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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strain has direc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ible mushroom industry. Shandong Province ranks NO. 1 in production of edible mushroom nationwid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rice mechanism,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governing policies, defectives exist in Shandong
Province’s management of the emerging edible mushroom industry, especially in sector on mushroom strain. Therefore it results in market disorders and high industry risks in the strain industry. In order to ensur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ible mushroom strain industry, thereby regulate strain market and assure strain quality, suggestions on industry management were proposed accordingly. These suggestions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establish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increasing budget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romoting founding of cooperatives, and enhancing marke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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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菌种的好坏直接影响食用菌的发展。山东省作为生产食用菌的第一大省，受价格体系、管理体制及政策
等因素影响，在该新兴产业的管理上，特别是菌种行业的管理上尚不健全，导致菌种行业出现市场混乱、
行业风险高等问题。为确保食用菌菌种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本文从建立信息平台、加大科研投入、
促进合作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行业管理建议，从而规范菌种市场，确保菌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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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仅次于粮、棉、油、菜、果的第五大种植产业。山东省
是我国食用菌的主产区，其产量、产值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首位。2011 年全省食用菌产量为 315.2 万吨，
产值 183.3 亿元，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 12.26%，14.4%；2012 年全省食用菌产量为 366.1 万吨，产值 207.3
亿元，占全国比例分别为 13.06%，14.8%；2013 年全省食用菌产量为 385 万吨，产值 220 亿元，占全国
比例分别为 13.11%，14.67%。菌种生产位于食用菌产业链的最前端，对食用菌全产业链有重要影响。了
解菌种行业的发展及管理现状，解决菌种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对整个食用菌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食用菌菌种行业管理做了较多研究。马云桥(2010)通过对黑龙江黑木
耳菌种的生产应用情况进行分析，阐述了黑木耳菌种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对策建议[1]。卢敏、
李玉(2006)指出目前食用菌的品种保护意识差，进而波及菌种管理的混乱[2]。戴浩(2010)[3]、马桂珍
(2010)[4]、孙宝荣(2011)[5]、贾士龙(2011)[6]等人指出目前菌种市场存在菌种不纯、质量下滑等问题，要
加强行业管理，规范菌种市场。徐晖(2004)认为菌种行业问题受技术支撑体系不健全、产业化水平低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7]。以上研究对完善菌种行业管理、加快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
面对菌种产业的快速发展，现有的研究已不能很好的反映近些年菌种行业发展的新趋势。而且菌种行业
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针对菌种行业现有状况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以山东省为例对食用菌菌种行业管理的现状作一考察，进而分析目前菌种行业中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探讨相关的改进策略。

2. 山东省菌种行业发展及管理现状
2.1. 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1) 菌种品种不断增多。目前山东省除栽培平菇、双孢菇、香菇、金针菇等十几种传统大宗菌种外，
也积极拓展鲍鱼菇、裸色蘑菇、虫草等珍稀菌种的种植。据统计，山东省通过引进选育的大宗和珍稀菇
类优质菌种已达 30 多个，武香 1 号、平菇 99、平菇 89、草菇 V35、双孢菇 As2796、香菇 66 号等品牌
在省内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山东省育成审定了 3 个国家级、16 个省级的优良品种。2013 年度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目录中山东省平阴菌发蘑菇专业合作社的平阴鸡腿菇、山东省高密市惠德农产品有限公司的
惠和金针菇、山东省莘县的莘县蘑菇等食用菌产品均包含在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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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逐渐扩大。菌种厂数量增多。全省 17 个市 140 个县市区均具有食用菌菌种厂且规模日益扩
大，其中 70%的县市区已成为食用菌菌种的主要产地。目前全省共有符合条件的一级菌种厂近 30 家，它
们以生产母种和原种为主，拥有先进的硬件设备和技术水平，生产出的菌种质量有保证。三级菌种厂有
100 余家，成为菌种生产的主体。除传统专一的菌种厂外，许多工厂化企业参与到菌种的制作中，形成
了菌种生产、栽培、产品销售“一条龙”的体系，如高密市惠德农产品有限公司 2008 年开始建设，采用
菌种自制自繁，现在能日产 8 万袋菌包，25 吨金针菇。
3) 消费规模不断变大。食用菌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阶段，消费需求较大，消费种群也由单一
的散户向散户、种植大户、公司等多样性变化。生产的菌种除满足省内食用菌生产者的需求外，还开扩
了省外市场和国外市场，如淄博的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韩国食用菌企业进行合作，采用“本
国育种–外国出菇–外国售卖”新型模式，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2.2. 行业管理日趋完善
食用菌作为生态高效农业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山东省设立了专门的食用菌管理部门，省农业
良种产业化工程增加了食用菌项目。2000 年经省编委批准省农业厅成立省食用菌工作站，负责全省食用
菌的有关工作。2013 年成立了山东省首个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包括 10 名岗位专家、4 名试验
站站长等，共有成员 115 名，主要来研究食用菌优势菇种的育种、种质资源创新利用、良种标准化繁育
等工作。
山东省先后制定了关于食用菌菌种的 4 项国家行业标准，发布实施地方标准 70 余项，为金针菇、平
菇等菇类的发展提供了标准。为更好的选育优质种源，建立了平菇等食用菌种质资源库(650 余株)。全省
范围内建立食用菌科研示范基已地已达 50 多处，带动了邹城、莘县、武城、宁津县、平阴县、金乡县等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为更好的促进菌种行业的发展，山东省将食用菌菌种发展单独列入振兴蔬菜行业的规划中，指出到
2015 年，全省选育一批品质优、产量高、适应性强的新品种，建设一批高标准、规范化的菌种繁育场(基
地)，重点扶持 30 个年生产能力 1000 万包以上的食用菌良种繁育基地。

