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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

立体栽培棚，包括棚体，棚体的上方设置有用于

保温保湿和遮荫降温的遮阳装置，遮阳装置的中

部设置有用于调节棚体内部温湿度和二氧化碳

浓度的通风天窗，棚体的内部均匀的布置有多个

用于放置菌棒的层架，棚体内还设置有通风系统

和加湿系统。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棚体内部设置多

层的栽培床架，可根据栽培人员身高的操作需

要，码放6-10层，使棚体的空间利用率提高2-3

倍，提高了棚体的时间与空间利用效率率，相比

原来的冷棚每年只能顺季栽培一个周期，出菇时

间不足半年，经改进后可以实现周年化2年3季生

产，使用效率提高50％；由于通风、调湿、保温、降

温等效果良好，使得优质花菇、白光面菇比例增

加，提高了优质菇的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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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包括棚体，所述棚体的上方设置有

用于保温保湿和遮荫降温的遮阳装置，所述遮阳装置的中部设置有用于调节棚体内部温湿

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通风天窗，所述棚体的内部均匀的布置有多个用于放置菌棒的层架，

所述棚体内还设置有通风系统和加湿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所述棚体包括两

侧的山墙、均匀设置于两道山墙之间的内支撑及设置与所述内支撑外侧的外支撑。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支撑包括

沿竖直方向均匀布置于两道山墙之间的多组支撑柱，各组所述支撑柱包括前后布置第一支

撑柱、第二支撑柱和第三支撑柱，所述第一支撑柱、第二支撑柱和第三支撑柱的底端均通过

预埋件与设置于地面上的混凝土基础固定连接，各组所述第一支撑柱、第二支撑柱和第三

支撑柱的上端均与内支撑拱杆固定连接，各所述内支撑拱杆的两端均通过预埋件与设置于

地面上的混凝土基础固定连接，所述两个山墙之间设置有多个与所述支撑拱杆相垂直的内

支撑横杆，所述内支撑拱杆和所述内支撑横杆构成内支撑格栅；

所述外支撑包括多个均匀间隔的布置于两道所述山墙之间且位于所述内支撑格栅外

侧的外支撑拱杆，多个所述外支撑拱杆上均匀间隔的设置有多个与其相垂直的外支撑横

杆，所述外支撑拱杆和所述外支撑横杆构成外支撑格栅，所述外支撑格栅设置有多个X字形

的剪刀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阳装置包

括设置于所述内支撑格栅上方的塑料膜和设置于所述外支撑格栅上的遮阳网，所述塑料膜

上覆盖有保温被。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天窗的

一端与各所述内支撑拱杆铰接连接，所述支撑拱杆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通风天窗翻转的

驱动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各所述有四根支

杆组成的宽度为1m，高度为2.2m组成的框架，各框架在高度方向上均分为7-10层，每层设置

两根横向支撑和两根纵向支撑，两根横向支撑之间密集的紧绷有放置网，所述放置网上放

置有菌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系统包

括自然通风系统和强制通风系统，所述自然通风系统包括均匀设置于所述棚体上的风孔和

风道，所述强制通风系统包括设置于所述棚体一侧上的风机和设置于所述棚体另一侧的水

帘。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系统包

括均匀布置于所述棚体内部的喷水管道，所述喷水管道上均匀设置有雾化喷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人工手动

喷水装置，所述人工手动喷水装置包括与所述喷水管道连通的软管，所述软管上设置有阀

门，所述软管的自由端安装有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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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香菇种植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

