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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食用菌生理成熟、食用菌生育期等概念仍处于定性描述阶段。本文旨在寻找一个科学衡量上述概

念内涵的计算方法，使之达到定量分析层次。基于营养枯竭学说理论，通过定义食用菌菌丝日生长量所占据培

养基长度为一个营养单元，构建了由数个营养单元连接而成的理想菌包模型，再对理想菌包模型中第一营养单

元生理成熟度的变化规律构建数学模型，以此揭示菌包中菌丝体生理成熟度变化规律，实现对食用菌生理成熟

度的量化。最后进行了２个食用菌种类的栽培试验，对模型进行检测和应用，成功建立了食用菌生理成熟度的

计算方法，并通过栽培试验，获得了姬菇的生理成熟度计算式：狆＝１／［１＋１００·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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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期是指生物体完成某个生长发育阶段所经

历的时间。在个体完成生育期的过程中，个体的生

理成熟度不断增加。个体生理成熟的增长速率越

快，则生育期越短，反之亦然。生育期是栽培学中

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作物栽培过程中进行农事活

动的重要理论依据，对茬口安排、品种布局有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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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１］。但在食用菌栽培领域，生育期的概念一

直处于定性描述阶段，建立食用菌生育期的科学计

算方法，使食用菌生育期达到定量的层次，人们对

食用菌的栽培便更具科学性。１８９９年德国著名微

生物学家Ｋｌｅｂｓ通过更新培养基，始终保持混生水

霉犛犪狆狉狅犾犲犵狀犻犪犿犻狓狋犪 处于营养丰富的培养液中，

菌丝体始终呈现营养生长状态。两年半后，当混生

水霉菌丝体被转移到营养缺乏的水中时，几天内便

产生了游动孢子，即提出营养枯竭学说［２］，其他研

究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３－４］。可见培养基营养水

平较积温，更为关键地影响着菌类营养生长期的长

短。国内有研究者以积温为手段，对食用菌生育期

进行了研究［５］。但研究忽略了营养枯竭学说对食用

真菌生长发育的影响。本文以营养枯竭学说为理论

基础，采取数学建模技术，对袋料栽培模式下的食

用菌生育期、生理成熟度进行量化，以期对食用菌

生物学特性给予科学揭示，也为食用菌的精准栽培

提供科学依据。

１　食用菌生理成熟度数学模型构建

１１　菌包理想模型构建

食用菌菌包理想模型，是为了便于研究而建立

的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想客体。假定菌包中菌丝体，

始终生活于一个理想而稳定的环境中，其生长速度

恒定。以菌丝体日生长量所占据的培养料为一个营

养单元。菌包由各营养单元在空间上相续连接而

成。令：菌包内培养料被接种后菌丝体首先占据的

营养单元为第一营养单元 （Ｆｉｒｓ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ｔ，

ＦＮＮ），此后不断被菌丝体占据的营养单元称为次

级营养单元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ＮＮ），

ＳＮＮ随着菌丝的向前蔓延而不断增加，处于菌丝

体最前端的营养单元称为开拓营养单元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ＩＮＮ），ＩＮＮ也为菌丝体对某一

营养单元第一天占据的情况，ＩＮＮ 次日便归入

ＳＮＮ （图１）。

１２　菌丝生理成熟度分析

从菌包理想模型来看，菌包内ＦＮＮ中菌丝，

较ＳＮＮ具有更高的生理成熟度 （因ＦＮＮ中的菌

丝体在菌包内存在时间最长）。因此，本文以ＦＮＮ

菌丝体生理成熟度的变化规律，代表整个菌包内，

菌丝体的生理成熟度变化规律。同时，ＦＮＮ生理

成熟度增长速率受ＳＮＮ的影响，如下分析：

若菌包长度仅有一个营养单元，则该菌包生理

成熟度变化情况不受其他营养单元影响。

图１　理想菌包构成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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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理想菌包右侧接种，白色部分表示已被菌丝侵占培养料。

