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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菌种选择、原料准备、装袋、灭菌、接

种、发菌、上床覆土、出芝管理、采收加工。本发明

有机灵芝栽培技术规程符合GB/T19630《有机产

品》标准的要求，基地用水皆取自源头山泉水，管

理上不用药不用肥不用激素，灵芝生产产量高，

灵芝孢子粉含量高无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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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菌种选择：选取赤灵芝作为种源；

S2：原料准备：伐木断木后，选取含水率在35～42％的椴木，再锯断为长度14～15cm或

28～30cm的短段木；

S3：装袋：在聚乙烯筒袋内装入所述S2步骤中的短段木，筒袋两头分别扎活结，一个筒

袋内至少装两段短段木；

S4：灭菌：采用常压高温灭菌方式，将筒袋放入蒸锅内高温蒸煮杀菌，达到100℃后保温

12小时，然后自然降温至80℃以下取出筒袋冷却；

S5：接种：将灵芝菌种接种在所述椴木上，接种时用75％的酒精对菌种进行消毒处理；

S6：发菌：接好菌的筒袋码堆发菌，发菌20天后进行翻堆，菌棚采用黑色遮阳网覆盖；

S7：上床覆土：选择水源方便、向阳、通风区域地作为灵芝田，埋木前对大棚进行通气、

凉晒，选择晴天温度在15--25℃天气脱袋埋木；

S8：出芝管理：床内温度控制在15℃以上和30℃以下，菌木埋土后床内温度控制在25--

28℃条件下经过12～18天灵芝就能成熟；成熟的标志是：菌盖边缘黄、白色环圈完全消失，

放射出大量的红色烟雾状孢子粉末，成熟后停止喷水一星期即可采收；

S9：采收加工：灵芝采收后剪去过长菌柄，清除杂物，排列于竹筛晒干或用烘房烘烤，干

燥后用聚丙烯袋外套包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断木后装袋、灭菌，至接种完毕

在十天内完成。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2步骤中，在大雪至冬

至期间伐木，冬至后十天内断木，选取用材直径6～16cm的椴木；椴木材种为壳斗科、枫香树

属、桦木属、核桃树种、樱桃核种、桤木种或杨属。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3步骤中，根据段木直

径的大小，分别选用偏径宽度15--30cm不同规格，厚度5--6丝的耐高温、抗拉力的聚乙烯筒

袋。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4步骤中，灭菌池的倾

斜角度为5～25°。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5步骤中，选择在5--8

平方米房间内用塑料膜制成相等容积的接种帐，接种前8--12小时将接种帐用75％酒精进

行消毒，待筒袋温降至28--30℃时控温接种。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7步骤中，在畦床上开

深18--20cm的沟，选取粗细相近的菌木埋在同一畦床，有灵芝原基出现的断面向上，菌木行

距6--8cm，段距2--3cm，上盖1--2cm细土，盖土后喷水保湿，然后以育秧或蔬菜大棚方法覆

盖薄膜。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8步骤中，棚顶用占棚

顶面积85--90％的黑色塑料遮阳网遮阴，棚内设有用于保湿的微喷系统；床内温度过低盖

薄膜并提高透光度；温度过高可掀除覆盖薄膜，并加大遮阴物，结合喷水和通风，以达降温

目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霜降停止出芝；每采完一批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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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后清理床面，霜降后在床面加盖稻草、细土；待第二年清明后气温稳定在15℃以上时清除

加盖物，重盖薄膜进行出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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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有机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灵芝有机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从医学研究成果看。灵芝具有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

是一种有益于癌症病人康复的中药。

[0003]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自身免疫功能的低下或失调，是肿瘤之所以会发生并扩展的

重要原因。灵芝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癌能力。灵芝可以通过促进白细

胞介素一2的生成，通过促进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通过提升人体的造些有效成分对癌

细胞的抑制作用。成为抗肿瘤、防癌以及癌症辅助治疗的药物。此外，灵芝还有保肝解毒作

用。对多种理化及生物因素引起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这种作用，对于放疗、化疗期间肝脏