背景技术

[0002] 温室，又称暖房，指有防寒、加温和透光等设施，供冬季培育喜温植物的房间。在不

适宜植物生长的季节，能提供生育期和增加产量，多用于低温季节喜温蔬菜、花卉、林木等

植物栽培或育苗等。温室是指能控制或部分控制植物生长环境的建筑物。主要用于非季节

性或非地域性的植物栽培、科学研究、加代育种和观赏植物栽培等。

[0003] 温室的种类多，依不同的屋架材料、采光材料、外形及加温条件等又可分为很多种

类，如玻璃温室、塑料聚碳酸脂温室；单栋温室、连栋温室；单屋面温室、双屋面温室；加温温

室、不加温温室等。温室结构应密封保温，但又应便于通风降温。现代化温室中具有控制温

湿度、光照等条件的设备，用电脑自动控制创造植物所需的最佳环境条件。

[0004] 温室是以采光覆盖材料作为全部或部分围护结构材料，可在冬季或其它不适宜露

地植物生长的季节供栽培植物的建筑。

[0005] 在香菇生产中，早期是以单层钢架冷棚顺季立袋栽培形式为主，其优点是造价较

低；缺点是出菇周期较短，优质菇产出率低，空间利用效果也低。近几年，随着香菇产业的发

展，香菇生产设施也在不断改进。目前北方一些香菇主产区如河北平泉、遵化等地开始使用

可实现周年生产的香菇温室大棚。但还存在着管理不方便、温湿度难于控制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解决现有技术中香

菇栽培棚室出菇周期短、优质菇产出率和空间利用率较低，棚室温湿度难于控制的问题。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实用新型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包括棚体，所述棚体的上方设置

有用于保温保湿和遮荫降温的遮阳装置，所述遮阳装置的中部设置有用于调节棚体内部温

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通风天窗，所述棚体的内部均匀的布置有多个用于放置菌棒的层

架，所述棚体内还设置有通风系统和加湿系统。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棚体包括两侧的山墙、均匀设置于两道山墙之间的内支撑及设置

与所述内支撑外侧的外支撑。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内支撑包括沿竖直方向均匀布置于两道山墙之间的多组支撑柱，

各组所述支撑柱包括前后布置第一支撑柱、第二支撑柱和第三支撑柱，所述第一支撑柱、第

二支撑柱和第三支撑柱的底端均通过预埋件与设置于地面上的混凝土基础固定连接，各组

所述第一支撑柱、第二支撑柱和第三支撑柱的上端均与内支撑拱杆固定连接，各所述内支

撑拱杆的两端均通过预埋件与设置于地面上的混凝土基础固定连接，所述两个山墙之间设

置有多个与所述支撑拱杆相垂直的内支撑横杆，所述内支撑拱杆和所述内支撑横杆构成内

支撑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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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外支撑包括多个均匀间隔的布置于两道所述山墙之间且位于所述内支撑格

栅外侧的外支撑拱杆，多个所述外支撑拱杆上均匀间隔的设置有多个与其相垂直的外支撑

横杆，所述外支撑拱杆和所述外支撑横杆构成外支撑格栅，所述外支撑格栅设置有多个X字

形的剪刀撑。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遮阳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内支撑格栅上方的塑料膜和设置于所述

外支撑格栅上的遮阳网，所述塑料膜上覆盖有保温被。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通风天窗的一端与各所述内支撑拱杆铰接连接，所述支撑拱杆上

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通风天窗翻转的驱动装置。

[0014] 进一步的，各所述有四根支杆组成的宽度为1m，高度为2.2m组成的框架，各框架在

高度方向上均分为7-10层，每层设置两根横向支撑和两根纵向支撑，两根横向支撑之间密

集的紧绷有放置网，所述放置网上放置有菌包。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通风系统包括自然通风系统和强制通风系统，所述自然通风系统

包括均匀设置于所述棚体上的风孔和风道，所述强制通风系统包括设置于所述棚体一侧上

的风机和设置于所述棚体另一侧的水帘。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加湿系统包括均匀布置于所述棚体内部的喷水管道，所述喷水管

道上均匀设置有雾化喷头。

[0017] 进一步的，还包括人工手动喷水装置，所述人工手动喷水装置包括与所述喷水管

道连通的软管，所述软管上设置有阀门，所述软管的自由端安装有喷头。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棚体内部设置多层的栽培床架，可根据栽培人员身高的操作需

要，码放6-10层，使棚体的空间利用率提高2-3倍，提高了棚体的时间与空间利用效率率。相

比原来的冷棚每年只能顺季栽培一个周期，出菇时间不足半年，经改进后可以实现周年化2

年3  季生产，使用效率提高50％。本实用新型的遮阳装置的中内层为塑料膜、保温被以保温

保湿，外层覆盖遮阳网，以遮阴降温，有效满足了出菇条件要求，棚体上方设置通风天窗，可

有效调节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由于通风、调湿、保温、降温等效果良好，使得优质花菇、

