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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食用菌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该栽培方法包括

栽培土壤准备、菌种制作、播种覆土、外援营养袋

制作及栽培管理。本发明的栽培方法摆脱自然因

素限制，实现羊肚菌的规模化周年生产，以环境

因素精确控制为切入点，通过多层次立体栽培实

现了对包括空气温度、空气湿度、CO2浓度、栽培

土壤湿度、栽培光照在内的主要环境要素的精确

控制，使羊肚菌生产得以周年稳定高效生产，使

用本发明的工厂化立体栽培方法，羊肚菌的单位

面积产量为262g/m2，较传统大田栽培方式增加

12.5～40%（125～150 kg/亩）；本发明栽培方法

简单，节省成本和劳动力，且本发明立体栽培所

使用的立体培养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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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栽培土壤准备：将pH大于7的农田栗钙土、灰钙土，土壤过5  mm筛子，去除杂草、石

块，按土壤：生石灰=100:1的重量比混匀，加水调节含水量至50%，然后转移至预制立体栽培

架上的培养槽中；

步骤2菌种制作：羊肚菌菌种制作包含母种制作、原种制作、栽培种制作三个部分，其

中：

（1）母种制作：采购羊肚菌菌种母种，配制母种培养基，取马铃薯200g切片后投入沸水

中煮20min，期间不断搅拌防治粘锅，四层纱布过滤，去除马铃薯块，向滤液中加入20g琼脂，

20g葡萄糖，不断加热至琼脂溶解，加水至1000  mL后，保持pH自然，分装于干净试管，121℃

灭菌30min；灭菌后母种培养基在超净工作台内制成斜面，取出保藏的Mel-6一级母种接种，

22℃恒温避光培养7天后，即可用于原种接种；

（2）原种制作：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75%的木屑、20%的麸

皮、2%的腐殖质土；加入1蔗糖3g、过磷酸钙3g、石膏3g，混匀后调整含水量至60～65%，完成

原种培养基的配置，配制好的原种培养基于121℃条件下灭菌1.5h，晾凉后即可转入超净

台，取出制作好的母种在超净工作台内接种于原种培养基，接种原种于22℃恒温避光培养

两周，待菌丝长满培养袋后，即可用于栽培种接种；

（3）栽培种制作：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75%的木屑、20%的

麸皮、2%的腐殖质土，然后加入蔗糖3g、过磷酸钙3g、石膏3g，混匀后调整含水量至60～65%，

完成栽培种培养基配置，配置好的栽培种培养基于121℃灭菌1.5h，晾凉后即可转入超净台

内进行接种；将培养好的原种揉碎至黄豆粒大小的小块，在超净台内接种于栽培种菌种袋

中，接种时，使用菌种袋内菌签将原种颗粒接种于培养袋1/3~1/2处，以使菌丝能够均匀长

满整个培养袋，缩短制菌时间，完成接种的栽培种于22℃恒温避光培养，至菌丝长满培养袋

后，即可用于工厂化立体栽培；

步骤3播种覆土：将制作好的栽培种菌种揉碎，均匀撒播于培养槽土壤表面，每个槽面

撒播250～400g，撒播完成后，在菌种表面覆盖一层栽培土壤，厚度2～4  cm；

步骤4外援营养袋制作：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50%的木屑，

40%的谷壳，10%的腐殖质土，然后加入生石灰3g，石膏6g，磷酸二氢钾0.3g，小麦90～120g，

调整含水量至60～65%，121℃灭菌1.5小时后，晾凉备用；

步骤5栽培管理：栽培管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A、菌丝培养：调整出菇房空气温度为18～20℃，空气湿度50～70%，CO2浓度350～

450ppm；利用培养槽上方安装的十字喷头控制土壤相对含水量至50～55%，避光培养7～15

天；

B、外源营养袋放置：播种7～20天后，使用钉板在营养袋一侧扎9～18个孔，孔面朝下顺

次摆放，摆放间隔20～30cm，交错摆于培养槽两侧，每个培养槽摆放15～16袋；其中，放置前

一天对制作好外源营养袋完成灭菌和冷却；

C、出菇刺激：调整土壤相对含水量至饱和；白天控制出菇房温度在18～22℃，晚上调节

为8～10℃；保持空气相对湿度为60～70%；调整LED光照强度为600～1000Lx，光照12～14h；

每隔8h通风1次，时长20min；

D、出菇管理：入棚观察发现，待菌丝逐渐消退，部分栽培架槽面土壤表面出现灰棕色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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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原基后即进入出菇阶段，停止向栽培架槽面喷水，调整土壤相对含水量为40%，出菇房

