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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添加物基料及覆土材料对印度丽蘑
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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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不同添加物基本培养料（基料）及覆土材料栽培印度丽蘑（Calocybe indica）子实体的农艺性

状及适应性，为印度丽蘑高产栽培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杏鲍菇菌渣为基料，分别添加15%、30%、45%的米糠、玉米

粉和麦麸进行印度丽蘑栽培试验，筛选出最佳添加物比例，并考察不同覆土材料对印度丽蘑子实体农艺性状和产量

的影响。【结果】在基料中添加15%和30%玉米粉栽培印度丽蘑，其菌丝满袋天数较短，分别为27.305和27.384 d，极显

著短于对照（CK）（P<0.01）。添加30%玉米粉栽培印度丽蘑的子实体菌盖直径和菌柄直径分别为12.133 mm和2.717

cm，单菇鲜重为77.172 g，生物学效率为40.27%，均显著高于CK（P<0.05，下同）；添加不同比例米糠、玉米粉和麦麸均

能显著提高印度丽蘑子实体的菌柄长度，其中以添加30%米糠处理子实体的菌柄长度最长，为20.167 cm。以牛粪∶

壤土=3∶1为覆土材料栽培的印度丽蘑子实体菌柄直径最大，菌柄长度最长，第一、二潮菇产量最高，为2077.733 g；覆

土后8.000 d现蕾，菌丝生长期最短，比单纯以壤土为覆土材料效果好。【结论】在杏鲍菇菌渣基料中添加30%玉米

粉，且以牛粪∶田土=3∶1为覆土材料最有利于印度丽蘑生长并获得理想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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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supplements and casing materials on
growth and yield of Calocybe indica

ZHAO Jia-ling，ZHANG Meng，WEI Jin-fan，YAO Xiao-hua，QIN Pei-sheng，
HUANG Fu-chang，LI Jin-feng，LIU Bin*

（College of Agriculture，Guangxi University/Institute of Mushroom，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agronomic characters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fruiting body of Calocybe indica cultivated
with different additives substrate and casing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high yield cultivation.
【Method】The Pleurotus eryngii dreg were supplemented with rates of 15%，30% and 45% of rice bran，wheat bran and
maize powder as the substrate for C. indica ，and the appropriate proportion of supplements material was screened for culti-
vation of C. indica.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asing materials on the agronomic characters and yield of C. indica were also
investigated.【Result】The short mycelium incubation period of C. indica was observed on the substrate supplemented with
15% and 30% maize powder，the mycelial running time was about 27.305 and 27.384 d，it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CK）（P<0.01）. The diameter of pileus and stalk with 30% maize powder in the substrate supple-
mented were 12.133 mm and 2.717 cm respectively，the single fruiting body was 77.172 g，the biological efficiency was
40.27%，the indexes were all higher than CK（P<0.05，the same below）. Adding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rice bran，maize
powder and wheat bran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ngth of stalk，and the longest of length of stalk was 20.167 cm
observed in supplement of 30% rice bran. The appropriate casing material was cow dung mixed loamy soil（3∶1）. The fun-
gus stalk diameter of C. indica fruit body was the largest and the length of the fungus stalk was the longest. The yield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tide mushrooms was the highest，with an average of 2077.733 g. The C. indica primordium formation
was observed 8.000 d after cladding. The mycelium growth period was the shortest and the effect was better than simply
using loam as cladding material.【Conclusion】Adding 30% maize powder in P. eryngii dreg，cow dung and loamy soil
（3∶1）as the casing material is the most beneficial to the growth of C. indica and obtaining ideal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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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印度丽蘑（Calocybe indica）又称奶