若菌包由２个及其以上的有限个营养单元构

成，则ＦＮＮ将受ＳＮＮ的影响。ＩＮＮ同化产物通

过菌丝体转移至ＦＮＮ，抑制了ＦＮＮ菌丝体对其培

养基营养枯竭的感受能力，缓阻了ＦＮＮ菌丝体生

理成熟度的增长速度［６］。

若菌包长度由无限个营养单元构成，则ＳＮＮ

对ＦＮＮ生理成熟度增长率的抑制达到一个极限。

ＩＮＮ同化的营养物质通过多个ＳＮＮ菌丝的运输，

途中消耗殆尽，因距离等关系已无力对ＦＮＮ中菌

丝体营养枯竭事件发生产生影响［６］。

关于ＩＮＮ对ＦＮＮ进行作用的信号因子尚未通

过试验检测发现，因此本文且视 “同化产物”为信

号因子对其进行叙述［６］。

１３　函数关系的建立

１３１　营养单元生理成熟度变化规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曲线函数反映了一个物种在一定空间、资源及时间

条件下生物量的积累规律［７］。在一定空间培养料上

接种菌种，菌丝体生理成熟度变化规律，也将符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变化。本文定义改进后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

线函数为：犳（狓）＝１／［１＋１００·犲
－狓·犮］＝狆用于模

拟单个营养单元内菌丝体生理成熟度变化情况。函

数中，随着培养天数 （狓）的增加其生理成熟度无

限趋近于１ （为１００％）；函数中ｅ为自然常数，近

似值２．７１８２８，狆为生理成熟度，犮代表单个营养

单元实测值。犮的取值决定了营养单元中，菌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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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成熟度 （狆）随培养天数 （狓）变化的轨迹。

一定范围内，较大犮值的生理成熟度增长速率较快

（图２），犮是菌株的生物学特性。

图２　不同犮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曲线走向影响

犉犻犵．２　犔狅犵犻狊狋犻犮狊犮狌狉狏犲犪狊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犫狔犮狏犪犾狌犲狊

