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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

栽培方法，该方法是从采集的野生裂盖马鞍菌

株，用常规的组织培养法分离纯菌种，在培养基

中进行培养，得到栽培种，然后在大田秋收后，利

用耕作的土地、自然条件和温度，将栽培种进行

播种，通过控制光照，控制温度，控制湿度，增加

养份的方法得到裂盖马鞍菌，本发明所述方法与

传统的食用菌栽培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是改

变了在大棚或温室中用菌袋种植的方法，减少了

设施投入，二是利用裂盖马鞍菌在冬季生长的特

点，直接在秋收后的大田中种植，解决了裂盖马

鞍菌无法人工栽培，以及在大田进行规模化栽培

的问题。三是本方法栽培的裂盖马鞍菌品质与野

生的一致，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原料来源丰富，

产量比较稳定，品质好，产量高的栽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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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下列步骤进行：

裂盖马鞍菌分离：

a、选择用组织分离法：选取幼嫩、肥壮、无病害、品相优良的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在无菌

条件下将裂盖马鞍菌子实体表面用无菌水冲洗3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再用浓度为0.1%的

升汞水浸3分钟，然后用无菌水冲洗，再用无菌滤纸吸干，选取裂盖马鞍菌子实体白色菌柄

的中下部位，切取一小块组织作为接种材料，移植到试管斜面培养基中，在温度18-25℃下

培养7-10天，选择无污染、生长旺盛、粗壮、菌丝洁白的为纯种，其中试管斜面培养基为:马

铃薯200g  ，葡萄糖20g，琼脂20g，磷酸二氢钾1g，硫酸镁0.5g，水1000ml,  pH值6.5-7.5；

栽培种的制备：

b、按重量比1∶1.3将培养基与水混合搅拌，含水量控制在60-65%，按食用菌常规灭菌

后，将步骤a中分离出的裂盖马鞍菌纯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培养基中，在温度15-25℃微

弱光的室内，培养时间为50-60天，袋内菌丝无污染、洁白、长满整个培养袋，即得到栽培种；

播种基料的制备：

c、按重量比将粉碎后的50%的木屑、20%玉米芯和30%农作物秸秆加水拌匀，含水量控制

在60-75%，堆积后表面用熟料膜或草泥覆盖，发酵30天，得到播种基料；

营养袋的制备：

d、按重量比将棉籽壳35%、木屑25%、麸皮15%和稻壳20%，充分浸泡吸水后，滤去水份，添

加玉米粉5%，拌匀后装袋，再按食用菌常规方法进行灭菌；

栽培方法：

e、场地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无污染源，土壤肥沃，土质疏松，潮湿

透气的当年耕作的玉米地、小麦地、水稻地或高粱地，对所选择的土地要提前清除秸秆、杂

草，用旋耕机将耕地翻耕，深度控制在25-30cm，拉线打埂，埂底宽30cm，埂上宽20cm，埂高

20cm，两埂中间距离1米为种植区，沿埂的方向，在两埂中间的种植地上开两条播种沟，沟深

15-20cm，沟底宽20-25cm，两条播种沟间距20-25cm，两条种植地的两埂间为宽50cm的通道，

埂长度因种植区域土地形状而定；

f、播种时间：根据当地常年气温情况，在秋后9-10月份，温度稳定在10-25℃期间开始

播种，播种前一周浇一次透水；

g、播种：按重量比1:1:1将步骤b培养好的裂盖马鞍菌栽培菌种倒入容器中，用手松散，

与步骤c发酵好的播种基料和水搅拌均匀混合，撒入步骤e中埂内开的两条播种沟中，撒入

高度不超过播种沟底的种植面，用沟边疏松的细土进行覆盖，覆盖厚度为1-2cm；

h、放营养袋：在覆盖土后的播种沟上面摆放营养袋，营养袋用量为3-4个/平方米，营养

袋摆放前要先在袋的一面打3个孔，将打孔的位置紧贴地面摆放，放好营养袋后，在播种后

的两条播种沟中间铺设1条滴灌带，滴灌带与两边播种沟距离为10-15cm；

i覆盖秸草：沿种植沟的方向覆盖秸草为稻草或麦草，按透光率小于80%的要求，将秸草

为稻草或麦草均匀地覆盖在种植沟面上，厚度1-2cm，在盖好的秸草的种植沟面上覆盖一层

地膜，膜上加盖20%以下透光率的遮阳网，膜与遮阳网同宽，沿种植沟的方向扯直拉紧，在播

种沟两边的埂外的面通道中用土压紧压实；

j、在次年开春后地表温度达到10-15℃时，撤去营养袋，将营养袋在地头集中码放，待

裂盖马鞍菌采收期过后，进行脱袋晾晒，作为底肥均匀撒与土壤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田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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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的培