白蘑菇，原产于印度，属真菌界、担子菌门、层菌纲、

伞菌目、离褶伞科、丽蘑属珍稀高温型食用菌，其子

实体硕大、质地硬、口感好，鲜品货架期长，适宜夏季

栽培（Alam et al.，2010）。印度丽蘑富含对人体有益

的蛋白质、脂质、维生素、黄酮类化合物、多酚类、皂

苷、单宁和萜类等物质（Mallavadhani et al.，2006；

Alam et al.，2008；Selvi et al.，2011；Prabu and Ku-

nuthakalavalli，2014），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引种栽培，

其栽培方法和产量与大杯蕈相似，但目前我国有关

印度丽蘑的栽培研究极少，对在其基本培养料（基

料）中添加何种培养物及添加比例了解甚少。因此，

分析不同添加物基料及覆土材料栽培印度丽蘑的适

应性及其农艺性状，对其引种栽培及后续研发利用

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印度丽蘑一般生长

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其适宜的pH范围较宽，为

5.5~8.5（Krishnamoorthy et al.，2000）。Doshi和Shar-

ma（2007）评估了麦秸、玉米秸、高粱秸等作为主料

栽培印度丽蘑的可行性，发现麦秸是栽培印度丽蘑

的最佳主料。Alam等（2010）研究发现，以水稻秸秆

为主料、添加30%玉米粉为辅料栽培印度丽蘑，其子

实体产量高于添加米糠和麦麸为辅料的培养料。

Pandey和Mishra（2010）研究认为，较高氮、磷含量及

微酸性、低电导率覆土材料可明显提高蘑菇子实体

产量。Pani（2011）以10个水稻品种的秸秆为培养料

栽培印度丽蘑，发现不同品种水稻秸秆栽培收获的

印度丽蘑产量差异明显。Vijaykumar和John（2014）

用稻草、麦秸、大豆秸秆、甘蔗渣、废棉和坚果壳等材

料栽培印度丽蘑，发现麦秸作为栽培料时菌丝生长

时间最短、子实体产量最高。Vikineswary和Chang

（2013）研究认为，适宜印度丽蘑菌丝生长的温度为

30~35 ℃，低于25 ℃或高于38 ℃菌丝基本不生长。

Navathe等（2014）采用稻草和竹叶等4种原料为主要

栽培料，以蚯蚓肥、干沼渣、沙与土按1∶1及前3种材

料按1∶1∶1比例为覆土材料栽培印度丽蘑，发现以稻

草为主要栽培料、3种材料混合作为覆土材料时，其

生物转化率和子实体产量均最高。方新新等（2017）

研究发现，印度丽蘑对温度、pH的适应性较广，以

32 ℃时生长最佳，最适pH为7.0，最适碳源为果糖，

最适氮源为酵母膏。【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国内关于

不同添加物基料和覆土材料对印度丽蘑农艺性状和

产量等综合影响的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在以杏鲍菇菌渣为基料、田土等为覆土材料的食

用菌栽培配方中添加不同比例米糠、玉米粉和麦麸

栽培印度丽蘑，分析其子实体的农艺性状和产量，为

印度丽蘑的引种栽培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印度丽蘑菌种由广西大学食用菌研究所提供。

