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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

复壮的培养基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所述培养基

为PDA培养基或含琼脂的培养基，所述PDA培养基

或含琼脂的培养基中添加有质量体积比为0.5％

的活性炭，所述活性炭的大小为200～300目。本

发明所提供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

养基简单易配置，且可以降低对菌丝生长有害物

质的浓度，能有效促进菌丝生长，保持及提升菌

种的活性，降低或解除有害物质对食用菌菌丝体

造成的逆境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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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基为PDA培养基

或含琼脂的培养基，所述PDA培养基或含琼脂的培养基中添加有质量体积比为0.5％的活性

炭，所述活性炭的大小为200～300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PDA

培养基包括琼脂20g、土豆200g、葡萄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加水定容

至1000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含

琼脂的培养基包括酵母粉15g、葡萄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琼脂粉20g，

加水定容至1000m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PDA

培养基或含琼脂的培养基中还添加有吐温‑20，所述吐温‑20的添加量为1～1.5ml/250ml培

养基。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培养基为PDA培养基时，制备步骤包括：称取琼脂20g、土豆200g、葡

萄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土豆去皮切块后加入1000mL去离子水煮沸15

～20min，用纱布过滤保留土豆浸出液，然后加入剩余物质，加热并搅拌均匀后定容至

1000mL，分装至2个1000mL三角瓶，每瓶500mL；称取5g  200～300目的活性炭，分装到2个

50ml三角瓶中，每瓶2.5g，使用密封膜密封后置于高压灭菌锅中，121℃灭菌18min，灭菌结

束后，取出三角瓶置于超净工作台，待温度降至约50℃时按照质量体积比为0.5％的浓度，

将活性炭倒至装有培养基的三角瓶中，摇匀，然后分装至无菌培养皿，冷却凝固后即得。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培养基为含琼脂的培养基时，制备步骤包括：称取酵母粉15g、葡萄

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加入1000mL去离子水煮沸15～20min，然后称取

20g琼脂粉继续加入并搅拌溶解，定容至1000mL，转移至1000mL的三角瓶中，然后称取5g 

200～300目的活性炭，加到三角瓶中，将三角瓶转移至磁力搅拌器上，加入转子到三角瓶

中，以500～600rpm的搅拌速度搅拌培养基，同时分装培养基至18*180mm的玻璃试管中，盖

上胶塞后置于118～121℃中灭菌18～25min，灭菌结束后，取出试管轻摇混匀后，将试管平

置于倾斜斜面上，待凝固后即得。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以500rpm的搅拌速度搅拌培养基的同时，使用智能液体分装泵分装培养基至18*180mm

的玻璃试管中。

8.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培养基为含琼脂的培养基时，制备步骤包括：称取酵母粉15g、葡萄

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加入500mL去离子水煮沸15～20min，转移至规

格为1L的三角瓶中，然后称取5g  200～300目的活性炭，加到该三角瓶中，使用玻璃棒搅拌

并摇匀，称取20g琼脂粉至另一规格为1L的三角瓶中，加入500mL去离子水后转移至水浴锅

中加热溶解，培养基和琼脂封口后至于118～121℃中灭菌18～25min，转移至超净台后混合

摇匀，倒平板，待凝固后即得。

9.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培养基在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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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培养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

基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食用菌属于丝状真菌，主要包括了担子菌门及子囊菌门内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

目前实现人工培育的物种可通过组织分离或孢子分离的方法获得菌种，但菌种经过多次的

常规继代培养后极易出现退化或老化，影响其品质，对生产和加工造成严重的影响。研究表

明用于制作培养基的琼脂及磷酸盐在高压高温状态下会产生不利于菌丝生长的物质，例如

过氧化氢，此类物质对微生物有强烈的毒害作用，因此能够降低有害物质浓度的培养基对

于菌种特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

基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所述培养基简单易配置，且可以降低对菌丝生长有害物质的浓度。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所述培养基为PDA  培养基或含琼脂

的培养基，所述PDA培养基或含琼脂的培养基中添加有质量体积比为0.5％的活性炭，所述

活性炭的大小为200～300目。

[0006]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PDA培养基包括琼脂20g、土豆  200g、葡萄糖20g、

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加水定容至1000mL。

[0007]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含琼脂的培养基包括酵母粉15g、葡萄糖20g、

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琼脂粉20g，加水定容至1000mL。

[0008]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PDA培养基或含琼脂的培养基中还添加有吐温‑