空气温度在15～20℃，空气相对湿度为70～85%，调整LED光照强度为600～1000Lx，光照12

～14h；每隔8h通风1次，时长20min；

步骤6采收：原基形成10～15天后，部分槽面羊肚菌菌盖长度达到4  ~  6cm，颜色由深灰

色转为棕色时，即可采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槽的槽

高15  cm，槽宽60  cm，槽长200  cm，每层培养槽间距为35  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羊肚菌菌种

母种为青海大学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保藏制备的Mel-6一级母种。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771425 A

3



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用菌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羊肚菌（Morchella），又名草笠竹，属于子囊菌亚门，盘菌纲界，盘菌目，羊肚菌科，

羊肚菌属。羊肚菌以其菌盖表面生有许多小凹坑，外观极似羊肚而得名。它是一种野生名贵

食药用菌，最早收录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研究发现，羊肚菌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功能，抗疲

劳、抗辐射、抗肿瘤作用，并能减轻癌症患者放化疗引起的毒副作用，同时经济价值很高，是

一种珍贵的食用菌。近几年，羊肚菌大田种植技术逐渐趋于成熟，但受限于气候、土壤等因

素，大部分地区的羊肚菌栽培仍未能摆脱不可控自然因素的影响，种植羊肚菌的风险性和

不稳定性仍然很高，羊肚菌生产仍未真正迈入规模化生产阶段。

[0003] 羊肚菌大田栽培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出菇稳定性差、栽培生产周期长、产量较低的

问题，羊肚菌在可控条件下的周年生产技术方案任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上述问题，本发明为摆脱自然因素限制，实现羊肚菌的规模化周年生产，以环

境因素精确控制为切入点，通过多层次立体栽培实现了羊肚菌工厂化高效生产，目的在于

提供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

[0005] 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栽培土壤准备：将pH大于7的农田栗钙土、灰钙土，土壤过5  mm筛子，去除杂草、石

块，按土壤：生石灰=100:1的重量比混匀，加水调节含水量至50%，然后转移至预制立体栽培

架上的培养槽中；

步骤2菌种制作：羊肚菌菌种制作包含母种制作、原种制作、栽培种制作三个部分，其

中：

（1）母种制作：采购羊肚菌菌种母种，配制母种培养基，取马铃薯200g切片后投入沸水

中煮20min，期间不断搅拌防治粘锅，四层纱布过滤，去除马铃薯块，向滤液中加入20g琼脂，

20g葡萄糖，不断加热至琼脂溶解，加水至1000  mL后，保持pH自然，分装于干净试管，121℃

灭菌30min；灭菌后母种培养基在超净工作台内制成斜面，取出保藏的Mel-6一级母种接种，

22℃恒温避光培养7天后，即可用于原种接种；

（2）原种制作：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75%的木屑、20%的麸

皮、2%的腐殖质土；加入1蔗糖3g、过磷酸钙3g、石膏3g，混匀后调整含水量至60～65%，完成

原种培养基的配置，配制好的原种培养基于121℃条件下灭菌1.5h，晾凉后即可转入超净

台，取出制作好的母种在超净工作台内接种于原种培养基，接种原种于22℃恒温避光培养

两周，待菌丝长满培养袋后，即可用于栽培种接种；

（3）栽培种制作：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75%的木屑、20%的

麸皮、2%的腐殖质土，然后加入蔗糖3g、过磷酸钙3g、石膏3g，混匀后调整含水量至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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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栽培种培养基配置，配置好的栽培种培养基于121℃灭菌1.5h，晾凉后即可转入超净台

内进行接种；将培养好的原种揉碎至黄豆粒大小的小块，在超净台内接种于栽培种菌种袋

中，接种时，使用菌种袋内菌签将原种颗粒接种于培养袋1/3~1/2处，以使菌丝能够均匀长

满整个培养袋，缩短制菌时间，完成接种的栽培种于22℃恒温避光培养，至菌丝长满培养袋

后，即可用于工厂化立体栽培；

步骤3播种覆土：将制作好的栽培种菌种揉碎，均匀撒播于培养槽土壤表面，每个槽面

撒播250～400g，撒播完成后，在菌种表面覆盖一层栽培土壤，厚度2～4  cm；

步骤4外援营养袋制作：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50%的木屑，

40%的谷壳，10%的腐殖质土，然后加入生石灰3g，石膏6g，磷酸二氢钾0.3g，小麦90～120g，

调整含水量至60～65%，121℃灭菌1.5小时后，晾凉备用；

步骤5栽培管理：所述栽培管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A、菌丝培养：调整出菇房空气温度为18～20℃，空气湿度50～70%，CO2浓度350～

