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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

方法，该方法的主要步骤为：将茶树菇优质菌株

接种到PDA培养基上进行活化；将活化后生长良

好的菌落接种到斜面培养基上制备斜面菌种；将

斜面菌种进行磁场处理；将斜面菌种接种到液体

培养基中制备摇瓶菌种；将摇瓶菌种进行深层发

酵培养制得液体发酵菌种。使用本发明的方法茶

树菇菌种生产周期短、产量高、成本低；制得的菌

种纯度高、活力强、生物量大，接种后发菌快、出

菇整齐，能大大缩短栽培周期，同时提高茶树菇

的产量和生物转化率，适用于茶树菇规模化和标

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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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菌株的活化

选取茶树菇优质菌株，将低温保藏的菌株划线接种到PDA培养基平皿上，在20-25℃的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5-7d，使其恢复活性；

2）斜面菌种的制备

挑选上述平皿上生长良好的菌落，在超净工作台中接种到彻底灭菌的斜面培养基上，

在  25℃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至菌丝延伸至整个斜面；

3）斜面菌种的磁场处理

挑选菌丝粗壮、浓密、且无污染的斜面菌种，放置在磁场强度为50mT的均匀磁场中处理

20~30min；

4）摇瓶菌种的制备

从1个斜面中挑取3块约1.0cm2的菌块，接种到装有液体培养基的一级摇瓶中，在25℃的

恒温摇床上140r/min振荡培养5-6d，再将一级摇瓶中的菌液按照5%（v/v）的接种量接到装

有液体培养基的二级摇瓶中，同时在摇瓶中放1粒磁力搅拌子，在25℃的恒温摇床上140  r/

min振荡培养3-4d，摇床培养结束后，再将摇瓶放在磁力搅拌器上，160r/min搅拌2-3h，将菌

丝充分打碎，增加萌发点；

5）深层发酵培养

根据以下配方制备深层发酵培养基（按每升含有的成分计）：玉米粉20~30g，土豆汁13~
19g，花生饼粉5~10g，茶枝屑6~10g，茶籽粕3.5~4.5g，甘蔗渣5~6g，苹果渣5~6g，麸皮2.3~
3.1g，磷酸二氢钾0.8~1.5g，碳酸钙1.1~1.3g，桑树叶水提液4.1~4.5mL，垂盆草水提液9.4~
10mL，青苔3.6~4.8g，虾壳粉3.0~3.5g，腐植酸2.3~2.9g，硫酸镁0.5~1.0g，烟酸  60~90mg，

有机硅聚醚改性消泡剂1.6~2.0mL，余量为水，并将初始pH值调节为6.4~6.6，将深层发酵培

养基倒入发酵罐中，121℃灭菌2h，灭菌后通入无菌空气，保持正压，淋水冷却，待培养基温

度降至室温时，按照8%（v/v）的接种量接入摇瓶菌种，接种采用火焰法，变量通气发酵培养

5-6d，制得液体发酵菌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斜面培养基的配方为每升含有以下成分：马铃薯180~220g，甘露醇17~23g，琼脂16~20g，

蛋白胨3~4g，芦荟汁3~5g，核黄素  120~150mg，生物素  30~60mg，磷酸二氢钾1.0~2.0g，硫酸

镁0.4~0.6g，柠檬酸钛0.2~0.4g，余量为水，pH自然；斜面培养基的灭菌条件为121℃灭菌

3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液体培养基的配方为每升含有以下成分：豆粕粉14~18g，葡萄糖26~32g，亚麻秸秆粉4.5

~6 .0g，橘皮粉2~3g，谷氨酰胺2~3g，磷酸二氢钾1.0~2.0g，硫酸镁0.4~0 .6g，茶梗粉1.2~
1.8g，鼠尾草汁16~22ml，烟酸130~170mg，复硝酚钠0.22~0.26mg，余量为水，pH调节为5.8~
6.2；液体培养基的灭菌条件为121℃灭菌3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摇瓶装液量为每500mL摇瓶装200mL液体培养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

中，深层发酵培养基的装料系数为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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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

