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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药食同源食用菌标准 黑皮鸡枞菌》分为三个部分：

——第 1 部分：黑皮鸡枞菌生产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黑皮鸡枞菌质量标准

——第 3 部分：黑皮鸡枞菌分级标准

本部分为《药食同源食用菌标准 黑皮鸡枞菌》第 1 部分

本部分由北京炎黄医养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沪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初心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炎黄医养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农普惠科技有

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国金鑫、侯照东、杨繁星、袁凤春、杨传海、李留柱、岑钰、张漪潮、李猛。

本部分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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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食用菌标准 黑皮鸡枞菌

第 1 部分：黑皮鸡枞菌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生产技术的术语与定义、产地环境和栽培设施环境、生产技术

管理、病虫害防治和生产记录，以及药食同源标志在溯源与认证方面的使用。

本规程适用于全国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栽培的地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393-201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GB 15618—200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NY/T 391-2000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394-2000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药食同源

“药食同源”是指药物和食物来源相同。中医理论认为许多食物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食物和药物

一样能够防治疾病。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种食物和药物的性味和功效，

认识到许多食物可以药用，许多药物也可以食用，两者之间很难严格区分。这就是药食同源理论的基

础，也是食物疗法的基础。中国千年来的生活体验，经历了《神农本草经》，《食疗本草》甚至《本

草纲目》等，已经将食物及医药溶成一体，演化出“药食同源”膳食养生文化，也是当今社会所提倡

以食疗的方式“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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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黑皮鸡枞菌

鸡枞菌是菌类丰富资源宝库中的一枝奇葩，黑皮鸡枞菌属担子亚门口蘑科目，是鸡枞菌的一种。

黑皮鸡枞菌为卵孢小奥德蘑的商品名称，又名长根菇，学名为 Oudemansiella raPHanipes。该菌具有

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也是我国传统的药用真菌之一。黑皮鸡枞菌鲜嫩醇香，肉质细嫩、洁白如玉、

口感独特、生熟皆可食、食药两用、营养丰富。

3.3 黑皮鸡枞菌的功能性暨药性

据《本草纲目》和《本草从新》等药物学记载，鸡枞菌具有“益胃、清神、治痔及降血脂”等作

用，有养血润燥、健脾胃等功效，可用于治疗食欲不振、久泻不止、痔疮下血诸症。现在医学研究发

现，鸡枞菌中含有麦角甾醇类物质及治疗糖尿病的有效成份，对降低血糖有明显效果。并有抑制人体

癌细胞生长的作用。中医曰鸡枞性平、味甘，有补益肠胃、清热解毒、清脂降压之功效。

现代营养学认为，黑皮鸡枞菌蛋白质的含量较高，蛋白质中含有 20 多种氨基酸，其中人体必需的

8种氨基酸种类齐全。据分析，每 100 克鲜鸡㙡菌含水 92．61%，干物质 7．39%。在干物质中，含粗蛋

白 34．94%，粗脂肪 3．40%，粗纤维 13．91%，可溶性糖 4．5%，水解糖 9．59%，灰分 7．73%。在灰

分中氧化钙为 20．29%，磷 4．62%，铁 1．89%，锰 0．08%。还含有麦角留醇和 16 种氨基酸以及维生

素 C。黑皮鸡枞菌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黑皮鸡枞菌中含有治疗糖尿病的有效成分，

对降低血有明显的效果。

3.4 药食同源药性恢复种植

药食同源药性恢复种植的目标为“去害增益”。现代农业生产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生

物激素等化学物质，一方面导致土壤污染、活性降低，另一方面再加上水源、空气等 环境污染，导致

农产品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指标高，滥用生物激素等存在不明安全隐患等。另外，在农产品加工、

仓储、包装、物流等过程中普遍遭遇二次多元化污染，消费者所能够食用的食品甚至中草药等，在原

应该具有的功能性暨药性上已经大大减弱了其本有的性能和功效，甚至还带来更多的毒性和副作用。

因此，药性恢复种植和养殖，成为药食同源中药材、食材急需解决的问题。

药性恢复种植主要措施为“一选三控、一增三减”。

一选：选择非转基因原生地物种，并在原产地以及适生地种养。

三控：第一控土，增加土壤活性，减少土壤的污染，改善土壤的品质；第二控制水源污染和空气

污染；第三控制病虫草害，采用无害化以及生物防治的方法防治病虫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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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用科技手段营造类野生的自然生长环境，增加作物的光合作用，提高光合转化率，有效增

