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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栽培食用茼和野生食用茼两方面综述 了云南食用茼的资源状况，通过对 云南食 用茼研究、开发现 

状的总蛄 ，就其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相应 的建议。简述 了食 用茼资源在 云南应 用开发 中的广阔前景，并提 出可持续 

利 用发展 的 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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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持续利用。对那些观赏价值高，种群数量小 ，分 

布非常有限的种质资源要首先妥善保护。 

3．2 积极稳 妥地 开展 野 生观 赏植物 的 引种 驯化 工 

作 

对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种类开展其分布、物候、 

繁殖等生物学特性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渐培育新 

的适应性强、更富观赏力 的植物品种。可首先在生 

境地建立引种驯化基地 ，进行栽培和繁殖，为进一步 

大范围利用野生观赏植物创造必要条件。对于分布 

稀少且不易成活的种，可考虑通过组织培养等方法 

进行扩大栽培。 

3．3 因地制 宜的进 行野 生观 赏植 物的保 护和 开发 

工作 

由于广东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 自然条件和社 

会条件差异较大，在植物种类及其特点上也有较大 

的差异性。考虑到这种差异 ，在进行不同地区观赏 

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时，就要严格尊重当地 

的自然条件 。注意因地制宜和因种制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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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一般是指可食用的大型高等真菌，可分 

为栽培食用菌和野生食用菌。食用菌不仅营养丰 

富，风味独特，而且许多种类为食药兼用，对改善人 

类的膳食和营养结构，提高人体免疫功能有着重要 

的作用 ，被誉为 “天然、营养、多功能”的健康食品。 

近年来 ，我 国食用菌行业 发展迅速 ，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食用菌生产和出 口国。其 中，云南以其野生食 

