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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草菇的栽培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食用菌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草菇的栽培工艺。本发明主要是利用含麸液体培

养基选择优良菌种，采取高压蒸汽灭菌，接种量

10%，在32℃的条件下固定在200r/min的摇床培

养144h，进行草菇液体菌种发酵培养，培养后的

液体菌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至100%菌渣的栽培

袋中栽培。本发明的草菇液体菌种配方及熟料栽

培工艺，培育高质量的草菇液体菌种，利用价格

低廉的麦麸加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利用废料菌渣

栽培，变废为宝，实现了高效生产，大大节省了经

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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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菇的栽培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草菇液体菌种发酵：

(1)试管接种：将草菇菌种在无菌操作的条件下接种到试管斜面，接种量为10％；

(2)活化培养：将步骤(1)中接种的草菇菌种于在32℃下发酵培养至菌丝长满；

(3)培养液体菌种：从活化的试管斜面上取10块5mm×5mm大小的母种菌片，在无菌操作

条件下将菌片接种到装有含麸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然后于32℃的条件下，将三角瓶固

定在200r/min的摇床上培养144h，得液体菌种；

S2：准备栽培料：

选取100％杏鲍菇菌渣作为栽培料；将栽培料装入栽培袋中，并且调节栽培料的含水量

至65％，pH为10，加入石灰；然后将准备好的栽培袋置于灭菌室内灭菌；石灰的用量为杏鲍

菇菌渣总重量的0.5-1.2％；

S3：接种栽培：

将液体菌种在无菌接种箱内用接种箱转管制备试管种，将保藏的草菇菌种在无菌操作

的条件下接种到试管斜面，32℃下培养至菌丝长满，然后将长满菌丝的栽培袋置于23-28℃

的黑暗环境中，放置24h后进行出菇管理；

步骤(1)的试管斜面的培养基，各原料的配比如下：土豆20％，蔗糖2％，KH2PO40 .3％，

MgSO40.15％，琼脂2.2％，蛋白胨0.4％；

步骤(2)活化中，培养基中包括：蔗糖2％，蛋白胨0.2％，酵母膏0.2％，KH2PO4  0 .3％，

MgSO4  0.15％，VB1  0.01％；

步骤(3)中，含麸液体培养基的制作方法是，取麦麸置于入水中，加热煮沸20min后，用

纱布过滤得到麦麸水解液，取蔗糖2％、蛋白胨0 .2％、酵母膏0 .2％、KH2PO4  0 .3％、

MgSO40.15％、VB1  0.01％加入到麦麸水解液中，加热搅拌直至完全融化，将所得培养液分装

至三角瓶中，灭菌；

S2中，灭菌室内灭菌的方法如下：

第一次真空压力0.000-0.060mpq，进蒸汽到66℃，14-16min；

第二次真空压力0.020-0.50mpq，平均温度66-50.8℃，14-16min；

升温到平均温度50.8-100℃，9-11min，保温平均温度到100℃，持续20min；

升温到平均温度100-115℃，2-4min，压力0.050mpq-0 .106mpq，保温持续到平均温度

115℃，19-21min，压力0.106mpq；

升温到平均温度115-123℃，持续3-5min，压力0.106-0.130mpq；

灭菌，平均温度123℃，压力0.130mpq，200min；闷置30min；排气60min；保压200min；降

温到70-90℃，10min；开始自动排气和手动排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草菇的栽培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的草菇菌种为草菇

V9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草菇的栽培工艺，其特征在于，灭菌步骤中，在高压蒸汽灭菌锅

在121℃0.15MPa下灭菌2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草菇的栽培工艺，其特征在于，S2中，栽培袋规格为32 .5cm×

18.5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草菇的栽培工艺，其特征在于，S2中，调节栽培料含水量时，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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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测定方法为：称重取10g待测样品装入培养皿中，将培养皿放入微波炉内，加热5分钟，

使水分充分蒸发后取出培养皿，称重加热后的样品获得干重，计算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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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草菇的栽培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用菌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草菇的栽培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草菇(Volvariellavolvacea)是一种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的腐生真菌，属于真菌

界(Fungi)，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伞菌纲(Agaricomycetes)，伞菌目(Agaricales)，

光柄菇科(Pluteaceae)，小包脚菇属(Volvariella)。草菇又名兰花菇、苞脚菇，起源于我国

南方地区，是一种重要的热带亚热带菇类，是世界上第三大栽培食用菌，我国草菇产量居世

界之首，主要分布于华南地区。草菇不仅味美而且营养价值丰富。鲜菇肉质肥嫩，爽口；干菇

芳香浓郁，是宴席珍品。其含有的蛋白质高于一般的蔬菜，因此备受青睐。鲜草菇含蛋白质

2.68％、脂肪2.21％、碳水化合物2.60％，还含有维生素B、C、D、K、烟酸等。草菇蛋白质中含

有17种氨基酸,其中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草菇也有防癌、降低胆固醇和血压的功效。

