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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食用菌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

种魔玉蕈的栽培方法。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配料；（2）装袋；（3）灭菌；（4）

冷却；（5）接种；（6）菌丝培养；（7）搔菌；（8）注水；

（9）催蕾；（10）育菇；（11）采收。该方法通过培养

料中原料之间的搭配组合，以及培养料与其他栽

培条件之间的相互协同，不仅大大缩短了栽培周

期，而且延长了后续的储存保鲜时间，进而大幅

度降低了栽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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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配料；（2）装袋；（3）灭菌；（4）冷却；（5）接

种；（6）菌丝培养；（7）搔菌；（8）注水；（9）催蕾；（10）育菇；（11）采收；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配料中培养料由以下原料配成：KH2PO4、Na2SeO3、几丁寡糖、花生秧、茶油树渣、芦笋茎、

皇竹草、卡松古鲁狗尾草和鲁梅克斯；所述步骤（7）搔菌时期为菌丝长满菌袋后，再后熟30

天；所述步骤（8）注水为每袋注入10～15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其中魔

玉蕈菌糠提取溶液的制备具体如下：首先对在所述栽培方法过程中获得的魔玉蕈菌糠进行

挑拣，选取干燥无霉的魔玉蕈菌糠粉碎至80～100目，得到魔玉蕈菌糠粉；然后按照重量份

魔玉蕈菌糠粉1份，水5份的比例放置在锅中加热至沸腾，转文火煮沸20分钟关火，最后进行

过滤即得到魔玉蕈菌糠提取液；所述步骤（11）采收前1～2天用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

对菇体进行喷雾处理，降低菇房相对湿度，控制在70%～80%。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配料中KH2PO4浓

度为1.7～2.5g/L，Na2SeO3浓度为2.0～2.8  g/L；几丁寡糖浓度为0.005mg/mL。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配料中按重量份

比花生秧：茶油树渣：芦笋茎为3:1:1；按重量份比皇竹草：卡松古鲁狗尾草：鲁梅克斯为3:

2:1。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配料中培养料由

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配成：浓度1 .7～2 .5g/L  KH2PO4  0 .2～0 .4份、浓度2 .0～2 .8  g/L 

Na2SeO3  0.3～0.5份、浓度0.005mg/mL几丁寡糖2～5份、花生秧15～21份、茶油树渣5～7份、

芦笋茎5～7份、皇竹草18～24份、卡松古鲁狗尾草12～16份和鲁梅克斯6～8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配料中培养料的

pH值为7.7～8.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配料中培养料的

含水量为69%～7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注水为每袋注入

12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1）采收前36小时用

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对菇体进行喷雾处理，菇房相对湿度控制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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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魔玉蕈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用菌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魔玉蕈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魔玉蕈具有独特的鲜味，风味独特，口感极佳，其味比平菇鲜，肉比滑菇厚，质比香

菇韧，口感甚佳。魔玉蕈的蛋白质中氨基酸种类齐全，包括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数

种多糖体，其子实体的热水和有机溶剂提取物有清除人体自由基的作用，常食魔玉蕈具有

抗癌、防癌、提高免疫力、预防衰老以及延长寿命的功效，是一种低热量、低脂肪的保健食

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具有广阔的市场及开发前景。

[0003] 然而魔玉蕈的菌丝体和子实体生长发育过程缓慢，接种至上架培菌一般85～95

天，整

[0004] 个栽培周期110～120天，比平菇、杏鲍菇、滑菇、猴头菇、金针菇类的栽培周期要长

得多，特别是在菌丝体长满袋后，还要在特定条件下培养40～50天达到生理成熟后才能正

常出菇，若在原基分化和子实体发育期生态调控稍有不适，就会出现菇座膨大，分化较差，

品质不达标，等级低，直接影响生产效益，包括采收后储存保鲜时间短、效果差，造成整个栽

培管理的成本大幅度提升，因此亟需一种适应市场的最优化栽培方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目前魔玉蕈栽培方式周期过长，栽培成本过高以及采收后