3. 山东省菌种行业管理中的问题及原因
3.1. 菌种行业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3.1.1. 行业风险系数高
1) 生产需求信息不对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菌种行业的发展，许多企业和个人在生产菌种时
没有对菌种市场进行详细、深入的调研，有关部门没能及时有效提供市场信息，导致生产的菌种不能很
好的满足菇农的需求，出现了产能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生产较为单一的小型菌种厂，销售市场
窄小，生产菌种畅销是受生产技术、规模的限制不会有太大收益，菌种需求变化易对其造成重创甚至破
产。如 2000 年双孢菇市场进入低迷期，草菇、杏鲍菇的价位开始上升，市场需求旺盛，管理部门没有将
此信息及时传递给生产者，很多菌种厂仍大量生产双孢菇菌种，忽视草菇、杏鲍菇等菌种的生产，导致
大量双孢菇菌种压放仓库，草菇等菌种热销不足，给菌种厂蒙受了巨大损失。2005 年双孢菇的市场重新
回暖，因没有及时掌握住信息，又使得一批菌种厂效益受损。
2) 收益少、赔偿多。食用菌不同于一般产业，特别是菌种的管理不好把握。食用菌菌种分为母种、
原种和栽培种，其中后者可由前者扩繁得到，这就给菌种行业埋下了质量隐患。一方面部分菇农为降低
生产成本，从菌种厂购买母种或原种后私自扩繁。平均 10 元一支的原种可以扩繁上千支的栽培种，扩繁
过程中技术不规范造成的质量问题，由于责任不可认定，这部分损失往往由菌种厂承担。菌种厂 1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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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收益却承担几万元或更高的赔偿，大部分菌种厂是无力承担的。据悉，山东省每年都要处理此类事
故十几起。超高的赔偿风险击垮了许多菌种厂，菌种行业已成为收益与风险不对等的行业，让许多企业、
单位望而却步，菌种生产这一领域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
3.1.2. 市场规范化不足
1) 菌种名称混乱。市场上售卖的菌种名称混乱，错名、乱名、多名现象严重，让菇农很难区分。有
些菌种因地域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叫法，一个菌种常拥有学名、地方名等多种名称。有些菌种生产者为更
好的占据市场，随意命名“新品种”。菌种名称的混乱让种植者购买时出现错买情况，对食用菌生产造
成不利影响。
2) 销售带有欺骗性。许多小型菌种厂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只了解一点制种知识，就非法生产劣质
品种，然后把菌种的产量、效益夸大几十倍，让菇农上当受骗。有的菌种厂为快速多量的卖掉自己的菌
种，在向菇农介绍时故意夸大种性、牵强附会、错误引导等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明明只是在出菇阶段
对病害的抵御能力强，却说成从发菌到出菇各个阶段对所有的病害有免疫；在售卖时只介绍菌种的优势
方面，对于可能存在的缺点一概不提，误导菇农的判断。
3) 存在恶意竞争。菌种的培育需要灭菌、接种、质量检测等多重严格的程序，成本较高，因此在销
售时价格比其他作物种子要高。目前省内生产经营菌种厂多以小型企业或民办科研所为主，认识上存在
偏差，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效益。简化或省略培育环节，生产劣质菌种打价格战，恶意降低销售价
格，让生产正规的菌种厂失去市场，甚至为生存，被逼迫生产劣质菌种。
3.1.3. 行业管理有漏洞
目前山东省存在的 100 家左右的三级菌种厂，只有 56 家是有证生产，约 50%的菌种厂没有取得《食
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许多大型食用菌工厂，为节约成本自产自用，培育的菌种存在很大的质量
隐患；在证件的审定、批准方面不规范。有些菌种厂还没有到达生产经营的标准就发给经营许可证，不
利于菌种的健康生产；一些小型菌种厂包装不规范，生产的菌种只写有商品名称，生产日期、适用范围
等标准信息缺乏；专业的菌种认定人员少，资质审查和审批制度不严格，对菌种的专利保护不到位。如
省农科院、山东农大等多个省级科研单位经过多年的菌种研究选育驯化的香菇新品种、黑木耳新品种、
槐耳新品种等由于缺乏有效的专利保护，很快流失到社会，给菌种培育者的积极性造成打击。有的选育
者对菌种申请菌种保护后也容易遭到侵权而且责任难以追究。菌种名称不规范，就算对某一菌种申请了
专利，其他生产者只需对菌种换个名称，是否侵权不好判定。况且食用菌菌种是一种特殊的菌种，一个
原种可以扩繁出几十倍多的栽培种，侵权的数量也难以界定。
目前有多个与食用菌有关的部门，如食用菌站 、农业行政机构、工商管理部门等，但很多都是技术
指导和服务，不能及时有效的对菌种行业进行监督。当生产环节不规范或质量不过关时没有及时提醒甚
至是无人问责，为投机倒把的不良商贩钻了空子，不利于菌种行业的发展。

