmCAR/PDMS萃取头(使用前按说明进行老化)顶空吸附40min，吸附结束拔出萃取头，

迅速插入GC-MS进样口中，于250℃条件下解析5min，同时启动仪器采集数据。

[0051] 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本发明的米曲霉菌株两种不同的米曲霉发酵得到的成品

大红浙醋挥发性风味物质峰谱图如图1所示，其中，图1中位于上方的曲线为标准菌株米曲

霉3.042发酵得到的成品大红浙醋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图谱，位于下方的曲线为米曲霉菌株

发酵得到的成品大红浙醋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图谱。

[0052] 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米曲霉菌株两种不同的米曲霉发酵得到的成品大红浙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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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风味物质检测结果，见表1所示。

[0053] 表1两种米曲霉发酵的大红浙醋挥发性风味物质峰谱图结果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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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说　明　书 5/10 页

7

CN 111154657 A

7



[0056]

[0057] 由表1可知，本发明的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共鉴定出51种，标准菌

株米曲霉3.042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共鉴定出44种，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

醋醛类比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所得多出7种。此外，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成品中醛类

总含量为1504.420μg/L，酯类总含量为  756.756μg/L，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的大红浙

醋成品中醛类总含量为  813.985μg/L，酯类总含量为489.929μg/L。含量相差1倍左右。米曲

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醛类比标准菌株发酵所得多出4种。同时在米曲霉菌株中

发酵所得成品中检测得到的酯类物质为16种，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所得为13种，米曲

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醛类比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 发酵所得多出3种。

[0058] 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中酸类物质种类为5种，含量为  5897.489μ

g/L，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所得也为5种，含量为5569.866 μg/L。

[0059] 大红浙醋成品中非挥发性物质的检测：

[0060] 非挥发性风味物质检测：取50ul食醋样品至2mL离心管中，将其在零下80℃下冷冻

12h后，并立即在零下80C，0.37Pa条件下进行真空冷冻干燥12h。将  100ul衍生溶剂N，N-二

甲基甲酰胺加入干燥后的食醋样品中，涡旋震荡3min  使其从分混匀、超声15min使其完全

溶解，12000rmp离心3min。取上清液50 μL，加入5μL十七酸(10ppm)，再加入100ml的衍生化

试剂BSTFA十TMCS(99；  I)，涡旋震荡使其充分混匀，然后在80℃的水浴条件下反应2个小

时，最后取  1ul样品进样。

[0061] 不同米曲霉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滋味物质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62] 表2两种米曲霉发酵的大红浙醋非挥发性风味物质峰谱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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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说　明　书 7/10 页

9

CN 111154657 A

9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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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由表2可知，1、对比糖类，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非挥发物质

中糖类有26种，含量为2298.558mg/L。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所得成品中检测到糖类有

18种，含量为1219.921mg/L。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糖的含量标准菌株米曲霉

3.042发酵所得成品中检糖的1.88倍。2、对比酸类，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

到的非挥发物质中酸类物质有31种，含量为2509.711mg/L，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所得

到的酸的种类为26种，含量为2227.575mg/L。3、对比酯类，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

中检测到的非挥发物质中酯的总含量为209.517mg/L，标准发酵菌株非挥发物质中酯的总

含量为72.859mg/L。4、对比醇类，米曲霉菌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非挥发物质

中醇的种类为21种，含量为3882.359mg/L。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作为发酵菌种测得的物质

中醇的种类为20种，含量为3049.155  mg/L。综上，米曲霉菌株对比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作

为发酵菌种所制得的成品具有明显优势。

[0067] 蛋白酶酶活力测定：

[0068] 蛋白酶活的测定按照国标SB/T10317-1999执行。接种米曲霉菌株后，半个月测定

蛋白酶活力，发现米曲霉菌株发酵的糯米酶活力为783.5U/g，米曲霉沪酿3.042酶活力为

520.4U/g，比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酶活力高出55％。

[006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挥发性醛和酯的含量高，非挥发物质糖类、酸类、酯类和醇类含

量高的米曲霉菌株及其应用，研究了米曲霉菌株和标准米曲霉菌株对发酵大红浙醋风味的

差异，以便选择更好的米曲霉去做大红浙醋的发酵菌种。

[0070] 对比挥发性物质检测结果，米曲霉菌株对比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米曲霉菌株发

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挥发性醛类和酯类比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分别多了4种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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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此外，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中挥发性醛和酯的含量比标准菌株米曲霉

3.042发酵所得的含量高出1倍左右。此外，米曲霉菌株发酵所得的成品大红浙醋醛类比标

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所得多出4  种。对比非挥发性物质检测结果，在种类上，米曲霉菌

株发酵的大红浙醋成品中检测到的非挥发物质中糖类、酸类、酯类和醇类在种类上比标准

菌株米曲霉  3.042的分别多8、5、2、1种，含量上，差异较大的是糖和酯类，米曲霉菌株发酵

的大红浙醋成品中糖和酯类的含量分别是标准菌株米曲霉3.042发酵所得成品中检糖的

1.88倍和2.87倍。

[0071] 综上对比米曲霉菌株作为发酵菌种所制得的成品无论是在挥发性风味物质的检

测，还是在非挥发性物质的检测对比于标准米曲霉菌株都有明显优势。所以米曲霉菌株更

能赋予大红浙醋更好的风味和口感。

[0072]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7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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