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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磁场对紫色红曲菌液态发酵产 
麦角固醇的影响

万云雷1，韩红霞1，李 利1，伍潇洁1，高梦祥1,2,*
（1.长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5；2.长江大学荆楚特色食品研发中心，湖北 荆州 434025）

摘  要：探讨低频磁场处理对紫色红曲菌（Monascus purpurcus）发酵产麦角固醇的影响，确定最佳处理条件。分

别研究低频磁场强度、处理时间和处理时期对紫色红曲霉液态发酵产麦角固醇的影响规律，探讨在最佳处理条件

下，磁场对紫色红曲霉麦角固醇代谢过程的影响和紫色红曲霉的生物量在整个发酵周期的变化，及对紫红曲霉其他

主要代谢物的影响。结果表明：低频磁场处理紫色红曲菌的最适条件为磁场强度1.2 mT、处理时间2 d、处理时期

在发酵0～2 d，在发酵第12天，麦角固醇产量达到了7.08 mg/g，生物量达到3.2 g/L，比对照组分别增加了62.5%和

31.68%。低频磁场是提高紫色红曲菌生产麦角固醇产量的有效手段，研究为低频磁场辅助微生物发酵，提高有益产

物的合成提供了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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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w-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on Ergosterol Production by Monascus purpureus in Liquid-State 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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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low-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LF-MF) on the production of ergosterol by fermentation 

with Monascus purpurcus and further determined the optimal LF-MF treatment conditions such as LF-MF intensity, 

time treatment time and the fermentation stage when M. purpurcus was treated with LF-MF on ergosterol production by 

liquid-state fermentation of M. purpurcus.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LF-MF on the metabolism of ergosterol by 

M. purpurcus, and examined the change in M. purpurcus biomass throughout the fermentation period and the effects on 

other main metabolites of M. purpurcus under optimal treatment condi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ergosterol yield was  

7.08 mg/g and the biomass of M. purpurcus was 3.2 g/L on the 12th day of fermentation,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increased by 62.5% and 31.68% a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control when M. purpurcus was treated by LF-MF at 

an intensity of 1.2 mT during the first two days of fermentation. Consequently, LF-MF w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enhance ergosterol yield. This result may provide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use of LF-MF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of 

beneficial microbial metabolites by 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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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角固醇（C28H43OH）是合成VD2、可的松、黄体酮

的前体原料[1-2]，VD2对人体吸收钙、磷有良好的促进效

应，尤其是婴幼儿、孕妇和老人[3]。近年来，微生物发酵

法已经成为生产麦角固醇的主要方法，其主要菌种有：酵

母菌[4-5]、红曲菌[6-7]、青霉[8]和黑曲霉[9]等。谢宗良等[10]采

用诱变的酵母菌生产麦角固醇，产量达到0.34 g/L，比诱

变前的菌株提高了11.5%。宁玮霁等[11]发现了红曲菌株在优

化后的培养基里，其麦角固醇产量可达1 167.1 μg/g。谭艾

娟等[12]研究发现，在红曲菌最佳液态发酵工艺条件下，

其产麦角固醇产量可达747.6 μg/g。最近几年，科学家们

发现低频磁场（频率低于300 Hz）可促进乳酸菌发酵产乳

酸链球菌肽的产量提高5 倍[13]，啤酒酵母产乙醇的量提高

17%[14]，黏红酵母生物量提高14%～28%，转化酶的量提

高48%～67%[15]，黑曲霉发酵产柠檬酸的量和纤维素酶活

性分别提高60%和30%[16]。本研究团队也发现了低频磁场

对紫色红曲菌固态发酵时生物量、培养基消耗[17]、色素[18] 

和γ-氨基丁酸合成[19]的影响规律。本实验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低频磁场对紫色红曲菌产麦角固醇的影响，为

低频磁场促进紫色红曲菌产物的合成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1.1.1 菌种

紫色红曲菌（Monascus purpurcus）由长江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微生物实验室提供。

1.1.2 培养基

斜面培养基：蔗糖 3 0  g、酵母膏 5 . 0  g、琼脂

15  g、KCl  0 .5  g、NaNO 3 3 .0  g、K 2HPO 4 1 .0  g、
FeSO4·7H2O 0.01 g、MgSO4·7H2O 0.5 g，蒸馏水定容