基料为97%杏鲍菇菌渣、1%石膏和2%石灰，添加料

米糠、玉米粉和麦麸购自南宁市批发市场。覆土材

料分别为牛粪∶田土=3∶1、田土∶沙子=3∶1、田土和菌

渣。印度丽蘑栽培配方见表1。

添加物比例
Proportion of supplement

0（CK）
15
15
15
30
30
30
45
45
45

培养料 Culture material
菌渣 Mushroom dreg

97
82
82
82
67
67
67
52
52
52

米糠 Rice bran
0

15
0
0

30
0
0

45
0
0

玉米粉 Maize powder
0
0

15
0
0

30
0
0

45
0

麦麸 Wheat bran
0
0
0

15
0
0

30
0
0

45

石膏 Gypsum
1
1
1
1
1
1
1
1
1
1

石灰 Lime
2
2
2
2
2
2
2
2
2
2

表 1 印度丽蘑栽培配方（%）
Table 1 Cultivation formula for C. indica（%）

1. 2 试验方法

1. 2. 1 不同添加物栽培配方试验 试验于2016年

在广西大学食用菌研究所进行，以基料（97%菌渣、

1%石膏和2%石灰）栽培为对照（CK），按照表1配方

称取主料和添加物进行拌料装袋，塑料袋规格为17

cm（直径）×33 cm（长度），每处理30袋，拌料时培养

料的水含量控制在65%左右，pH 7.5~8.0。装袋封口

后121 ℃灭菌1.5 h，冷却至室温后在超净工作台上

接种，置于30 ℃控温培养室中培养，空气相对湿度

80%，菌丝满袋出现原基时进行覆土。

1. 2. 2 覆土试验 以在杏鲍菇菌渣中添加30%玉

米粉为栽培基料，将各覆土材料（牛粪∶田土=3∶1、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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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沙子=3∶1、田土和菌渣）在阳光下暴晒后，适量添