450ppm；利用培养槽上方安装的十字喷头控制土壤相对含水量至50～55%，避光培养7～15

天；

B、外源营养袋放置：播种7～20天后，使用钉板在营养袋一侧扎9～18个孔，孔面朝下顺

次摆放，摆放间隔20～30cm，交错摆于培养槽两侧，每个培养槽摆放15～16袋；其中，放置前

一天对制作好外源营养袋完成灭菌和冷却；

C、出菇刺激：调整土壤相对含水量至饱和；白天控制出菇房温度在18～22℃，晚上调节

为8～10℃；保持空气相对湿度为60～70%；调整LED光照强度为600～1000Lx，光照12～14h；

每隔8h通风1次，时长20min；

D、出菇管理：入棚观察发现，待菌丝逐渐消退，部分栽培架槽面土壤表面出现灰棕色半

透明原基后即进入出菇阶段，停止向栽培架槽面喷水，调整土壤相对含水量为40%，出菇房

空气温度在15～20℃，空气相对湿度为70～85%，调整LED光照强度为600～1000Lx，光照12

～14h；每隔8h通风1次，时长20min；

步骤6采收：原基形成10～15天后，部分槽面羊肚菌菌盖长度达到4  ~  6cm，颜色由深灰

色转为棕色时，即可采收。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培养槽的槽高15  cm，槽宽60  cm，槽长200  cm，每层培养槽间距为

35  cm。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羊肚菌菌种母种为青海大学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

验室保藏制备的Mel-6一级母种。

[0008] 相比于现有的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栽培方法摆脱自然因素限制，实现羊肚菌的规模化周年生产，以环境因素精

确控制为切入点，通过多层次立体栽培实现了对包括空气温度、空气湿度、CO2浓度、栽培土

壤湿度、栽培光照在内的主要环境要素的精确控制，使羊肚菌生产得以周年稳定高效生产，

使用本发明的工厂化立体栽培方法，羊肚菌的单位面积产量为262g/m2，较传统大田栽培方

式增加12.5～40%（125～150  kg/亩）；本发明栽培方法简单，节省成本和劳动力，且本发明

立体栽培所使用的立体培养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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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10] 实施例1

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

一、实施地点、时间及栽培环境

地点：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扶贫产业园青海鸿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生产

车间；

时间：6月23日～9月20日

栽培环境：栽培前搭建立体栽培架，出菇房为为广泛使用的彩钢房，基础面积100  m2，

每个出菇房内放置立体栽培架30个，房内配备食用菌专用温度、湿度、CO2一体化智能空调

系统，用以调节空气温度、湿度和CO2浓度。

[0011] 栽培土壤：6月23日，采集高店镇pH大于7的农田栗钙土，过5  mm筛子，去除杂草、石

块，按土壤：生石灰=100：1的重量比混匀，加水调节含水量至50%后，转移至预制立体栽培架

上的培养槽中，其中培养槽的槽高15  cm，槽宽60  cm，槽长200  cm，每层培养槽间距为35 

cm。

[0012] 二、菌种

（1）羊肚菌菌种：Mel-6一级母种为青海大学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保藏制备。

[0013] （2）母种制作：6月24日进行母种制作，母种的制作在青海鸿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采购羊肚菌菌种母种，配制母种培养基，取马铃薯200g切片后投入沸水中煮20min，期

间不断搅拌防治粘锅，四层纱布过滤，去除马铃薯块，向滤液中加入20g琼脂，20g葡萄糖，不

断加热至琼脂溶解，加水至1000  mL后，保持pH自然，分装于干净试管，121℃灭菌30min；灭

菌后母种培养基在超净工作台内制成斜面，取出保藏的Mel-6一级母种接种，22℃恒温避光

培养7天后，完成可用于原种接种的母种制作；

（3）原种制作：6月30日配制原种培养基，原种培养基的配制流程为：采用12cm×24cm聚

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75%的木屑、20%的麸皮、2%的腐殖质土；加入1蔗糖3g、过磷