受损时，更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对老年人而言，灵芝可有效地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

血流量。改善心肌微循环，增强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因此，对心肌缺血具有保护作用，可广

泛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等的治疗和预防。灵芝所含的多糖、多肽等有着明显的延缓衰老功

效。可显著清除机体产生的自由基，从而阻止自由基对机体的损伤，防止组织的过氧化，保

护细胞，延缓细胞衰老。

[0004] 灵芝是以死亡倒木为生的木腐性真菌，对木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等复杂的有机

物质具有较强的分解和吸收能力，主要依靠灵芝本身含有许多酶类，如纤维素酶，半纤维素

酶及糖酶，氧化酶等，能把复杂的有机物质分解为自身可以吸收利用的简单营养物质，如木

屑和一些农作物秸杆，棉籽壳，甘蔗渣，玉米芯等都可以栽培灵芝。灵芝生长中对空气和湿

度的要求较为苛刻，具体如下：湿度：培养料湿度以60---65％为宜，子实体生长阶段空气相

对湿度以85％—90％左右最好(大别山主峰湿度85％,东北由于天气问题大部分是属于冰

冻其空气湿度肯定很少)空气：灵芝子实体生长发育对二氧化碳浓度敏感，若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浓度超过0.1％，灵芝子实体就不能发育菌伞。(安徽大别山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

0.03％)酸碱度：灵芝生长需要中性偏酸灵芝菌丝体喜弱酸环境，pH5.5—6.5为宜，如果PH

值低于5，接种不易成活。菌丝也难以在碱性环境生长。(南方是偏酸性土壤，北方是碱性土

壤)。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提供灵芝有机栽培方法，栽培技

术规程符合GB/T19630《有机产品》标准的要求，基地用水皆取自源头山泉水，管理上不用药

不用肥不用激素，灵芝生产产量高，灵芝孢子粉含量高无粉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设计一种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7] S1：菌种选择：选取赤灵芝作为种源；

[0008] S2：原料准备：伐木断木后，选取含水率在35～42％的椴木，再锯断为长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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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m或28～30cm的短段木；

[0009] S3：装袋：在聚乙烯筒袋内装入所述S2步骤中的短段木，筒袋两头分别扎活结，一

个筒袋内至少装两段短段木；

[0010] S4：灭菌：采用常压高温灭菌方式，将筒袋放入蒸锅内高温蒸煮杀菌，达到100℃后

保温12小时，然后自然降温至80℃以下取出筒袋冷却；

[0011] S5：接种：将灵芝菌种接种在所述椴木上，接种时用75％的酒精对菌种进行消毒处

理；

[0012] S6：发菌：接好菌的筒袋码堆发菌，发菌20天后进行翻堆，菌棚采用黑色遮阳网覆

盖；

[0013] S7：上床覆土：选择水源方便、向阳、通风区域地作为灵芝田，埋木前对大棚进行通

气、凉晒，选择晴天温度在15--25℃天气脱袋埋木；

[0014] S8：出芝管理：床内温度控制在15℃以上和30℃以下，菌木埋土后床内温度控制在

25--28℃条件下经过12～18天灵芝就能成熟；成熟的标志是：菌盖边缘黄、白色环圈完全消

失，放射出大量的红色烟雾状孢子粉末，成熟后停止喷水一星期即可采收；

[0015] S9：采收加工：灵芝采收后剪去过长菌柄，清除杂物，排列于竹筛晒干或用烘房烘

烤，干燥后用聚丙烯袋外套包装。

[0016] 品种选择上选择品质好的赤灵芝，成品率高、合格率高。通过人工的栽培和管理，

可以优化培养条件，适时采集，品质较野生灵芝稳定安全。

[0017] 发菌间要尽量避光，发菌20天后要进行酌情翻堆，当菌丝长满全袋时适当增加光

照，促进菌丝生长。如发现菌内积水或菌丝萎缩一定要割小口放气，以增氧通气，并让积水

流失。当菌丝成熟时，菌木表层菌丝洁白粗壮，菌木间紧连不易掰开，少数菌木断面有豆粒

大原基出现，即可迅速放准备好的椴木培养。(注：由于南方温度春节过后回升快。菌棚上可

加一层黑色的遮阳网，当大棚温度超过30度，需进行适当的通风，发菌间也要做好消毒工

作。如发现染菌，要及时的清理。另外大棚要及时做好防鼠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0018] 灵芝采收后剪去过长菌柄，清除杂物，排列于竹筛晒干或用烘房烘烤，干燥后及时