20，所述吐温‑20的添加量为1～1.5ml/250ml培养基。

[0009] 本发明第二方面在于提供如上所述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的制备

方法，当所述培养基为PDA培养基时，制备步骤包括：称取琼脂20g、土豆200g、葡萄糖20g、

KH2PO4  1 .5g、MgSO4  0 .5g、  Vb  0 .01g，土豆去皮切块后加入1000mL去离子水煮沸15～

20min，用纱布过滤保留土豆浸出液，然后加入剩余物质，加热并搅拌均匀后定容至1000mL，

分装至2个1000mL三角瓶，每瓶500mL；称取5g  200～  300目的活性炭，分装到2个50ml三角

瓶中，每瓶2.5g，使用密封膜密封后置于高压灭菌锅中，121℃灭菌18min，灭菌结束后，取出

三角瓶置于超净工作台，待温度降至约50℃时按照质量体积比为  0.5％的浓度，将活性炭

倒至装有培养基的三角瓶中，摇匀，然后分装至无菌培养皿，冷却凝固后即得。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当所述培养基为含琼脂的培养基时，制备步骤包括：称

取酵母粉15g、葡萄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  Vb  0.01g，加入1000mL去离子水煮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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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min，然后称取20g琼脂粉继续加入并搅拌溶解，定容至1000mL，转移至1000mL的三角

瓶中，然后称取5g  200～300目的活性炭，加到三角瓶中，将三角瓶转移至磁力搅拌器上，加

入转子到三角瓶中，以500～600rpm的搅拌速度搅拌培养基，同时分装培养基至18*180mm的

玻璃试管中，盖上胶塞后置于118～121℃中灭菌18～25min，灭菌结束后，取出试管轻摇混

匀后，将试管平置于倾斜斜面上，待凝固后即得。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以500rpm的搅拌速度搅拌培养基的同时，使用智能液

体分装泵分装培养基至18*180mm的玻璃试管中。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当所述培养基为含琼脂的培养基时，制备步骤包括：称

取酵母粉15g、葡萄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  Vb  0.01g，加入500mL去离子水煮沸15

～20min，转移至规格为1L的三角瓶中，然后称取5g  200～300目的活性炭，加到该三角瓶

中，使用玻璃棒搅拌并摇匀，称取20g琼脂粉至另一规格为1L的三角瓶中，加入500mL去离子

水后转移至水浴锅中加热溶解，培养基和琼脂封口后至于118～121℃中灭菌18～25min，转

移至超净台后混合摇匀，倒平板，待凝固后即得。

[0013] 本发明第三方面在于提供如上所述的培养基在食用菌培养、保藏及复壮中的应

用。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5] 本发明所提供的培养基能够显著提高食用菌菌丝体的生长速度以及提升菌丝体

的活力，达到复壮的目的。

[0016] 此外，相比于分别对琼脂糖、磷酸盐及培养基的其他组份单独高温高压灭菌后再

混合使用的方式，本发明所提供的制备方法更简便且降低污染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添加了活性炭培养基的R  version  3.5.3 分析结果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3添加了活性炭培养基与未添加活性炭培养基的菌丝萌发状

态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4中各组的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4中各培养基的菌丝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在未作说明的情况下，本发明所采用的试剂、设备和方法均为本技术领域常规市购的试剂、

设备和常规使用的方法。

[0022] 一种食用菌菌种培养、保藏及复壮的培养基，所述培养基在常规的PDA培养基、改

良的PDA培养基或其它含琼脂的培养基的基础上添加质量体积比为0.5％的活性炭，所述活

性炭的大小为200～300目。本发明培养基能有效促进菌丝生长，保持及提升菌种的活性，降

低或解除有害物质对食用菌菌丝体造成的逆境胁迫。

[0023] 食用菌菌丝体一般需要在无菌的培养基上生长和保藏，如PDA等含琼脂的混合培

养基(含有碳氮源)，而琼脂或琼脂和糖类在有缓冲剂磷酸盐的条件下以及高压灭菌状态下

能产生过氧化氢、酚类、醛类等对菌丝体生长有害的物质，加入活性炭能够将有害物质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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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定，减少菌丝体对有害物质的吸收积累。活性炭的有效添加量(0.5％)是经过实验测试

所得，发明人在实验中发现,当活性炭加入太多时，同样会吸附培养基的部分营养成分而不

利于菌丝体的生长，实验测试发现添加量高于0.5％后，菌丝体的生长速度变化不显著(P<

0.05)。

[0024]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常规的PDA培养基可以包括：琼脂20g、土豆200g、葡萄糖

20g、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加水定容至1000mL。

[0025]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改良的PDA培养基可以包括：在上述  PDA培养基的基础上

添加15～20g的牛肉浸粉、15～20g的酵母浸粉、  15～20g的蛋白胨，以上三种组分可以自由

添加，或者将PDA培养基中的葡萄糖换成可溶性淀粉、蔗糖、乳糖等。

[0026]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含琼脂的培养基可以包括：酵母粉15g、葡萄糖20g、KH2PO4 

1.5g、MgSO4  0.5g、Vb  0.01g、琼脂粉20g，加水定容至1000mL。

[0027] 实施例1:

[0028] 称取琼脂20g、土豆200g、葡萄糖20g、KH2PO4  1 .5g、MgSO4  0 .5g、  Vb微量(约

0.01g)，土豆去皮切块(切至长度和宽度接近1cm)后加入1000mL去离子水煮沸15～20min，

用纱布过滤保留土豆浸出液，然后加入剩余物质，加热并搅拌均匀后定容至1000mL，分装至

2个  1000mL三角瓶，每瓶500mL；称取5g  200～300目的活性炭，分装到  2个50ml三角瓶中，

每瓶2.5g，使用密封膜密封后置于高压灭菌锅中，121℃灭菌18min，灭菌结束后，取出三角

瓶置于超净工作台，待温度降至约50℃时按照质量体积比为0.5％的浓度，将活性炭倒至装

有培养基的三角瓶中，摇匀，然后分装至无菌培养皿，冷却凝固后即得到培养基。

[0029] 所述培养基可用于食用菌菌种的培养、保藏及复壮等过程。

[0030] 使用灵芝菌丝体在相同的打孔接种方式及培养条件(25℃、避光)  下，对添加了活

性炭的培养基进行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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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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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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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数据经R  version  3.5.3分析并作图，结果如图1。

[0035] 图1显示，除了组3和组4无统计学差异外，其它各组之间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表明添加了活性炭的培养基，菌丝体生长更快。

[0036] 实施例2：

[0037] 称取酵母粉15g、葡萄糖20g、KH2PO4  1 .5g、MgSO4  0.5g、Vb微量  (约0.01g)，加入

1000mL去离子水煮沸15～20min，然后称取20g  琼脂粉继续加入并搅拌溶解，定容至

1000mL，转移至1000mL的三角瓶中，然后称取5g  200～300目的活性炭，加到三角瓶中，将三

角瓶转移至磁力搅拌器上，加入转子到三角瓶中，以500rpm的搅拌速度搅拌培养基，同时使

用智能液体分装泵分装培养基至18*180mm的玻璃试管中，盖上胶塞后置于121℃中灭菌

18min，灭菌结束后，取出试管轻摇混匀后，将试管平置于具有适当倾斜度的斜面上，待凝固

后即得培养基。所述培养基除可用于食用菌菌种的保藏之外，还可用于食用菌菌种的培养

和复壮过程。

[0038] 实施例3：

[0039] 称取酵母粉15g、葡萄糖20g、KH2PO4  1 .5g、MgSO4  0.5g、Vb微量  (约0.01g)，加入

500mL去离子水煮沸15～20min，转移至规格为  1L的三角瓶中，然后称取5g  200～300目的

活性炭，加到该三角瓶中，使用玻璃棒搅拌并摇匀，称取20g琼脂粉至另一规格为1L的三角

瓶中，加入500mL去离子水后转移至水浴锅中加热溶解，培养基和琼脂封口后至于121℃中

灭菌20min，转移至超净台后混合摇匀，倒平板，待凝固后即得。

[0040] 将退化的灵芝菌种转接到平板上，数天后即可萌发长出菌丝，而对照平板培养基

(未添加活性炭)菌丝未萌发，如图2所示，表明本实施例培养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菌种

的活力，实现复壮的效果。

[0041] 所述培养基可用于食用菌菌种的培养、保藏及复壮等过程。

[0042] 实施例4：

[0043] 添加了活性炭的PDA培养基(或含有琼脂及磷酸盐的培养基)相对于对照而言，可

以提升菌丝体(上述实验使用已经退化的灵芝菌丝体)的生长速度，但是考虑到活性炭不溶

于水，因此制成的培养基存在一定的活性炭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因此，本实施例额外补充添

加了吐温‑20(即吐温‑20作为培养基的一个组份，同培养基的其他组份一起灭菌)，所述吐

温‑20的添加量为1～1.5ml/250ml培养基，验证对食用菌菌丝体的影响。

[0044] 结果如下表，表中数据表明，相对于仅添加了活性炭的培养基，添加了吐温‑20及

活性炭的培养基在相同培养条件下，菌丝体的生长速度略有下降，但差异不显著(P<0.05)，

且相对于对照组(编号CK  组：无活性炭和吐温‑20，或编号3组：只加吐温‑20)，其生长速度

仍显著提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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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0047] 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0048] 3种培养基下菌丝体的生长量(cm/9d)

[0049] 添加活性炭(培养基编号1)与添加活性炭和吐温‑20(培养基编号2)这两个处理组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651>0.05)，这两个处理组与仅添加吐温‑20的培养基(培养基编

号3)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添加吐温‑20及活性炭的处理组(培养基编号2)，菌

丝生长速度要略低于添加活性炭的处理组(培养基编号1)，但菌丝浓密度要稍高于添加活

性炭的处理组，且菌丝体更均匀，详见图4。

[0050] 以上结果说明，在实施例1‑3培养基的基础上添加适宜量的吐温  ‑20后，可加速活

性炭的分散，提高食用菌菌丝体的生长质量。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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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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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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