用菌的自然产量最高、出 口量最大而 闻名 ，据统计 ， 

年均产量 l0万吨以上 ，产值近 20亿元，出口创汇超 

过 1亿美元。食用菌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我国及云南 

社会经 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 

目前全世界约有食用菌 2 000余种，我 国现记录 54 

科 ，166属 ，938种 。云 南 的野 生 食 用 菌 在 750种 

以上 ，加上 5O多人 工栽 培 种类 ，云 南 的食用 菌 有近 

800种 ]，约 占世界食 用菌 资源 的 40％，全 国食 用菌 

资 源的 85．3％ ；绝 大多 数属 于 口蘑科 、牛肝 菌科 、红 

菇科 、蘑菇科 、裂褶 菌科 、多孔菌科 、珊瑚 菌科和 丝膜 

菌科等类群。 

1 栽培食用茵 

世 界食用 菌 贸易 主要 以栽 培食 用菌 为主 ，约 占 

整个 贸易量的 70％ ～80％。 目前 ，我 国是世 界上栽 

培食用菌种类和产量最多的国家。据统计 ，我 国栽 

培食 用菌在 5O种 以上 ，主要属 口蘑科 、蘑菇科 、木耳 

科、银耳科和鬼笔科等类群，但 目前广泛栽培的只 

有 2O种左 右。福 建省 即以栽培食 用菌发 展而 闻名 ， 

云南省 的食 用菌栽 培远 远 落后 于其 他省 份 ，位 于全 

国 l7位之 后 ，这 与 其 “食 用 菌 王 国”的 称号 很 不 相 

称[ 。 

目前云南栽培食 用菌主要有 ：木耳 、银 耳 、金耳 、 

双孢蘑菇 、香菇、侧耳、鸡腿蘑、竹荪 、金针菇、灵芝、 

猴头菌 、裂褶菌 。云南野生食 用菌资源丰 富 ，在优 良 

栽培食用菌的引种驯化中潜力巨大。 

1．1 木耳科 木耳属 目前人工栽培有 4种：木耳 、 

毛木 耳 、皱木耳和琥 珀褐木耳 ，其 中以木耳为主要栽 

培 品种 。我 国是 世界 上 最大 的木 耳生 产 和出 口国 ， 

云南 产可食木耳 8种以上 ，是 我国木耳 的主要产 区 ， 

其产量具全国之首，为云南传统的大宗出IZl商品 。 

1．2 银耳科 银 耳属 现人工 栽培 3种 ：银 耳 、金耳 

和血耳 。本属云南 分布 lO种 以上 ，9种可食 。 目前 

银耳和金耳为主要栽培品种。银耳历来作为传统补 

品而闻名于世。金耳营养成分与其相似 ，主产于滇 

西北和川西等地 区，为我国著名的食药兼 用真菌。 

茶耳亦是很重要的食药用菌 ，分布广 ，易栽培，急需 

推广开 发。 

I．3 口蘑科 该科 目前人工栽培种类高达 I9种， 

其 中侧耳属 11种 ，小 奥 德蘑 属 和香菇 属 各 2种 ，扇 

菇属、香蘑属、金针 菇属、口蘑 属和离 褶伞 属各 1 

种 。 

侧耳属 云南 分 布可食 用 的约 9种 ，其 中 以侧 耳 

的栽培 为最 多。侧耳又称平菇 、北风菌等 ，因其易栽 

培、生长周期短 、产量高等特点 ，发展迅速而普遍 ，是 

云南省 近年发展最快的一种食用菌 。 

香菇属云南分布 5种可食，目前人工栽培以香 

菇为主，云南夏季雨水充足，气候温凉，香菇生长具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小 奥德蘑属 目前 人工栽培成功 的有 长根小奥德 

蘑 和鳞柄 小 奥 德蘑 。本 属 云 南 分 布 l4种 ，lO种 以 

上 可食 。其 中长 根小 奥德蘑 和粘 小 奥德蘑 为 食 

药兼用 。本属 在栽培 食用 菌 、药用 菌 和保健 品开 发 

研究 中具有一定的潜力。 

1．4 蘑菇科 本科 目前人工栽培 4种，双孢蘑菇 、 

巴西蘑菇、双环蘑菇和高大环柄菇。 

双孢蘑菇为全世界栽培最广、产量最大的食用 

菌 ，也是 国际性 商品化 生产的重要食用菌 品种 ，我 国 

为最大的出 口国。 巴西 蘑菇 又称 姬松茸 ，是一 种珍 

贵的食 、药用真菌，其子实体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所 

含多糖具有抗肿瘤、抗病毒和调节免疫等作用，倍受 

保健 、医药学界的青睐和关注 ，是 目前 人工栽培食用 

菌中比较名贵的种类 ，值得进行研究和人工栽培的 

推广n。。。蘑菇属云南有 l3种 以上可食 ，而高大环 

柄菇属约 4种可食 ，它们 大多都能人工栽培 ，具 有较 

大开发潜力。 

1．5 鬼 笔科 竹荪 属人工 栽培 4种 ：长裙 竹荪 、短 

裙竹荪、红托竹荪和棘托竹荪。其中前 3者云南都 

有分布。目前 ，素有“中国竹荪之乡”之称的贵州织 

金县 ，在红托竹荪 的开发上 已取 得令人瞩 目成绩 ，现 

已发展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据报道 ，1995年全县 

干荪总产量已达 220吨，总产值近亿元。云南有着 

丰富的竹荪资源和多样的气候 ，竹荪人工驯化栽培 

值得重视 。 

此外 ，在其 他许 多科 目中云南 都具 有丰 富的可 

供驯化的野生食用菌，如 ：云南高寒林区盛产猴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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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4种，3种值得驯化推广，即猴头菌、玉髯和分 

