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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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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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分：黑皮鸡枞菌质量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本标准规范了药食同源黑皮鸡枞菌的术语与定义、采收质量要求、采收方式、初级

加工（削根）、包装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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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658-2015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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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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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VEAIA 009.2-20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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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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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收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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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采收标准

当黑皮鸡枞菌子实体菌柄长到 6—7CM 时则达到采摘标准。

5.2 质量要求

采收时黑皮鸡枞菌应无黄头、无虫咬、菌杆菌帽畸形、特粗、特大、特长，无其他杂菌感染的。

5.3 采收方式

用右手的拇指与中指捏住菌柄往上旋拧提拔，然后根对根或头对头放入筐内。

5.4 削根

将采收的鲜黑皮鸡枞菌采收后还要进行加工，削根即是将靠近地面及土壤中根部削成圆锥形，要

求洁白无污染，即可出售。

6 包装物

采收过程中所用的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包装物应整洁、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符

合 NY/T 658-2015 绿色食品包装通用准则。

7 评价认证规则

7.1 评价认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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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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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认证程序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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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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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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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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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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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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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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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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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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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T/GVEAIA 009.2-20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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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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