加石灰，调节pH 8.0~9.0，水含量为20%（以用手抓成

团松开后不黏手为宜），搅拌均匀后备用。将长满菌

丝的菌袋移入菇房，脱袋后进行覆土，厚度约2 cm，

每处理30袋，保持菇房温度30~35 ℃，空气相对湿度

高于80%，并保证菇房内有充足的自然光。

1. 3 指标测定

不同添加物处理均测定满袋天数、菌盖直径和

厚度、菌柄直径和长度、单个子实体重量、第一、二潮

菇产量（共30袋，下同）及生物学效率等指标，取平均

值；不同覆土材料处理均测定菌盖直径和厚度、菌柄

直径和长度、单个子实体重量和第一、二潮菇产量及

现蕾天数（从覆土至开始出菇的时间）和生物学效率

等指标，取平均值。

生物学效率（%）=收获菇体的鲜重/所用基质的

干重×100

菌袋污染率（%）=被污染的袋数（袋）/总袋数

（袋）×100

1. 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3进行整理，采用SPSS

24.0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添加物基料对印度丽蘑菌丝生长的影响

2. 1. 1 对菌丝生长期的影响 由表2可知，基料中

添加15%和30%玉米粉栽培的印度丽蘑菌丝生长

期较短，分别为 27.305和 27.384 d，约比CK缩短

8.000 d，且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也极显著短

于添加45%玉米粉处理；添加15%米糠处理的印度

丽蘑菌丝生长满袋时间为32.183 d，极显著短于CK；

添加麦麸后随着添加比例的增大菌丝满袋天数缩

短，添加45%时显著短于CK（P<0.05，下同），但长于

添加玉米粉处理的满袋天数。说明在菌渣中添加玉

米粉栽培印度丽蘑可显著缩短菌丝满袋天数。

2. 1. 2 对子实体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3可知，在

基料中添加不同比例米糠、麦麸和玉米粉栽培印度

丽蘑，其子实体菌盖直径和菌盖厚度均明显高于

CK。其中，添加15%米糠、15%玉米粉、30%麦麸、

30%米糠、30%玉米粉和45%米糠处理的菌盖直径极

显著高于CK，并以添加30%玉米粉处理的菌盖直径

最大，为12.133 mm；添加15%米糠、15%麦麸、15%玉

米粉、30%麦麸、30%玉米粉和45%麦麸处理的菌盖

厚度极显著高于CK，以添加30%麦麸处理的菌盖厚

度最高，为2.533 cm。说明在菌渣基料中添加30%

麦麸和30%玉米粉栽培印度丽蘑对促进其子实体菌

盖直径和菌盖厚度增加效果较佳。

添加比例（%）
Proportion
of supplement

0（CK）
15
30
45

菌盖直径（mm）Diameter of pileus
米糠

Rice bran
9.800±0.525bB
11.133±0.423aA
11.067±0.465aA
11.587±0.557aA

麦麸
Wheat bran

9.800±0.525cB
10.517±0.721bcB
11.867±0.632aA
10.583±0.589bB

玉米粉
Maize powder
9.800±0.525cB

11.450±0.824bA
12.133±0.518aA
10.267±0.497cB

菌盖厚度（cm）Thickness of pileus
米糠

Rice bran
1.933±0.057cB
2.383±0.051aA

2.200±0.069abAB
2.100±0.052bcAB

麦麸
Wheat bran

1.933±0.057cC
2.217±0.037bB
2.533±0.072aA
2.233±0.047bB

玉米粉
Maize bran

1.933±0.057cB
2.450±0.036aA
2.350±0.043aA
2.083±0.061bB

添加比例（%）
Proportion of
supplement

0（CK）
15
30
45

菌丝满袋天数（d）Mycelium incubation period
米糠

Rice bran
35.502±1.021aA
32.183±0.723bB
32.585±0.224bB

34.423±0.855aAB

麦麸
Wheat bran

35.502±1.021aAB
36.173±0.901aA

35.754±0.202aAB
34.172±0.113bB

玉米粉
Maize powder

35.502±1.021aA
27.305±0.604cB
27.384±0.256cB
33.356±0.114bA

表 2 不同比例添加物基料对印度丽蘑菌丝生长的影响
Table 2 Influence of cultur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propor-
tion supplements on mycelia growth of C. indica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或显著
（P<0.05）。表2~表6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Table 6

表 3 不同比例添加物基料对印度丽蘑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cultur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proportion supplements on agronomic traits of C. indica

2. 1. 3 对菌柄直径和长度的影响 由表4可知，在

基料中添加不同比例玉米粉、米糠和麦麸栽培印度

丽蘑，其子实体菌柄直径除添加45%玉米粉处理外

均极显著粗于CK。其中，添加30%玉米粉处理的菌

柄直径最粗，为2.717 cm；添加45%玉米粉处理的菌

柄直径最细（1.883 cm），但仍显著粗于CK。添加30%

米糠处理的菌柄长最长，为20.167 cm，其次为添加

45%米糠处理，添加45%麦麸处理的菌柄长最短。

说明添加30%玉米粉处理的菌柄粗壮且不徒长。

2. 1. 4 对子实体产量和生物学效率的影响 由表

5可知，印度丽蘑子实体单菇重最重的是添加30%玉

米粉处理，为77.172 g，极显著重于CK及其他玉米粉添

加比例处理；其次是添加15%米糠处理，为72.132 g。

添加30%玉米粉处理的印度丽蘑子实体产量最高，

为1804.333 g（第一、二潮菇产量），极显著高于CK及

其他玉米粉添加比例处理；其次为添加30%米糠处

赵嘉菱等：不同添加物基料及覆土材料对印度丽蘑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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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719.532 g），添加15%麦麸处理印度丽蘑的产量

最低，为978.723 g。

从表6可看出，添加30%玉米粉处理印度丽蘑的

生物学效率最高，为40.270%，极显著高于其他玉米

粉添加比例处理及CK，也明显高于所有添加米糠和

麦麸处理；添加15%麦麸处理的生物学效率最低，为

21.730%，极显著低于CK及其他添加比例处理。说

明在菌渣基料中添加30%玉米粉栽培印度丽蘑对提

高其子实体产量和生物学效率效果最佳。

添加比例（%）
Proportion of
supplement

0（CK）
15
30
45

菌柄直径（cm）Diameter of stalk
米糠

Rice bran
1.710±0.028cB
2.417±0.064bA
2.650±0.034aA
2.500b±0.058aA

麦麸
Wheat bran

1.710±0.028cC
2.517±0.034aA
2.117±0.124bB
2.117±0.067bB

玉米粉
Maize powder
1.710±0.028dC
2.383±0.012bB
2.717±0.089aA
1.883±0.086cC

菌柄长（cm）Length of stalk
米糠

Rice bran
10.533±1.756cC
18.367±2.045bB
20.167±1.204aA
19.933±2.467aA

麦麸
Wheat bran

10.533±1.765cC
18.433±0.786aA
18.617±2.921aA
16.450±3.113bB

玉米粉
Maize powder

10.533±1.765dD
17.510±2.032bB
18.800±0.674aA
16.767±1.187cC

表 4 不同比例添加物基料对印度丽蘑子实体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le 4 Influence of cultur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proportion supplements on agronomic traits of C. indica fruit body