草菇的维生素C含量高，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它还具有解

毒作用，如铅、砷、苯进入人体时，可与其结合，形成抗坏血元，随小便排出。草菇还含有一种

异种蛋白物质，有消灭人体癌细胞的作用。所含粗蛋白含量超过香菇，其他营养成分与木质

类食用菌也大体相当，同样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特别是对消化道肿瘤有辅助治疗

作用，能加强肝肾的活力。同时能够减慢人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是糖尿病患者的良好食

品。

[0003] 草菇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8～38℃，是现有食用菌中最高的。全年平均生物学效率

仅为10％(稻草培养基)～25％(废棉培养基)，由于近年来废棉价格大幅度上涨，在原料中

掺假导致平均生物学效率下降到20％以下，在食用菌品种中是最低的。再加上常规的菇房

栽培过程中，菌种易退化、病虫害严重、菇房高温闷湿、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不稳定、废渣

浪费严重等问题相对于其他菇种的栽培更为突出，草菇的工厂化栽培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

程度。

[0004] CN  101692771  B披露了一种涉及草菇栽培方法，该发明的培养料的成分中包含有

7～8份鲜玉米衣、2～3份鲜玉米须，将鲜玉米衣、鲜玉米须用粉碎揉丝机同时加工，分别将

玉米衣加工成柔丝状，将玉米须切短拉断，同时将两种加工后的原料充分混合，培养料的水

份控制在65～70％；培养料加工完成后，即可用于草菇栽培或装进贮存器、贮存间中压实密

封保存。本发明利用甜玉米加工后的废料周年生产无公害草菇，变废为宝，资源循环利用，

可节约用水资源，减少污水排放，保护生态环境，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质量，增加了经

济效益。其生物转化率为26.6％。

[0005] CN  104206177  B公开了一种草菇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准备培养基；(2)

制备菌包，将培养基装袋，灭菌，然后接种，培养得到菌丝；(3)出菇管理：a、将步骤(2)中制

得的菌包从中部切断，再将切断后的菌包切面朝上置入筐中，覆盖薄膜；b、1～2天后掀开薄

膜并喷水，喷水至筐内积水1～3cm深；(4)采收。本发明草菇的栽培方法，将菌包从中部横向

切断，可刺激草菇原基在切面整齐形成；将菌包置入筐内进行出菇管理，操作更为方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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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作效率；框内灌水可很好维持菇房环境湿度，减少喷水的工作量，避免直接喷水于培养

料上造成菇蕾萎缩和死菇的现象；通过框内灌水调节湿度的方法易于掌握，便于推广。其生

物学转化率最高达到了31.8％。

[0006] CN  104521570  B发明了一种草菇栽培方法，是将香菇柄脚应用到草菇栽培中的技

术。该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势在于：一是香菇柄脚浸出液是纯天然营养液，含有种类丰

富的生物活性物质，添用香菇柄脚浸泡料与栽培原料拌和进行堆置发酵，可提高发酵效果，

发酵料对草菇菌丝的生长有促进效应，表现为菌丝长势旺、抗杂菌能力强；二是每潮菇采收

后，用香菇柄脚浸出液复壮菌丝效果好，对草菇原基的形成及子实体的生长有促进作用，可

明显提高产量，并且克服了长期使用杀虫剂、杀菌剂及化学合成类肥料而造成草菇品质下

降的问题，提升了草菇的质量。其总生物学效率达到了40.5％。

[0007] 以上的专利中所披露的方法，采用了不同种类的培养料，使草菇在生长过程，生物

转化率相较于传统的废棉培养基培养大大提高。但是关于病虫害问题以及草菇产品质量稳

定问题，上述文件并未披露，甚至并未解决，例如：CN104206177B第0041段披露：实施例1、2

和3中，后期虽然也有少量菌棒出现霉菌，但互相感染不明显，蔓延慢，整体污染率低。显然，

该方法中仍然不可避免会出现霉菌感染的现象。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对液体菌种培育的改进，使培育出的液体

菌种具备菌球数量多、直径小、密度大、菌丝粗壮等特点；而且液体菌种菌龄一致、生长周期

短、出菇整齐、上市早、接种简便、成本低；采用了特定的栽培料，使减少了环境污染并对菌

渣进行了再利用，而且还使草菇的病虫害明显减少；

[0009] 本发明所提供的草菇的栽培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0] S1：草菇液体菌种发酵：