枝猴头。滇中、滇北和西藏所产的獐头菌，个体大 ， 

易脱水保藏 ，也是一种可发展的传统食用菌。 

2 野生食用菌 

野生 食 用 菌 贸 易 在 世 界 食 用 菌 贸 易 中 约 占 

20％ 一30％。我 国是世界上野生 食用 菌资源最 为丰 

富的国家之一 ，目前 已知野 生食 用 菌种 类 在 850种 

以上。其中，云南野生食用菌种类及 自然产量居全 

国之冠 ，也是世界野生食用菌种类最多、产量最高的 

地区。据不完全统计 ，云南野生食用菌种类至少有 

750种 ，约 占全 国野 生食用 菌资 源的 88．24％ 。就 

食用菌 中的“珍品”而 言 ，云 南 资源 的 丰富也 是惊 人 

的。如在 日本被誉为“菌中珍品”的松茸、亚非著名 

的鸡土从、欧美各 国广为 食用 的松 乳 菇 、西 欧市 场 畅 

销的蓝黄红菇 以及东 欧用 以出 口的美味 牛肝菌 等名 

贵食用 菌 ，在云南 都有 分布 。此 外 ，冬虫 夏草 、干 巴 

菌、青冈蕈、空柄华鸡拟 菌和云南 内鬼笔等都是云 

南食用菌之上 品。云南 诸多 的野 生食 用 菌 中 ，经 济 

价值较大 的主要分 布于下列类群 中：松 茸类 、牛肝菌 

类 、红 菇类 、鸡拟 类 、干巴菌类 、珊瑚 菌类 、鸡 油菌类 

和块菌类 。 

2．1 松茸 类 “松茸”迄今 为止全球共 报道 15种 1 

变种 ，我 国记 载 5种 1变种 ，云南分 布 4种 即 ：松茸 、 

青 冈蕈 、假松 茸 和粗壮 口蘑 。 目前 ，市场 上 ，包括 出 

口的 “松 茸 ”，有 松 茸 、青 冈 蕈 、假 松 茸 和 粗 壮 口 

蘑 。这其 中以松茸价 格最 为 昂贵 ，为云南 主要创 

外汇菌种，据云南外贸部门的统计 ，仅 1997年 6～8 

月就有 350吨鲜松 茸 出 口 日本 ，创 汇达 4 000万 美 

元 ，成为云南第 四大出口创汇产品。 

2．2 牛肝 茵类 牛 肝菌类 是 云南 市场 上最 为重 要 

的食用菌 ，约占总贸易量的30％。本类群有近 40种 

常见食用 菌 ，主要 分布 于以下 9属 ：牛肝 菌属 、疣 柄 

牛肝菌属 、绒盖牛肝 菌属 、圆孔 牛肝 菌属 、小 牛肝 菌 

属 、粉孢牛肝菌属 、褶孔 牛肝 菌属 、乳牛肝 菌 属和 粉 

末牛肝菌属。在滇中市场上 以牛肝菌属为主 ，占总 

贸易量至少 70％ ，其次 是疣 柄 牛肝菌 属和绒 盖 牛肝 

菌属 ，其余各类群仅占很小的比例。牛肝菌类以美 

味牛肝菌 、黑牛肝 菌 、褐 疣柄 牛肝 菌 最为 常见 ，同时 

美味牛肝菌也是国际著名的食用菌 ，在欧洲 国家深 

受欢迎 ，是 出口创汇 的重要种 类之一 。 

2．3 红菇 类 红 菇类 包 括 红菇 属 和 乳 菇 属 ，为 滇 

中 、滇 南 重要 食 用 菌 ，约 占总 贸 易 量 的 30％左 右 。 

据不完全统计，红菇属有贸易食菌 12余种，其 中最 

为重要的是变绿红菇 ，其次是美丽红菇和蓝黄红菇 ， 

其余各种较少见。其 中变绿红菇，是早为产 区人 民 

所喜爱的一种食用菌，在云南分布范围广，资源蕴藏 

量丰 富 ，主要 以新鲜 菌在 当地 市场销 售。 

乳 菇属现知贸易真菌共 14种 ，其 中最 为常见 的 

有 ：松乳 菇 、红 汁乳 菇 、多 汁乳 菇和稀褶 乳 菇。其 中 

松乳菇 是倍受欢迎 的 国内外著名食用菌 。红菇类在 

云南都有较高的自然蕴藏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2．4 鸡土从类 鸡土从类 为滇 中 、滇 南重 要 的贸 易真 

