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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天麻栽培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通过

采用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过程中的填充物，使

得该填充物替代传统天麻种植或栽培过程中采

用泥土或河沙等作为填充物所导致的栽培场地

不能连作的缺陷，改善了天麻的质量，使得天麻

不会因为填充材料的缺陷，所导致减产现象，提

高了单位面积的天麻产量，增加了收益，降低了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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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进行天麻种子有性

繁殖种植的过程中，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用填充物；

所述的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其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拌入

萌发菌种中，得到拌种萌发菌；取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并在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

中铺一层0.1-1 .3cm厚的碳化材料，然后撒一层0.5-1cm厚的拌种萌发菌，再撒一层0.8-

1.1cm厚的碳化材料，再撒一层0.5-1cm厚的拌种萌发菌，依次进行，直至将天麻栽培箱或天

麻栽培袋装满，并在最上面层采用碳化材料盖1.7-2.3cm厚，控制拌种萌发菌与天麻栽培箱

或天麻栽培袋间具有间隔，拌种萌发菌相互之间具有间隔，控制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

从底层至最上面层的碳化材料的湿度为60％，处理55-65天后，获得原球茎；选取播种场地，

采用砖砌成宽95-105cm，长195-205cm，高23-27cm的槽，并在槽底部铺一层4-6cm厚的碳化

材料，再在碳化材料表面撒上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在表

面，再在上面铺一层蜜环菌材，每根蜜环菌材之间的间距为5cm，每根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

料掩盖2cm，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

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

覆盖原球茎1cm厚，再在上面铺一层蜜环菌材，每根蜜环菌材之间的间距为5cm，每根蜜环菌

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至蜜环菌材二分之一处，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

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

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然后盖上10cm的碳化材料，控制槽内的碳化材料湿度为55-60％进行

培养，即可完成天麻栽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

化材料，是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与柴油在碳化池中混合后，点火燃烧成黑炭后，

再用水浇灭火后，所获得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

化材料，是碳化池中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厚度为9-11cm，再在表面喷洒占

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3-8％的柴油一层；再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厚度为9-

11cm，再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3-8％的柴油一层；直到将整个碳化池装满后，

从碳化池底部点火，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烧制成黑炭后，用水将其淋熄灭，获得

碳化材料。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碳化池是在平地上，采用火砖砌成高2.5m，边长4m的池子，并在池子的底部开设四条引火

槽，并用铁架再  做一条层架，使得层架将池子的底部与引火槽分离开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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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天麻栽培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在天麻的栽培种植过程中，其包含有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种栽种方

法，在有性繁殖过程中，为了降低天麻的栽培成本，增大天麻的产量，除了需要提供优质的

蜜环菌材，使得蜜环菌材为天麻栽培种植过程中提供充足的营养外，对于天麻种植的萌发

率、成活率也是至关重要的。

[0003] 鉴于此，在现有技术中，有大量的研究者从事于对天麻种子的萌发率、成活率进行

研究，并提出采用萌发菌进行拌种处理，能够有效的提高天麻种子的萌发率和成活率，进而

有效的提高天麻的产量和降低天麻的种植成本。

[0004] 但是，对于天麻栽培过程中，其通常都是采用泥土、河沙，甚至部分畜禽粪便处理

后，将其作为填充物料使用，以使得天麻栽培和种植过程得到有序高效的进行，可是，天麻

由于其自身特殊性的要求，使得在使用这些材料作为填充物使用后，导致填充物难以被回

收利用，使得天麻不能连续两年栽培在同一块基地上，如果将填充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或连

作处理，将会导致天麻的质量受到影响，甚至使得天麻减产了高达30-40％，阻碍了天麻产

业化的进行，增大了天麻种植成本；除此之外，采用河沙、泥土等作为填充物，使得天麻栽培

菌材遭受杂菌的污染，并且这些填充物的密度较大，透气性较差，利水性能较差，极易导致

天麻发病，增大了天麻种植成本，降低了天麻栽培效益。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

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

[0006] 具体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在进行天麻种子有性繁殖种植的

过程中，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用填充物。

[0008] 所述方法，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与萌发菌进行拌种后，使天麻种子发芽成原