中，变量通气是指在发酵培养的前2d通气量为1：0.5V/V/M，后3-4d通气量为1：1V/V/M，发酵

培养的温度为24-2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

桑树叶水提液的制备方法为：称取一定量的桑树叶，切碎后加入20倍质量的纯化水，先煮沸

0.5h，然后保持水温60-70℃提取2h，将汁液过滤除去固体残渣，得桑树叶水提液；垂盆草水

提液的制备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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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属于食用菌生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茶树菇（Agrocybe  aegerita）学名柱状田头菇，是一种常见的食用菌，隶属于伞菌

目、粪锈伞科、田头菇属，因野生于油茶树的枯干上而得名茶树菇。茶树菇的子实体单生或

丛生，菌盖直径5~10  cm，表面光滑，初为深红褐色，后转为浅土黄褐色，菌肉白色。成熟后茶

树菇菌褶长满孢子而呈锈褐色，菌柄中实，长8~15cm，黄白色。茶树菇主要分布在北温带和

亚热带地区，在自然条件下，生长于小乔木类油茶林腐朽的树根部及其周围，生长季节主要

集中在春、夏之交及中秋前后，我国的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浙江、云南等地是茶树菇的主

要产区。茶树菇菌盖细嫩、菌柄脆嫩、鲜美可口、味纯清香，具有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0003] 茶树菇营养丰富，富含多糖、蛋白质、氨基酸、脂肪、B族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元素。

其中多糖的含量可达30%~40%，主要组成为葡聚糖，此外还含有半乳糖、阿拉伯糖、木糖等，

具有显著的消除自由基、抗氧化的功能；蛋白质含量高达20%以上，并且含有人体所需的18

种氨基酸，特别是含有人体所不能合成的8种氨基酸；脂肪含量只占2%左右，大部分为不饱

和脂肪酸；此外B族维生素和铁、钾、锌、硒等矿物质元素都高于其它菌类。研究表明，茶树菇

中的活性成分不仅能抗氧化、抗衰老，还具有抗肿瘤活性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因此人们把

它称做“中华神菇”、“抗癌尖兵”。中医认为茶树菇性平、甘温、无毒，有清热、补肾、平肝、明

目、健脾的功效。因此茶树菇是一种集营养、保健、理疗于一身的纯天然无公害食品，对人体

健康极为有利，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0004] 目前我国食用菌产量居世界首位，食用菌产业发展前景更加广阔。菌种是食用菌

生产技术的关键，固体菌种在我国食用菌生产中沿用多年，其弊端也逐渐显现，例如固体菌

种生产过程中需占用大量场地空间，劳动强度大，接种操作繁琐，易污染；发菌时间长，通常

要60到70天；固体菌种菌龄不一致，为后面生产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食

用菌深层发酵技术应运而生。食用菌深层发酵又称液体发酵或液体培养，是指在既定的生

化反应发生器中加入培养基并通入无菌空气，同时加以搅拌或震荡，控制外界条件适宜，使

菌体在液体深处繁殖发育，获得大量菌丝体和代谢产物。食用菌深层发酵的设备一般采用

食用菌发酵罐，结合生物发酵原理，给食用菌菌丝提供一个最佳的酸碱度、温度、营养、供氧

量，促使菌丝快速生长，迅速扩繁。食用菌深层发酵的优点主要有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纯度

高，流动快，易分散，萌发点多，萌发快，还能有效地减少污染。

[0005] 茶树菇虽然不如平菇、杏鲍菇和金针菇普遍，但茶树菇作为一种兼具药用价值的

食用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因此它的市场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以前小作坊式的固

体培养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茶树菇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大规模工厂化的生产已是必

然。要想将食用菌深层发酵技术应用于茶树菇生产，最关键的是所用的培养基的配方是否

优良，培养条件是否适宜，它们直接决定着茶树菇菌丝体的生长和代谢产物的形成。目前对

于茶树菇深层发酵培养方法的研究，多停留在研究单因素实验方面，针对深层发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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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还较少，并且在培养基原料选择上也未进行优化，还存在着

诸如茶树菇菌种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生产周期较长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茶树菇菌种生产上的不足，提供一种菌种生产周期短、

产量大、成本低、纯度高，接种后菌种菌丝蔓延迅速、菌龄整齐的菌种生产方法，利于满足茶

树菇工厂化和标准化生产需求。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茶树菇菌种工厂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菌株的活化

