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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浓香型白酒窖池窖泥中原核微生物群落的
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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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16S rRNA基因克隆文库技术探索中国浓香型白酒窖池上、中、底三层窖泥中原核微生物群落构成的异

质性和系统发育关系。结果表明：窖池不同层面的窖泥中细菌类群及数量的差异性较大。其中，优势菌群Clostridium 
diolis及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在上、中、底层窖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4.9%和39.8%、25.2%和20.6%、23.8%和

36.6%，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是中层窖泥优势菌群之一，占22.1%；古细菌群落主要分布在Methanoculleus属
和Methanosarcina属。其中，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在上层和底层窖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89.9%和88.2%。Metha-
nosarcina siciliae和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在中层窖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0.7%和49.1%。系统发育分析显示：窖

泥细菌主要为杆菌目、梭菌目、肠杆菌目及以TM7 phylum sp.为代表的种属分类尚不明确的细菌，古细菌主要为甲

烷微菌目与甲烷八叠球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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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eterogeneit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the phylogeny of prokaryotic microorganisms in pit mud 

collected from Luzhou-flavor liquor fermentation cellar in different regions were detected by 16S rRNA cloning tech-

niq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gnificant variability of the composition and quant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was 

observed in pit mud. The populations of Clostridium diolis and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 as two dominant com-

munities from the top layer, middle layer and bottom layer were 34.9% and 39.8%, 25.2% and 20.6%, and 23.8% 

and 36.6%, respectively. In the pit mud, 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 was also one of the dominant communi-

ties, and had a population of 22.1% in the middle layer. The community of archaea was mainly constructed with  

Methanoculleus sp. and Methanosarcina sp. 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 was the dominant community in the top layer 

and the bottom layer with a population of 89.9% and 88.2%, respectively. Methanosarcina siciliae and Methanocul-
leus bourgensis were the dominant communities in the mid layer with a population of 40.7% and 49.1%, respec-

tively. Phylogene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Bacilli, Clostridiales, Enterobacteriales and some other bacteria such as 

TM7 phylum sp with unclear classification were the main species of bacteria in the pit mud. Methanomirobiales and  

Methanosarcinales were the main archaea in the pit m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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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地域性产品之一，

其酿造历史可追溯上千年，其独特的口感与香气广为赞

颂，被世界誉为六大著名蒸馏酒之一[1]。中国浓香型白酒

作为传统白酒四大香型(浓、酱、清、米)之一，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中国白酒的地域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对发酵环境和微

生物群落构成的依赖，不同地域的白酒风格具有显著的

差异，且难以仿制，原因就在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微生物

群落构成的差异性。中国浓香型白酒在工艺上与其他三

大香型白酒最大的区别在于采用泥窖发酵，窖泥对于浓

香型白酒“窖香浓郁，绵甜醇厚”风格的形成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老窖出好酒”，窖泥微生物在长期的酿

造生产活动中不断进化和驯化，在种类和数量上不断发

生变化，群落结构不断优化[2]，窖泥性状不断发生改变，

最终形成了中国浓香型白酒风格。因此，探索中国浓香

型白酒窖池窖泥中原核微生物群落构成及其系统发育对

浓香型白酒生产及品质监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在中国浓香型白酒窖泥微生物的分离鉴定

及人工活性窖泥培育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重大成果[3-4]。

窖泥微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及窖泥中细菌的相关论述已

有报道[5-7]。尤其是张文学[8]、向文良[9]、唐云容[10]等首次

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传统食品酿造行业以后，窖泥微

生物及窖池微生态系统的研究手段得到了极大发展，利

用16S rRNA技术对窖泥非培养微生物的多样性及系统发

育的研究得以飞速发展。

位于窖池不同空间位置的窖泥所处的微生态不尽相

同[11]，窖泥中微生物群落存在典型的空间异质性。这种

差异影响着窖泥中微生物的定殖、繁衍与代谢，对中国

浓香型白酒风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鉴于此，本研究

以窖池不同空间层面的窖泥为对象，利用16S rRNA技术

构建窖泥原核微生物克隆文库，探索不同层面窖泥中细

菌和古细菌群落构成与系统进化上的差异，并结合浓香

型白酒窖池及发酵的特点对窖池生香原理进行讨论，为

探索浓香型白酒风味形成机理提供前期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窖泥采自于四川某浓香型白酒股份有限公司20年窖