养基为：培养基（1）木屑75%、麸皮20%、磷肥1%、石膏1%和腐殖土3%；或培养基（2）棉籽壳75%、

麸皮20%、石膏1%、石灰1%和腐殖土3%；或培养基（3）玉米芯55%、木屑20%、麸皮20%、石膏1%和

腐殖土4%；或培养基（4）农作物秸秆粉75%、麸皮20%、石膏1%、腐殖土4%中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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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该发明属于生物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裂盖马鞍菌拉丁学名:Helvella  leucopus  Pers,中文别名:白柄马鞍菌，同物异

名Helvella  albipes  Peck。裂盖马鞍菌属子囊菌纲(Aseomycetes)盘菌目(Pezizales)马

鞍菌科(tqelvellaceae)马鞍菌属(Helvella)。

[0003] 裂盖马鞍菌是新疆南疆地区荒漠胡杨林地特有的一种野生食用菌，主要分布于新

疆塔里术盆地北缘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在新疆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

多个县均有分布，其中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中部、西南部以及周边的新疆喀什地区的麦盖

提县、岳普湖县较多。因主产在巴楚县，又称之为巴楚蘑菇、胡杨蘑菇、木耳蘑菇，是一种珍

稀名贵的野生美昧食用菌。

[0004] 裂盖马鞍菌在新疆的库尔勒、奎屯地区以及河北、甘肃省也有零星生长，但产量极

低。

[0005] 裂盖马鞍菌生长于新疆南疆的胡杨林中，极端干热的气候、特有的植被和偏碱性

土壤等构成的特殊生态环境中，每年4-5月份只生长一次。这种特殊的生态条件、营养方式

和子实体分化发育的条件，形成了裂盖马鞍菌特殊的香味和鲜味。该菌质地柔软细腻，口味

鲜美、营养丰富，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市场需求和价格急剧增加，目前市场售价1500元/

公斤以上。

[0006] 裂盖马鞍菌的主要作用：

[0007] 裂盖马鞍菌是世界名贵野生食用菌之一，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0008] 裂盖马鞍菌属于高级营养滋补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糖、碳水化合物，多种维

生素和20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

[0009] 裂盖马鞍菌的主要营养成份：

[0010] 裂盖马鞍菌中菌盖、菌柄的蛋白质含量分别为19.06g/100g、15.76g/100g，高于平

菇、香菇和黑木耳。其菌盖蛋白质含量分别为平菇、香菇和黑木耳的2.4、1.5和1.8倍，略低

于粗辆裂盖马鞍菌。

[0011] 裂盖马鞍菌中菌盖、菌柄粗脂肪含量分别为8.73g/100g、1.16g/100g，苗盖脂肪含

量分别为粗柄羊肚苗、平菇、香菇及黑木耳的2.3、3.8、4.8和43.7倍。

[0012] 在脂肪组成中，裂盖马鞍菌菌盖、菌柄脂肪中油酸、亚油酸和亚麻酸3种不饱和脂

肪酸相对总含量均为86 .56，高于粗柄裂盖马鞍菌，比香菇、黑木耳分别高出10 .7％和

13.5％。

[0013] 裂盖马鞍菌子实体中含有l7种氨基酸，菌盖、菌柄中的氨基酸总量(gt100g)分别

为19.46和13.14，7种必须氨基酸(色氨酸未测)含量为9.26和6.41，必需氨基酸分别占各自

氨基酸总量的47.58和48.78。

[0014] 裂盖马鞍菌中各种必需氨基酸及所有必需氨基酸在全部氨基酸中所占比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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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菇、香菇、双孢蘑菇与黑木耳，与粗柄裂盖马鞍菌基本相同。其中亮氨酸在菌盖与菌柄中

所占比率分别为10.7与13.2，与粗柄裂盖马鞍菌所占比率基本一致。裂盖马鞍菌菌盖中缬

氨酸所占比率分别为12.3和10.6，高于粗柄裂盖马鞍菌(4.6)、平菇(5.9)、香菇(5.2)、双孢

蘑菇(5.3)及黑木耳(7.3)。

[0015] 裂盖马鞍菌中含有丰富的矿质元素。菌盖和菌柄中所含对人体有益的大量元素K、

Na、Ca、Mg、P总量分别为15.1g/kg和18.0g/kg，对人体生理生化代谢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

Fe、Mn、Zn总黄酮分别为1  139.8mg/kg和l085.1mg/kg，有害重金属元素CrCd、Pb总量分别为

9.33rag/kg和10.5mg/kg矿质元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之一。

[0016] K、Na、Mg元素在食物中并不缺乏，Ca、P元素，特别是Fe、Mn、Zn元素含量对食物的营

养价值及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微量元素Cu对维持人体正常代谢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食物中Ca、P含量丰富及其比例平衡对促进人体骨胳钙化、防止伺偻病发生有重要作用。磷

还是细胞质膜和高能物质ATP及其它多种重要化合物的成分，Fe、Mn、Zn、Ca是细胞内多种酶

的组成成分，参与催化人体内一系列生化反应。注：西北农业学报8卷)裂盖马鞍菌研究I.营

养成份。

[0017] 经检索：新疆大学CN201410856733.5[P].2015-4-22.提供了一种裂盖马鞍菌人工

菌种的分离培养方法，该方法包括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和基质的原产地采集和收集、子实体