选取茶树菇优质菌株，将低温保藏的菌株划线接种到PDA培养基平皿上，在20-25℃的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5-7d，使其恢复活性；

2）斜面菌种的制备

挑选上述平皿上生长良好的菌落，在超净工作台中接种到彻底灭菌的斜面培养基上，

在  25℃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至菌丝延伸至整个斜面；

3）斜面菌种的磁场处理

挑选菌丝粗壮、浓密、且无污染的斜面菌种，放置在磁场强度为50mT的均匀磁场中处理

20~30min；

4）摇瓶菌种的制备

从1个斜面中挑取3块约1.0cm2的菌块，接种到装有液体培养基的一级摇瓶中，在25℃

的恒温摇床上140r/min振荡培养5-6d，再将一级摇瓶中的菌液按照5%（v/v）的接种量接到

装有液体培养基的二级摇瓶中，同时在摇瓶中放1粒磁力搅拌子，在25℃的恒温摇床上140 

r/min振荡培养3-4d，摇床培养结束后，再将摇瓶放在磁力搅拌器上，160r/min搅拌2-3h，将

菌丝充分打碎，增加萌发点；

5）深层发酵培养

根据以下配方制备深层发酵培养基（按每升含有的成分计）：玉米粉20~30g，土豆汁13~
19g，花生饼粉5~10g，茶枝屑6~10g，茶籽粕3.5~4.5g，甘蔗渣5~6g，苹果渣5~6g，麸皮2.3~
3.1g，磷酸二氢钾0.8~1.5g，碳酸钙1.1~1.3g，桑树叶水提液4.1~4.5mL，垂盆草水提液9.4~
10mL，青苔3.6~4.8g，虾壳粉3.0~3.5g，腐植酸2.3~2.9g，硫酸镁0.5~1.0g，烟酸  60~90mg，

有机硅聚醚改性消泡剂1.6~2.0mL，余量为水，并将初始pH值调节为6.4~6.6，将深层发酵培

养基倒入发酵罐中，121℃灭菌2h，灭菌后通入无菌空气，保持正压，淋水冷却，待培养基温

度降至室温时，按照8%（v/v）的接种量接入摇瓶菌种，接种采用火焰法，变量通气发酵培养

5-6d，制得液体发酵菌种。

[0008] 所述步骤2）中，斜面培养基的配方为每升含有以下成分：马铃薯180~220g，甘露醇

17~23g，琼脂16~20g，蛋白胨3~4g，芦荟汁3~5g，核黄素  120~150mg，生物素  30~60mg，磷酸

二氢钾1.0~2.0g，硫酸镁0.4~0.6g，柠檬酸钛0.2~0.4g，余量为水，pH自然；斜面培养基的灭

菌条件为121℃灭菌30min。

[0009] 所述步骤4）中，液体培养基的配方为每升含有以下成分：豆粕粉14~18g，葡萄糖26

~32g，亚麻秸秆粉4.5~6.0g，橘皮粉2~3g，谷氨酰胺2~3g，磷酸二氢钾1.0~2.0g，硫酸镁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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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g，茶梗粉1.2~1.8g，鼠尾草汁16~22ml，烟酸130~170mg，复硝酚钠0.22~0.26mg，余量为

水，pH调节为5.8~6.2；液体培养基的灭菌条件为121℃灭菌30min。

[0010] 所述步骤4）中，摇瓶装液量为每500mL摇瓶装200mL液体培养基。

[0011] 所述步骤5）中，深层发酵培养基的装料系数为65%~75%。

[0012] 所述步骤5）中，变量通气是指在发酵培养的前2d通气量为1：0.5V/V/M，后3-4d通

气量为1：1V/V/M，发酵培养的温度为24-26℃。

[0013] 所述步骤5）中桑树叶水提液的制备方法为：称取一定量的桑树叶，切碎后加入20

倍质量的纯化水，先煮沸0.5h，然后保持水温60-70℃提取2h，将汁液过滤除去固体残渣，得

桑树叶水提液；垂盆草水提液的制备方法相同。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本发明菌种生产周期短、产量大、成本低；制得的菌种纯度高、活力强、生物量大；对斜

面菌种进行磁场处理使菌丝体代谢旺盛、生长速度加快，提高了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