存储保鲜时间短的问题而提供一种魔玉蕈的栽培方法，该方法通过培养料中原料之间的搭

配组合，以及培养料与其他栽培条件之间的相互协同，不仅大大缩短了栽培周期，而且延长

了后续的储存保鲜时间，进而大幅度降低了栽培成本。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配料；（2）装袋；

（3）灭菌；（4）冷却；（5）接种；（6）菌丝培养；（7）搔菌；（8）注水；（9）催蕾；（10）育菇；（11）采

收；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配料中培养料由以下原料配成：KH2PO4、Na2SeO3、几丁寡糖、花

生秧、茶油树渣、芦笋茎、皇竹草、卡松古鲁狗尾草和鲁梅克斯；所述步骤（7）搔菌时期为菌

丝长满菌袋后，再后熟30天；所述步骤（8）注水为每袋注入10～15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

蕈菌糠提取溶液；所述步骤（11）采收前1～2天用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对菇体进行喷

雾处理，降低菇房相对湿度，控制在70%～80%。

[0007] 所述步骤（1）配料中KH2PO4浓度为1.7～2.5g/L，Na2SeO3浓度为2.0～2.8  g/L；几

丁

[0008] 寡糖浓度为0.005mg/mL。

[0009] 所述步骤（1）配料中按重量份比花生秧：茶油树渣：芦笋茎为3:1:1；按重量份比皇

竹

[0010] 草：卡松古鲁狗尾草：鲁梅克斯为3:2:1。

[0011] 所述步骤（1）配料中培养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配成：浓度1.7～2.5g/L  KH2P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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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012] 0.4份、浓度2.0～2.8  g/L  Na2SeO3  0.3～0.5份、浓度0.005mg/mL几丁寡糖2～5

份、花生秧15～21份、茶油树渣5～7份、芦笋茎5～7份、皇竹草18～24份、卡松古鲁狗尾草12

～16份和鲁梅克斯6～8份。

[0013] 所述步骤（1）配料中培养料的pH值为7.7～8.2。经过生长试验测定，在该pH值范围

[0014] 内魔玉蕈日长速最快，达到5.30～5.62  mm/天，其产量最高，达到320.4～339.6g/

袋。

[0015] 所述步骤（1）配料中培养料的含水量为69%～72%。在该培养料的含水量下进行出

菇管

[0016] 理获得的魔玉蕈单产提高3.6%～5.3%。

[0017] 所述步骤（8）注水为每袋注入12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

[0018] 所述步骤（8）注水中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的制备：首先对在所述栽培方法过程中

获得的魔玉蕈菌糠进行挑拣，选取干燥无霉的魔玉蕈菌糠粉碎至80～100目，得到魔玉蕈菌

糠粉；然后按照重量份魔玉蕈菌糠粉1份，水5份的比例放置在锅中加热至沸腾，转文火煮沸

20分钟关火，最后进行过滤即得到魔玉蕈菌糠提取液。

[0019] 所述步骤（11）采收前36小时用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对菇体进行喷雾处理，

相对湿度控制在75%，子实体采收后，在4～6℃条件下可延长鲜菇保鲜期10天以上。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首先所述魔玉蕈栽培方法的配料中培养料由以下原料配

成：KH2PO4、Na2SeO3、几丁寡糖、花生秧、茶油树渣、芦笋茎、皇竹草、卡松古鲁狗尾草和鲁梅

克斯。

[0021] 将KH2PO4与Na2SeO3两种进行搭配，不仅补充矿物质及硒，更具创造性的是通过对

比试验测得，两者结合可以提高魔玉蕈产量8.7  %～9.9%，增加转化率的同时发菌时间缩短

4～5天。注：对比试验中试验组1为不加入KH2PO4与Na2SeO3，其他原料如本发明所述；试验组

2为仅加入KH2PO4，其他原料如本发明所述；试验组3为仅加入Na2SeO3，其他原料如本发明所

述；试验组4为常规配方；试验组5为同时加入KH2PO4与Na2SeO3，其他原料如本发明所述。在

其他栽培条件均相同的前提下，产量测定：每处理30  袋，重复3  次，常规出菇管理，观察子

实体生长情况，记录出菇周期、产量。

[0022] 添加几丁寡糖，与其他原料进行协同搭配组合，不仅对魔玉蕈菌丝生长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可以缩短发菌期4～6天,  提高发菌整齐度，同期满袋比例较未添加几丁寡糖的