的辐照处理和组织分离、菌丝体的平板培养和种瓶培养等步骤。优选地，在裂盖马鞍菌人工

菌种分离培养的步骤中还包括对裂盖马鞍菌子实体组织分离前进行就地的一次无菌处理

和运返实验室的二次无菌处理的步骤，经过上述处理可获得裂盖马鞍菌人工纯菌种。

[0018] 由于对它的研究与驯化难度很大，当前市场供应全依赖于采集野生菌，市场紧缺，

导致过度采挖，自然资源破坏严重，产量逐渐减少，有限的野生资源因过量采摘也遭到严重

破坏。野生产量已从上世纪60年代年产量20吨以上，减少到近年来整个适宜生长的主产区

每年仅能采挖到2吨以下，并且逐年在减少。但直到现在仍未能实现人工种植，更没有实现

大田规模化种植。

发明内容

[0019]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该方法是从采集

的野生裂盖马鞍菌株，用常规的组织培养法分离成纯菌种，将分离出的纯菌种在培养基中

进行培养，从而制成栽培种，然后在大田秋收后，利用耕作的土地、自然条件和温度，将野生

裂盖马鞍菌纯菌种的栽培种进行播种，通过控制光照，控制温度，控制湿度，增加养份的方

法得到裂盖马鞍菌，本发明所述方法与传统的食用菌栽培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是改变

了在大棚或温室中用菌袋种植的方法，减少了设施投入，二是利用裂盖马鞍菌在冬季生长

的特点，直接在秋收后的大田中种植，解决了裂盖马鞍菌无法人工栽培，以及在大田进行规

模化栽培的问题。三是本方法栽培的裂盖马鞍菌品质与野生的一致，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

原料来源丰富，产量比较稳定，品质好，产量高的栽培方法。

[002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按下列步骤进行：

[0021] 裂盖马鞍菌分离：

[0022] a、选择用组织分离法：选取幼嫩、肥壮、无病害、品象优良的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在

无菌条件下将裂盖马鞍菌子实体表面用无菌水冲洗3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再用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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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的升汞水浸3分钟，然后用无菌水冲洗，再用无菌滤纸吸干，选取裂盖马鞍菌子实体白

色菌柄的中下部位，切取一小块组织作为接种材料，移植到试管斜面培养基中，在温度18-

25℃下培养7-10天，选择无污染、生长旺盛、粗壮、菌丝洁白的为纯种，其中试管斜面培养基

为:马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2Og，磷酸二氢钾1g，硫酸镁0.5g，水1000ml,pH值6.5-7.5；

[0023] 栽培种的制备：

[0024] b、按重量比1∶1.3将培养基与水混合搅拌，含水量控制在60-65％，按食用菌常规

灭菌后，将步骤a中分离出的裂盖马鞍菌纯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培养基中，在温度15-25