表 5 不同比例添加物基料对印度丽蘑子实体产量的影响
Table 5 Influence of cultur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proportion supplements on yield of C. indica fruit body

添加比例（%）
Proportion of
supplement

0（CK）
15
30
45

单菇重（g）Yield of single C. indica
米糠

Rice bran
67.800±1.702bB
72.132±2.340aA
71.432±2.435aA
71.325±1.789aA

麦麸
Wheat bran

67.800±1.702cC
71.306±2.112aA
70.392±1.535bB
65.887±1.462dD

玉米粉
Maize powder

67.800±1.702dC
70.531±1.813bB
77.172±0.993aA
69.224±2.165cB

第 一、二潮菇产量（g）Yield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tides
米糠

Rice bran
1108.502±2.045dD
1286.901±1.023cC
1719.532±1.450aA
1301.467±1.256bB

麦麸
Wheat bran

1108.502±2.045cC
978.723±1.633dD
1690.901±1.231aA
1157.301±1.303bB

玉米粉
Maize powder

1108.502±2.045dD
1219.733±1.037bB
1804.333±1.116aA
1194.301±1.325cC

2. 2 不同覆土材料对印度丽蘑子实体生长和产量

的影响

由表7可知，以牛粪∶田土=3∶1为覆土材料栽培

印度丽蘑的子实体产量、菌柄直径和菌柄长均最大，

以菌渣为覆土材料栽培的产量、菌柄直径和菌柄长

次之。其中，以牛粪∶田土=3∶1为覆土材料栽培印度

丽蘑的子实体产量（2077.733 g）极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以菌渣为覆土材料栽培的产量也极显著高于以