糖含量；本发明的方法可适用于各品种茶树菇菌种的生产，菌种接种后发菌快、出菇整齐，

能大大缩短栽培周期，茶树菇的产量和生物转化率也得到了提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

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6] 以下实施例均在江苏省灌南县现代农业园食用菌生产基地进行。

[0017] 实施例1

1）菌株的活化

选取来源于福建三明真菌研究所的茶树菇优质菌株，将低温保藏的菌株划线接种到

PDA培养基平皿上，在20-25℃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5-7d，使其恢复活性。

[0018] 2）斜面菌种的制备

挑选上述平皿上生长良好的菌落，在超净工作台中接种到彻底灭菌的斜面培养基上，

斜面培养基的配方为每升含有以下成分：马铃薯200g，甘露醇20g，琼脂18g，蛋白胨3.5g，芦

荟汁4g，核黄素  135mg，生物素  45mg，磷酸二氢钾1.5g，硫酸镁0.5g，柠檬酸钛0.3g，余量为

水，pH自然；斜面培养基的灭菌条件为121℃灭菌30min，在  25℃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至菌

丝延伸至整个斜面。

[0019] 3）斜面菌种的磁场处理

挑选菌丝粗壮、浓密、且无污染的斜面菌种，放置在磁场强度为50mT的均匀磁场中处理

20~30min。

[0020] 4）摇瓶菌种的制备

从1个斜面中挑取3块约1.0cm2的菌块，接种到装有液体培养基的一级摇瓶中，摇瓶装

液量为每500mL摇瓶装200mL液体培养基，在25℃的恒温摇床上140r/min振荡培养5-6d，再

将一级摇瓶中的菌液按照5%（v/v）的接种量接到装有液体培养基的二级摇瓶中，同时在摇

瓶中放1粒磁力搅拌子，在25℃的恒温摇床上140r/min振荡培养3-4d，摇床培养结束后，再

将摇瓶放在磁力搅拌器上，160r/min搅拌2-3h，将菌丝充分打碎，增加萌发点；采用的液体

培养基的配方为每升含有以下成分：豆粕粉16g，葡萄糖29g，亚麻秸秆粉5.3  g，橘皮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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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g，谷氨酰胺2.5g，磷酸二氢钾1.5g，硫酸镁0.5g，茶梗粉1 .5g，鼠尾草汁19ml，烟酸