用聚丙烯袋外套包装，以防受潮、虫蛀、霉变或直接加工灵芝片、灵芝粉、灵芝盆景等。

[0019] 微喷是利用折射式，施转式成辐射式微型喷头将水喷酒到作物枝叶等区域的灌水

形式。微喷的工作压力低，流量小，既可以增加土壤水分，又能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局部

小气候的功效，应用面|分广泛。另外，还可以借助部分微喷头的超强雾化功能，用于扦插育

苗、饲养场降温等场所。微喷又称雾滴喷灌。近几年来，国内外在总结喷灌与滴灌的基础上，

新近研制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灌溉技术。

[002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断木后装袋、灭菌，至接种完毕在十天内完成。

[002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在S2步骤中，在大雪至冬至期间伐木，冬至后十天内断木，

选取用材直径6～16cm的椴木；椴木材种为壳斗科、枫香树属、桦木属、核桃树种、樱桃核种、

桤木种或杨属。根据灵芝菌丝和子实体生长的适宜温度，安排在农历11月中旬伐木，下旬断

木，装袋、灭菌，12月上旬接种完毕。但是伐木时间与断木和装料时间相隔不要太长，避免木

料过干。(亦可来年正月中旬开始断木，装袋，灭菌以及发菌，具体视当地的劳动力和原料的

采购情况而定。)

[0022] 用材直径6--16cm椴木为宜，弯曲多疖疤木营养丰富更好。杂木砍伐后为防止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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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过湿或过干，一般以砍后12天左右为宜，枫树因含水量大则需20--30天。将杂木锯断为

长度14--15cm或28--30cm短段木，不论何种规格，均须断面平整、长短一致。(如断木较干，

可适当洒水后再用。

[002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S3步骤中，根据段木直径的大小，分别选用偏径宽度15--

30cm不同规格，厚度5--6丝的耐高温、抗拉力的聚乙烯筒袋。根据段木直径的大小，分别选

用偏径宽度15--30cm不同规则，厚度5--6丝米的耐高温、抗拉力的聚乙烯筒袋。装袋时将适

宜筒袋(长度55--62cm，以两头扎口合适为度)装入段木，两头分别扎活结，以防扎破筒袋；

装袋、搬袋要轻拿轻放，防止破损。发现破袋要及时用透明胶补牢。(注：拌料一定要均匀，避

免过干或过湿。断木应尽量多装，这样可提高灵芝产量和收获次数。)

[002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S4步骤中，灭菌池的倾斜角度为5～25°。灭菌是灵芝生产

能否成功的关键，必须蒸足熟透，当锅内温度达100℃后要维持12小时不降温。火力要“攻

头、守尾、控中间”，菌筒上灶后要迅速用旺火猛攻，使锅内温度迅速达到100℃，中间火力要

稳定，待停火后温度下降至80℃以下出灶、冷却。(注：灭菌是个关键，灭菌过程中人员一定

要按规范操作，适时测量灭菌池温度。灭菌池倾斜度要适当，以便冷却水及时排出。

[002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S5步骤中，选择在5--8平方米房间内用塑料膜制成相等

容积的接种帐，接种前8--12小时将接种帐用75％酒精进行消毒，待筒袋温降至28--30℃时

控温接种。接种室可选用门窗密封好、场地干燥、清洁的5--8平方米房间，内用塑料膜制成

相等的接种帐，在接种前8--12小时将接种帐用75％酒精进行消毒(包括接种用具、菌种)。

待袋温降至28--30℃时控温接种。接种时要用75％酒精对菌种认真处理，实行一人把种、多

人解口接种扎袋、专人堆放的流水作业，播种要满断面，口要扎实，两头接种，堆放平稳。

(注：如没有接种帐，可在大棚里面操作，但一定要做好消毒工作。接种时人员要戴上口罩，

情况允许的话，最好穿上工作服，避免非工作人员进入接种帐或大棚。)