[0011] (1)试管接种：将草菇菌种在无菌操作的条件下接种到试管斜面，接种量为10％；

优选步骤(1)中的草菇菌种为草菇V99；

[0012] 步骤(1)的试管斜面的培养基，各原料的配比如下：土豆20％，蔗糖2％，

KH2PO40.3％，MgSO40.15％，琼脂2.2％，蛋白胨0.4％；

[0013] (2)活化培养：将步骤(1)中接种的草菇菌种于在32℃下发酵培养至菌丝长满；活

化中培养基中包括：蔗糖2％，蛋白胨0.2％，酵母膏0.2％，KH2PO4  0.3％，MgSO4  0.15％，VB1 

0.01％；

[0014] (3)培养液体菌种：从活化的试管斜面上取10块5mm×5mm大小的母种菌片，在无菌

操作条件下将菌片接种到装有含麸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然后于32℃的条件下，将三角

瓶固定在200r/min的摇床上培养144h，得液体菌种；

[0015] 含麸液体培养基的制作方法是，取麦麸置于入水中，加热煮沸20min后，用纱布过

滤得到麦麸水解液，将所需其他原料(蔗糖2％、蛋白胨0.2％、酵母膏0.2％、KH2PO4  0.3％、

MgSO4  0.15％、VB1  0.01％)加入到麦麸水解液中，加热搅拌直至完全融化，将所得培养液分

装至三角瓶中，灭菌，具体是在高压蒸汽灭菌锅在121℃0.15MPa下灭菌20min；

[0016] S2：准备栽培料：

[0017] 选取100％杏鲍菇菌渣作为栽培料；将栽培料装入规格为32.5cm×18.5cm栽培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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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且调节栽培料的含水量至65％，pH为10，加入石灰；然后将准备好的栽培袋置于灭菌

室内灭菌；石灰的用量为杏鲍菇菌渣总重量的0.5-1.2％；

[0018] 上述步骤中，调节栽培料含水量时，含水量的测定方法为：称重取10g待测样品装

入培养皿中，将培养皿放入微波炉内，加热5分钟，使水分充分蒸发后取出培养皿，称重加热

后的样品获得干重，计算含水量；

[0019] 灭菌室内灭菌的方法如下：

[0020] 第一次真空压力0.000-0.060mpq，进蒸汽到66℃，14-16min；

[0021] 第二次真空压力0.020-0.50mpq，平均温度66-50.8℃，14-16min；

[0022] 升温到平均温度50.8-100℃，9-11min，保温平均温度到100℃，持续20min；

[0023] 升温到平均温度100-115℃，2-4min，压力0.050mpq-0.106mpq，保温持续到平均温

度115℃，19-21min，压力0.106mpq；

[0024] 升温到平均温度115-123℃，持续3-5min，压力0.106-0.130mpq；

[0025] 灭菌，平均温度123℃，压力0 .130mpq，200min；闷置30min；排气60min；保压

200min；降温到70-90℃，10min；开始自动排气和手动排气；

[0026] S3：接种栽培

[0027] 将液体菌种在无菌接种箱内用接种箱转管制备试管种，将保藏的草菇菌种在无菌

操作的条件下接种到试管斜面，32℃下培养至菌丝长满，然后将长满菌丝的栽培袋置于23-

28℃的黑暗环境中，放置24h后进行出菇管理。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本发明的工艺对草菇栽培，其创新与优势之

[0029] 处是：

[0030] (1)本发明在在培养时间144h、接种量为10％时，利用麦麸含量4％的培养基培养

出的草菇菌丝体最好。培育出的液体菌种具备菌球数量多、直径小、密度大、菌丝粗壮等特

点；而且液体菌种菌龄一致、生长周期短、出菇整齐、上市早、接种简便、成本低；

[0031] (2)本发明利用了麦麸制备培养基，麦麸作为农副产品具有营养丰富且价格低的

优势，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且菌丝生长时易于利用，在配置培养基时可以加入适当的麦

麸，能够促进菌丝的生长，变废为宝，节省成本；

[0032] (3)本发明的优势在于菌种在反应器内可人为控制生长条件，菌丝生长分裂迅速，

菌龄整齐，培养周期短；当接入固体培养料，接种点多，萌发快，可减少污染；萌发点多、缩短

出菇周期；

[0033] (4)采用草菇液体深层培养制种方式，能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劳动强度，保证菌

种的稳定性和草菇产品的质量，出菇周期短，生产成本降低，增加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以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了解