１３２　ＩＮＮ 对 ＦＮＮ 生理成熟度的影响建模　

ＩＮＮ对ＦＮＮ感受营养枯竭的抑制力，随两者间的

距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本文以函数犳（犔）＝［１／

（犲犔
·犱）］·犵＝犮２对这一现象进行模拟，如图３所示。

式中犮２代表ＩＮＮ对ＦＮＮ生理成熟度的影响系数，

此系数既是菌种生物学特性的反应，又受到菌包长

短的影响；犔代表ＦＮＮ与ＩＮＮ的距离；犲为自然常

数近似值是２．７１８２８；犱、犵为拟合参数，其取值决定

了曲线的变化曲率及走势，犱、犵、犔共同决定了犮２取

值。若将整个菌包作为研究对象，则犔 为菌包长

度。ＩＮＮ与ＦＮＮ的距离越远则抑制力越弱。

１３３　模型整合　ＦＮＮ生理成熟度增长速率，受

其生物学特性的控制，同时也受到ＩＮＮ 的影响

（犮２）。ＩＮＮ对ＦＮＮ生理成熟度增长速率的影响表

现在对犮值的影响。改造ＦＮＮ生理成熟度变化函

数犳（狓）＝１／（１＋１００·犲
－狓·犮）＝狆为犳（狓）＝１／［１＋

１００·犲－狓
·（犮１＋犮２）］＝狆，用以容纳ＩＮＮ对ＦＮＮ生理

成熟度增长速率的影响 （袋长因子）。犮１代表无限

袋长情况下得到的犮值，即：未满袋即形成原基的

情况，此时该菌丝体呈现出最长的营养生长期，是

１个菌株的生物学特性；犮２变量用以容纳ＩＮＮ对

ＦＮＮ生理成熟度的影响系数，菌袋越短犮２越大，

犮值也就越大，ＦＮＮ 生理成熟度增长速率越高。

将犮２函数代入改造后的ＦＮＮ生理成熟度变化函数

中，得到菌包内菌丝体在特定袋长、培养天数情况

下，所具有的生理成熟度，其函数关系式为：犳

（狓，犔）＝１／［１＋１００·犲－狓
·（犮１＋

１

犲
犔·犱

·犵）］＝狆。当菌袋

图３　不同犱值情况下开拓营养单元对第一营养单元营

养枯竭抑制力

犉犻犵．３　犖狌狋狉犻犲狀狋犱犲狆犾犲狋犻狅狀犻狀犺犻犫犻狋犲犱犫狔狏犪狉狔犻狀犵犱狏犪犾狌犲狊

长度犔超过一定长度值时，犮２值趋近于０，菌包生

理成熟度增长速率最慢、生育期最长；反之，在一

定长度范围内犔越小，菌包生理成熟度增长速率

越快、生育期越短。此与生产经验 “短袋早出菇，

长袋晚出菇”完全相符。

２　食用菌生理成熟度函数的求解运用

２１　犮１值的求解

犮１为无限营养单元 （袋长）情况下，菌包生

理成熟度增长速率的决定系数。设计足够长的菌

袋，满足菌丝体在完成营养生长期时，菌丝尚有未

开拓的营养单元。记录菌丝体完成营养生长期时，

菌丝体达到的总长度 （犔）和培养天数 （狓）。令：

生理成熟度达到０．９９时为生理成熟。将培养天数

（狓），代入犳（狓）＝１／（１＋１００·犲
－狓·犮１）＝０．９９，求

出犮１。

２２　犮２值求解

犮１＋犮２为有限袋长情况下，菌包生理成熟度

增长速率的决定系数。设计不同袋长 （犔）的菌

袋，满足菌丝体在长满菌袋内所有营养单元后，才

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发生。记录菌丝体由营养生

长向生殖生长发生时培养天数 （狓）。令：生理成

熟度达到０．９９时为生理成熟。犮１值已在２．１中求

得，将各袋长 （犔）所对应的营养生长期 （狓）及

犮１代入犳（狓）＝１／［１＋１００·犲
－狓·（犮１＋犮２）］＝０．９９求

出各袋长相对应的犮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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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系数犱、犵求解

以各袋长 （犔）为横坐标、其对应犮２值为纵

坐标作图，用图中数据点，结合函数犳（犔）＝［１／

（犲犔
·犱）］·犵＝犮２，在数学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中进行拟合

求解，求出犱、犵值。

３　栽培试验

３１　材料与方法

３１１　试验材料　

（１）菌种：姬菇犘犾犲狌狉狅狋狌狊犮狅狉狀狌犮狅狆犻犪犲、金顶

侧耳犘犾犲狌狉狅狋狌狊犮犻狋狉犻狀犻狆犻犾犲犪狋狌狊。

（２）培养料：棉籽壳８０％、麸皮１８％、石膏

粉１％、蔗糖１％。

（３）玻璃管：直径５．５ｃｍ。

３１２　试验方法

（１）玻璃管的制备：玻璃管来自废弃的太阳能

集热管。按试验设计要求，用角磨机将玻璃管截成

段。截好的玻璃管用以盛放培养料。玻璃管长分别

为４、６、８、１０、１３、１７、２２、２８ｃｍ，每长度重

复９个。

（２）培养料的制备：先将棉籽壳置于水中浸泡

４ｈ。再将石膏粉、蔗糖置于容器中，加适量水搅

拌均匀。将搅拌均匀的液体倒入麸皮中拌匀，加水

调节使麸皮湿润，最后将麸皮撒入浸泡后沥干的棉

籽壳中，拌匀后备用。

（３）装料：为了使玻璃管内培养料各部分氧气

压均匀，采用部分装满法，即，在玻璃管中放入宽

４．５ｃｍ的塑料直尺，将玻璃管分隔为大小不同的２

部分，将培养料装入空间较大的部分，留下空间较

小的部分用于气体的扩散，玻璃管的长度即为培养

料的长度。装好料后，用一块纱布将一端管口覆盖

并在纱布上覆盖塑料纸将管口密封，另一端则仅覆

盖塑料纸。

（４）灭菌、接种、培养：常规高压灭菌。冷却

至室温接种，接种于纱布层与塑料纸之间，菌种完

全覆盖管口。

待菌丝透过纱布层向培养料吃料后，将纱布及

其上的菌种从管口取出，以此排除菌种生理成熟度

对试验的影响，并保留塑料纸对管口的密封。

室温培养，待菌丝体达到４ｃｍ长时，用手术

刀在接种端中心部位以 “人”字形状划破塑料纸，

同时将其转移至适于出菇的环境中，诱导菌丝体从

割掉的塑料纸处形成子实体。

（５）数据记录：记录各长度培养料条件下营养

生长期、完成营养生长期时菌丝体从接种端向前蔓

延的距离。

３２　结果与分析

３２１　菌株营养生长期及不同培养料长度下菌株

营养生长周期　结果表明，较短培养料的处理最先

完成营养生长 （图４），营养生长期与培养料长度

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正相关性 （表１）。

图４　接种后不同长度培养料的出菇情况

犉犻犵．４　犉狉狌犻狋犻狀犵狅犳犿狌狊犺狉狅狅犿狊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犱狌狀犱犲狉狏犪狉犻犲犱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