[002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S7步骤中，在畦床上开深18--20cm的沟，选取粗细相近的

菌木埋在同一畦床，有灵芝原基出现的断面向上，菌木行距6--8cm，段距2--3cm，上盖1--

2cm细土，盖土后喷水保湿，然后以育秧或蔬菜大棚方法覆盖薄膜。灵芝田要选择水源方便、

向阳、通风区域地。在埋木前对大棚进行通气，凉晒，选择晴天温度在15--25℃天气脱袋埋。

先在畦床上开深18--20cm的沟，选取粗细相近的菌木埋在同一畦床，有灵芝原基出现的断

面向上，菌木行距6--8cm，段距2--3cm，排列要整齐，上盖1--2cm细土。菌木长度28--30cm的

横排，14--15cm的以竖排为好，盖土后喷水保湿，然后以育秧或蔬菜大棚方法覆盖薄膜。

[002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S8步骤中，棚顶用占棚顶面积85--90％的黑色塑料遮阳

网遮阴，棚内设有用于保湿的微喷系统；；床内温度过低盖薄膜并提高透光度；温度过高可

掀除覆盖薄膜，并加大遮阴物，结合喷水和通风，以达降温目的。床内温度应根据气温控制

在15℃以上和30℃以下。如气温过低应盖严膜并提高透光度；温度过高可掀除覆盖膜，并加

大遮阴物，结合喷水和通风，以达降温目的，观测温度一般以每天上午9时和下午3时测出地

表温度为宜。如棚顶用85--90％的黑色遮阴网遮阴，棚内配有微喷系统保湿，这就为灵芝提

供更理想的仿野生生长环境，可提高灵芝产量，减少畸形芝发生。灵芝生长最适宜温度是

25--28℃，在此条件下经过15天左右灵芝就能成熟。成熟的标志是：菌盖边缘黄、白色环圈

完全消失，放射出大量的红色烟雾状孢子粉末，这时停止喷水一星期左右即可采收，灵芝的

盛产期在6--9月，霜降停止出芝。每采完一批灵芝应清理床面，霜降后要在床面加盖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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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土，使之安全过冬。待第二年清明后气温稳定在15℃以上时清除加盖物，重盖薄膜进行出

芝管理。

[002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霜降停止出芝；每采完一批灵芝后清理床面，霜降后在床面

加盖稻草、细土；待第二年清明后气温稳定在15℃以上时清除加盖物，重盖薄膜进行出芝管

理。

[0029]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在于：有机灵芝栽培技术规程符合GB/T19630《有机产

品》标准的要求，基地用水皆取自源头山泉水，管理上不用药不用肥不用激素，灵芝生产产

量高，灵芝孢子粉含量高无粉尘；本栽培方法全程践行有机规范，每年均通过中绿华夏有机

认证和欧盟有机认证；决定灵芝的等级分类最大的因素就是：产地和培养方法，而本栽培方

法选择金寨大别山地区，其森林覆盖率大，占到75％左右，仿野生栽培的方式，整个种植过

程无农残，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金寨大别山产地灵芝有效成分含量高于其他产地灵芝，