对照组可提高41.6%～45.7%；而且还可以增加菌袋持水量,  减少灭菌时的水分损失，从而

使菌袋在整个生育期保持较高的含水量。

[0023] 茶油树渣质地较粘,  而花生秧和芦笋茎质地较疏松,  增加了培养料的通气性，使

菌丝生长加快，菌丝满袋时间明显减少，缩短生产周期6～8天，降低生产能耗，节约生产成

本，同时培育出来的魔玉蕈子实体农艺形状也最好，状况优良；三者的合理搭配，可以创造

魔玉蕈菌丝较适宜的生产环境，使得提高单产10.2％～14.4％，显著提高栽培原料生物转

化率,  节约魔玉蕈生产成本。

[0024] 添加皇竹草、卡松古鲁狗尾草和鲁梅克斯在培养料中使得魔玉蕈胞外漆酶峰值出

现较常规培养料要早，该配方中的木质素较常规配方的降解要快，菌袋更早出现转色，进而

使本发明所述配方较常规配方提前完成后熟，转入生殖生长阶段，从而缩短魔玉蕈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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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7～10天。具体测定试验如下：（1）样品采集：试验组为本发明所述配方；对照组1为未添

加皇竹草、卡松古鲁狗尾草和鲁梅克斯，其他原料如本发明所述；对照组2为常规配方；分别

在以下5个不同时期取样：①菌丝长至菌袋1/2，②菌丝满袋，③满袋后熟15天，④开袋后15

天，⑤采后第3天。样品取自料面下5厘米处的培养料，每种配方每次随机选3袋，取样20g/

袋，混匀。（2）样品处理：准确称取菌质2份，每份2g：一份适当研磨后移入具塞三角瓶中，加

水20mL，于37℃水浴锅中浸提2h后，4层纱布过滤，取滤液，定容至25  mL，于8000r/min、4℃

条件下冷冻离心10分钟，上清液即为粗酶液，5mL离心管分装，于－80℃保存备用；另一份样

品置于80℃下烘至恒重，称重，测定菌质含水量。（3）检测分析：按标准方法进行木质素酶活

性的测定，并记录试验组、对照组1和对照组2的栽培周期。

[0025] 所述步骤（8）注水为每袋注入10～15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

魔玉蕈菌糠中富含多糖、寡糖、菌体蛋白以及魔玉蕈生长过程中分泌的促生长物质等，对魔

玉蕈生长发育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加快菌丝的成熟和现蕾。下面进行对比试验，试验组

1为每袋注入12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试验组2为未处理，仅注入清水，

两试验组均选择在菌丝满袋并后熟30天和40天喷于搔菌后料的表面，测得两试验组的平均

产量无显著差异，说明每袋注入12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比未处理的可

提前10天左右进行搔菌，极大缩短了魔玉蕈后熟时间，提高了工厂化栽培的生产效率，降低

其生产成本。

[0026] 所述步骤（11）采收前1～2天用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对菇体进行喷雾处理，

降低菇房相对湿度，控制在70%～80%，能有效保持魔玉蕈水分和较好的感官品质，减少失重

率，提高可溶性总糖含量，抑制魔玉蕈呼吸速率和PPO  酶活性，有利于延长货架期，并提高

其货架期品质。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方法通过培养料中原料之间的搭配组合，以及培养料与其