加作物干物质的含量和有效成分的积累，增加作物产品的营养品质，保持其本有的药性品质。

三减，减少化肥使用量，逐渐禁用化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逐渐禁用农药；减少或禁用生物激

素（调节剂）。

4 总则

4.1

本标准不低于绿色食品标准，略异于有机食品标准。

4.2

本标准旨在引导食用菌种植者科学对待、充分认识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生产技术实现“去害增益”

的重要性，并依照标准开展黑皮鸡枞菌的种植生产，对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产品的安全性、营养品质

和药性在生产环节做出有效保障。

4.3

本标准为中国大健康行业提供有标准的“黑皮鸡枞菌”，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升级和人民群众的健

康饮食提供有标准的食材。

4.4

本标准应用在黑皮鸡枞菌生产标准的评价、以及认证溯源提供作业规程指导，并为按照标准生产

的黑皮鸡枞菌提供认证，增加生产环节的信息透明度，提升人民群众对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食材和食

品的认同度。

5 产地、栽培设施环境

5.1 品种要求

用于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生产的品种，宜选用经成功驯化的品种，比较成功的卵孢小奥德蘑有长

根小奥德蘑(O. radicata)、鳞柄小奥德蘑等品种。

5.2 产地条件

选择设施栽培如日光温室或拱棚等，设施室内应配备喷水系统，做到干能浇、照明系统做到在阳

光不足下补光、紫外消毒灯、通风系统做到室内空气新鲜通畅，室外需安装避光系统（遮光率 60%的遮

阳网）做到暗散射光，日光温室适用于在秋、冬季、早春栽种，由于黑皮鸡枞菌属于高温菌，必须配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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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采暖系统和保温设备（外卷帘机和保温被）或有条件还可以在大棚内加设小型保温棚。拱棚栽种可

省去保温设备和采暖设备，适用于晚春、夏季栽培。

6 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栽培技术

6.1 生长所需条件

6.1.1 温度：菌丝生长适温与出菇适温都在 22～27℃，其中 24～25℃为菌丝生长最健壮的温度（温

度测量以菌包料温为准）。空气适宜温度 22～30℃，需要根据菌包温度调整，如以增加（降低）菌包

温度为目的可适当提高空气温度，以上所有措施均以保证菌丝适宜生长为目的。

6.1.2 湿度：菌丝适宜的基质含水量 57%～62%，以不超过 67%为宜。出菇期间菇房湿度以 85%～95%

为宜。

6.1.3 光照：黑皮鸡枞出菇期喜黑暗至弱光即散射光为主，以 300～1000LX 光照为宜，适当增加紫

外线照射。

6.1.4 通风：二氧气化碳浓度要控制在 2000ppm 以下，其含量越低越好。

6.1.5 土壤酸碱度：菌丝生长的培养土壤 PH 值 5.5～6.5。

6.1.6 土壤：建议使用一米以下阴土，尽量做到土壤无药残留和无化学肥料的生土，土壤颗粒越小

越好。

6.1.7 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PH 值 5.5～6.5。

6.2 栽种准备

6.2.1 栽种前：设施建好后，对设施进行杀虫灭菌等处理。

6.2.2 挖畦、摆菌包

挖畦前对土壤进行杀虫灭菌和对土壤 PH 值调节等处理，切忌使用化肥。

挖畦数据：挖槽、整平、整槽沟，最好用汽油小型旋耕机耕地。深旋 12-15cm 之后再整畦。一般

情况下：畦长根据栽种设施的宽度决定，畦宽为 1.2m，摆包密度 5-9 月份栽种时摆 9 排菌包，1-4 月

份栽种时摆 8 排菌包，一般畦深 29cm，预留操作埂为 45-50cm。设畦方法可用空心砖砌起或木板支起

等样式多样。以平地下挖设畦举例：先将畦的四角按畦的长宽固定好桩并拉线，线距地面 3cm、距畦底

29cm。挖好畦后向畦内四周、畦底喷洒克霉灵液灭菌，畦底提前底部撒些生石灰杀菌。

6.2.3 菌包存放、菌包脱皮、菌包栽种

拿到菌包后，如不及时栽种，请放在阴凉处保存，温度不超过 25℃，存放时间不超过 10 天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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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置时间超过 10 天以上，请在 20℃以下保存。