球茎后，再选取播种场地，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过程中所采用的填充物，并将原球茎栽

培在碳化材料填充物中，并采用碳化材料填充物覆盖原球茎。

[0009] 所述方法，其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拌入萌发菌种中，得到拌种萌发菌使天麻

种子发芽成为原球茎；选取播种场地，采用碳化材料在播种场地上铺4-6cm厚的一层，再在

碳化材料表面撒上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在表面，再在上

面铺一层蜜环菌材，蜜环菌材相互之间有间距，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再撒一层原球

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

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原球茎1cm厚，再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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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铺一层蜜环菌材，蜜环菌材相互之间有间距，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至蜜环菌材二

分之一处，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

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然后盖上至少

10cm的碳化材料，控制槽内的碳化材料湿度为55-60％进行培养，即可完成天麻栽培。

[0010] 所述方法，其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拌入萌发菌种中，得到拌种萌发菌；取天

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并在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中铺一层0.1-1.3cm厚的碳化材料，

然后缩一层0.5-1cm厚的拌种萌发菌，再撒一层0.8-1.1cm厚的碳化材料，再撒一层0.5-1cm

厚的拌种萌发菌，依次进行，直至将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装满，并在最上面层采用碳化

材料盖1.7-2.3cm厚，控制拌种萌发菌与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间具有间隔，拌种萌发菌

相互之间具有间隔，控制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从底层至最上面层的碳化材料的湿度为

60％，处理55-65天后，获得原球茎；选取播种场地，采用砖砌成宽95-105cm，长195-205cm，

高23-27cm的槽，并在槽底部铺一层4-6cm厚的碳化材料，再在碳化材料表面撒上一层原球

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在表面，再在上面铺一层蜜环菌材，每根蜜

环菌材之间的间距为5cm，每根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2cm，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

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

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原球茎1cm厚，再在上面铺一层蜜

环菌材，每根蜜环菌材之间的间距为5cm，每根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至蜜环菌材二分

之一处，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

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然后盖上10cm的碳

化材料，控制槽内的碳化材料湿度为55-60％进行培养，即可完成天麻栽培。

[0011] 所述碳化材料，是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与柴油在碳化池中混合后，点火

燃烧成黑炭后，再用水浇灭火后，所获得的。

[0012] 所述碳化材料，是碳化池中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厚度为9-11cm，

再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3-8％的柴油一层；再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

颗粒，厚度为9-11cm，再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3-8％的柴油一层；直到将整个

碳化池装满后，从碳化池底部点火，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烧制成黑炭后，用水将

其淋熄灭，获得碳化材料。

[0013] 所述碳化池是在平地上，采用火砖砌成高2.5m，边长4m的池子，并在池子的底部开

设四条引火槽，并用铁架在做一条层架，使得层架将池子的底部与引火槽分离开来，即可。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其具有技术效果体现在：

[0015] 本发明通过采用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过程中的填充物，使得该填充物替代传统

天麻种植或栽培过程中采用泥土或河沙等作为填充物所导致的栽培场地不能连作的缺陷，

改善了天麻的质量，使得天麻不会因为填充材料的缺陷，所导致减产现象，提高了单位面积

的天麻产量，增加了收益，降低了成本。

[0016] 本发明中采用碳化材料来替代传统的河沙、泥土等作为天麻栽培填充物，使得填

充物得到反复循环利用，促进了天麻种植基地的连耕连作，降低了天麻栽培对基地的选择，

降低了天麻栽培成本；除此之外，再用碳化材料替代传统的河沙、泥土等填充物，避免了杂

菌对天麻栽培菌材的污染，增强了天麻栽培层的透气性，并且采用的填充物质量轻，密度

低，空隙多，碳化材料还具有一定的吸附性，能够有效的吸附环境中的养分，防止天麻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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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达到高产、稳产，节约土地资源，降低天麻栽培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限定，但要求保护的