田土及以田土∶沙子=3∶1为覆土材料栽培的产量；以

菌渣为覆土材料栽培印度丽蘑的子实体菌盖直径、

菌盖厚度和单菇重均最大，分别为12.767 cm、2.733

cm和124.333 g，明显大于其他覆土材料处理，而现

蕾天数（23.333 d）极显著长于其他覆土材料处理；以

牛粪∶田土=3∶1为覆土材料栽培印度丽蘑的子实体

菌盖直径、菌盖厚度和单菇重虽小于以菌渣为覆土

材料处理，但现蕾天数最短，仅8.000 d。从图1~图4

可看出，出菇密度最高的是牛粪∶田土=3∶1覆土材料

处理，田土∶沙子=3∶1为覆土材料处理最低。说明以

牛粪∶田土=3∶1为覆土材料对促进印度丽蘑子实体

生长和产量提高效果更佳。

2. 3 印度丽蘑子实体产量与部分主要产量构成因子

的相关性

2. 3. 1 子实体产量与单菇重的相关性 以单菇重

为横坐标、子实体产量为纵坐标绘制单菇重与产量

的相关性回归曲线。从图5可看出，单菇重与产量呈

极显著正相关（R=0.778），说明子实体单菇重对产量

的影响至关重要，子实体单菇重越重，产量越高。

2. 3. 2 子实体产量与菌柄长的相关性 以菌柄长

为横坐标、子实体产量为纵坐标绘图，得到菌柄长与

子实体产量的相关性回归曲线。从图6可看出，菌柄

长与子实体产量呈显著正相关（R=0.514），说明菌柄

长显著影响子实体产量，随菌柄长增大，子实体产量

也增加。结合表7结果分析发现，田土∶沙子（3∶1）处

理的菌柄长（18.900 cm）大于田土处理的菌柄长

（17.733 cm），但其子实体产量（1217.167 g）显著低

于后者（1519.333 g），说明不是所有覆土材料处理的

子实体产量均随菌柄长增大而增加，因此，子实体的

菌柄长不能作为衡量其产量的单项指标。

2. 3. 3 子实体产量与菌盖厚度的相关性 以菌盖

厚度为横坐标、子实体产量为纵坐标绘图，得到菌盖

厚度与子实体产量的相关性回归曲线。从图7可看

出，菌盖厚度与子实体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R=

表 6 不同比例添加物基料对印度丽蘑生物学效率的影响
Table 6 Influence of different-proportion supplements on the
biological efficiency of C. indica

添加比例（%）
Proportion of
supplement

0（CK）
15
30
45

生物学效率（%）Biological efficiency
米糠

Rice bran
24.600±0.110dC
28.600±0.123cB
38.200±0.500aA
28.900±0.122bB

麦麸
Wheat bran

24.600±0.110cC
21.730±0.210dD
37.560±0.512aA
25.700±0.200bB

玉米粉
Maize powder

24.600±0.110dD
27.100±0.221bB
40.270±0.432aA
26.500±0.53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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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印度丽蘑田土覆土的出菇情况
Fig.1 C. indica on loamy soil as casing material

图 2 印度丽蘑牛粪∶田土（3∶1）覆土的出菇情况
Fig.2 C. indica on cow dung:loamy soil（3∶1）as casing mate-

rial

图 4 印度丽蘑田土∶沙土（3∶1）覆土的出菇情况
Fig.4 C. indica on loamy soil:sand（3∶1）as casing material

图 3 印度丽蘑菌渣覆土的出菇情况
Fig.3 C. indica on mushroom dreg as casing material

图 5 印度丽蘑子实体产量与单菇重的相关性回归曲线
Fig.5 Correlation regression curve between yield of C. indica

fruit body and weight of single C. indica
*和**分别表示显著相关（P<0.05）和极显著相关（P<0.01）。图6~图7同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and ** represent extreme-
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6-Fig.7

图 6 印度丽蘑子实体产量与菌柄长的相关性回归曲线
Fig.6 Correlation regression curve between yield of C. indica

fruit body and length of s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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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柄长（cm）Length of stalk
0.661），说明菌盖厚度极显著影响子实体产量，菌盖

厚度越大，子实体产量越高。结合表7结果分析发

现，以田土∶沙子（3∶1）为覆土材料处理的菌盖厚度

（2.200 cm）明显大于以田土为覆土材料处理的菌盖

y=39.631x+879.14
R=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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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覆土材料对印度丽蘑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Table 7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asing materials on the yield-contributing factors of C. indica

指标
Index
产量（g）Yield
菌柄直径（cm）Diameter of stalk
菌柄长（cm）Length of stalk
菌盖直径（cm）Diameter of pileus
菌盖厚（cm）Thickness of pileus
现蕾天数（d）Days of primordium formation
出菇密度 Mushroom density
单菇重（g）Weight of single C. indica

田土（CK）
Loamy soil

1519.333±1.382cC
2.467±0.473bB
17.733±1.306b

9.433±1.250bcBC
2.133±0.351ab

10.000±1.000bB
+++

97.833±1.258cC

牛粪∶田土（3∶1）
Cow dung∶loamy soil（3∶1）

2077.733±0.987aA
3.300±0.252aA
25.367±0.777a

10.900±0.608bAB
2.633±0.058a

8.000±1.023cB
++++

108.167±0.289bB

菌渣
Mushroom dreg

1856.200±1.116bB
3.250±0.173aA
19.233±2.411b

12.767±0.702aA
2.733±0.252a

23.333±0.577aA
+++

124.333±0.307aA

田土∶沙子（3∶1）
Loamy soil∶sand（3∶1）

1217.167±0.466dD
2.533±0.404bB
18.900±1.997b
8.200±1.637cC
2.200±0.100b

10.667±1.528bB
++

86.647±1.155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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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2.133 cm），而子实体产量（1217.167 g）显著低