龄的窖池，于窖壁上层、中层及窖池底层分别进行无菌

取样。样品采集后迅速密封，并置于干冰中运输，实验

室－80℃保存，备用。

1.2 方法

1.2.1 菌体的收集

称取10g窖泥于无菌离心管中，加入适量1×PBS，

用漩涡振荡器低速振荡均匀后，于3000r/min离心5min，

取上清液于另一无菌离心管中，12000r/min离心2min，弃

上清液，收集表面菌体备用。

1.2.2 总DNA提取及PCR扩增

采用Omega公司E.Z.N.A.TM Soil DNA Kit试剂盒提取

各层样品环境总DNA，具体步骤参照产品说明书。

古细菌16S rRNA PCR扩增反应体系为50μL：31μL 

ddH2O、5μL 10×PCR Reaction buffer(Mg2+ Free)、5μL 

MgCl2(25mmol/L)、4μL dNTP(2.5mmol/L)、1μL Ar28F 

(5’-TGGTTGATCCTGCCAGAGG-3’，10μmol/L)、1μL 

1490R(5’-GGTTACCTTGTTACGACTT-3’，10μmol/L)、1μL 

Taq聚合酶(2.5U/μL)、2μL总DNA样品。古细菌PCR扩

增程序：94℃预变性4min，94℃、1min，50℃、1min，

72℃、2min，30个循环，72℃延伸10min。

细菌16S rRNA PCR扩增反应体系为50μL：30μL 

ddH2O、5μL 10×PCR Reaction buffer(Mg2+ Free)、
6μL MgCl2(25mmol/L)、4μL dNTP(2.5mmol/L)，1μL 

Eu27F(5’-AGAGTTTGATCCTGGCTCAG-3’，10μmol/L)、 

1μL下游引物1490R(5’-GGTTACCTTGTTACGACTT-3’，
10μmol/L)、1μL Taq聚合酶(2.5U/μL)、2μL窖泥总DNA

样品。细菌PCR扩增程序：95℃预变性5min，95℃、

1min，50℃、1min，72℃、2min，34个循环，72℃延伸

10min。

1.2.3 克隆文库构建、测序及系统发育分析

PCR产物经pGM-T载体T-A克隆入E.coli DH5α，
挑选阳性菌落, 提取重组质粒，采用Applied Biosystems 

DNASequencer (model 377)自动进行, 测序引物为M13F

和M13R。16S rRNA序列经校对后与GenBank数据做相

似性分析, 并通过Clustal X程序多重比对后用Mega5.0软

件Neighbor-Joining法进行1000次步长计算构建系统发育

树图[12-13]。

1.3 细菌及古细菌序列的GenBank登录号

窖泥上层细菌BS6、BS15、BS58的完整16S rRNA

在GenBank中的登录号分别为：JX569758、JX569759、

JX560552；窖泥中层细菌BZ5、BZ6、BZ11、BZ17、

BZ22、BZ80的完整16S rRNA在GenBank中的登录号分

别为：JX560544、JX560546、JX560545、JX569761、

JX569760、JX560549；窖泥底层细菌BD17、BD36、

BD47、BD63、BD85的完整16S rRNA在GenBank中的

登录号分别为：JX560553、JX560555、JX560557、

JX560554、JX569762。

窖泥上层古细菌AS64、AS81的完整16S rRNA在GenBank 

中的登录号分别为：JX560562、JX560560；窖泥中层古细

菌AZ44、AZ104、AZ107的完整16S rRNA在GenBank中的

登录号分别为：JX560561、JX560563、JX560559；窖泥底

层古细菌AD37、AD68的完整16S rRNA在GenBank中的登

录号分别为：JX560564、JX56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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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窖池不同层面窖泥中细菌群落的构成与系统发育