1 000 mL，pH值自然。种子培养基：可溶性淀粉 6 g、黄

豆粉 0.5 g、KNO3 0.25 g、ZnSO4 0.05 g、MgSO4 0.05 g，
蒸馏水定容1 000 mL，pH值自然。液体发酵培养基：

土豆2 0 0  g、葡萄糖2 0  g，p H值自然，蒸馏水定容

1 000 mL，每支试管装10 mL。以上培养基灭菌条件为

121 ℃、25 min[20]。

乙腈（色谱纯） 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麦角

固醇标准品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有机试

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1200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Agilent公司；低频磁场

处理设备 自行设计研制。

1.3 方法

1.3.1 菌种培养

将保藏紫色红曲菌菌种活化后，接种于斜面培养基

上，于30 ℃恒温培养7 d后，再挑取斜面菌种，接种于种

子培养基100 mL中，在150 r/min、30 ℃恒温培养48 h。
等到种子液中孢子浓度大约为104 个/mL时，将孢子液接

种于液态培养基中，30 ℃培养11 d[21]。

1.3.2 磁场处理设备

低频磁场处理设备为本研究团队自行设计研制，具

体结构和功能见文献[18]。
1.3.3 磁场处理

将接种的发酵液，分别在不同磁场强度、处理时

间、发酵时间段进行处理后，继续发酵培养至第11天，

分离得到菌丝体，测定麦角固醇含量。

1.3.4 麦角固醇、γ-氨基丁酸、洛伐他汀和橘霉素产量

测定[11,19-21]

采取分光光度法测定麦角固醇产量，称取适量的

麦角固醇标准品溶于乙醚，配制成0～20.00 μg/mL不同

质量浓度的标准溶液，测定各标准溶液在282 nm波长

处的吸光度，得出各标准溶液的吸光度与其质量浓度的

标准曲线[12]。样品中麦角固醇含量的测定：将发酵液于 

4 000 r/min离心，至发酵液澄清，将沉淀物于40 ℃处理

3～5 h，称取一定烘干物（0.02 g左右）于50 mL离心管

中，加入15 mL的300 g/L KOH溶液和5 mL的40%乙醇溶

液，90 ℃水浴皂化3 h后冷却至室温，加入10 mL乙醚充分

振荡，静置10 min，取乙醚层用95%酒精稀释，在282 nm
波长处测定溶液吸光度。由标准曲线得出浸提液质量浓

度，计算红曲菌干菌丝的麦角固醇产量（mg/g）。

采取分光光度法测定γ-氨基丁酸产量，取1 mL发酵

液，加入0.5 mL硼酸盐缓冲液（0.2 mol/L、pH 10），摇

匀，加入2 mL 5%苯酚溶液，摇匀，再加质量分数6%次

氯酸钠溶液1 mL，摇匀，放置于沸水浴中10 min，待溶

液变成蓝绿色后，冷却至室温，加入2.0 mL 60%酒精，

在640 nm波长处测定溶液的吸光度。

采取分光光度法测定洛伐他汀产量，将发酵液全部

转入离心管中，匀浆机搅碎后，加入10 mL乙酸乙酯，完

全混合后静置分层，取上清液重复几次至上清液无色为

止，合并上清液，真空干燥仪45 ℃浓缩至干，用少许苯

溶解干燥物，待苯溶液挥发后，再用95%乙醇溶液溶解

至一定体积，在238 nm波长处测定溶液吸光度。

采用液相色谱测定橘霉素产量，取发酵样品，滤纸

过滤，取一定体积的发酵液，加入等体积的萃取液（甲

苯-乙酸乙酯-甲酸体积比7∶3∶1），充分萃取，10 000 r/min 
离心10 min，取上清液，0.45 μm滤膜过滤，高效液相色

谱测定其浓度，检测条件：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检测波

长330 nm，流动相为 V（乙腈）∶V（水）＝50∶50，水用

磷酸调pH 2.5；流速1 mL/min。
1.3.5 紫色红曲菌代谢麦角固醇的变化

在前期得出的最适处理条件下，在紫色红曲菌整个

发酵周期里，每隔2 d测定一次麦角固醇的含量，分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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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紫色红曲菌在低频磁场处理和未处理时的麦角固醇在