注：Ａ为姬菇 （接种后３０ｄ）；Ｂ为金顶侧耳 （接种后２５ｄ）。

３２２　菌株生理成熟度计算公式

（１）姬菇：将表１姬菇数据转化为矩阵向量格

式。袋长（营养生长结束时菌丝体的长度）：犔＝［４，

６，８，１０，１３，１７，１７．５，１７．５］，营养生长生育期：犡＝

［１８，１９，２１，２３，２５，２７，２９，３０］。由 ｍａｔｌａｂ

计算得出影响食用菌生理成熟度的关键参数：犮１

为０．３０６７、犵为０．３７１９、犱为０．１３６３。将各参

数值代入函数中，即得姬菇的生理成熟度计算式：

狆＝１／ ［１＋１００·犲
－狓·（０．３０６７＋

１

犲
犔·０．１３６３

·０．３７１９）］。

（２）金顶侧耳：将表１金顶侧耳数据转化为矩

阵向量格式。袋长（营养生长结束时菌丝体的长

度）：犔＝［４，６，８，１０，１３，１３，１３，１３］，营养生长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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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犡＝［１４，１７，２２，２４，２５，２５，２５，２５］。由 ｍａｔｌａｂ

计算得出影响食用菌生理成熟度的关键参数：犮１

为０．３６８０、犵为１．３８９８、犱为０．３８３８。将各参

数值代入函数中，即得金顶侧耳的生理成熟度计算

式：狆＝１／［１＋１００·犲
－狓·（０．３６８０＋

１

犲
犔·０．３８３８

·１．３８９８）］。

表１　不同培养料长度与营养生长周期的关系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犲狀犵狋犺狅犳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犫犪犵犪狀犱

犵狉狅狑狋犺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犿狌狊犺狉狅狅犿狊

培养料

长／ｃｍ

姬菇 金顶侧耳

接种后３０ｄ菌丝

蔓延长度／ｃｍ

营养生长

期／ｄ

接种后２５ｄ菌丝

蔓延长度／ｃｍ

营养生长

期／ｄ

４ ４ １８ ４ １４

６ ６ １９ ６ １７

８ ８ ２１ ８ ２２

１０ １０ ２３ １０ ２４

１３ １３ ２５ １３ ２５

１７ １７ ２７ １３ ２５

２２ １７．５ ２９ １３ ２５

２８ １７．５ ３０ １３ ２５

注：和为未满袋便进入生殖生长的处理。

４　讨论与结论

营养枯竭学说是以无限次更换陈旧液体培养

基，真菌所呈现的生理状况而提出的。本文涉及的

培养基均为固体，无法更换。但相同直径的菌袋，

装入或多或少的培养料 （呈现出不同的培养料长

度），初始时就决定了菌包中营养量。本试验中，

短袋中培养料的容纳量较长袋少，在菌丝体的分解

作用下，短袋较早实现营养枯竭，因而较早出菇，

符合营养枯竭学说理论。

较多的培养料上必然生长较多的菌丝体，其导

致培养料营养枯竭的速率难以衡量。但短袋早出菇

的现象客观存在，据此推测袋长因子影响着培养料

的营养枯竭。袋长越长，菌丝两端的距离也就越

远，两端菌丝间的影响力也就越弱。最终可以得

出：因菌丝体各部分间的空间阻隔障碍，菌包中培

养料的局部营养枯竭，也会导致其进入生殖生长，

而非全部的枯竭。这是营养枯竭学说在食用菌栽培

领域的发展演化，是对营养枯竭学说的补充。

食用菌生理成熟度增长规律，是其遗传属性的

固有表达，具有不变性。同时，又受栽培基质、温

度、湿度、光照、ｐＨ、通气、菌包大小等栽培因

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动性。食用菌腐生

需要营养物质，营养物质的多少制约着食用菌的生

长，这是与植物生长所不同的地方。因此，本文建

立在营养枯竭学说之上，率先以袋长因子研究营养

物质的多少与其成熟度变化的关系，其他栽培因子

与食用菌生理成熟度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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