℃微弱光的室内，培养时间为50-60天，袋内菌丝无污染、洁白、长满整个培养袋，即得到栽

培种；

[0025] 播种基料的制备：

[0026] c、按重量比将粉碎后的50％的木屑、20％玉米芯和30％农作物秸秆加水拌匀，含

水量控制在60-75％，堆积后表面用熟料膜或草泥覆盖，发酵30天，得到播种基料；

[0027] 营养袋的制备：

[0028] d、按重量比将棉籽壳35％、木屑25％、麸皮15％和稻壳20％，充分浸泡吸水后，滤

去水份，添加玉米粉5％，拌匀后装袋，再按食用菌常规方法进行灭菌；

[0029] 栽培方法：

[0030] e、场地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无污染源，土壤肥沃，土质疏松，

潮湿透气的当年耕作的玉米地、小麦地、水稻地或高粱地，对所选择的土地要提前清除秸

秆、杂草及各种杂物，用旋耕机等将耕地翻耕，深度控制在25-30cm，拉线打埂，埂底宽30cm，

埂上宽20cm，埂高20cm，两埂中间距离1米为种植区，沿埂的方向，在两埂中间的种植地上开

两条播种沟，沟深15-20cm，沟底宽20-25cm，两条播种沟间距20-25cm，两条种植地的两埂间

为宽50cm的通道，埂长度因种植区域土地形状而定；

[0031] f、播种时间：根据当地常年气温情况，在秋后9-10月份，温度稳定在10-25℃期间

开始播种，播种前一周浇一次透水；

[0032] g、播种：按重量比1:1:1将步骤b培养好的裂盖马鞍菌栽培菌种倒入容器中，用手

松散，与步骤c发酵好的播种基料和水搅拌均匀混合，撒入步骤e中埂内开的两条播种沟中，

撒入高度不超过播种沟底的种植面，用沟边疏松的细土进行覆盖，覆盖厚度为1-2cm；

[0033] h、放营养袋：在覆盖土后的播种沟上面摆放营养袋，营养袋用量为3-4个/平方米，

营养袋摆放前要先在袋的一面打3个孔，将打孔的位置紧贴地面摆放，放好营养袋后，在播

种后的两条播种沟中间铺设1条滴灌带，滴灌带与两边播种沟距离为10-15cm；

[0034] i覆盖秸草：沿种植沟的方向覆盖秸草为稻草或麦草，按透光率小于80％的要求，

将秸草为稻草或麦草均匀地覆盖在种植沟面上，厚度1-2cm，在盖好的秸草的种植沟面上覆

盖一层地膜，膜上加盖20％以下透光率的遮阳网，膜与遮阳网同宽，沿种植沟的方向扯直拉

紧，在播种沟两边的埂外的面通道中用土压紧压实；

[0035] j、在次年开春后地表温度达到10-15℃时，撤去营养袋，将营养袋在地头集中码

放，待裂盖马鞍菌采收期过后，进行脱袋晾晒，作为底肥均匀撒与土壤中，按常规方法进行

田间管理。

[0036] 步骤b中的培养基为：培养基(1)木屑75％、麸皮20％、磷肥1％、石膏1％和腐殖土

3％；或培养基(2)棉籽壳75％、麸皮20％、石膏1％、石灰1％和腐殖土3％；或培养基(3)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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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55％、木屑20％、麸皮20％、石膏1％和腐殖土4％；或培养基(4)农作物秸秆粉75％、麸皮

20％、石膏1％、腐殖土4％中任意一种。

[0037]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该方法中：

[0038] 生长环境控制：

[0039] 温度：裂盖马鞍菌属低温型真菌，生产期间还需要有较大温差，以刺激菌丝体分

化。菌丝生长温度为15-25℃，菌核形成温度在5-15℃，子实体形成与发育温度为18-25℃。

[0040] 湿度：裂盖马鞍菌属高湿型真菌，每年的3-5月雨后多发生，8-9月也偶有发生。人

工种植要求湿度控制在80-95％之间，以足够的生长湿度保证在播种后的次年4-5月份发

生。

[0041] 日照：微弱的散射光有利于子实体的生长发育，透光率保持在20％以下即可，忌强

烈的直射光。

[0042] 土壤：裂盖马鞍菌适应在含有腐殖质的沙壤土中生长，在腐殖土、黑或黄色壤土、

沙质混合土中均能生长。

[0043] pH值：pH值宜为6.5-7.5，中性或微碱性有利于裂盖马鞍菌生长。

[0044] 空气：在过厚的落叶层中裂盖马鞍菌不易生长，裂盖马鞍菌的生长发育需要足够

的空气。

[0045] 本发明所述方法中，分离裂盖马鞍菌纯种采用的是组织分离法，即在裂盖马鞍菌

组织上分离，获得纯菌丝的方法。裂盖马鞍菌的子实体实际上就是菌丝体的纽结物，它具有

很强的再生能力。因此，只要切取绿豆大的一小块子实体组织，把它移植到培养基上，就能

获取纯粹的裂盖马鞍菌的菌丝体。

[0046] 分离的方法：先在裂盖马鞍菌野生产地收获期选取幼嫩、肥壮、无病害、品象优良

的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在无菌条件下将裂盖马鞍菌子实体表面用无菌水冲洗3次，并用无菌

滤纸吸干，再用0.1％的升汞水浸3分钟，然后用无菌水冲洗，再用无菌滤纸吸干，选取裂盖

马鞍菌子实体白色菌柄的中下部位，切取一小块组织作为接种材料，移植到试管斜面培养

基中，在18-25摄氏度下培养7-10天，选择无污染、生长旺盛、粗壮、菌丝洁白的为纯种。

[0047] 试管斜面培养基配方:马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2Og，磷酸二氢钾1g，硫酸镁

0.5g，水1000ml,PH值6.5-7.5。

[0048] 试管斜面培养基制备方法：选择未发芽、无病害、不发青的新鲜马铃薯洗净去皮，

称取200g，切成小块，装入烧杯(量杯)中，倒入清水1000ml，加热煮沸维持20-30分钟，至马

铃薯酥而不烂为度，加热过程中稍加搅拌，然后用3层纱布过滤，取其滤液，补水至1000毫

升，在马铃薯汁液中加入琼脂，继续加热搅拌至琼脂完全溶化，最后加入葡萄糖、磷酸二氢

钾、硫酸镁，加水补至1000ml，用PH试纸测定并调节PH值。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PH"值常在

要求范围内，常可忽略测定。分装在试管中，高度为试管高度的1/4～1/5，加棉塞，包扎，放

在高压锅内灭菌，加热升压到0.105MpA维持30分钟，自然降温到60℃左右出锅，摆成斜面，

冷却到常温后即成试管斜面培养基。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实施例1

[0050] 2014年秋后，在新疆喀什市城郊农村的杨树防风林种植了1亩，杨树防风林种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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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盖马鞍菌亩产鲜品为70公斤，具体操作按下列步骤进行：