范围不仅局限于所作的描述。

[0018] 需要说明的是 ：以 下实施例中采 用的萌发菌是本研究者在专利号为

201010542943.9中公开的萌发菌种，采用的蜜环菌材也是该专利号中公开的相应的蜜环菌

材产品，即为现有技术中的产品。

[0019] 实施例1

[0020] 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在进行天麻种子有性繁殖种植的

过程中，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用填充物。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与萌发菌进行拌种

后，使天麻种子发芽成原球茎后，再选取播种场地，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过程中所采用

的填充物，并将原球茎栽培在碳化材料填充物中，并采用碳化材料填充物覆盖原球茎。

[0021] 所述碳化材料，是碳化池中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厚度为9cm，再在

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3％的柴油一层；再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

厚度为9cm，再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3％的柴油一层；直到将整个碳化池装满

后，从碳化池底部点火，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烧制成黑炭后，用水将其淋熄灭，获

得碳化材料。

[0022] 所述碳化池是在平地上，采用火砖砌成高2.5m，边长4m的池子，并在池子的底部开

设四条引火槽，并用铁架在做一条层架，使得层架将池子的底部与引火槽分离开来，即可

[0023] 实施例2

[0024] 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在进行天麻种子有性繁殖种植的

过程中，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用填充物。

[0025] 所述方法，其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拌入萌发菌种中，得到拌种萌发菌使天麻

种子发芽成为原球茎；选取播种场地，采用碳化材料在播种场地上铺4cm厚的一层，再在碳

化材料表面撒上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在表面，再在上面

铺一层蜜环菌材，蜜环菌材相互之间有间距，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再撒一层原球茎

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

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原球茎1cm厚，再在上面

铺一层蜜环菌材，蜜环菌材相互之间有间距，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至蜜环菌材二分

之一处，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

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然后盖上至少10cm

的碳化材料，控制槽内的碳化材料湿度为55％进行培养，即可完成天麻栽培。

[0026] 所述碳化材料，是碳化池中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厚度为11cm，再

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8％的柴油一层；再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

粒，厚度为11cm，再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8％的柴油一层；直到将整个碳化池

装满后，从碳化池底部点火，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烧制成黑炭后，用水将其淋熄

灭，获得碳化材料。

[0027] 所述碳化池是在平地上，采用火砖砌成高2.5m，边长4m的池子，并在池子的底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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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四条引火槽，并用铁架在做一条层架，使得层架将池子的底部与引火槽分离开来，即可

[0028] 实施例3

[0029] 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在进行天麻种子有性繁殖种植的

过程中，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用填充物。

[0030] 所述方法，其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拌入萌发菌种中，得到拌种萌发菌；取天

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并在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中铺一层0.1cm厚的碳化材料，然后

撒一层0.5cm厚的拌种萌发菌，再撒一层0.8cm厚的碳化材料，再撒一层0.5cm厚的拌种萌发

菌，依次进行，直至将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装满，并在最上面层采用碳化材料盖1.7cm

厚，控制拌种萌发菌与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间具有间隔，拌种萌发菌相互之间具有间

隔，控制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从底层至最上面层的碳化材料的湿度为60％，处理55天

后，获得原球茎；选取播种场地，采用砖砌成宽95cm，长195cm，高23cm的槽，并在槽底部铺一

层4cm厚的碳化材料，再在碳化材料表面撒上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

化材料覆盖在表面，再在上面铺一层蜜环菌材，每根蜜环菌材之间的间距为5cm，每根蜜环

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2cm，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

不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

叠，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原球茎1cm厚，再在上面铺一层蜜环菌材，每根蜜环菌材之间的间距

为5cm，每根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至蜜环菌材二分之一处，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

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

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然后盖上10cm的碳化材料，控制槽内的碳化材料湿度

为60％进行培养，即可完成天麻栽培。

[0031] 所述碳化材料，是碳化池中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厚度为11cm，再

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8％的柴油一层；再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