不同发酵时间的产量。

1.3.6 紫色红曲菌生物量的变化

在前期得出的最适处理条件下，在整个发酵周期

里，每隔2 d用菌丝干重法测定发酵液中的生物量，分别

得到紫红曲菌在低频磁场处理和未处理时的生长曲线。

1.3.7 最佳磁场处理条件对紫红曲菌其他主要代谢产物

的影响

根据上述合适的磁场处理强度、处理时间及处理周

期对红曲菌进行培养至发酵终点，测定其他主要代谢产

物量的变化，并和对照组进行比较。

1.4 数据处理

利用SAS软件对实验数据分别进行成组数据等方差

显著性t检验（磁场强度实验，P＜0.05）和成对数据等方

差显著性t检验（处理时间和处理时期实验，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麦角固醇标准曲线的绘制

麦角固醇标准溶液在波长282  nm处的吸光度与

其质量浓度有良好的线性关系，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y=0.031 9x＋0.062 9，R2=0.999 3。
2.2 磁场强度对紫色红曲菌发酵产麦角固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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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场强度对麦角固醇产量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on ergosterol production

麦角固醇产量随磁场强度（红曲菌发酵液处理11 d）
的变化结果见图1，可以看出，磁场强度为0.5 mT和

1.2 mT时，都有促进效应，而磁场强度1.2 mT时，麦角

固醇产量最高，并与对照和其他场强处理有显著差异，磁

场强度为0.6 mT时，对麦角固醇产量与对照相比没有显著

性差异。磁场强度为1.6 mT和2.0 mT时均有显著的抑制效

应。因此，选取1.2 mT为后期实验的磁场处理强度。

2.3 磁场处理时间对紫色红曲菌麦角固醇产量的影响

将红曲菌发酵液置于1.2 mT磁场强度，分别处理2、
4、6 d和8 d，图2呈现出各磁场处理均表现出促进效应，

且各处理组与其对照组的麦角固醇产量都有显著差异。

但处理2 d的促进效应最强，处理组麦角固醇产量是对照

组的1.65 倍。因此，确定处理2 d为最适磁场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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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磁场处理时间对麦角固醇产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magnetic field exposure duration on ergosterol production

2.4 磁场处理时期对紫色红曲菌麦角固醇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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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磁场处理时期对麦角固醇产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fermentation stage when magnetic field exposure was 

performed on ergosterol production

将红曲菌发酵液在1.2 mT的磁场强度，分别于发酵

的不同时间段处理2 d，图3显示出处理组与对照组的麦

角固醇产量在各处理时期都有所增加，而在0～2 d，增

加效果最明显，处理组麦角固醇产量是对照组的1.6 倍。

0～2 d是紫色红曲菌对数生长的前期，在这一时期，菌

种开始大量繁殖，而麦角固醇位于菌丝体细胞膜中，因

此，有利于菌繁殖也有利于麦角固醇的合成。也表明菌

种在大量繁殖初期对外加磁场的反应更敏感。麦角固醇

是主要的酵母质膜中的甾醇组件[22]。麦角固醇含量在维

持细胞完整性和稳定性起着重要的作用[23]。所以，麦角

固醇产量与细胞生长有关。

2.5 最适磁场条件对紫色红曲菌麦角固醇代谢过程的

影响

在发酵的0～2 d用1.2 mT的低频磁场处理的条件

下，紫色红曲菌在处理和未处理时的发酵代谢麦角固醇

的动力学如图4所示。处理组与对照组麦角固醇产量的

动力学呈现的趋势是一致的，但处理组在磁场处理后的

曲线斜率明显增大，磁场处理使得麦角固醇的增长率由 

0.43 mg/（g·d）增加到0.74 mg/（g·d），麦角固醇的增

长率提高了73.1%，产量在发酵第12天达到了7.08 mg/g， 

比对照组增加了62.5%。结果表明，紫色红曲菌经磁场在

发酵的0～2 d处理后，麦角固醇产量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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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而磁场没有必要在整个发酵期间全程处理。类似