3.2. 菌种行业管理问题的成因
3.2.1. 定价机制不合理
价格机制是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人们对菌种生产认识不全面，食用菌菌种的生产程序复杂，
条件苛刻。市场上销售的食用菌菌种的价格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还包括菌种购买后的技术服务。消费者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给劣质菌种提供了发展空间。一些不法厂商用劣质菌种“以次充优”，适当降
价来抢占市场，让良种遭到排挤，许多菌种厂为求得生存、赚取利润，不得已简化生产程序，菌种质量
无保证进而引发市场秩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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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缺乏专业组织。第一，管理部门不统一。2006 年颁布的《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指出农
业部主管全国菌种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菌种管理工作。
目前山东省负责食用菌菌种管理的部门繁多，其职能相互交错，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不利于食用菌菌
种的管理。如省食用菌站、农业局、地方县人民政府等对食用菌管理都有所涉及。第二，专业技能低下。
当前负责食用菌菌种管理的部门多是兼职管理的状态，工作人员对食用菌菌种的了解不够，缺少专业的
技术知识，无法向菇农准确传授假种劣种的鉴别技巧，宣传不到位。
监控缺失，执法力度小。山东省菌种管理归土肥所，对菌种厂生产的菌种无监管职能。省食用菌站
等只是提供技术性服务，没有行政职能。工商局负责菌种厂的审批工作，对生产菌种质量无涉及，菌种
生产缺乏必要的质量抽检和质量监控工作，劣质菌种盛行。对于无证生产、违法生产的企业打击力度不
够，相关人员在查处时素质低下，非法收取好处费，非但没有查禁，反而助长了这类菌种厂的存在。
3.2.3. 政府扶持政策少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产业，政府在食用菌特别是菌种行业的扶持较少，缺乏一些财政、政策上的支
持和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指导。
菌种是食用菌生产的必要原材料，科技含量较高。现有的菌种厂多数设备简陋、技术薄弱，生产经
营不规范，有的甚至是无证经营，无质量保证，无售后服务。简陋的条件为适应社会需求，菌种厂通常
会生产十几个品种或更多，为操作方便快捷，往往将多个品种同时存放在一起，造成了菌种错名，菌种
混长的后果。

