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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杏鲍菇工厂化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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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选择优良菌种,筛选出适宜生产原料和配方,总结出详细的、可操作性强的工厂化生产流程,
包括场地配备,培养料配置、制包和灭菌、冷却、接种、培养、管理及采收等各环节,可实现周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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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育菇车间标准间6.5米*8.5米*5.5
米,容量8400袋。需120间满足周转实用。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直接落入料孔底部,加快菌丝满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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