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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在油茶

林下种植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

芝木段菌棒在油茶林下种植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1)选取油茶枝条的短木段，捆好装入

菌袋中；2)将营养物撒于木段上；3)制作油茶枝

木段紫灵芝菌棒；4)选种植3年以上的油茶林林

地种植紫灵芝；5)将菌棒斜放于挖好的穴或沟

中，种植密度为2‑4棒/平米；6)待菌柄长至5‑8cm

高时，割掉菌柄旁半径30cm内的杂灌；7)每年6‑8

月采收第一茬，10月份采收第二茬；8)种植紫灵

芝后的前4年，每年采收完第二茬后，在11月初，

用泥土重新覆盖菌棒露出来的部分，再用草、树

叶或树枝覆盖在其上面。本发明方法不但能提高

油茶林地的利用率，达到以耕代抚目的，还能充

分利用油茶经营剩余物，实现其物质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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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在油茶林下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

操作步骤如下：

1)处理油茶枝条木段：选取直径大于1.0cm的油茶枝条，锯成长18cm的短木段；将数根

短木段用绳子捆紧，形成直径为10‑20cm的近似圆柱状大木段；再将捆好的木段装入菌袋

中；

2)配制营养物：将下述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比混合配制成营养物：硫酸钾镁肥15％、石

灰石25％、玉米粉30％、碳酸氢铵15％、磷酸氢二铵15％，将上述原料混合后粉碎过60目，把

混合物粉末直接撒于步骤1)的木段上，每袋菌棒施用45g，菌袋两头用绳子绑紧；

3)油茶枝木段紫灵芝菌棒制作：将步骤2)的菌袋置于120℃高温条件下灭菌8h，自然冷

却至30℃以下后在木段两头分别接种紫灵芝菌种，然后放入25‑28℃的培养室中培养50‑

60d，直至木段长满菌丝，且菌丝开始变得微黄；

4)选取灌木型油茶林下适宜种植区域种植紫灵芝：选取种植3‑5年的灌木型油茶林林

地，避免在正午太阳直照区域及油茶树兜周围40cm半径内种植紫灵芝，其余范围均可种植；

选取种植6年以上的灌木型油茶林林地，避免在油茶树兜周边40cm半径内种植紫灵芝，其他

所有区域均可以种植；

5)种植方法及密度：先剪开菌袋，取出菌棒，斜放于挖好的穴或沟中，用细土覆盖，露出

2cm高的菌棒一角，以便其能更好接触空气，菌棒周围泥土适量按压，使菌棒周边不形成空

洞，菌棒表面不宜按压，种植密度为适宜种植区域2‑4棒/平方米；

6)管护措施：待菌柄长至5‑8cm高时，割掉菌柄旁半径30cm内的杂灌，防止杂灌随风摇

摆时刮损菌柄尖端的幼嫩菌蕾，导致其易受感染，并能保证灵芝生长形状，整个生长期无需

人工浇水、施用任何肥料及喷洒任何农药；

7)采收及加工：对于海拔小于500m的区域，每年6‑8月，当灵芝菌盖边缘颜色与中间相

同，菌盖上有孢子粉出现时即可采收第一茬，第一茬采收时，在靠近地表处将菌柄剪断，留

下菌脚以便当年在上面长出第二茬灵芝，第二茬灵芝在10月份成熟，采收时用手指握住菌

柄旋转后拔出菌脚；对于海拔大于500m的区域，每年只采收一茬，采收时用手指握住菌柄旋

转后拔出菌脚；

8)采后管护：种植紫灵芝后的前4年，每年在11月初，先用泥土重新覆盖菌棒露出来的

部分，再用4cm厚的草、树叶或树枝覆盖在其上面，以保湿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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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在油茶林下种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药用菌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灵芝木段菌棒

并在油茶林下生态种植紫灵芝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油茶(Camellia.spp)为山茶科、山茶属植物，是我国最主要的木本油料树种之一。

针对油茶种植前5年无收益，挂果初期油茶林地产出效益不太高，林地潜力未充分挖掘，且

大面积的油茶原有低产林分需要高接换冠、砍伐更新或树形修整等得到的大量的枝条剩余

物需要再利用问题。

[0003] 紫灵芝又称灵芝草、神芝、仙草，紫灵芝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有调节免疫、抗肿