分析

Devereux等[14]认为当16S rRNA 的序列同源性≥97%

时可以认为是一个属，序列同源性≥98%时则可以认为

是一个种。上层窖泥样品共得到83个细菌克隆子，分别

为Clostridium、Lactobacillus和TM7属细菌。其中，29个

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Clostridium diolis 
DSM 5430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因此，上

层中这29个克隆子所代表的细菌被鉴定为Clostridium 

diolis，占上层细菌的34.9%；33个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

的16S rRNA序列与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 DSM 20749

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鉴定为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占39.8%；此外，在上层中还有21个克隆

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TM7 phylum sp.的16S 

rRNA (GenBank登录号：GU410602)在序列上相似性达

到98%，故这21个克隆子所代表的微生物被鉴定为TM7 

phylum属的细菌，占上层细菌的25.3%(表1)。由于TM7

属细菌目前研究较少，其具体的分类地位还有待研究。

在上层窖泥细菌中，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和Clos-
tridium diolis为优势菌。

表 1 窖泥样品在细菌域的序列比对及群落构成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BLAST and structure analysis of bacteria from the 

mud samples

层面 代表克隆子 相似菌株 相似性/%克隆子比例

上
层

BS6 Clostridium diolis DSM 5430 99 29/83

BS15 TM7 phylum sp.(GenBank 登录号：GU410602) 98 21/83

BS58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 DSM 20749 99 33/83

中
层

BZ11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 DSM 20749 99 27/131

BZ6 Caloramator proteoclasticus DSM12679 99 22/131

BZ5 Garciella sp. (GenBank登录号：AB537979) 91 8/131

BZ22 Serratia proteamaculans DSM 4543 99 12/131

BZ17 Clostridium diolis DSM 5430 99 33/131

BZ80 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 DSM 10 100 29/131

底
层

BD63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 DSM 20749 99 37/101
BD17 Garciella sp. (GenBank登录号：AB537979) 91 18/101
BD36 Caloramator proteoclasticus DSM12679 99 7/101
BD85 Clostridium diolis DSM 5430 99 24/101
BD47 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 DSM 10 99 15/101

注：BS. 上层细菌；BZ. 中层细菌；BD. 底层细菌。

中层窖泥样品共得到131个细菌克隆子，其代表的细

菌分别属于Lactobacillus、Serratia、Clostridium、Bacillus、
Caloramator属。其中，27个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 DSM 20749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鉴定为Lactobacillus acetotol-
erans，占中层窖泥细菌的20.6%；12个克隆子所代表微生

物的16S rRNA序列与Serratia proteamaculans DSM 4543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鉴定为Serratia proteamaculans，

占中层窖泥细菌的9.2%；33个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Clostridium diolis DSM 5430的16S rRNA序列相

似性达到99%，鉴定为Clostridium diolis，占中层层细菌的

25.2%；29个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Bacil-
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 DSM 10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

到100%，为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占中层窖泥细

菌的22.1%；22个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

Caloramator proteoclasticus DSM 12679的16S rRNA序列相

似性达到99%，为Caloramator proteoclasticus，占中层窖泥

细菌的16.8%；此外，在中层窖泥中还有8个克隆子所代表

的微生物与数据库中的Garciella sp.在16S rRNA水平上仅具

有91%的相似性，其分类地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表1)。与

上层相比较，中层窖泥中的优势细菌不仅包括Clostridium 
diolis和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还包括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和Caloramator proteoclasticus。

底层窖泥样品共得到101个克隆子。其中，37个克隆

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Lactobacillus acetotol-
erans DSM 20749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鉴定

为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占底层窖泥细菌的36.6%；

24个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Clostridium 
diolis DSM 5430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鉴