[0051] 裂盖马鞍菌分离：

[0052] a、选择用组织分离法：选取幼嫩、肥壮、无病害、品象优良的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在

无菌条件下将裂盖马鞍菌子实体表面用无菌水冲洗3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再用浓度为

0.1％的升汞水浸3分钟，然后用无菌水冲洗，再用无菌滤纸吸干，选取裂盖马鞍菌子实体白

色菌柄的中下部位，切取一小块组织作为接种材料，移植到试管斜面培养基中，在温度18-

25℃下培养10天，选择无污染、生长旺盛、粗壮、菌丝洁白的为纯种，其中试管斜面培养基

为:马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2Og，磷酸二氢钾1g，硫酸镁0.5g，水1000ml,pH值6.5-7.5；

[0053] 栽培种的制备：

[0054] b、按重量比1∶1.3将培养基为木屑75％、麸皮20％、磷肥1％、石膏1％和腐殖土3％

与水混合搅拌，含水量控制在60-65％，按食用菌常规灭菌后，将步骤a中分离出的裂盖马鞍

菌纯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培养基中，在温度15℃微弱光的室内，培养时间为50天，得到栽

培种；

[0055] 播种基料的制备：

[0056] c、按重量比将粉碎后的50％的木屑、20％玉米芯和30％农作物秸秆加水拌匀，含

水量控制在60％，堆积后表面用熟料膜或草泥覆盖，发酵30天，得到播种基料；

[0057] 营养袋的制备：

[0058] d、按重量比将棉籽壳35％、木屑25％、麸皮15％和稻壳20％，充分浸泡吸水后，滤

去水份，添加玉米粉5％，拌匀后装袋，营养袋规格为12cm×24cm，再按食用菌常规方法进行

灭菌；

[0059] 栽培方法：

[0060] e、场地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无污染源，土壤肥沃，土质疏松，

潮湿透气的当年耕作的玉米地，对所选择的土地要提前清除秸秆、杂草及各种杂物，用旋耕

机等将耕地翻耕，深度控制在25cm，拉线打埂，埂底宽30cm，埂上宽20cm，埂高20cm，两埂中

间距离1米为种植区，沿埂的方向，在两埂中间的种植地上开两条播种沟，沟深15cm，沟底宽

20cm，两条播种沟间距20cm，两条种植地的两埂间为宽50cm的通道，埂长度因种植区域土地

形状而定；

[0061] f、播种时间：根据当地常年气温情况，在秋后10月中旬，温度稳定在10-15℃期间

开始播种，播种前一周浇一次透水；

[0062] g、播种：按重量比1:1:1将步骤b培养好的裂盖马鞍菌栽培菌种倒入容器中，用手

松散，与步骤c发酵好的播种基料和水搅拌均匀混合，撒入步骤e中埂内开的两条播种沟中，

撒入高度不超过播种沟底的种植面，用沟边疏松的细土进行覆盖，覆盖厚度为2cm；

[0063] h、放营养袋：在覆盖土后的播种沟上面摆放营养袋，营养袋用量为3个/平方米，营

养袋摆放前要先在袋的一面打3个孔，将打孔的位置紧贴地面摆放，以促进子实体形成，放

好营养袋后，在播种后的两条播种沟中间铺设1条滴灌带，滴灌带与两边播种沟距离为

10cm；

[0064] i、覆盖秸草：沿种植沟的方向覆盖秸草为稻草，按透光率小于80％的要求，将秸草

为稻草均匀地覆盖在种植沟面上，厚度1cm，在盖好的稻草的种植沟面上覆盖一层地膜，膜

上加盖20％以下透光率的遮阳网，膜与遮阳网同宽，沿种植沟的方向扯直拉紧，在播种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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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埂外的面通道中用土压紧压实；

[0065] j、在次年开春后地表温度达到10℃时，撤去营养袋，将营养袋在地头集中码放，待

裂盖马鞍菌采收期过后，进行脱袋晾晒，作为底肥均匀撒与土壤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田间管