他栽培条件之间的相互协同，不仅大大缩短了栽培周期，而且延长了后续的储存保鲜时间，

进而大幅度降低了栽培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9] 营养成分测定方法：

[0030] 水分：按GB  5009.3测定；

[0031] 粗灰分：按GB  5009.4-2010测定；

[0032] 粗蛋白质：按GB  5009.5-2010/第一法；

[0033] 粗脂肪：按GB/T 5009.6-2003/第一法测定；

[0034] 粗纤维：按GB/T 5009.10-2003测定；

[0035] 氨基酸：按GB/T  5009.124-2003测定。

[0036] 实施例1

[0037] 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配料：培养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配

成：

[0038] 浓度1.7g/L  KH2PO4  0.4份、浓度2.0  g/L  Na2SeO3  0.5份、浓度0.005mg/mL几丁寡

糖2份、花生秧15份、茶油树渣5份、芦笋茎5份、皇竹草18份、卡松古鲁狗尾草12份和鲁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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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6份；所述培养料的pH值为7.7；含水量为69%；

[0039] （2）装袋：用17  cm×33  cm、厚5  丝（0.05  mm）的聚丙烯塑料袋，装袋高16～18  cm，

[0040] 每袋湿重1130g，相当于干料350  g，袋口加颈圈、棉塞；

[0041] （3）灭菌：采用高压蒸汽灭菌，要求蒸汽压力达到0.15MPa时保持2.5h，灭菌结束，

自然降压到零再出袋；

[0042] （4）冷却：灭菌后的栽培包移到预先消毒的冷却室，待袋温降至25  ℃以下准备接

种；

[0043] （5）接种：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范接种；

[0044] （6）菌丝培养：接种后的栽培袋排放于黑暗或微光的养菌房内，保持温度22～24 

℃，空气相对湿度  65%～70%；

[0045] （7）搔菌：当菌丝长满菌袋后，再后熟30天进行搔菌，培养料面形成环沟，环沟距瓶

口约1.5～2 厘米，使料面成圆丘状；

[0046] （8）注水：每袋注入10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其中魔玉蕈菌糠

提取溶液的制备如下：首先对在所述栽培方法过程中获得的魔玉蕈菌糠进行挑拣，选取干

燥无霉的魔玉蕈菌糠粉碎至80目，得到魔玉蕈菌糠粉；然后按照重量份魔玉蕈菌糠粉1份，

水5份的比例放置在锅中加热至沸腾，转文火煮沸20分钟关火，最后进行过滤即得到魔玉蕈

菌糠提取液；

[0047] （9）催蕾：保持菇房温度为14～16℃，空气相对湿度90%～95%，CO2浓度控制在0.1%

以下，光照50～100勒克斯；

[0048] （10）育菇：菇蕾形成后，温度前期应控制在14～16℃，后期控制在13～14℃，空气

相对湿度控制在  85%～90%，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  0.3%～0.4%，光照300～500勒克斯；

[0049] （11）采收前24小时用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对菇体进行喷雾处理，降低菇房

相对湿度，控制在70%。当菇柄长达12～15厘米，菇盖直径1.5～2.5厘米时及时采收。

[0050] 实施例2

[0051] 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配料：培养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配