定为Clostridium diolis，占底层窖泥细菌的23.8%；15个

克隆子所代表微生物的16S rRNA序列与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 DSM 10的16S rR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

为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占底层窖泥细菌的

14.9%；在底层窖泥中有7个克隆子代表的微生物同样与

数据库中的Garciella sp.的16S rRNA表现出了91%的相似

性，且所占比例较中层窖泥中有所增加，为17.8%。这类

菌群的分类地位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底层窖泥中的优

势菌群与上层一样，主要为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
Clostridium diolis和Garciella sp.。

由表1可知，Clostridium diolis及Lactobacillus aceto-
tolerans在各层窖泥样本中均占有明显的优势性，尤其

是在上层窖泥环境中。一些在上层数量很低或未检出的

细菌群落如Caloramator proteoclasticus及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等在中层窖泥环境中大量检出，并成为新的

优势菌株，它们的大量繁殖导致中层窖泥中Clostridium 
diolis及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的优势性较上层有所

降低。底层窖泥中细菌群落多样性相比中层窖泥有所降

低，优势菌群也发生了变化，与上层优势菌株类似，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Clostridium diolis和Garciella 

sp.成为底层的优势菌群(表1)。同时，16S rRNA序列分析

显示：在窖泥中还存在部分目前分类地位尚不清楚的细

菌。为了进一步探明窖泥中细菌的系统发育地位及进化

信息，选取各类群中代表序列与GenBank中的相似菌株

的16S rRNA序列进行比较，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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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16S rRNA构建的各层窖泥细菌系统发育树图

Fig.1 Phylogenetic tree of the bacteria in the pit mud based on  

16S rRNA sequences

图1系统发育树表明，窖泥中的细菌基本分为4大

类：以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和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为代表的杆菌目细菌，以Caloramator proteoclas-
ticus和Clostridium diolis为代表的梭菌目细菌，以Serratia 
proteamaculans为代表的肠杆菌目细菌及以TM7 phylum 

sp.为代表的种属分类尚不明确的细菌。其中以BS22为

代表的Serratia proteamaculans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支存在

于系统发育树中，从系统发育上来看其与窖泥中其他种

属的细菌具有较大的进化差异；以BZ5和BD17为代表

的Garciella sp.与梭菌目的Acetobacterium paludosum同

为一簇，说明它们在进化上有一定的同源性。此类菌群

在上层窖泥中未检出；中层窖泥中以BZ5为代表的此类

菌群的群落优势性并不显著，占中层窖泥克隆子数量的

6.1%；相比之下，以BD17为代表的此类菌群在底层的

群落优势性显著增高，占底层克隆子数量的17.8%，与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及Clostridium diolis共同成为底

层三大优势菌群。实验结果表明底层窖泥厌氧、高酸、高

盐的环境条件适宜于此类微生物的生长。根据王沈海等[15]

对硫酸盐还原菌的生理生化特性的研究，结合胡承等[5]对

窖泥微生物的研究以及此类细菌的16S rRNA序列比对结

果，认为BZ5及BD17为梭菌科硫酸盐还原属细菌的可能

性较大。

2.2 窖池不同层面窖泥中古细菌群落的构成与系统发育

分析

1993年，《Methanogensis》描述到，依据微生物的多

项鉴定指标，甲烷菌可分为5个目、10个科、26个属及

74个种[16]。在对窖泥中的古细菌分析发现：窖泥中的古

细菌为产甲烷菌中的Methanosarcina属和Methanoculleus

属。对上层窖泥分析中，共计得到79个古细菌克隆子，

其中71个克隆子所代表的古细菌与Methanoculleus bour-
gensis MS2在16S rRNA水平上具有99%的相似性，鉴定为

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占上层窖泥古细菌的89.9%，为

上层窖泥中的优势古细菌。在上层Methanosarcina属的古

细菌中，得到8个克隆子，其代表的古细菌16S rRNA序列

与Methanosarcina siciliae DSM 3028T的16S rRNA相似性为

97%(表2)。因此，这8个克隆子代表的古细菌鉴定为Metha-
nosarcina属，它们在种水平的分类地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层窖泥样品中得到108个古细菌克隆子，分属于