瘤、抗癌、改善血液循环、滋补、健脑、强壮、消炎、利尿等功效。当前灵芝主栽品种为赤芝、鹿

角灵芝及紫芝等，紫灵芝主要栽培模式为室(棚)内栽培为主，少部分利用壳斗科中特定的

几个树种原木为段木原料制作好灵芝菌棒后埋入乔木林地的仿野生栽培，目前尚无利用山

茶科的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并在灌木类型树种油茶树林下生态种植紫灵芝的方

法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并在油茶林下生态

种植的方法，该方法不但能提高油茶林地的利用率，达到以耕代抚目的，还能充分利用油茶

经营剩余物，实现其物质循环利用。

[0005] 本发明以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目的：

[0006] 本发明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在油茶林下种植的方法，该方法的操作

步骤如下：

[0007] 1)处理油茶枝条木段：选取直径大于1.0cm的油茶枝条，锯成长18cm的短木段；将

数根短木段用绳子捆紧，形成直径为10‑20cm的近似圆柱状大木段；再将捆好的木段装入菌

袋中；

[0008] 2)配制营养物：将下述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比混合配制成营养物：硫酸钾镁肥

15％、石灰石25％、玉米粉30％、碳酸氢铵15％、磷酸氢二铵15％，将上述原料混合后粉碎过

60目，把混合物粉末直接撒于步骤1)的木段上，每袋菌棒施用45g，菌袋两头用绳子绑紧；

[0009] 3)油茶枝木段紫灵芝菌棒制作：将步骤2)的菌袋置于120℃高温条件下灭菌8h，自

然冷却至30℃以下后在木段两头分别接种紫灵芝菌种，然后放入25‑28℃的培养室中培养

50‑60d，直至木段长满菌丝，且菌丝开始变得微黄；

[0010] 4)选取灌木型油茶林下适宜种植区域种植紫灵芝：选取种植3‑5年的灌木型油茶

林林地，避免在正午太阳直照区域及油茶树兜周围40cm半径内种植紫灵芝，其余范围均可

种植；选取种植6年以上的灌木型油茶林林地，避免在油茶树兜周边40cm半径内种植紫灵

芝，其他所有区域均可以种植；5)种植方法及密度：先剪开菌袋，取出菌棒，斜放于挖好的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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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沟中，用细土覆盖，露出2cm高的菌棒一角，以便其能更好接触空气，菌棒周围泥土适量按

压，使菌棒周边不形成空洞，菌棒表面不宜按压，种植密度为适宜种植区域2‑4棒/平方米；

[0011] 6)管护措施：待菌柄长至5‑8cm高时，割掉菌柄旁半径30cm内的杂灌，防止杂灌随

风摇摆时刮损菌柄尖端的幼嫩菌蕾，导致其易受感染，并能保证灵芝生长形状，整个生长期

无需人工浇水、施用任何肥料及喷洒任何农药；

[0012] 7)采收及加工：对于海拔小于500m的区域，每年6‑8月，当灵芝菌盖边缘颜色与中

间相同，菌盖上有孢子粉出现时即可采收第一茬，第一茬采收时，在靠近地表处将菌柄剪

断，留下菌脚以便当年在上面长出第二茬灵芝，第二茬灵芝在10月份成熟，采收时用手指握

住菌柄旋转后拔出菌脚；对于海拔大于500m的区域，每年只采收一茬，采收时用手指握住菌

柄旋转后拔出菌脚；

[0013] 8)采后管护：种植紫灵芝后的前4年，每年在11月初，先用泥土重新覆盖菌棒露出

来的部分，再用4cm厚的草、树叶或树枝等覆盖在其上面，以保湿过冬。

[0014] 本发明方法具有如下优点：

[0015] 1)本发明利用油茶枝条木段并添加营养料后能成功培养紫灵芝菌棒,菌棒中菌丝

生长活力强,并能与油茶树枝木段融为一体,适宜野外栽培。

[0016] 2)本发明将长好的油茶木段紫灵芝菌棒种植于各树龄段灌木型油茶林的适宜区

域，在无任何设施及人工浇水情况下能很好生长。

[0017] 3)本发明利用油茶枝条木段栽培紫灵芝当年就能采收一茬，之后每年采收1‑2茬，

能连续采收4年以上，直至油茶木段营养被利用掉。油茶林下野外栽培采收的灵芝由于吸收

了油茶林中的地气，品质更高，价格是棚室栽培价格的4‑7倍，具有非常好的经济及营养价

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19] 本发明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在油茶林下种植的方法，包括如下具体

操作步骤：

[0020] 1.油茶枝条木段紫灵芝菌棒制作的原料处理

[0021] 选取直径大于1.0cm的油茶枝条，锯成长18cm的短木段；将数根短木段紧挨在一

起，并用绳子在木段的中部捆紧，形成直径为16cm的近似圆柱状大木段；再将捆好的木段装

入菌袋中。

[0022] 2.配制营养物及使用

[0023] 营养物的配制：将下述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比进行混合：硫酸钾镁肥15％，石灰石