菌 ，约 占总贸 易量 的 20％，鲜 品大 量 见 于各 地农 贸 

市场，同时亦有大量干品出售。包括鸡拟 属和华鸡 

土从属 。鸡土从属 目前共报道 26种 ，我 国分布 15种 ，云 

南共产 13种，皆可食。其中产量最大 、分布最广的 

是鸡土从菌，我 国传统入食的鸡土从主要是此种 ，以云 

南产量最为丰富 。华鸡土从属共 4种 ，云 南均有分 

布 ，皆为美 味食 用菌 ，质地为鸡丝 ，肉质鲜嫩 ，为当地 

食用菌 中珍 品。 

2．5 干 巴菌类 属 于革 菌属 的“干 巴菌 ”为 云南 的 

名贵食用菌，云南市场上出售的“干巴菌”除占主导 

地位的干巴菌和莲座革菌外 ，尚伴有橙黄革菌、淡褐 

革菌 、日本 革菌和掌 状 干巴菌 。其 中干 巴菌 是一种 

上等而珍贵的野生食用菌 ，其气 味香 而浓郁 ，嚼味无 

穷 ，极具经 济价值 ，为云 南滇 中、滇 西各族 人 民所衷 

爱 。 

2．6 珊瑚菌类 珊瑚菌类世界分布 100余种 ，我国 

报道 40余种，云南现知 3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为食 

用菌 。珊瑚菌是云南市场上贸易量较大 的一类食用 

菌 ，共有近 20种 频 见于 云南 省各 地农 贸市 场 ，其 肉 

质鲜嫩 ，色味俱佳，以滇中、滇南及滇西北盛产。 

2．7 鸡油菌类 鸡油菌类世界分布，现知 70余种， 

我国报道 16种，云南 13种分布。分布广，产量高， 

绝大多数为美味食用菌。云南市场上常见的有鸡油 

菌 、黄鸡油菌和小鸡 油 菌等 。其 中鸡 油菌 是世界性 

重要 贸易真菌 ，在欧洲市场倍 受欢迎 。 

2．8 块菌类 块菌类迄今全球共报道 60余种 ，我 

国现报道 26种 ，块 菌在 云南 的分 布种 类不 详 ，其 中 

印度块 菌为主要 贸易食 用菌 ，以出 口为主 。主要 

分布于滇西北 、滇东北和滇东南。该属香味独特，营 

养丰富，许多种价格 昂贵，尤其以黑孢块菌最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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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欧洲被称为“黑钻石”，现已在法国和意大利等 

地成功的实现半人工栽培 ，并投入商业化生产 ，具有 

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 

3 云南食用菌资源研究、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 开发 力度低 ，基础研 究相 对落后 在 全 国 

栽培食菌产业结构 中，东部地 区占 85％，西部地 区 

只占 l5％，尤其是栽培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 ，但经 

济贫困的西南地区，尚缺乏开发力度。云南拥有丰 

富的腐生真菌资源，但是真正开发利用并形成规模 

的却较少 ，目前 云南常见 的栽培食用菌只有 12余 

种。分散 的栽培模式，规模小、效益低 、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难以形成产业品牌。另据有关部门推测，云 

南野生食用菌年自然蕴藏量可达 50万吨，而年利用 

量仅为 1O万吨，利用率只有 20％，还有 80％的资源 

得不到开发 利用 。 

云南食用菌基础研究滞后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和资助。从长远角度来看，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根 