于后者（1519.333 g）；以菌渣为覆土材料处理的菌

盖厚度（2.733 cm）大于以牛粪∶田土（3∶1）为覆土材

料处理（2.633 cm），而子实体产量（1856.2 g）显著低

于后者（2077.733 g）。说明不是所有覆土材料处理

的子实体产量均随菌盖厚度的增大而增加，因此，子

实体的菌盖厚度也不能作为衡量其产量高低的单项

指标。

3 讨论

与其他栽培基质相比，利用菌渣栽培食用菌的

生产成本较低，出菇较整齐，目前应用较广泛（韩建

东等，2011）。本研究以杏鲍菇菌渣为主料添加30%

玉米粉栽培印度丽蘑可有效促进其菌丝生长，满袋

天数最短，与Alam等（2010）的研究结果相似；添加

30%玉米粉后，印度丽蘑子实体的单菇重、菌盖直径

和厚度、菌柄直径和长度均较大，生物学效率最高

（40.27%），与Alam等（2010）以水稻秸秆为主料、添

加30%玉米粉栽培印度丽蘑的研究结果相似；添加

30%玉米粉栽培的印度丽蘑第一、二潮菇产量极显

著高于其他添加物处理，与Alam等（2010）的研究结

果一致。

本研究中，以牛粪∶田土=3∶1为覆土材料栽培

的印度丽蘑子实体产量极显著高于其他覆土材料处

理，菌盖直径和厚度及菌柄长和直径也以牛粪∶田

土=3∶1为覆土材料处理较大，与Pandey等（2004）对

双孢蘑菇的研究结果相似；以菌渣为覆土材料栽培

印度丽蘑子实体的菌盖直径、菌盖厚度和单菇重均

最大，但其现蕾天数较长，不利于开展印度丽蘑商业

栽培（陈明等，2011）。Navathe等（2014）研究发现，

以通气性和持水性好的稻草为主料，蚯蚓肥、干沼渣

和沙等覆土材料为辅料栽培印度丽蘑获得的生物转

化率和子实体产量均最高。本研究以牛粪∶田土=3∶

1为覆土材料栽培的印度丽蘑子实体产量最高，也进

一步说明覆土材料具有较佳的通气性和持水性，有

利于提高食用菌产量。

本研究中，印度丽蘑子实体的产量与单菇重呈

极显著正相关，说明子实体单菇重对产量的影响极

明显，单菇重越重，子实体产量越高，因此单菇重是

印度丽蘑产量的重要构成因子；菌柄长与子实体产

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菌柄长对子实体产量影响显

著，随菌柄长增大，子实体产量增加；菌盖厚度与子

实体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菌盖厚度对子实体

产量影响极显著，随菌盖厚度增大，子实体产量增

加，但以田土∶沙子（3∶1）和菌渣为覆土材料处理的

菌盖厚度与子实体产量的关系不符合这一相关性。

胡清秀等（2011）的研究也认为，不同覆土材料处理

下的杏鲍菇产量不是在菌柄长和菌盖厚占优势时最

高，说明不是所有覆土材料处理的子实体产量均随

菌柄长和菌盖厚增大而增加，故子实体的菌柄长和

菌盖厚不能作为衡量产量高低的单项指标。可见，

印度丽蘑的子实体产量由产量构成因子综合决定，

单个产量构成因子不能绝对反映出子实体产量。

4 结论

在杏鲍菇菌渣中添加30%玉米粉，且以牛粪∶田

土=3∶1为覆土材料栽培印度丽蘑，其菌丝生长周期

最短，子实体产量最高，栽培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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