Methanosarcina属和Methanoculleus属。在Methanoculleus
属，有53个克隆子所代表的古细菌与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 MS2在16S rRNA水平上具有99%的相似性，

鉴定为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占中层窖泥古细菌的

49.1%；另外的11个古细菌克隆子所代表的古细菌由于与

Methanoculleus palmolei DSM4273仅有97%的相似性，因

此依据Devereux等[14]的观点只能鉴定到Methanoculleus属
(表2)。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Methanosarcina属下44个克隆

子所代表的古细菌。在中层窖泥古细菌中，以AZ107克

隆子所代表的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和AZ104所代表

的Methanosarcina属的古细菌为优势菌(表2)。

在底层窖泥的 8 5个古细菌克隆子中，以A D 6 8

代表的古细菌的1 6 S  r R N A序列与M e t h a n o c u l l e u s 
bourgensis MS2的16S rRNA序列具有99%的相似性，鉴

定为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占底层窖泥古细菌的

88.2%，为优势菌。而以AD37代表的古细菌，由于与

Methanosarcina siciliae DSM 3028T的16S rRNA的相似性

为97%(表2)，因此其具体分类地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表 2 窖泥样品在古细菌域的序列比对及群落构成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BLAST and structure analysis of archaea from the 

mud samples

层面 代表菌株 相似标准菌株 相似性/% 克隆子比例

上
层

AS64 Methanosarcina siciliae DSM3028T 97 8/79

AS81 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 MS2 99 71/79

中
层

AZ104 Methanosarcina siciliae DSM3028T 97 44/108

AZ107 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 MS2 99 53/108

AZ44 Methanoculleus palmolei DSM4273 97 11/108

底
层

AD37 Methanosarcina siciliae DSM3028T 97 10/85

AD68 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 MS2 99 75/85

注：AS. 上层古细菌；AZ. 中层古细菌；AD. 底层古细菌。

为了进一步探明窖泥中各古细菌株的系统发育地

位，选取各类菌株中的代表序列与GenBank中的相似菌

株序列进行比较，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如图2所示。分

离出的窖泥古细菌基本分为甲烷微菌目与甲烷八叠球菌目

2大分支。其中以AZ44为代表的此类中层古细菌克隆子与

其相似菌株Methanoculleus palmolei在系统发育上具有较大

的进化距离，结合16S rRNA序列分析结果(表2)，以AZ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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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此类古细菌有可能是Methanoculleus属下的新

种或新亚种，其具体的分类地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

AS64、AZ104及AD37为代表的窖泥甲烷八叠球菌属古细

菌与相似菌株Methanosarcina siciliae均具有较大的进化距

离，且各层窖泥分离出的甲烷八叠球菌属古细菌之间也

具有较为明显的进化差异，尤其是以底层古细菌克隆子

AD37表现的最为明显。这很可能是由窖池底层窖泥微环

境作用于产甲烷菌在进化上表现出了的相对独特性[17]。

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 MS2(NR_042786) 

AZ107 (JX560559)

AD68 (JX560558)

AS81 (JX560560)

Methanoculleus palmolei DSM4273 (NR_028253)

AZ44 (JX560561)

Methanosarcina siciliae DSM3028T(FR733698)  

AS64 (JX560562)

AZ104 (JX560563)

AD37 (JX560564)

0.02 

图 2 基于16S rRNA构建的各层窖泥古细菌系统发育树图

Fig.2 Phylogenetic tree of archaea in the pit mud based on 16S rRNA 

sequences

3 讨 论

在窖池微生态系统中，窖泥微生物群落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其相互关系密不可分。窖泥微生物的群落构成