25％，玉米粉30％，碳酸氢铵15％,磷酸氢二铵15％，将上述原料混合后粉碎过60目，将粉碎

得到的混合物粉末直接撒于木段上，每袋菌棒施用45g，菌袋两头用绳子绑住。

[0024] 3.油茶枝木段紫灵芝菌棒制作

[0025] 将步骤2的菌袋置于120℃高温条件下灭菌8h，自然冷却至30℃以下后在木段两头

分别接种紫灵芝菌种，放入25‑28℃培养室中培养50‑60d，直至段木长满菌丝，且菌丝开始

变得微黄。

[0026] 4.不同树龄油茶林及其林下适宜种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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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油茶为灌木型树种，根据其林下生态因子不同于乔木特性。种植1‑3年的灌木型油

茶林地不宜种植紫灵芝；种植3‑5年的灌木型油茶林林地，避免在正午太阳直照区域及油茶

树兜周围40cm半径内种植紫灵芝，其余范围均可种植；种植6年以上的灌木型油茶林林地，

避免在油茶树兜周边40cm半径内种植紫灵芝，其他所有区域均可以种植。

[0028] 5.种植方法及密度

[0029] 先用剪刀剪开菌袋，取出菌棒，将菌棒斜放于挖好的穴(沟)中，用细土覆盖，露出

2cm高的菌棒一角，以便其能更好接触空气，菌棒周围泥土适量按压，使菌棒周边不形成空

洞，菌棒表面不宜按压，种植密度为适宜种植区域2‑4棒/平米。

[0030] 6.管护措施

[0031] 待菌柄长至5‑8cm高时，割掉菌柄旁半径30cm内的杂灌，防止杂灌随风摇摆时刮损

菌柄尖端的幼嫩菌蕾，导致其易受感染，并能保证灵芝生长形状。整个生长期无需人工浇

水、施用任何肥料及喷洒任何农药。

[0032] 7.采收及加工

[0033] 对于海拔小于500m的区域，每年6‑8月，当灵芝菌盖边缘颜色与中间相同，菌盖上

有孢子粉出现时即可采收第一茬，第一茬采收时，用枝剪在靠近地表处将菌柄剪断，留下菌

脚以便当年在上面长出第二茬灵芝，第二茬灵芝在10月份成熟，采收时用手指握住菌柄旋

转后拔出菌脚；对海拔大于500m的区域，每年只采收一茬，采收时用手指握住菌柄旋转后拔

出菌脚。

[0034] 8.采后管护

[0035] 种植紫灵芝后的前4年，每年采收完第二茬后，在11月初，先用泥土重新覆盖因雨

水冲刷及采收等使菌棒露出来的部分，再用4cm厚的草、树叶或树枝等覆盖在其上面，以保

湿过冬。

[0036] 以下是本发明的应用及对比实例

[0037] 实例1：油茶枝条木段不同处理及接种不同灵芝品种菌棒制作的效果对比

[0038] 1)油茶枝条木段紫灵芝菌棒制作的原料处理

[0039] 选取1.0cm以上粗的油茶枝条，锯成18cm长的短木段；把短木段紧挨在一起，用绳

子在木段的中部捆紧，形成直径为16cm的近似圆柱状木段；把捆好的木段装入菌袋中。

[0040] 2)营养料的制备及使用

[0041] 处理方法1(CK)：不添加任何物质。

[0042] 处理方法2：将下述原料按重量百公比配比混合：硫酸钾镁肥15％，玉米粉30％，石

灰石25％，碳酸氢铵15％,磷酸氢二铵15％，将混合物质粉碎过60目，将混合物粉末直接撒

于木段上，每袋菌棒施用45g，菌袋两头用绳子绑住。

[0043] 3)油茶枝木段紫灵芝及黑色灵芝菌棒制作

[0044] 将装有木段的菌袋于120℃高温条件下灭菌8h，自然冷却至30℃以下后在木段接

种紫灵芝菌种、黑色灵芝菌种各50棒。

[0045] 培养：将接种好的木段放入25‑28℃培养室中培养50‑60d，至段木绝大部分长满菌

丝，且菌丝开始变得微黄即可。

[0046] 效果：

[0047] 接种黑色灵芝的菌袋：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菌袋，接种成功率为零；接种施用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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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料的菌袋接种成功率仅为32.6％。可见，黑色灵芝暂不适宜用油茶枝做培养料。

[0048] 接种紫灵芝的菌袋：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菌袋，接种成功率为54.5％；接种施用了