150mg，复硝酚钠0.24mg，余量为水，pH调节为6.0；液体培养基的灭菌条件为121℃灭菌

30min。

[0021] 5）深层发酵培养

根据以下配方制备深层发酵培养基（按每升含有的成分计）：玉米粉25g，土豆汁16g，花

生饼粉7.5g，茶枝屑8g，茶籽粕4.0g，甘蔗渣5.5g，苹果渣5.5g，麸皮2.7g，磷酸二氢钾1.1g，

碳酸钙1.2g，桑树叶水提液4.3mL（制备方法为：称取一定量的桑树叶，切碎后加入20倍质量

的纯化水，先煮沸0.5h，然后保持水温60-70℃提取2h，将汁液过滤除去固体残渣，得桑树叶

水提液），垂盆草水提液9.7mL（制备方法同桑树叶），青苔4.2g，虾壳粉3.3g，腐植酸2.6g，硫

酸镁0.75g，烟酸  75mg，有机硅聚醚改性消泡剂1.8mL，余量为水，并将初始pH值调节为6.5，

将深层发酵培养基倒入发酵罐中，装料系数为65%-75%，121℃灭菌2h，灭菌后通入无菌空

气，保持正压，淋水冷却，待培养基温度降至室温时，按照8%（v/v）的接种量接入摇瓶菌种，

接种采用火焰法，发酵培养的前2d通气量为1:0.5V/V/M，后4d通气量为1:1V/V/M，发酵培养

的温度为25℃，发酵培养时间为6d，制得液体发酵菌种。

[0022] 实施例2

为了证明磁场处理对摇瓶菌种和液体发酵菌种菌丝生长的影响，本实施例取消斜面菌

种的磁场处理，分别测定摇瓶菌种与液体发酵菌种的菌丝体生物量，胞外粗多糖含量，结果

见下表1。

[0023] 菌丝体生物量测定：取100ml茶树菇摇瓶菌种或液体发酵菌种用布氏漏斗抽滤后，

将菌丝体在  60℃干燥箱中烘干至恒重，即为菌丝体生物量。

[0024] 胞外粗多糖含量测定：取100ml茶树菇摇瓶菌种液体发酵菌种，3000r/min离心

20min，取上清液加入3倍体积的95%乙醇，置冰箱过夜，然后离心取沉淀，60℃烘干至恒重，

即为胞外粗多糖含量。

[0025] 由表1结果可知，实施例1中摇瓶菌种和液体发酵菌种的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

糖含量比实施例2有了明显提高，说明磁场处理斜面菌种能够促使菌丝体代谢旺盛、生长速

度加快，达到积累菌丝体生物量和代谢产物的目的。

[0026] 实施例3

为了比较不同斜面培养基对斜面菌种菌丝生长的影响，本实施例采用了以下几种常规

培养基作为实施例1步骤2）中的斜面培养基，培养基A每升含有马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

脂20g，麦麸40g；培养基B每升含有白糖20g，蛋白胨1g，酵母2g，琼脂20g；培养基C每升含有

大豆粉40g，蔗糖10g，琼脂20g，磷酸二氢钾3.0g，硫酸镁1.5g，统计菌丝在不同培养基上的

生长速度，菌丝长满斜面时间，观察菌丝长势，结果见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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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由表2结果可知，在本发明的斜面培养基上，茶树菇菌丝生长速度最快，菌丝长势

最好，菌丝长满斜面时间最短。本发明的斜面培养基营养更丰富，并且还添加了核黄素、生

物素、柠檬酸钛，更能促进茶树菇菌丝生长。

[0028] 实施例4

1、为了比较不同液体培养基对摇瓶菌种菌丝生长的影响，本次试验采用了以下几种常

规培养基作为实施例1步骤4）中的液体培养基，培养基A每升含有土豆20g，蔗糖2g，磷酸二

氢钾0.1g，硫酸镁  0.05g，酵母浸膏15g，VB1  2mg；培养基B每升含有土豆粉25g，麸皮粉30g，

玉米粉35g，葡萄糖3g，磷酸二氢钾0.1g，硫酸镁  0.05g；培养基C每升含有葡萄糖20g，蛋白

胨3g，VB1  1mg，磷酸二氢钾0.1g，硫酸镁  0.1g，测定摇瓶菌种的菌丝体生物量，胞外粗多糖

含量，测定方法同实施例2，结果见下表3。

[0029] 由表3结果可知，采用本发明的液体培养基，茶树菇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糖含

量都明显高于其它常规培养基，说明在本发明的液体培养基中，菌丝生长旺盛，菌丝体生物

量和代谢产物积累最多。

[0030] 2、为了比较不同转速对摇瓶菌种菌丝生长的影响，本次试验将实施例1步骤4）中

的摇床转速设置为120、140、160、180r/min，其他条件不变，测定摇瓶菌种的菌丝生物量，胞

外粗多糖含量，结果见下表4。

[0031] 由表4结果可知，在转速为140r/min时，茶树菇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糖含量达

到最大，分别为2.57g/100ml和0.16g/100ml。采用摇床培养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菌丝生长所

需的氧气，转速过低，通气量少，培养基溶氧量也少，不利于菌丝体生长；转速过高，菌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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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破坏过大，也不利于菌丝体生物量的累积。

[0032] 实施例5

1、为了比较不同深层发酵培养基对液体发酵菌种菌丝生长的影响，本实施例采用了以

下几种常规培养基作为实施例1步骤5）中的深层发酵培养基，培养基A每升含有黄豆粉20g，

玉米粉30g，葡萄糖4g，磷酸二氢钾0.2g，硫酸镁  0.1g；培养基B每升含有麸皮粉20g，马铃薯

250g，蛋白胨2g，磷酸二氢钾0.1g，硫酸镁  0 .05g；培养基C每升含有马铃薯200g，麦芽糖

35g，尿素3g，磷酸二氢钾0.3g，硫酸镁  0.15g，测定摇瓶菌种的菌丝生物量，胞外粗多糖含

量，测定方法同实施例2，结果见下表5。

[0033] 由表5结果可知，采用本发明的深层发酵培养基，茶树菇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