不仅与其所处的发酵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微生物的种间

关系对其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胡承等[5]经实验证实，在有

甲烷菌共生的环境中，Clostridium属等己酸菌的己酸代

谢产量增幅达8.69%，甲烷产量增幅也提高了22.2%。

在浓香型白酒的生产过程中，上层窖泥由于与表面

糟接触，其自身保水性及代谢产水能力相对较差，上层

窖泥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分滋润，容易出现板结、开裂与

脱落的现象，使窖泥失去厌氧环境，导致某些专性厌氧

菌如Caloramator sp.、Garciella sp.等几乎无法大量存活；

同时，由于上层窖泥几乎不与黄水接触，窖泥中的菌

系、酶系与物系无法自由的进出窖泥发酵环境，导致上

层窖泥质量差。因此，上层窖泥中原核微生物数量相对

较低，群落构成相对单一，仅有一些Clostridium diolis、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和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
长期生产实践表明：上层糟醅产出基酒的品质也是整窖

中最差的，一般无法用于勾调高档白酒。

中层窖泥所处的中层粮糟发酵环境营养物质丰富，

pH值、温度等发酵条件适宜[11]，窖泥原核微生物的数量

及群落多样性在窖泥中最为丰富。Clostridium diolis、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及Methanoculleus bourgensis的
优势性在中层窖泥中显著降低。中层窖池发酵过程中，

黄水生成量显著增加，水相的介入加速了窖泥与糟醅间

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传递[18]。粮糟中所保有的大量上轮

发酵产物与本轮发酵前期霉菌、酵母等微生物在代谢活

动中产生的糖、醇、酸、酯、醛、酮及甲基类化合物，

共同为Caloramator proteoclasticus、Bacillus subtilis subsp. 
subtilis、Methanoculleus palmolei等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

营养，尤其是为产甲烷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生长因子及

代谢前体物质如H2、CO2、乙酸盐、甲基化合物等[19]。这

些微生物在中层窖泥中大量繁殖并与Clostridium diolis、
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Methanosarcina sp.及Metha-
noculleus bourgensis一起构成了中层窖泥原核微生物群

落。这些微生物群落所介导的生物化学反应产生的代谢

产物为风味物质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窖池底层发酵是典型的固液两相发酵，发酵时间

特别长，一般都为两轮及以上。底层窖泥长期处在极端

的高酸高盐环境，具有良好酸、盐耐受能力的厌氧微生

物，如Lactobacillus acetotolerans、Garciella sp.和Metha-
noculleus bourgensis才能在这一区域大量的生长繁殖。底

层窖泥中原核微生物的多样性不及中层。“发酵靠曲药，

生香靠窖泥”，生产实践证明，由于窖底糟醅与窖泥的

接触面积最大，故窖池底部被认为是整窖中生产优质调

味酒的主要区域。但从中层窖泥微生物与底层窖泥微生

物数量和群落构成的差异性及双轮底糟的运用实践看，

认为窖底糟醅中高的呈香物质并非完全来自于当轮窖底

微生物的代谢，还有一部分应该来源于“万年糟”(老

糟醅)和当轮中层粮糟中发酵微生物和中层窖泥中微生

物代谢产物随黄水进入双轮底糟后而不断积累所形成。

由于中国浓香型白酒窖池窖泥发酵环境的特殊性

及窖池微生态的空间异质性，窖池中存在一定数量的

不可培养或现阶段难于培养的微生物种群，其中可能

存在一些微生物的新种或新亚种。在当前的研究结

果中，以BS15、BZ5和BD17代表的细菌及以AS64、

AZ104、AD37和AZ44代表的古细菌与目前GenBank数

据中的相似菌株就存在较大的进化距离差异。根据郑

佳 [20]和胡承[5]等的研究结果，在窖泥微环境中，原核微

生物可能在独特的窖池发酵环境压力下发生突变，进

化出异于一般细菌种类的新种或新亚种，并不断驯化

形成相对稳定的窖泥细菌群落。因此，研究浓香型白

酒窖池窖泥中的原核微生物群落，不仅有利于探明浓

香型白酒发酵机理，也为浓香型白酒工业化生产的科

学管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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