营养料的菌袋接种成功率为92.6％。可见，紫灵芝能较好利用油茶枝。

[0049] 实例2：油茶林下不同区域种植紫灵芝的效果对比

[0050] 1)菌棒制作

[0051] 选取1.0cm以上粗的油茶枝条，锯成18cm长的短木段；把短木段紧挨在一起，用绳

子在木段中部捆紧，形成直径为16cm的近似圆柱状木段；将捆好的木段装入菌袋中。将装好

木段的菌袋于120℃高温条件下灭菌8h，自然冷却至30℃以下后接种紫灵芝菌种培养52天

得到菌棒，每袋菌棒长度18cm、直径16cm。菌棒已经全部长满灵芝菌丝，无感染，菌棒表面部

分菌丝开始变黄成熟。

[0052] 2)种植地点

[0053] 试验点位于广西，油茶树种植第四年，种植密度为100株/亩，行间距为2×3m，株间

已经郁闭，行间约有80cm宽没有油茶枝条覆盖。灵芝菌棒种植前三周油茶林地按照油茶常

规动作进行了锄草抚育，林下杂草已全部锄完。

[0054] 3)种植方法

[0055] 菌棒沿等高线横向摆放种植，第一行离树蔸40cm，每行种30棒，两棒之间隔60cm；

垂直等高线隔50cm种第二行，每两行油茶树间种5行灵芝菌棒，从上到下依次为第1‑5行，每

行为一个处理；共150棒。挖20×15×15cm规格的穴，将一袋紫灵芝菌棒脱掉塑料袋后平放

于穴中，覆土至菌棒上面盖2‑3厘米厚细土，林地上无需搭棚及人工浇水，种植后任其自然

生长；之后每年2月油茶林割草抚育一次。

[0056] 每年的6‑7月采收，采收原则为先熟先收，第一茬采收时，用枝剪在靠近地表处将

菌柄剪断，留下菌脚以便当年在上面长出第二茬灵芝，第二茬灵芝在10月份成熟，采收时用

手指握住菌柄旋转后拔出菌脚。

[0057] 4)观察记录

[0058] 记录观察灵芝各年的生长状况及相关数据，包括各行的总产量、菌柄长度、菌柄直

径、菌盖直径、菌盖厚度、成熟时间、中途死亡数、是否有重(叠)型菌盖等，采收统计前4年产

量。统计汇总各年上述数据，得到均值。

[0059] 5)产量结果

[0060] 油茶林下不同区域林下紫灵芝前四年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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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从上表及其它观测结果可以看出，前4年每年七月初采完第一轮后，10月份左右会

再出少部分。第五行产量最高，其次为第四行、第一行和第二行。第三行产量最低，灵芝大部

分在生长过程中蔫死或被虫蛀，产量只有最高产的37.5％；前面两个月所有灵芝长势都正

常，都萌发了菌蕾，菌蕾在伸长生长过程中，第三行陆续有菌蕾长出霉菌，蔫死。从上表可以

看出，第三行与其它4行产量差异显著，其它4行之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0063] 6)灵芝外形结果

[0064] 油茶林下不同区域种植的紫灵芝外形汇总表

[0065] 外形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菌柄长度均值(cm) 8.1 6.8 2.9 7.1 8.3

菌柄直径均值(mm) 12.3 13.1 17.7 13.7 11.8

菌盖直径均值(cm) 10.5 11.7 6.6 11.0 10.2

菌盖厚度均值(mm) 11.6 11.4 7.5 10.7 11.3

成熟时间均值(d) 107 102 88 103 109

死亡数(朵) 2 2 11 1 0

是否有叠型菌盖 无(N) 无(N) 有(Y) 无(N) 无(N)

[0066] 上表中，第三行菌棒早期大部分能从土层中长出菌柄，但在菌柄长到露出地面2‑

4cm后菌柄顶端的幼嫩部分开始从紫红变为灰白，随后蔫死；一部分长出菌盖后，后期虫蛀

发霉变黑蔫死，组平均死亡数达到11朵，占总菌棒的55.0％。极少部分菌棒长成灵芝，但这

些紫灵芝几乎紧挨着地面生长，菌柄极短，只有其他行灵芝的一半不到；菌盖边沿较薄但其

基部较厚，呈明显的发射状；部分灵芝有叠型菌盖现象；菌型极丑，售价较低，只有其它灵芝

的三分之一。其它行长出灵芝，菌盖与菌柄比例协调，菌盖边沿及基部厚度基本统一，菌型

修长美观，无叠型菌盖现象。因而在油茶树中间无任何遮挡区域不适宜种植灵芝；除了第三

行的其它行菌棒，灵芝长势比较良好，产量较高，灵芝形状美观，虫蛀极少，都适宜种植灵

芝。

[0067] 本发明利用油茶枝条制作紫灵芝木段菌棒在油茶林下种植的方法，不但能提高油

茶林地的利用率，达到油茶林地以耕代抚目的，增加油茶林地收益，也能提高林地地力，提

供了灌木型树种林下种植紫灵芝的一般规律。本发明方法栽培所得灵芝品质较高，但价位

只有野灵芝的三分之一左右，更实惠，仿生栽培对当前民众对野生灵芝的需求是个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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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因而市场前景较大，为我国南方油茶种植户提供一种较好的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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