菌袋脱皮，栽种前要给脱皮，脱皮工作与栽种区域需间隔不应超过 10m，拿到菌包后用酒精消毒过

的美术刀滑破外包装（做到每剌一包美术刀都要消毒）。

去掉外包装后运往畦内以梅花桩式摆法，开口处向下栽种，菌包间隔 2cm。然后覆土，第一次覆土

土厚 5cm 左右，第一次浇水要大，灌填菌包之间缝隙，其中按一定比例配入药效短期无害的杀菌剂，

填缝水以不让菌包漂起为准，如灌溉之后有菌包露出需再次覆土。第二次覆土 5-7cm 并再喷洒药效短

期无害的杀菌剂。栽种完毕后三天内必须浇水，根据当地土质是否板结进行松土处理，如发现地面干

燥再浇第二遍水。

6.3 出菇管理

6.3.1 黑皮鸡枞菌属于中高温品种，地温控制在 26-28℃为最佳出菇温度，但也要注意，通风与降

湿有利于使子实体茁壮生长，出菇大棚进出门必须安装防蝇防虫网。 菌包在地下 22-28℃下培养 20

天左右，一般料面的气生菌丝转成褐色时是菌丝生理成熟的标志。再长出既是菇针，菇针破土而出便

是黑皮鸡枞菌的子实体了。子实体出土后一次性浇透大水，气温在 26-28℃出菇快且质量好。第一潮菇

采菇后即进入每 6 小时采摘一次时期。

6.3.2 温度检查：每天检查三次，早晨 6 点、中午 12 点、晚上 18 点。

6.3.3 太阳充足时，采暖设备可暂时停止供热，用卷帘机调节温度。

6.3.4 棚内通风情况（以人的舒适度来调节通风量），出菇后按鸡枞帽的大小来调节。

6.3.5 检查卫生，发现死菇，挑拣拔掉。拔死菇时，一定要把根部拔出来。

6.3.6 出菇棚防虫：种植 10 天后，每 20 天用虫瞒一扫光烟熏剂防虫一次，并对大棚边缘内外及

周边环境进行消毒杀菌防虫，种植后用食用菌菇虫净等药物进行喷洒预防。

6.3.7 专人负责每天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解决问题。

6.4 病虫害防治

黑皮鸡枞菌病虫害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6.4.1 农业防治

6.4.1.1 换茬、轮作、切断病虫食源。对于发生过严重病害或虫害的栽培室,不应连续种植相同的

品种。

6.4.1.2 保持出菇大棚室内环境清洁。做到无污染的菌袋、无积水、排水沟通畅以及空气、水源清

洁。

6.4.1.3 保证栽培房内同一品种出菇。采取这种措施便于管理和防治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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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化学防治

6.4.2.1 绿霉菌、青霉菌

防治方法：

首先要多观测，在高温多雨季节注意通风，降温降湿，温度不得高于 25℃。其次发现有绿霉病发

生，菇房周围要进行药剂消毒，可用 0.1%克霉灵或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防治，其次如已到发生后期，

清理周边感染土层并连同菌包一起挖掉，将感染部分挖掉在进行药剂消毒，观察 24 小时后不再发病再

重新栽培。

青霉病防治方法：防治方法和绿霉病一样。

6.4.2.2 链孢霉菌

防治方法：

首先栽种避开高温多雨季节，室内要经常通风，保持干燥。室内内温度不要高于 25℃。其次发现

有链孢霉要及时处理，切勿对着直接喷水喷药，以防分生孢子四溅，引起污染，可用 75%酒精或 0.1%

克霉灵或高锰酸钾洒湿纱布包起拿到远处烧掉。

6.4.2.3 曲霉菌

防治方法：

首先严格控制温度在 28℃以下。其次若有发生可用 80%代森锌 1:500 倍的水溶液或 75%的百菌清

1:800 倍水溶液浇灌。

6.4.2.4 菇蚊、菇蝇

防治方法：

首先要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虫源，安装 60 目防虫网。其次安装灯光诱杀，可在室内装白炽灯，灯