粒，厚度为11cm，再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8％的柴油一层；直到将整个碳化池

装满后，从碳化池底部点火，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烧制成黑炭后，用水将其淋熄

灭，获得碳化材料。

[0032] 所述碳化池是在平地上，采用火砖砌成高2.5m，边长4m的池子，并在池子的底部开

设四条引火槽，并用铁架在做一条层架，使得层架将池子的底部与引火槽分离开来，即可

[0033] 实施例4

[0034] 一种碳化材料作天麻栽培填充物栽培天麻方法，在进行天麻种子有性繁殖种植的

过程中，将碳化材料作为天麻栽培用填充物。

[0035] 所述方法，其具体的操作是：将天麻种子拌入萌发菌种中，得到拌种萌发菌；取天

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并在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中铺一层1.3cm厚的碳化材料，然后

撒一层1cm厚的拌种萌发菌，再撒一层1.1cm厚的碳化材料，再撒一层1cm厚的拌种萌发菌，

依次进行，直至将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装满，并在最上面层采用碳化材料盖2.3cm厚，

控制拌种萌发菌与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间具有间隔，拌种萌发菌相互之间具有间隔，

控制天麻栽培箱或天麻栽培袋从底层至最上面层的碳化材料的湿度为60％，处理65天后，

获得原球茎；选取播种场地，采用砖砌成宽105cm，长205cm，高27cm的槽，并在槽底部铺一层

6cm厚的碳化材料，再在碳化材料表面撒上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用碳化

材料覆盖在表面，再在上面铺一层蜜环菌材，每根蜜环菌材之间的间距为5cm，每根蜜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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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2cm，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

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

再用碳化材料覆盖原球茎1cm厚，再在上面铺一层蜜环菌材，每根蜜环菌材之间的间距为

5cm，每根蜜环菌材采用碳化材料掩盖至蜜环菌材二分之一处，再撒一层原球茎在蜜环菌材

相互间的间距内，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再采用碳化材料铺至与蜜环菌材处相平；再撒一

层原球茎，原球茎相互之间不重叠，然后盖上10cm的碳化材料，控制槽内的碳化材料湿度为

60％进行培养，即可完成天麻栽培。

[0036] 所述碳化材料，是碳化池中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厚度为10cm，再

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5％的柴油一层；再撒一层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

粒，厚度为11cm，再在表面喷洒占谷壳或木材颗粒质量3％的柴油一层；直到将整个碳化池

装满后，从碳化池底部点火，将谷壳或直径为1cm的木材颗粒烧制成黑炭后，用水将其淋熄

灭，获得碳化材料。

[0037] 所述碳化池是在平地上，采用火砖砌成高2.5m，边长4m的池子，并在池子的底部开

设四条引火槽，并用铁架在做一条层架，使得层架将池子的底部与引火槽分离开来，即可。

[0038] 值得提醒的是：上述实施例并非穷尽本发明创造的所有的实施方式，而是对本发

明的操作方法做出简要的说明，以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创造的理解，以实现向本

领域技术人员进行充分公开的目的，对于本发明创造要求保护的范围中所提及到的数值范

围的端点值并未在上述实施例中出现，而在发明内容中出现的，应当以发明内中出现的为

准，并以此作为该保护范围的端点值，以达到实现该发明创造准确保护范围，并且在处理过

程中，本发明创造中的所有中间值均可以在实施例4的基础上，按照实施例4的操作方案来

得到最优化实现，在上述实施例能够详细说明本发明创造的操作方法时，并未以穷尽式的

撰写将所要求保护的数值范围进行一一的列举，故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此基础上作出的

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征和显著进步的改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畴。

[0039] 除了上述的处理方案外，本研究者还经过连耕连作实验，将本发明创造的处理方

法栽培的天麻与传统采用河沙、泥土等作为填充物进行天麻栽培处理的方法栽培天麻，并

将天麻连耕连作后的产量进行对比，得出，本发明创造的天麻栽培方法能够有效的避免天

麻的减产现象，并且降低了天麻的发病率，降低了天麻的栽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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