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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生物发酵技术近年来发展速度迅猛,且在相关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在医药领域的应用
成果最为显著。微生物科学在发展的进程中加深了人们对相关工艺的研究,这就使得该工艺优化效果良好。
本文针对微生物发酵工艺优化与研究进行论述,从培养基的影响入手,对发酵工艺的优化方法进行阐述。
[关键词] 微生物；发酵工艺；优化；应用
中图分类号：S26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Optimization of Microbial Fermentation Process
Yanjua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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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ial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elevant fields, with the mos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pharmaceutical field. Microbiological science
deepens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ed process, which optimizes the process eff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and research of microbial fermentation process, and expounds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of
fermentation process from the influence of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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