的结果在乳酸菌发酵产乳酸链球菌肽[13]、啤酒酵母产乙

醇的量[14]和黏红酵母产转化酶[15]也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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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紫色红曲菌产麦角固醇的发酵动力学

Fig. 4 Fermentation kinetics for ergosterol production by  

Monascus purpurcus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低频磁场可以作为提高紫色红

曲菌提高麦角固醇产量的一种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可以

达到或高于其他方法的效果，如突变菌种法[10]、优化培

养基法[11]和优化发酵条件法[12]等。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人们可通过调整低频磁场的处理条件，来实现促进微生

物合成有益产物而抑制有害产物，这也正是低频磁场辅

助发酵技术的优势所在。

2.6 最适磁场处理条件下紫色红曲菌生物量在整个发酵

周期的变化

在整个发酵周期中，每隔2 d对紫色红曲菌的发酵液

进行取样，用菌丝干重法测定发酵液中的生物量，处理

组为在紫色红曲菌发酵培养的0～2 d用1.2 mT的低频磁

场处理然后培养至发酵终点，由图5可知，处理组与对照

组在发酵周期的生物量变化趋势相同，都表现为先缓慢

增长，接着快速增长，最后趋于缓慢降低。但处理组在

磁场处理后的曲线斜率明显增大，磁场处理使得生物量

增长率由0.246 g/（g·d）增加到0.333 g/（g·d），生物

量的增长率提高了35.53%，生物量在发酵第12天达到了

3.2 g/L，比对照组增加了31.68%。结果表明，在此磁场

处理条件下，磁场促进了麦角固醇的代谢，并促进了红

曲菌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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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磁场处理前后生物量随发酵时间的变化

Fig. 5 Biomass of Monascus purpureus during and after  

magnetic field exposure

麦角固醇作为真菌生物量指示剂，是细胞膜上的一

种固醇类化合物，专一性很强，可以通过测定麦角固醇

的含量来推测真菌生物量，因此不难看出，生物量和麦

角固醇存在一定正比关系[24-25]。以上研究结果再次论证了

此观点。

2.7 最佳磁场处理条件对紫色红曲菌其他主要代谢产物

的影响

以不经磁场处理为对照组，将紫色红曲菌发酵培养的

0～2 d用1.2 mT的低频磁场处理，然后培养至发酵11 d，测

得发酵液中的γ-氨基丁酸、洛伐他汀和橘霉素的产量，由图

6可知，最佳磁场条件下洛伐他汀和橘霉素产量与对照组相

比没有明显差异，而γ-氨基丁酸产量提高了37.7%，该结果

表明，最适磁场条件下没有促进红曲菌有害代谢产物橘霉

素的产生，反而促进了有益产物γ-氨基丁酸的产生。在磁场

条件下，促进麦角固醇及γ-氨基丁酸等有益产物的产生且对

有害代谢物橘霉素没有造成影响，可能是磁场干扰了代谢

途径中的一些关键酶的活性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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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最适磁场处理条件下γ-氨基丁酸、洛伐他汀和橘霉素产量

Fig. 6 Yields of GABA, lovastation and citrinin under optimal 

magnetic field treatment conditions 

3 结 论

紫色红曲菌在发酵培养的0～2 d经1.2 mT的低频磁场

处理后，麦角固醇和生物量的增长率分别提高了73.1%和

35.53%。发酵第12天时，麦角固醇产量达到了7.08 mg/g， 

生物量达到3 .2  g /L，比对照组分别增加了62 .5%和

31.68%。在最适磁场条件下，没有促进红曲菌有害代谢

产物橘霉素的产生，反而促进了有益产物γ-氨基丁酸的

产生。

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微观

上受基因调控[26]，宏观上受到环境因素如培养基条件、

温度、光照等影响[17]。由对照组和实验组结果可看出，

紫红曲菌受到磁场影响是磁场强度、作用时间和作用时

期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磁场生物效应的

多态性、多因素和联合作用，另一方面也与红曲菌本身

生物学特性有关。关于磁场对红曲菌产麦角固醇的作用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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