本出路是人工驯化栽培和野外采集相结合。但这其 

中所涉及到的资源状况、引种驯化、优良菌种菌株筛 

选 、人工促繁和应用推广等相关理论、技术的基础研 

究不够 。 

(2) 开发层 次浅、技 术含 量低 、产 品单一 云 

南的食用菌资源虽然丰富 ，但总体品位较低 ，开发技 

术落后 ，尤其是栽培食用菌，生产模式仍停留在依靠 

自然条件 ，手工作坊式生产的水平上 ，产品只能季节 

性生产，产量低、质量差，与当今 国内外市场的要求 

不相符。目前食用菌产品仅限于鲜品、干品、盐渍品 

及清水软罐头等。其中野生食用菌绝大多数以原始 

子实体的形式提供给国内外市场，且多数为统货 ，价 

格较低 ，进一步深层次的加工和贮藏研究较少 。 

(3) 开发 与保护 不相协调 ，资源破坏严重 云 

南食用菌资源之丰富居全国之首 ，但是真正产业化 

生产的却很少。栽培食用菌资源的开发在云南尚处 

于一种较低水平，野生食用菌资源的开发 以自由采 

集和 自发交易为主，缺乏有效统一的管理。致使许 

多名贵的野生食用菌在开发过程中得不到有效的保 

护，被无节制掠夺式的采集，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 

松茸 、虫草、鸡土从等著名野生食用菌在一些地 区已 

处于濒危状态。仅 以松茸为例 ，因其为云南主要创 

外汇菌种 ，价格也是出121食用菌中最昂贵的 ，近年来 

采集呈掠夺趋势。致使子实体很难成熟 ，孢子难 以 

产生和散发，有序的地下菌丝系统及正常分化与发 

育受到严重干扰。另外松茸产区森林植被的过度采 

伐、林相结构的破坏以及森林面积的 日趋缩减，导致 

了生态系统的恶化和地下菌丝的明显减少 ，严重危 

及到松茸再生能力n引。现在松茸的产量已经呈明 

显的下降趋势，值得引起重视。 

4 云南食用菌资源开发利用的展望 

(1) 加强基础研究，大力发展食用茼栽培 加 

强食用菌尤其是野生食用菌资源状况的调查研究 ， 

搞清其主要种类、分布地区、分布量及发生的生态环 

境等。进一步加强对名贵食用菌的分类、生理生态 、 

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等基础生物学研究 ，为资源的开 

发提 供基础 。 

充分发挥野生食用菌资源优势 的同时，应立足 

云南独特的环境和气候条件 ，大力发展食用菌的人 

工栽培 ，加强集约化规模栽培的研究 ，提高食用菌品 

质和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开展食 用菌 的反季节栽 

培 ，以填补冬季食用菌市场的真空时段。 

云南腐生真菌资源丰富，从 中筛选优 良栽培菌 

种、菌株的潜力大。为适应 国内外食用菌发展的需 

要 ，需不断加强对优 良、特色品种的选育和引进工 

作。发展、提高栽培食用菌生产技术 ，改进现有的生 

产方式。进而实现从菌种制作、培养料发酵、覆土材 

料制作等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工业化生产。 

(2) 保持 生态平衡，茼林结合 ，持续发展 资 

源保护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应在总结各地 民族 

对真菌资源传统利用的基础上，加大资源保护的宣 

传力度，提高菇民的保护意识 ，结合天保工程 ，实行 

封山育林。一方面加强野生食用菌的就地保护工 

作 ，建立保护区，促进野生食用菌 的自然、半 自然生 

长，定期、定量的持续利用 ，加强野生食用菌人工促 

繁的研究。另一方面要避免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毁 

灭性的掠夺式采集行为，减轻对野生资源 的压力。 

同时林业部门应采取间伐与育苗造林相结合 ，严禁 

剃光头式砍伐 ，还应逐步实施植树造林时苗木菌根 

化或接种菌丝体，以保持地下菌丝量，利于地下菌丝 

的生存繁衍  ̈。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野生食用菌资源的开 

发与生态环境和森林 的保护紧密结合起来。一方 

面，通过食用菌的开发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与 

发展 ，支持绿色经济强省的建设 ；另一方面，通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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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植被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 ，促进食用菌产业 的持 

续发展。野外采集与人工促繁、半人工栽培相结合 ， 

保持野生食用菌资源开发持续稳定的发展。 

(3) 立足资源优势，综合开发利用食用茵资源 

近些年来，食用菌的产量逐年增加，但食用菌产品 

的开发却相当滞后。目前 ，市面上的食用菌食品多 

为鲜食 、盐渍和干品，深加工产品数量少、品种单调。 

远不能满足人们对食用菌深加工产品日益增长的需 

要。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野生食用菌 

资源 ，加大食用菌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全方位综合 

开发利用食用菌资源。 

加强食用菌采后生理的研究 ，为其保鲜、贮藏和 

深加工提供理论基础 ，这是食用菌食品加工的前提。 

发酵罐深层培养具有周期短、成本低、效益 高等优 

点，是进行大量生产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加强食用 

菌液体深层发酵的研究 ，确定其最佳工艺条件 ，为食 

用菌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如 ：超微粒、微胶囊及超临 

界萃取等技术 ，进一 步发展食用菌 的食 品加工工 

业n 。加强传统食用菌食品的开发，尽快把研制出 

的技术可靠、工艺成熟、市场前 景好 的产品投入 生 

产，如：食用菌果脯、果冻、复合饮料等 ，丰富人们 的 

饮食。开发符合食品发展潮流，具有市场潜力的食 

用菌食品，如 ：食用菌膨化食品、休闲食品、速溶食品 

等 。 

丰富的真菌资源中，许多为食药兼用真菌，如虫 

草、灵芝、猴头等，不仅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而且药 

用效果 良好。因此可将食药用真菌结合起来 ，从食 

用菌中寻找新的抗菌、抗癌等药物 ，研究食用菌的药 

用价值 ，开发研制功能性食品和医药用品；特别是食 

用菌功能性饮料或口服液 ，因其融营养保健于一身， 

且在原 料和工艺 上易 于工业 化 生产 ，为众 多 厂商 和 

经销商所青睐，市场潜力巨大  ̈ 。 

灵芝、茯苓等食用菌中含有 自由基清除剂，能够 

清除人体内的 自由基 ，具有养颜、抗衰老等的功效， 

在美容化妆品应用开发 中前景广阔  ̈。仅上海霞 

飞 El用化工 厂生产 的“纯 天然 灵芝 系列圣 品 ”，就 包 

括“灵芝特效营养增白霜”、“灵芝润肤露”和“灵芝爽 

肤沐浴露”等 l5个品种，广东 、福建、辽宁等也都有 

以灵芝、虫草、银耳、茯苓 为原料的化妆品问世。可 

以预见以真菌为原料的化妆品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热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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