成：

[0052] 浓度2.5g/L  KH2PO4  0.2份、浓度2.8  g/L  Na2SeO3  0.3份、浓度0.005mg/mL几丁寡

糖5份、花生秧21份、茶油树渣7份、芦笋茎7份、皇竹草24份、卡松古鲁狗尾草16份和鲁梅克

斯8份；所述配料的pH值为8.2；含水量为72%；

[0053] （2）装袋：用17  cm×33  cm、厚5  丝（0.05  mm）的聚丙烯塑料袋，装袋高16～18  cm，

[0054] 每袋湿重1250  g，相当于干料350  g，袋口加颈圈、棉塞；

[0055] （3）灭菌：采用高压蒸汽灭菌，要求蒸汽压力达到0.15MPa时保持2.5h，灭菌结束，

自然降压到零再出袋；

[0056] （4）冷却：灭菌后的栽培包移到预先消毒的冷却室，待袋温降至25  ℃以下准备接

种；

[0057] （5）接种：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范接种；

[0058] （6）菌丝培养：接种后的栽培袋排放于黑暗或微光的养菌房内，保持温度22～24 

℃，空气相对湿度  65%～70%；

[0059] （7）搔菌：当菌丝长满菌袋后，再后熟30天进行搔菌，培养料面形成环沟，环沟距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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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约1.5～2 厘米，使料面成圆丘状；

[0060] （8）注水：每袋注入15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其中魔玉蕈菌糠

提取溶液的制备如下：首先对在所述栽培方法过程中获得的魔玉蕈菌糠进行挑拣，选取干

燥无霉的魔玉蕈菌糠粉碎至100目，得到魔玉蕈菌糠粉；然后按照重量份魔玉蕈菌糠粉1份，

水5份的比例放置在锅中加热至沸腾，转文火煮沸20分钟关火，最后进行过滤即得到魔玉蕈

菌糠提取液；

[0061] （9）催蕾：保持菇房温度为14～16℃，空气相对湿度90%～95%，CO2浓度控制在0.1%

以下，光照50～100勒克斯；

[0062] （10）育菇：菇蕾形成后，温度前期应控制在14～16℃，后期控制在13～14℃，空气

相对湿度控制在  85%～90%，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  0.3%～0.4%，光照300～500勒克斯；

[0063] （11）采收前48小时用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对菇体进行喷雾处理，降低菇房

相

[0064] 对湿度，控制在80%。当菇柄长达12～15厘米，菇盖直径1.5～2.5厘米时及时采收。

[0065] 实施例3

[0066] 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配料：培养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配

成：

[0067] 浓度2.2g/L  KH2PO4  0.3份、浓度2.5  g/L  Na2SeO3  0.4份、浓度0.005mg/mL几丁寡

糖3份、花生秧18份、茶油树渣6份、芦笋茎6份、皇竹草21份、卡松古鲁狗尾草14份和鲁梅克

斯7份；所述培养料的pH值为8.0；含水量为70%；

[0068] （2）装袋：用17  cm×33  cm、厚5  丝（0.05  mm）的聚丙烯塑料袋，装袋高16～18  cm，

[0069] 每袋湿重1167  g，相当于干料350  g，袋口加颈圈、棉塞；

[0070] （3）灭菌：采用高压蒸汽灭菌，要求蒸汽压力达到0.15MPa时保持2.5h，灭菌结束，

自然降压到零再出袋；

[0071] （4）冷却：灭菌后的栽培包移到预先消毒的冷却室，待袋温降至25  ℃以下准备接

种；

[0072] （5）接种：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范接种；

[0073] （6）菌丝培养：接种后的栽培袋排放于黑暗或微光的养菌房内，保持温度22～24 

℃，空气相对湿度  65%～70%；

[0074] （7）搔菌：当菌丝长满菌袋后，再后熟30天进行搔菌，培养料面形成环沟，环沟距瓶

口约1.5～2 厘米，使料面成圆丘状；

[0075] （8）注水：每袋注入12mL用清水稀释20倍的魔玉蕈菌糠提取溶液，其中魔玉蕈菌糠

提取溶液的制备如下：首先对在所述栽培方法过程中获得的魔玉蕈菌糠进行挑拣，选取干

燥无霉的魔玉蕈菌糠粉碎至90目，得到魔玉蕈菌糠粉；然后按照重量份魔玉蕈菌糠粉1份，

水5份的比例放置在锅中加热至沸腾，转文火煮沸20分钟关火，最后进行过滤即得到魔玉蕈

菌糠提取液；

[0076] （9）催蕾：保持菇房温度为14～16℃，空气相对湿度90%～95%，CO2浓度控制在0.1%

以下，光照50～100勒克斯；

[0077] （10）育菇：菇蕾形成后，温度前期应控制在14～16℃，后期控制在13～14℃，空气

相对湿度控制在  85%～90%，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  0.3%～0.4%，光照300～500勒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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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11）采收前36小时用质量分数为0.5%的蕈糖溶液对菇体进行喷雾处理，降低菇房