4. 完善食用菌菌种行业的对策建议
4.1. 建立信息沟通平台，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针对菌种市场生产需求不对称的状况，政府和当地的食用菌协会应该为菇农和菌种生产者提供时常
沟通的机会，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制作专门网站、报纸、电视节目、电台讲座直播、咨询热线等
形式实现双方之间的及时交流，实现产销衔接、以销定产。有关部门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培训
指导课和菌种企业与种植单位的见面会，正确引导菌种厂生产菌种的方向，通过与菇农的交谈，及时了
解食用菌市场的变化，以便在有效时间内做出制菌调整。定期组织企业员工技术考核赛，对技术精湛的
实行奖励措施，提高菌种厂和菌种执法人员的技术素质，从而减少菌种市场劣质菌种的出现。
食用菌协会应及时了解市场信息，调控菌种生产的数量。各地的菌种协会可以结合当地实际，与农
户、政府部门联合成立菌种风险基金。三方各拿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菌种市场出现突发状况或菌种厂遭
受不必要损失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渡过难关。食用菌菌种的制作要求技术高，失败的比率较大，
为减轻菌种企业，尤其是小型单位的失败损失，可以将菌种纳入农业种子保险，也相应促进了创新育种
的步伐。

4.2. 加大科研投入，创新优质菌种
创新是一个行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食用菌菌种作为特殊的生产材料，技术条件要求高。政府应
该加大对菌种研究的科研投入，不断扩大菌种研究技术队伍，逐渐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成立一支创新研
究小分队，研究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新菌种，对生产技术落后的菌种厂提供技术支持，对菇农进行必要
的菌种知识普及。这支小分队可以从菌种生产单位选取技术水平高的人员、专业研究食用菌的院校教授
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的组成。鼓励有创新能力的菌种厂和食用菌企业进行自主研究，或与省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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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合作研究，创建自己的菌种品牌，提升自身竞争实力。
随着栽培时间的延长，菌种易出现种质退化、老化等问题，各科研机构和人员应不断改善菌种种质，
创新优质菌种。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在创新原有的十几种传统菌种种类时要注重对珍稀优质
菌种的研发，丰富菌种的类别。

4.3. 加快合作组织建设，延长产业链条
目前各级菌种厂问题重重，发展阻碍不断。大型的生产的母种或原种的企业单位成立条件苛刻，投
资成本高，小型的栽培种企业技术和设备有限，菌种质量难以保证。此外在农村还有经验丰富的制菌菇
农，连注册公司的成本都没有。针对此类情况，应该让同一地区的各级菌种厂进行合并，这不仅是保证
食用菌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菌种厂的发展必然。浙江省的部分地区现已开始试点。以当地的大规
模正规原种厂为原形，小型的菌种厂和技术娴熟的菇农可以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其中成立合作社，利用各
自优势，生产出高质量的菌种，并利用良好口碑，挤掉劣质菌种，从而占据菌种市场。这样既有助于原
种厂扩大生产规模，提升自身实力，小型菌种厂增加影响力，获得好声誉，技术菇农实现无自己工厂也
能制菌售菌的梦想，也可以让菇农购买到质量有保证且售后服务完善的优质菌种，很好的避免了不必要
的质量纠纷。政府方面也可以减少因菌种质量问题而增加的人力、物力等支出，可谓是达到了“三赢”。
结合当前食用菌的发展趋势，将制菌育种与食用菌栽培、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效结合，探寻
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延长产业链条，缩减中间不必要环节，降低成本，保证质量。目前省内部分地区已
出现食用菌企业育种、销售，菇农育菇的专业化分工。

4.4. 完善扶持政策、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
明确菌种管理责任归属，统一管理部门，相关部门之间清楚划分责任，当出现质量事故时让菇农做
到有法可依，有地申诉。严厉打击制造劣质菌种、乱引滥繁等违法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经营的制菌
企业。落实菌种的资质审批工作，建立菌种厂的企业档案，规范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放工作。
政策扶持方面，先重点扶持一批信誉好、实力强、技术高的菌种厂，建立示范菌种厂，对技术、效
益不到位的菌种厂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自然淘汰，净化菌种市场。将食用菌纳入国家粮食补贴、种子补贴
等补贴范畴，对菌种企业或单位实行动态的、间接的价格补贴，以防菌种厂过度依赖补贴进而扰乱市场
秩序。在财政方面，可以实行贷款优惠政策，鼓励扶持菌种企业的发展。
法律法规方面要继续落实和完善。加大《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的执法力度，国家加快菌种行业标
准和技术规程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菌种法律体系。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当地实际，出台食用菌菌种的质
量标准、技术要求。为避免菌种厂遭受无辜损失，在行业标准中明确标明菌种厂、菇农各自承担的责任
范畴，对于菇农擅自超范围的扩繁造成的损失不负责任。

基金项目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产业经济岗位专家项目(SDAIT-07-011-11)、山东省“三农”问
题软科学研究基地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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