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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芯栽培 4 种食药用菌的研究与应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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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玉米芯作为营养丰富的农业生产废弃物能够满足多数食药用菌的营养生长需求袁 部分成品指标优于传统
的栽培料袁可以作为主要栽培原料用于生产遥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袁对玉米芯在平菇尧金针菇尧猴头菇和灵芝 4 种食
药用菌栽培中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综述袁以期为玉米芯在食药用菌栽培中的深入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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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Four Kinds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Cultivated by Corn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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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Food and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Heilongjiang 1520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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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utrient-ric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te, corncob could meet the nutritional growth needs of most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and some index of the products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aterials. It could be used as
the main cultivation materials in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rncob in the cultivation of four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Pleurotus oesophagus , Flammulina velutipes , Hericium herniae and Ganoderma lucidum) were
reviewed by referring to relevant literatures, in order to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rncob in
the cultivation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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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芯是玉米穗经脱粒后余下的穗轴袁是玉米的

1 玉米芯栽培平菇

主要副产物之一遥 据粗略统计袁我国每年玉米芯产量

侧耳属渊Pleurotus冤是食药用菌栽培种类中重要的

近 4 600 万 t遥 其中袁黑龙江省的玉米芯产量居全国首

属袁被广泛栽培的种有 10 多个遥 平菇包括侧耳属中普

素尧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 袁所含成分满足多数食药用

腐菌袁 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栽培量较大的食药用菌之

菌的营养生长需求袁可以应用于食药用菌的生产栽培遥

一遥 平菇营养丰富袁且由于抗逆性强成为较易栽培的

尤其近些年袁随着国家对林木资源的保护袁食药用菌

菌类之一袁可利用多种农副产品下脚料进行栽培遥

位袁占全国产量的 14.72% 遥玉米芯的主要成分为纤维
[1]

[2]

生产原料价格不断上涨袁寻找全部或部分可替代资源
成为行业研究的热点袁 衍生出一系列的科研成果袁有
些在实际生产中已得到广泛应用遥 本文在查阅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袁对玉米芯在平菇尧金针菇尧灵芝和猴头菇
这 4 种常见食药用菌栽培上的应用与研究进行了概
述袁以期为玉米芯在食药用菌栽培中的应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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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栽培的糙皮侧耳尧凤尾菇和白黄侧耳等袁属典型木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行平菇代用料栽培时袁

就有关于利用玉米芯栽培平菇的文献记载[3]曰自 90 年

代后袁以开发玉米芯颗粒堆制发酵料进行平菇袋栽为
主袁兼有熟料栽培遥 此后袁许多学者对利用玉米芯与棉
籽壳尧木屑尧稻草尧豆秸秆等多种原料搭配栽培平菇进
行了相关研究遥 在以玉米芯和棉籽壳为主料的栽培
中袁40%玉米芯与 50%棉籽壳混合搭配被认为是最适
宜配比[4]袁不仅生物学效率高袁平菇综合农艺性状也较
好[5]遥 在以木屑为主料的栽培中袁玉米芯添加量以 40%

最为适宜[6]遥 以玉米芯为主料与稻草搭配栽培平菇时袁

玉米芯粒径约 7 mm渊占比 28%冤尧稻草长度 5 cm渊占比
5%冤配方最适宜[4]遥 玉米芯和大豆秸秆以 1颐1 比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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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袁生物转化率最高[7]遥 秦秀丽[8]研究表明袁利用 EM 菌

培时袁菌丝生长速度快袁且产量与以棉籽壳和木屑为

处理玉米芯栽培平菇袁 能够加快培养料的发酵速度袁

主料的产量差异不显著袁在玉米芯原料来源丰富的地

促进有机物的分解转化袁有利于菌丝体对营养物质的

区应用能够降低成本尧提高经济效益遥 其中袁玉米芯与

吸收和利用 遥

木屑搭配时袁玉米芯占比可达 45%[13]遥

米芯为栽培主料袁 将玉米芯粉碎堆制发酵后进行生

缺的主要原料袁玉米芯尧杂木屑搭配作为栽培原料成

产袁玉米芯为主料袁完全摒弃了木屑料遥 玉米芯发酵料

为主流袁甚至有的主料中玉米芯占比达到了 30.2%[14]遥

[8]