本发明，但并不因此限制本发明。

[0035] 实施例1

[0036] 草菇的栽培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7] S1：草菇液体菌种发酵：

[0038] (1)试管接种：将草菇菌种在无菌操作的条件下接种到试管斜面，接种量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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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步骤(1)中的草菇菌种为草菇V99；

[0039] 步骤(1)的试管斜面的培养基，各原料的配比如下：土豆20％，蔗糖2％，

KH2PO40.3％，MgSO40.15％，琼脂2.2％，蛋白胨0.4％；

[0040] (2)活化培养：将步骤(1)中接种的草菇菌种于在32℃下发酵培养至菌丝长满；活

化中培养基中包括：蔗糖2％，蛋白胨0.2％，酵母膏0.2％，KH2PO4  0.3％，MgSO4  0.15％，VB1 

0.01％；

[0041] (3)培养液体菌种：从活化的试管斜面上取10块5mm×5mm大小的母种菌片，在无菌

操作条件下将菌片接种到装有含麸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然后于32℃的条件下，将三角

瓶固定在200r/min的摇床上培养144h，得液体菌种；

[0042] 含麸液体培养基的制作方法是，取麦麸置于入水中，加热煮沸20min后，用纱布过

滤得到麦麸水解液，将所需其他试剂蔗糖2％，蛋白胨0.2％，酵母膏0.2％，KH2PO4  0.3％，

MgSO4  0.15％，VB1  0.01％加入到麦麸水解液中，加热搅拌直至完全融化，将所得培养液分

装至三角瓶中，灭菌，具体是在高压蒸汽灭菌锅在121℃0.15MPa下灭菌20min；

[0043] S2：准备栽培料：

[0044] 选取100％杏鲍菇菌渣作为栽培料；将栽培料装入规格为32.5cm×18.5cm栽培袋

中，并且调节栽培料的含水量至65％，pH为10，加入石灰；然后将准备好的栽培袋置于灭菌

室内灭菌；

[0045] 上述步骤中，调节栽培料含水量时，含水量的测定方法为：称重取10g待测样品装

入培养皿中，将培养皿放入微波炉内，加热5分钟，使水分充分蒸发后取出培养皿，称重加热

后的样品获得干重，计算含水量；

[0046] 灭菌室内灭菌的方法如下：

[0047] 第一次真空压力0 .000-0 .060mpq，进蒸汽到66℃，约15min；第二次真空压力

0.020-0.50mpq，平均温度66-50.8℃，约15min；升温到平均温度50.8-100℃，约10min，保温

平均温度到100℃，持续20min；升温到平均温度100-115℃，约3min，压力0 .050mpq-

0.106mpq，保温持续到平均温度115℃，20min，压力0.106mpq；升温到平均温度115-123℃，

持续4min，压力0.106-0.130mpq；灭菌，平均温度123℃，压力0.130mpq，200min；闷置30min；

排气60min；保压200min；降温到70-90℃，10min；开始自动排气和手动排气；

[0048] S3：接种栽培

[0049] 将液体菌种在无菌接种箱内用接种箱转管制备试管种，将保藏的草菇菌种在无菌

操作的条件下接种到试管斜面，32℃下培养至菌丝长满，然后将长满菌丝的栽培袋置于23-

28℃的黑暗环境中，放置24h后进行出菇管理。

[0050] 对比例

[0051] 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及结果如下表所示：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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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从以上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0055] 培养时间、接种量、麦麸含量3个因素对草菇菌丝体生物量影响的大小依次为培养

时间>麦麸含量>接种量。比较水平之间k值得大小，可知草菇菌丝体生长的最佳条件组合为

培养时间144h，接种量10％，麦麸含量4％。

[0056] 根据配方不同设计配方梯度试验，每种栽培料的含水量调至65％，将pH值调为10，

栽培袋选用32.5cm×18.5cm规格，每袋约装0.75kg。加入石灰的多少决定栽培料的pH值，每

次少加石灰，拌匀后用pH试纸检测，逐步加石灰，将pH值调整到10左右即可。本次配方投料

的石灰含量在0.5-1.5kg范围内。

[0057] 各配方投料量见表，每个配方设计12个重复。

[0058]

[0059] 结论分析：

[0060] 接完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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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1)菌丝萌发速度对比：