相对湿度，控制在75%。当菇柄长达12～15厘米，菇盖直径1.5～2.5厘米时及时采收。

[0079] 对比例

[0080] 所述魔玉蕈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配料：培养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配

[0081] 成：木屑  68份、棉  籽壳  16份、麸皮  10份，黄豆粉  4份，过磷酸钙  2份。所述培养

料的pH值为8.0，含水量为65%；

[0082] （2）装袋：用17  cm×33  cm、厚5  丝（0.05  mm）的聚丙烯塑料袋，装袋高16～18  cm，

[0083] 每袋湿重1000  g，相当于干料350  g，袋口加颈圈、棉塞；

[0084] （3）灭菌：采用高压蒸汽灭菌，要求蒸汽压力达到0.15MPa时保持2.5h，灭菌结束，

自然降压到零再出袋；

[0085] （4）冷却：灭菌后的栽培包移到预先消毒的冷却室，待袋温降至25  ℃以下准备接

种；

[0086] （5）接种：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范接种；

[0087] （6）菌丝培养：接种后的栽培袋排放于黑暗或微光的养菌房内，保持温度22～24 

℃，空气相对湿度  65%～70%；

[0088] （7）搔菌：当菌丝长满菌袋后，再后熟45天进行搔菌，培养料面形成环沟，环沟距瓶

口约1.5～2 厘米，使料面成圆丘状；

[0089] （8）注水：每袋注入12mL清水；

[0090] （9）催蕾：保持菇房温度为14～16℃，空气相对湿度90%～95%，CO2浓度控制在0.1%

以下，光照50～100勒克斯；

[0091] （10）育菇：菇蕾形成后，温度前期应控制在14～16℃，后期控制在13～14℃，空气

相对湿度控制在  85%～90%，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  0.3%～0.4%，光照300～500勒克斯；

[0092] （11）采收：当菇柄长达12～15厘米，菇盖直径1.5～2.5厘米时及时采收。

[0093] 观察实施例和对比例整个栽培过程中的生长情况，记录生产周期、产量和鲜菇保

鲜期，结果见表1所示。

[0094] 对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得魔玉蕈子实体按照所述测定方法进行营养成分的测定，结

果如表2所示：

[0095] 表1 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对魔玉蕈生长发育和保鲜期的影响

[0096] 测定指标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

菌丝满袋时间d 37 38 37 48

后熟时间d 30 30 30 45

产量g/袋 335.1 328.6 338.4 273.7

4～6℃保鲜期d 32 33 33 22

[0097] 表2 各实施例和对比例的魔玉蕈子实体营养成分测定

[0098] 表营养成分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

水分% 88.7 89.1 89.9 88.3

粗蛋白质% 30.6 31.0 31.8 26.1

粗脂肪% 4.0 3.5 3.4 4.2

粗纤维% 18.5 18.3 19.1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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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总量% 14.5 15.8 16.5 12.2

[0099] 对比结果与分析：

[0100] 通过实施例与对比例所记录的生产周期、产量和保鲜期对比可知，实施例的菌丝

满袋时间较对比例缩短11天以上，所需后熟时间缩短15天，产量较对比例提高20.1%以上，4

～6℃保鲜期较对照例延长10天以上，可见本发明实施例培养魔玉蕈可极大的缩短生产周

期，同时还能显著提高产量，延长鲜菇保鲜期。

[0101] 通过实施例与对比例的营养成分对比可知，利用本发明实施例生产的魔玉蕈子实

体中粗蛋白质、粗纤维、氨基酸总量较对比例均大幅度提高，同时降低了粗脂肪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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