下放一盆滴有 25%澳氰菊酯的农药水进行诱杀。

7 生产档案

对黑皮鸡枞菌生产过程，应建立田间生产档案，并妥善保存，以备查阅。

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生产技术档案（见附录 A）

8 评价认证规则

8.1 评价认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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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药食同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建立“药食同源标准化评价认证平

台”，全面负责“药食同源标准黑皮鸡枞菌”的评价认证，以及溯源等相关工作。

8.2 申报资格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时，其生产经营者可向药食同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交评价认证申请。

（1）申请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应具有法人资格、农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等相关资质。

（2）申请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应准守本标准的黑皮鸡枞菌生产技术规程，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等

方面的条件。

（3）企业应有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有完备的生产销售记录档案。

（4）具有良好的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9 认证程序

9.1 申请

申请认证的生产企业向药食同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相应申报材料。

9.2 初审核查

药食同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受理申请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核查，对符合申报资格，且申报资料

齐全的申请人进行汇总登记，统一登录“药食同源标准化评价认证平台”发布；对不符合所列申报资格，或

申报材料不完整的申请人，应及时予以告知，同时允许其在申报时限内补充申报。

9.3 开户

对符合申报资格的企业，在“药食同源标准化评价认证平台”开通生产企业用户，提供标准的大数据采

集系统操作管理后台。

9.4 溯源大数据采集与档案管理

生产企业用户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生产大数据的采集，生产全过程应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

土壤、种植、菌包、浇水、病虫草害防治、收获、贮藏和包装，以及生产过程，生产地地理环境、生

产过程气候环境、投入物品，栽培管理文件等。所有记录应真实、规范、准确，并具有可追溯性。

大数据采集应建立生产管理档案，档案资料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生产计划、产地合同、

生产数量、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测报告、应急情况处理等控制文件。文件记录至少保存 3 年，档案

资料由专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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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大数据采集应按照大数据采集系统操作平台的系统要求操作，大数据格式化后录入到溯源认

证大数据库。

9.5 评价认证及溯源服务

药食同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对入库的溯源信息进行审核确认，确认后的大数据信息编辑生成认证

溯源查询二维码，提供给社会公众查询。

9.6 评价认证标识

通过评价认证的药食同源标准执行企业和产品，由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授权许可使用“药食同

源标准化评价认证体系”标志。

标志图样见：图1 药食同源标准化评价认证体系标志。

图1药食同源标准化评价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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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生产技术档案

一、 基本情况

地点： 镇 村 组、地块号

姓名： ；栽培季节：

栽种面积： 用菌包量：

采收期： 终收期：

二、 生产管理

1、 未出菇期

是否有杂菌感染：有 ，无

有杂菌感染处理方式：

农业处理方法：

化学处理：

2、未出菇期温、湿度管理：

天气（晴、雨、阴、雪、风）、生长状况及采取措施

月 日 ，天气 生长状况：

采取措施： ，效果

3、出菇期管理：温、湿度管理：

天气（晴、雨、阴、雪、风）、生长状况及采取措施

月 日 ，天气 生长状况：

采取措施： ，效果

三、采收

采收时间 级别 重量（斤） 产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3.1 药食同源
	3.2 黑皮鸡枞菌 
	3.3 黑皮鸡枞菌的功能性暨药性
	3.4 药食同源药性恢复种植

	4  总则
	4.2 
	4.3
	4.4

	5  产地、栽培设施环境
	5.1 品种要求
	5.2  产地条件

	6  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栽培技术
	6.1 生长所需条件
	6.2 栽种准备
	6.3 出菇管理
	6.4病虫害防治

	7   生产档案
	9.5 评价认证及溯源服务
	9.6 评价认证标识

	附   录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