[0062] 5天内观察菌丝萌发的速度，1-5是最快萌发菌丝的，从接种后4小时开始萌发菌

丝；

[0063] 1-4与1-3的速度大体相同，从接种后8小时开始萌发菌丝；

[0064] 而1-2及1-1菌丝萌发速度缓慢，在1-5的菌丝长出1cm后才开始萌发。

[0065] (2)生长速度对比：

[0066] 生长速度最快的是1-5，栽培料配方为杏鲍菇菌渣100％。

[0067] 而1-1，玉米芯含量为100％时，菌丝生长速度非常缓慢。

[0068] 具体表现在，相同的时间段内，1-5的菌丝体长度是1-1菌丝体速度的2倍；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随着杏鲍菇菌渣所占比例的不断增加，菌丝的生长速度是不断加快的。5种不

同配比的栽培料，其长满菌丝的时间也不同，对比所有的重复试验后，可以看出：1-5长满菌

丝平均需要20天左右，1-4长满菌丝需要25天左右，1-3长满菌丝需要30天，而1-2在40天左

右的时候才长满菌丝。本次试验中未得出1-1长满菌丝所需要的天数，由于时间太长，栽培

袋内所有的菌丝被青霉及黑霉所覆盖。

[0069] 出菇结果：因时间限制，只统计第一潮菇的结果。菌丝扭结最快的是1-5，依次是1-

4、1-3、1-2。最终出菇最多的是1-5，差不多每一个栽培料在第一潮菇都能产出10个左右的

草菇。1-4及1-3差不多的产量，平均每袋栽培料能产6、7个草菇。而1-2的产量不太多，大约

只有3、4个草菇。

[0070] 实施例1中的生物转化率计算

[0071] 计算公式：生物转化率＝鲜菇重/培养料干重×100％，

[0072] 计算该培养基料栽培草菇生物转化率为8.3％。

[0073] 实施例2

[0074] 同实施例1一种草菇液体菌种的配方及孰料栽培工艺，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固体菌

种的栽培袋。

[0075] 选用表1玉米芯：杏鲍菇菌渣＝1:1的配方，设置pH＝10，计算方法与表1相同。栽培

袋选用32.5cm×18.5cm规格，每袋约装0.6kg，且栽培料中间打孔。固体种采用的是备好的

试管种，共用19支试管种。液体种采用备好的摇瓶液体菌种，共用600ml。设置6种不同的试

验，每个试验10个重复。具体设置参见表2-3。

[0076] 表2-3固液接种及接种量不同

[0077]

[0078] 注：每个试验装10袋，共60袋。

[0079] 接种：按照表3内的说明进行接种，在接种箱内进行操作，灭菌处理同1.3相同。

[0080] 菌丝的培养、出菇管理、采摘管理等与实施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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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结果显示固体菌种的栽培袋生长速度慢，菌丝只能从上往下长，而液体菌种的栽

培袋可以迅速的发满整个袋中。固体菌种的栽培袋中，3-1生长速度最快，18天左右可以发

满菌袋，3-2生长速度较3-1稍慢，大概在20天可以发满菌丝，3-3生长速度最慢，需要用25天

才可以发满菌丝。液体菌种栽培袋，接种后的第二天就能够看出菌丝向外萌发，3-10生长速

度最慢20天菌丝发满袋，3-20和3-30生长速度差不多，大约都是在15天就可以发满菌袋，从

经济的角度考虑，最好选用液体接种，并且接种量不宜过多。

[0082] 出菇结果：固体种栽培料总的出菇量不如液体种栽培料的出菇量多。3-1出菇量较

多，每袋栽培料约出10个草菇，3-2比3-1稍微少一点，每袋出8、9个草菇，3-3出菇量较少，每

袋出5、6个菇体。3-1的出菇量虽然较多，但是所用的试管种是最多的，并且3-2的出菇量也

没差多少，所以采用3-2的接种量最为合适。液体种栽培料出菇量是最多的，3-20的出菇量

最多，大约每袋可以出菇15个左右，3-30的出菇量跟3-20的差不多，每袋可出12个，3-10的

出菇量最少，但是也跟3-1、3-2一样，每袋出9、10个草菇。可以看出在液体种接种的试验中，

不是接种量越多，菌丝生长速度越快，出菇量越多，当接种量过多后，会影响菌丝的生长速

度。随着菌种量的增大，菌丝满袋时间提前，接种量增大，菌丝迅速占领料面，形成优势菌

群，菌丝分解培养料时间长，转化营养多，是接种量越多生物学效率越高的原因。生产中，不

适度地加大用种量并不能显示出明显的增产效应，其原因与菌种生活力不断衰退，从而增

加杂菌污染机会有关。

[0083] 杂菌污染情况：3-1有1袋绿霉污染，其他试验种类未出现污染杂菌现象。

[0084] 结果分析，本发明液体菌种与熟料栽培工艺和固体菌种与常规配方栽培工艺的对

比优势如下表所示：

[0085]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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