理；

[0066] 田间管理：

[0067] 场地管理：裂盖马鞍菌有种独特的香味，也是牛羊喜好的食物，种植地应用严防牲

畜践踏，最好建围篱，尤其是在出菇时，应严格管护。

[0068] 温度管理：在播种后5-7周之后因将进入冬季，会有4-16℃的温度，能刺激裂盖马

鞍菌子实体的形成，如果这时温度变化剧烈，低于4℃或超出20℃的温度，都会影响子实体

的形成及发育，故在这时要创造菌核形成子实体生长发育的良好条件，是十分必要的。在温

度突然过低时，应减少浇水次数，控制湿度，以利于保温。

[0069] 湿度管理：因裂盖马鞍菌是一类喜湿的真菌，在大田栽培，如水分、温度适宜时，菌

丝体、子实体生长发育良好，必须适时进行湿度管理。栽培时的浇水是栽培成功的关键，必

须浇透水，在栽培的当天应浇一次透水，此后每天观察湿度情况，湿度低于80％要及时用滴

灌补水，保持湿度在80-95％之间。滴灌补水不可过量，以防温度下降过快。

[0070] 裂盖马鞍菌生长发育过程中控制好温度、湿度、光照、补充营养是获得栽培成功的

关键。

[0071] 病虫害防治：菌丝与子实体生长都会发生病虫害，以预防为主，保持场地环境的清

洁卫生。播种前进行场地杀菌杀虫处理，后期如发生虫害，可在子实体长出前喷除虫菊或

10％石灰水予以杀灭。

[0072] 采摘、加工及保藏

[0073] 子实体出土后7～10天成熟，菌裙颜色由白色、浅灰色变成深灰色或褐色，菌株高

度大于5cm、菌裙表面充分伸展时即可采收。采收后应清理泥土，及时晒干或烘干，装于塑料

袋密封保藏；采收的新鲜裂盖马鞍菌干燥前严禁水洗，干燥加工时勿弄破菌裙，勿用柴火烟

熏，以免影响质量；按质量分等级后盛装在塑料袋内，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保存。

[0074] 实施例2

[0075] 2014年秋后，在新疆喀什市城郊农村的苹果园林带中种植了2亩，苹果园林带中的

裂盖马鞍菌亩产鲜品为135公斤，具体操作按下列步骤进行：

[0076] 裂盖马鞍菌分离：

[0077] a、选择用组织分离法：选取幼嫩、肥壮、无病害、品象优良的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在

无菌条件下将裂盖马鞍菌子实体表面用无菌水冲洗3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再用浓度为

0.1％的升汞水浸3分钟，然后用无菌水冲洗，再用无菌滤纸吸干，选取裂盖马鞍菌子实体白

色菌柄的中下部位，切取一小块组织作为接种材料，移植到试管斜面培养基中，在温度20℃

下培养10天，选择无污染、生长旺盛、粗壮、菌丝洁白的为纯种，其中试管斜面培养基为:马

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2Og，磷酸二氢钾1g，硫酸镁0.5g，水1000ml,pH值6.5-7.5；

[0078] 栽培种的制备：

[0079] b、按重量比1∶1.3将培养基为棉籽壳75％、麸皮20％、石膏1％、石灰1％和腐殖土

3％与水混合搅拌，含水量控制在65％，按食用菌常规灭菌后，将步骤a中分离出的裂盖马鞍

菌纯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培养基中，在温度20℃微弱光的室内，培养时间为55天，得到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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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种；

[0080] 播种基料的制备：

[0081] c、按重量比将粉碎后的50％的木屑、20％玉米芯和30％农作物秸秆加水拌匀，含

水量控制在65％，堆积后表面用熟料膜或草泥覆盖，发酵30天，得到播种基料；

[0082] 营养袋的制备：

[0083] d、按重量比将棉籽壳35％、木屑25％、麸皮15％和稻壳20％，充分浸泡吸水后，滤

去水份，添加玉米粉5％，拌匀后装袋，营养袋规格为12cm×24cm，再按食用菌常规方法进行

灭菌；

[0084] 栽培方法：

[0085] e、场地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无污染源，土壤肥沃，土质疏松，

潮湿透气的当年耕作的小麦地，对所选择的土地要提前清除秸秆、杂草及各种杂物，用旋耕

机等将耕地翻耕，深度控制在30cm，拉线打埂，埂底宽30cm，埂上宽20cm，埂高20cm，两埂中

间距离1米为种植区，沿埂的方向，在两埂中间的种植地上开两条播种沟，沟深20cm，沟底宽

25cm，两条播种沟间距25cm，两条种植地的两埂间为宽50cm的通道，埂长度因种植区域土地

形状而定；

[0086] f、播种时间：根据当地常年气温情况，在秋后10月上旬，温度稳定在15-20℃期间

开始播种，播种前一周浇一次透水；

[0087] g、播种：按重量比1:1:1将步骤b培养好的裂盖马鞍菌栽培菌种倒入容器中，用手

松散，与步骤c发酵好的播种基料和水搅拌均匀混合，撒入步骤e中埂内开的两条播种沟中，

撒入高度不超过播种沟底的种植面，用沟边疏松的细土进行覆盖，覆盖厚度为1-2cm；

[0088] h、放营养袋：在覆盖土后的播种沟上面摆放营养袋，营养袋用量为3个/平方米，营

养袋摆放前要先在袋的一面打3个孔，将打孔的位置紧贴地面摆放，以促进子实体形成，放

好营养袋后，在播种后的两条播种沟中间铺设1条滴灌带，滴灌带与两边播种沟距离为

15cm；

[0089] i、覆盖秸草：沿种植沟的方向覆盖秸草为麦草，按透光率小于80％的要求，将秸草

为麦草均匀地覆盖在种植沟面上，厚度1cm，在盖好的麦草的种植沟面上覆盖一层地膜，膜

上加盖20％以下透光率的遮阳网，膜与遮阳网同宽，沿种植沟的方向扯直拉紧，在播种沟两

边的埂外的面通道中用土压紧压实；

[0090] j、在次年开春后地表温度达到10℃时，撤去营养袋，将营养袋在地头集中码放，待

裂盖马鞍菌采收期过后，进行脱袋晾晒，作为底肥均匀撒与土壤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田间管