以黑龙江省为例袁目前玉米产区平菇的生产以玉

目前袁玉米芯已成为金针菇工厂化栽培中不可或

栽培平菇具有不需要灭菌设备尧发菌快尧周期短尧产量

金针菇工厂化生产的工艺流程一般为配料寅拌料寅

高等特点袁因操作简单尧成本低袁已成为个体生产者进

装瓶寅灭菌寅接种寅发菌寅搔菌寅催蕾寅套片寅出

行平菇栽培的主要模式遥 玉米芯发酵料栽培平菇生产

菇寅采收寅包装遥

流程一般为备料寅建堆寅发酵寅翻堆寅发酵完成寅

3 玉米芯栽培猴头菇

装袋接种寅发菌寅出菇管理寅采收遥 在木屑产区则以

猴头菇渊Hericium erinaceus 渊Bull.冤 Pers.冤别名刺

木屑为主料袁适量添加玉米芯进行熟料栽培袁生产流

猬菌尧对脸蘑等袁属猴头菌科猴头菌属袁是著名的食药

程为备料寅拌料寅装袋寅灭菌寅接种寅发菌寅出菇

兼用真菌袁一直被誉为野山珍冶袁其肉质鲜嫩可口尧营养

管理寅采收遥

丰富遥 猴头菇多糖及多肽物质可提高机体免疫力袁猴

2 玉米芯栽培金针菇

头菇活性成分还可有效抵制中枢疲劳尧恢复中枢神经

金针菇渊Flammulina velutipes Sing.冤又名冬菇尧构

菌尧毛柄金钱菌等袁属伞菌口蘑科金钱菌属袁有乳白色
和金黄色 2 种袁是目前人工栽培中工厂化程度较高的

食药用菌品种之一袁也是国际市场中最主要的品种之
一遥 金针菇营养丰富袁尤其是赖氨酸和精氨酸含量丰

的运动调节功能[15]遥 目前袁国内已有利用猴头菇菌丝体

制成的口服药物袁用于治疗消化道疾病遥

猴头菇属于典型的木腐菌袁木屑尧棉籽壳是理想
的栽培代用料遥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袁有利用玉米芯栽

培猴头菇的案例[16]袁但当时猴头菇处于代料栽培初始

富袁被誉为野益智菇冶袁是我国较早进行人工栽培的食

阶段袁产量处于较低水平袁玉米芯在栽培中的应用和

药用菌之一遥 金针菇是一种木腐菌袁但分解木材的能

研究较少遥 进入 21 世纪后袁随着食药用菌代料栽培的

力较弱袁同时所需的氮素营养比较多袁因而需要一定

兴起和发展袁相应的研究也逐渐增多遥 有学者利用玉

腐朽度的硬木原料袁而且添加含氮丰富的原料能促进

米芯与棉籽壳搭配开展不同配方栽培猴头菇的研究袁

子实体发生遥 因此袁玉米芯是较适合的栽培原料遥

结果显示袁玉米芯添加量为 65%和 55%时袁与棉籽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即有玉米芯在金针菇栽培上的

搭配作为主料袁发菌速度尧菌丝长势尧子实体产量及品

金针菇生产以手工栽培为主袁借鉴国外的先进生产模

加量提高到 60%与木屑配合作为主料栽培猴头菇袁菌

研究袁栽培主料为玉米芯尧木屑尧棉籽壳等 遥 此时国内

质方面都表现优秀[17]遥 还有试验研究发现袁将玉米芯添

式袁已经出现有关工厂化生产的相关研究 遥 至 90 年

丝体长势及子实体商品性状仍具有可比性[18]遥 在探索

[9]

[10]

代袁我国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进入新阶段袁相关研究与

工厂化尧规模化栽培猴头菇技术时袁玉米芯以 16%的

应用逐渐增加遥 进入 21 世纪袁金针菇工厂化有了较大

比例与木屑尧棉籽壳搭配作为栽培主料成为猴头菇规

成熟的菌类之一袁手工栽培金针菇已很少见遥 随工厂

西北地区猴头菇生产技术时袁所述的 2 种配方中配方

飞跃袁时至今日金针菇已成为本行业工厂化生产最为

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产量的上升袁对栽培原料的需
求量猛增袁代用料研究与应用发展迅猛袁玉米芯代料
栽培研究也随之更加广泛和深入遥 用玉米芯部分替代
棉籽壳栽培的研究显示院 当玉米芯添加量约20%时袁随

模化生产可参考的适宜配方[19-20]遥 有学者在总结我国

一为常规的木屑尧棉籽壳为主料袁配方二将玉米芯作
为唯一栽培主料渊占比为 70%冤配以其他辅料进行猴

头菇的熟料生产栽培[21]遥 可见袁玉米芯在某些地区能够

以高比例作为主料进行猴头菇栽培遥

玉米芯含量的增加产量逐渐上升曰而当玉米芯含量逸

在对猴头菇进行成分分析的试验中袁发现玉米芯

20%时袁随玉米芯含量的增加产量反而逐渐下降[11]遥 与

与棉籽壳栽培的猴头菇在氨基酸含量上几乎相同袁只

其他碳源主料渊桑枝屑尧棉秆屑尧豆秆屑尧棉籽壳等冤相

是在氨基酸总量与必需氨基酸含量上略有差别袁且生

比较袁玉米芯为单一碳源时效果最优 遥 在金针菇工厂

物学效率及产量相差不大[22]遥还有文献证明袁利用 40%

[12]

化栽培中袁以棉籽壳和木屑搭配为主料时袁金针菇菌

玉米芯配合木屑或棉籽壳为主料栽培袁猴头菇子实体

丝生长慢但产量高曰而以玉米芯尧木屑搭配为主料栽

具有较高的多糖含量和体外免疫活性[23]遥 缺点是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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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a 为花序和花苞曰b 为成熟果实遥

图 4 伯克利蓝莓的花序尧花苞和成熟果实

2 在南京地区的适应性及栽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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