糖含量都明显高于其它常规培养基，说明在本发明的深层发酵培养基中，菌丝生长旺盛，菌

丝体生物量和代谢产物积累最多。本发明的深层发酵培养基营养元素丰富，配比合适，添加

的茶枝屑、茶籽粕、甘蔗渣、苹果渣等是加工废料，能降低生产成本，添加的桑树叶水提液和

垂盆草水提液的药用成分能够加快菌丝体新陈代谢，促进代谢产物的积累。

[0034] 2、采用正交实验Ｌ9（34）研究深层发酵培养基初始pH，摇瓶菌种接种量，发酵培养

温度与发酵时间这几个不同条件对液体发酵菌种菌丝生长的影响，每个处理重复三次，结

果见表6。

[0035] 从表6分析得到，1）pH  是影响菌丝体生长和代谢的重要条件，它会影响菌丝体中

一些酶类的活性，从而影响菌丝体的生长和代谢产物的生成。而在发酵培养过程中，一些代

谢产物的积累也会影响培养基的pH。本试验将深层发酵培养基初始  pH设置为5.5、6.5、

7.5，结果发现初始pH为6.5时，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糖含量达到最大值。2）接种量的大

小会影响菌种培养周期，选择最合适的接种量能缩短菌种液体培养的适应期，快速进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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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繁殖的对数期阶段。本试验分别向发酵培养基中接种6%、8%、10  %的摇瓶菌种进行培养，

结果发现接种量为8%时比接种量为6%时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糖含量要高，而与接种量

为10%时无显著差异，为了节约成本故选用8%的接种量。3）温度也是影响菌丝体生长的重要

条件之一，茶树菇通常在20-30℃下均能生长，本试验将发酵培养温度设置为22、25、28℃，

结果发现25℃时，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糖含量达到最大值，因此，确定25℃为茶树菇深

层发酵培养的最适温度。4）茶树菇菌种放入深层发酵培养基中进行培养时，总发酵时间过

短，菌种得不到有效增殖，但是总发酵时间太长，培养基中的能量消耗完毕后，菌种会自我

消耗，菌丝体生物量和胞外粗多糖含量都会下降，因此，本实验确定总发酵时间为6天左右

最佳。

[0036] 实施例6

将本发明制得的茶树菇液体发酵菌种与常规方法制得的茶树菇固体菌种一起栽培茶

树菇，栽培方法、生长条件均一致，具体步骤如下：

1）制备茶树菇固体栽培料：根据配方棉籽壳87%、麦麸10%、石膏2%、糖1%，pH值7.0~7.5

将原料按配比逐一称好，调节含水量60%左右，用聚丙烯折角袋装料，每袋装干料1.0kg，装

袋要松紧适度，封好袋口后进行常压灭菌，温度达到100℃后保持12-16h，做到彻底灭菌。

[0037] 2）接种发菌：当袋内的固体栽培料温度降至30℃以下时，将本发明制得的菌种与

常规固体菌种分别接种到栽培料上，在23-27℃的培养室内发菌，培养期间不需要光线照

射，室内空气要保持流通。

[0038] 3）出菇管理：将菌丝已长满的菌袋搬入菇房，在温度20-24℃、光照300-600lx、相

对湿度85-95%的条件下培养，分化出的子实体菌盖直径长到6-10cm，菌柄长度长到10cm左

右，柄粗长到1-2cm进行采收。

[0039] 由表7结果可知，本发明制得的茶树菇液体发酵菌种接种后菌丝生长速度快，出菇

时间短，并且出菇整齐，平均出菇产量达到了0.783kg/袋，生物转化率为78.3%，明显高于固

体菌种。本发明的方法能为茶树菇标准化、工厂化生产提供充足的菌种，还能利用一些加工

废料，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茶树菇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0040] 本发明可用其他的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或主要特征的具体形式来概述。因此，无

论从哪一点来看，本发明的上述实施方案都只能认为是对本发明的说明而不能限制发明，

权利要求书指出了本发明的范围，而上述的说明并未指出本发明的范围，因此，在与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书相当的含义和范围内的任何变化，都应认为是包括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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