酸钙3g、石膏3g，混匀后调整含水量至60～65%，完成原种培养基的配置，配制好的原种培养

基于121℃条件下灭菌1.5h，晾凉后即可转入超净台，7月1日取出制作好的母种，在超净工

作台内接种于原种培养基，接种原种于22℃恒温避光培养两周，待菌丝长满培养袋后，即可

用于栽培种接种；

（4）栽培种制作：7月14日进行栽培种培养基的制备，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

入占菌种袋体积75%的木屑、20%的麸皮、2%的腐殖质土，然后加入蔗糖3g、过磷酸钙3g、石膏

3g，混匀后调整含水量至60～65%，完成栽培种培养基配置，配置好的栽培种培养基于121℃

灭菌1.5h，晾凉后即可转入超净台内进行接种；7月15日将培养好的原种揉碎至黄豆粒大小

的小块，在超净台内接种于栽培种菌种袋中，接种时使用菌种袋内菌签将原种颗粒接种于

培养袋1/3~1/2处，以使菌丝能够均匀长满整个培养袋，缩短制菌时间，完成接种的栽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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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2℃恒温避光培养，至菌丝长满培养袋后，即可用于工厂化立体栽培；

三、立体栽培方法与管理

（1）播种覆土：7月29日，将制作好的栽培种菌种揉碎，均匀撒播于培养槽土壤表面，每

个槽面撒播250～400g，撒播完成后，在菌种表面覆盖一层栽培土壤，厚度2～4  cm；

（2）外援营养袋制作：采用12cm×24cm聚丙烯菌种袋，装入占菌种袋体积50%的木屑，

40%的谷壳，10%的腐殖质土，然后加入生石灰3g，石膏6g，磷酸二氢钾0.3g，小麦90～120g，

调整含水量至60～65%，121℃灭菌1.5小时后，晾凉备用；

（3）栽培管理：所述栽培管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A、菌丝培养：调整出菇房空气温度为18～20℃，空气湿度50～70%，CO2浓度350～

450ppm；利用培养槽上方安装的十字喷头控制土壤相对含水量至50～55%，避光培养7～15

天；

B、外源营养袋放置：播种7～20天后，使用钉板在营养袋一侧扎9～18个孔，孔面朝下顺

次摆放，摆放间隔20～30cm，交错摆于培养槽两侧，每个培养槽摆放15～16袋；其中，放置前

一天对制作好外源营养袋完成灭菌和冷却；

C、出菇刺激：8月20日左右，栽培架槽面菌丝不同程度显现发黄迹象，菌核形成，使用培

养架喷灌系统调整土壤相对含水量至饱和；白天控制出菇房温度在18～22℃，晚上调节为8

～10℃；保持空气相对湿度为60～70%；调整LED光照强度为600～1000Lx，光照12～14h；每

隔8h通风1次，时长20min；

D、出菇管理：8月26日入棚观察发现，待菌丝逐渐消退，部分栽培架槽面土壤表面出现

灰棕色半透明原基后即进入出菇阶段，停止向栽培架槽面喷水，调整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40%，出菇房空气温度在15～20℃，空气相对湿度为70～85%，调整LED光照强度为600～

1000Lx，光照12～14h；每隔8h通风1次，时长20min；

步骤6采收：9月5日前后，原基形成10～15天后，部分槽面羊肚菌菌盖长度达到4  ~ 

6cm，颜色由深灰色转为棕色时，即可采收，整个采收过程大约持续2周左右，羊肚菌的单位

面积产量为262g/m2，较传统大田栽培方式增加12.5～40%（125～150  kg/亩）。

[0014] 实施例2

一种羊肚菌工厂立体栽培方法

一、实施地点、时间及栽培环境

地点：青海省大通县青海博丰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食用菌生产车间；

时间：7月16日～10月10日

栽培环境：栽培前搭建立体栽培架，出菇房为为广泛使用的彩钢房，基础面积100  m2，

每个出菇房内放置立体栽培架30个，房内配备食用菌专用温度、湿度、CO2一体化智能空调

系统，用以调节空气温度、湿度和CO2浓度。

[0015] 栽培土壤：6月23日，采集高店镇pH大于7的农田栗钙土，过5  mm筛子，去除杂草、石

块，按土壤：生石灰=100：1的重量比混匀，加水调节含水量至50%后，转移至预制立体栽培架

上的培养槽中，其中培养槽的槽高15  cm，槽宽60  cm，槽长200  cm，每层培养槽间距为35 

cm。

[0016] 二、菌种

（1）羊肚菌菌种：Mel-6一级母种为青海大学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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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藏制备。

[0017] （2）母种、原种、栽培种的制备在青海博丰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进行，具体实施

过程同实施例1。

[0018] 三、立体栽培方法与管理

播种覆土、外援营养袋制作及栽培管理方法同实施例1，整个采收过程于10月10日结

束。

[001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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