理，田间管理步骤依据实施例1进行。

[0091] 实施例3

[0092] 2015年秋后，在2014年种植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提高产量的试验，在新疆喀什

市城郊农村收割后的大田玉米地2亩，大田玉米地亩产鲜裂盖马鞍菌为160公斤，具体操作

按下列步骤进行：

[0093] 裂盖马鞍菌分离：

[0094] a、选择用组织分离法：选取幼嫩、肥壮、无病害、品象优良的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在

无菌条件下将裂盖马鞍菌子实体表面用无菌水冲洗3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再用浓度为

0.1％的升汞水浸3分钟，然后用无菌水冲洗，再用无菌滤纸吸干，选取裂盖马鞍菌子实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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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菌柄的中下部位，切取一小块组织作为接种材料，移植到试管斜面培养基中，在温度25℃

下培养10天，选择无污染、生长旺盛、粗壮、菌丝洁白的为纯种，其中试管斜面培养基为:马

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2Og，磷酸二氢钾1g，硫酸镁0.5g，水1000ml,pH值6.5-7.5；

[0095] 栽培种的制备：

[0096] b、按重量比1∶1.3将培养基为玉米芯55％、木屑20％、麸皮20％、石膏1％和腐殖土

4％与水混合搅拌，含水量控制在62％，按食用菌常规灭菌后，将步骤a中分离出的裂盖马鞍

菌纯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培养基中，在温度25℃微弱光的室内，培养时间为60天，得到栽

培种；

[0097] 播种基料的制备：

[0098] c、按重量比将粉碎后的50％的木屑、20％玉米芯和30％农作物秸秆加水拌匀，含

水量控制在70％，堆积后表面用熟料膜或草泥覆盖，发酵30天，得到播种基料；

[0099] 营养袋的制备：

[0100] d、按重量比将棉籽壳35％、木屑25％、麸皮15％和稻壳20％，充分浸泡吸水后，滤

去水份，添加玉米粉5％，拌匀后装袋，营养袋规格为12cm×24cm，再按食用菌常规方法进行

灭菌；

[0101] 栽培方法：

[0102] e、场地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无污染源，土壤肥沃，土质疏松，

潮湿透气的当年耕作的水稻地，对所选择的土地要提前清除秸秆、杂草及各种杂物，用旋耕

机等将耕地翻耕，深度控制在28cm，拉线打埂，埂底宽30cm，埂上宽20cm，埂高20cm，两埂中

间距离1米为种植区，沿埂的方向，在两埂中间的种植地上开两条播种沟，沟深18cm，沟底宽

22cm，两条播种沟间距22cm，两条种植地的两埂间为宽50cm的通道，埂长度因种植区域土地

形状而定；

[0103] f、播种时间：根据当地常年气温情况，在秋后9月底，温度稳定在15-20℃期间开始

播种，播种前一周浇一次透水；

[0104] g、播种：按重量比1:1:1将步骤b培养好的裂盖马鞍菌栽培菌种倒入容器中，用手

松散，与步骤c发酵好的播种基料和水搅拌均匀混合，撒入步骤e中埂内开的两条播种沟中，

撒入高度不超过播种沟底的种植面，用沟边疏松的细土进行覆盖，覆盖厚度为1cm；

[0105] h、放营养袋：在覆盖土后的播种沟上面摆放营养袋，营养袋用量为4个/平方米，营

养袋摆放前要先在袋的一面打3个孔，将打孔的位置紧贴地面摆放，以促进子实体形成，放

好营养袋后，在播种后的两条播种沟中间铺设1条滴灌带，滴灌带与两边播种沟距离为10-

15cm；

[0106] i覆盖秸草：沿种植沟的方向覆盖秸草为稻草，按透光率小于80％的要求，将秸草

为稻草均匀地覆盖在种植沟面上，厚度1cm，在盖好的稻草的种植沟面上覆盖一层地膜，膜

上加盖20％以下透光率的遮阳网，膜与遮阳网同宽，沿种植沟的方向扯直拉紧，在播种沟两

边的埂外的面通道中用土压紧压实；

[0107] j、在次年开春后地表温度达到15℃时，撤去营养袋，将营养袋在地头集中码放，待

裂盖马鞍菌采收期过后，进行脱袋晾晒，作为底肥均匀撒与土壤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田间管

理，田间管理步骤依据实施例1进行。

[0108]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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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2015年秋后，在2014年种植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提高产量的试验，在新疆喀什

市城郊农村大田水稻地中种植了5亩，大田水稻地中的亩产鲜裂盖马鞍菌为210公斤，具体

操作按下列步骤进行：

[0110] 裂盖马鞍菌分离：

[0111] a、选择用组织分离法：选取幼嫩、肥壮、无病害、品象优良的裂盖马鞍菌子实体，在

无菌条件下将裂盖马鞍菌子实体表面用无菌水冲洗3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再用浓度为