白光面菇比例增加，提高了优质菇的产出率。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内侧的侧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2中B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层架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层架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说明：1、第一支撑柱；2、第二支撑柱；3、第三支撑柱；4、预埋件；5、混凝土

基础；6、内支撑拱杆；7、自攻钉；8、外支撑拱杆；9、外支撑横杆；10、剪刀撑；11、通风天窗；

12、支杆；13、横向支撑；14、纵向支撑；15、放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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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图6所示，一种香菇周年高效架势立体栽培棚，包括棚体，所述棚体包括两

侧的山墙、均匀设置于两道山墙之间的内支撑及设置与所述内支撑外侧的外支撑。

[0029] 所述内支撑包括沿竖直方向均匀布置于两道山墙之间的多组支撑柱，各组所述支

撑柱包括前后布置第一支撑柱1、第二支撑柱2和第三支撑柱3，所述第一支撑柱1、第二支撑

柱2和第三支撑柱3的底端均通过预埋件4与设置于地面上的混凝土5基础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支撑柱1、第二支撑柱2和第三支撑柱3的底端固定焊接有预埋件4，所述预埋件4施工时埋

置于地面上的混凝土基础5中，各组所述第一支撑柱1、第二支撑柱2和第三支撑柱3的上端

均与内支撑拱杆6固定连接，各所述内支撑拱杆6的两端均通过自攻钉7与预埋件  4固定连

接，所述预埋件4施工时埋置于地面上的混凝土基础5中。所述两个山墙之间搭设有多个与

所述支撑拱杆相垂直的内支撑横杆，所述内支撑拱杆和所述内支撑横杆构成内支撑格栅。

[0030] 所述外支撑包括多个均匀间隔的布置于两道所述山墙之间且位于所述内支撑格

栅外侧的外支撑拱杆8，各所述外支撑拱杆8的两端均通过自攻钉7与预埋件4固定连接，所

述预埋件4施工时埋置于地面上的混凝土基础5中。多个所述外支撑拱杆8上均匀间隔的设

置有多个与其相垂直的外支撑横杆9，所述外支撑拱杆和所述外支撑横杆构成外支撑格栅，

所述外支撑格栅设置有多个X字形的剪刀撑10。

[0031] 所述棚体的上方设置有用于保温保湿和遮荫降温的遮阳装置，所述遮阳装置包括

设置于所述内支撑格栅上方的塑料膜和设置于所述外支撑格栅上的遮阳网，所述塑料膜上

覆盖有保温被。

[0032] 所述遮阳装置的中部设置有用于调节棚体内部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通风天

窗11，所述通风天窗11的一端与各所述内支撑拱杆  6铰接连接，所述支撑拱杆6上设置有用

于驱动所述通风天窗11翻转的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可采用以人工手动操作与通风天窗

固定连接的拉链的方式控制通风天窗启闭，也可以通过安装于通风天窗  11和支撑拱杆6之

间的电动伸缩杆实现对通风天窗启闭状态和开启角度的自动控制。

[0033] 所述棚体的内部均匀的布置有多个用于放置菌棒的层架，各所述有四根支杆12组

成的宽度为1m，高度为2.2m组成的框架，框架长度根据棚体空间具体设置。各框架在高度方

向上均分为7-10层，每层设置两根横向支撑13和两根纵向支撑14，两根横向支撑之间密集

的紧绷有放置网，所述放置网上放置有菌包。

[0034] 所述棚体内还设置有通风系统和加湿系统。所述通风系统包括自然通风系统和强

制通风系统，所述自然通风系统包括均匀设置于所述棚体上的风孔和风道，所述强制通风

系统包括设置于所述棚体一侧上的风机和设置于所述棚体另一侧的水帘，当风机向棚体内

部吹风时，首先经过水帘后，空气的温度降低并且带有一定的湿度，对棚体内部降温、保湿

起到良好的作用。所述加湿系统包括均匀布置于所述棚体内部的喷水管道，所述喷水管道

上均匀设置有雾化喷头，另外所述加湿系统还包括人工手动喷水装置，所述人工手动喷水

装置包括与所述喷水管道连通的软管，所述软管上设置有阀门，所述软管的自由端安装有

雾化喷头，使雾化喷洒能够覆盖棚体的各个角落。

[0035]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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