0.1％的升汞水浸3分钟，然后用无菌水冲洗，再用无菌滤纸吸干，选取裂盖马鞍菌子实体白

色菌柄的中下部位，切取一小块组织作为接种材料，移植到试管斜面培养基中，在温度25℃

下培养10天，选择无污染、生长旺盛、粗壮、菌丝洁白的为纯种，其中试管斜面培养基为:马

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2Og，磷酸二氢钾1g，硫酸镁0.5g，水1000ml,pH值6.5-7.5；

[0112] 栽培种的制备：

[0113] b、按重量比1∶1.3将培养基为农作物秸秆粉75％、麸皮20％、石膏1％、腐殖土4％

与水混合搅拌，含水量控制在65％，按食用菌常规灭菌后，将步骤a中分离出的裂盖马鞍菌

纯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培养基中，在温度25℃微弱光的室内，培养时间为60天，得到栽培

种；

[0114] 播种基料的制备：

[0115] c、按重量比将粉碎后的50％的木屑、20％玉米芯和30％农作物秸秆加水拌匀，含

水量控制在75％，堆积后表面用熟料膜或草泥覆盖，发酵30天，得到播种基料；

[0116] 营养袋的制备：

[0117] d、按重量比将棉籽壳35％、木屑25％、麸皮15％和稻壳20％，充分浸泡吸水后，滤

去水份，添加玉米粉5％，拌匀后装袋，营养袋规格为15cm×33cm，再按食用菌常规方法进行

灭菌；

[0118] 栽培方法：

[0119] e、场地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无污染源，土壤肥沃，土质疏松，

潮湿透气的当年耕作的高粱地，对所选择的土地要提前清除秸秆、杂草及各种杂物，用旋耕

机等将耕地翻耕，深度控制在30cm，拉线打埂，埂底宽30cm，埂上宽20cm，埂高20cm，两埂中

间距离1米为种植区，沿埂的方向，在两埂中间的种植地上开两条播种沟，沟深20cm，沟底宽

25cm，两条播种沟间距25cm，两条种植地的两埂间为宽50cm的通道，埂长度因种植区域土地

形状而定；

[0120] f、播种时间：根据当地常年气温情况，在秋后9月中旬，温度稳定在20-25℃期间开

始播种，播种前一周浇一次透水；

[0121] g、播种：按重量比1:1:1将步骤b培养好的裂盖马鞍菌栽培菌种倒入容器中，用手

松散，与步骤c发酵好的播种基料和水搅拌均匀混合，撒入步骤e中埂内开的两条播种沟中，

撒入高度不超过播种沟底的种植面，用沟边疏松的细土进行覆盖，覆盖厚度为1cm；

[0122] h、放营养袋：在覆盖土后的播种沟上面摆放营养袋，营养袋用量为4个/平方米，营

养袋摆放前要先在袋的一面打3个孔，将打孔的位置紧贴地面摆放，以促进子实体形成，放

好营养袋后，在播种后的两条播种沟中间铺设1条滴灌带，滴灌带与两边播种沟距离为10-

15cm；

[0123] i覆盖秸草：沿种植沟的方向覆盖秸草为麦草，按透光率小于80％的要求，将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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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麦草均匀地覆盖在种植沟面上，厚度1cm，在盖好的麦草的种植沟面上覆盖一层地膜，膜

上加盖20％以下透光率的遮阳网，膜与遮阳网同宽，沿种植沟的方向扯直拉紧，在播种沟两

边的埂外的面通道中用土压紧压实；

[0124] j、在次年开春后地表温度达到15℃时，撤去营养袋，将营养袋在地头集中码放，待

裂盖马鞍菌采收期过后，进行脱袋晾晒，作为底肥均匀撒与土壤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田间管

理，田间管理步骤依据实施例1进行。

[0125] 本发明所述的野生裂盖马鞍菌人工大田栽培方法，该方法采用野生菌种，经纯化

分离后，进行人工栽培种培养，然后进行大田种植。该种植种方法一是种新模式的食用菌种

植方法，不需要传统栽培中的温室以及其他设施，不影响大田传统农作物的种植，直接在耕

作收割后的大田地中错茬进行人工种植，而且品质与野生的一致，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原

料来源丰富，产量比较稳定，品质与野生完全一致。种植时间在当年秋中和秋末，生长在初

冬和初春季节，采用简易的控制光照、温度、温度、水份、营养等方式进行栽培，在次年的4月

中旬至5月初采收，不影响传统农作物的种植。栽培中为了保证充足的营养，在生长中期以

人工添加营养的方式促进生长，以提高产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该方法在大田栽培2年试

验，均获得成功，试验产量鲜品与干品比例为8:1(重量比)。该方法除了在野外大田中栽培，

还可以在经济林、防风林、人工荫棚中栽培。

说　明　书 10/10 页

13

CN 106489527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