孢子粉的采收是使用国内灵芝种植行业最安全的套袋采粉，保证了孢子粉的自然成熟喷

放，含量高、无粉尘。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

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1] 本发明是灵芝有机栽培方法，包括如下工艺步骤：

[0032] 一、品种选择：选择品质好，赤灵芝，成品率高、合格率高。通过人工的栽培和管理，

可以优化培养条件，适时采集，品质较野生灵芝稳定安全。

[0033] 二、生产季节。根据灵芝菌丝和子实体生长的适宜温度，安排在农历11月中旬伐

木，下旬断木，装袋、灭菌，12月上旬接种完毕。但是伐木时间与断木和装料时间相隔不要太

长，避免木料过干。(注：亦可来年正月中旬开始断木，装袋，灭菌以及发菌，具体视当地的劳

动力和原料的采购情况而定。)一般地区树木砍伐宜选在大雪至冬至期间，

[0034] 三、原料要求。用材直径6--16cm椴木为宜，弯曲多疖疤木营养丰富更好。杂木砍伐

后为防止木料水分过湿或过干，一般以砍后12天左右为宜，枫树因含水量大则需20--30天。

将杂木锯断为长度14--15cm或28--30cm短段木，不论何种规格，均须断面平整、长短一致。

(如断木较干，可适当洒水后再用。)

[0035] 四、装袋。根据段木直径的大小，分别选用偏径宽度15--30cm不同规则，厚度5--6

丝米的耐高温、抗拉力的聚乙烯筒袋。装袋时将适宜筒袋(长度55--62cm，以两头扎口合适

为度)装入段木，两头分别扎活结，以防扎破筒袋；装袋、搬袋要轻拿轻放，防止破损。发现破

袋要及时用透明胶补牢。(注：拌料一定要均匀，避免过干或过湿。断木应尽量多装，这样可

提高灵芝产量和收获次数。)

[0036] 五、灭菌。灭菌是灵芝生产能否成功的关键，必须蒸足熟透，当锅内温度达100℃后

要维持12小时不降温。火力要“攻头、守尾、控中间”，菌筒上灶后要迅速用旺火猛攻，使锅内

温度迅速达到100℃，中间火力要稳定，待停火后温度下降至80℃以下出灶、冷却。(注：灭菌

是个关键，灭菌过程中人员一定要按规范操作，适时测量灭菌池温度。灭菌池倾斜度要适

当，以便冷却水及时排出。)

[0037] 六、接种。接种室可选用门窗密封好、场地干燥、清洁的5--8平方米房间，内用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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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制成相等的接种帐，在接种前8--12小时将接种帐用75％酒精进行消毒(包括接种用具、

菌种)。待袋温降至28--30℃时控温接种。接种时要用75％酒精对菌种认真处理，实行一人

把种、多人解口接种扎袋、专人堆放的流水作业，播种要满断面，口要扎实，两头接种，堆放

平稳。(注：如没有接种帐，可在大棚里面操作，但一定要做好消毒工作。接种时人员要戴上

口罩，情况允许的话，最好穿上工作服，避免非工作人员进入接种帐或大棚。)

[0038] 七、发菌发菌间要尽量避光，发菌20天后要进行酌情翻堆，当菌丝长满全袋时适当

增加光照，促进菌丝生长。如发现菌内积水或菌丝萎缩一定要割小口放气，以增氧通气，并

让积水流失。当菌丝成熟时，菌木表层菌丝洁白粗壮，菌木间紧连不易掰开，少数菌木断面

有豆粒大原基出现，即可迅速放准备好的椴木培养。(注：由于南方温度春节过后回升快。菌

棚上可加一层黑色的遮阳网，当大棚温度超过30度，需进行适当的通风，发菌间也要做好消

毒工作。如发现染菌，要及时的清理。另外大棚要及时做好防鼠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0039] 八、上床。灵芝田要选择水源方便、向阳、通风区域地。在埋木前对大棚进行通气，

凉晒，选择晴天温度在15--25℃天气脱袋埋。先在畦床上开深18--20cm的沟，选取粗细相近

的菌木埋在同一畦床，有灵芝原基出现的断面向上，菌木行距6--8cm，段距2--3cm，排列要

整齐，上盖1--2cm细土。菌木长度28--30cm的横排，14--15cm的以竖排为好，盖土后喷水保

湿，然后以育秧或蔬菜大棚方法覆盖薄膜。

[0040] 九、出芝管理。床内温度应根据气温控制在15℃以上和30℃以下。如气温过低应盖

严膜并提高透光度；温度过高可掀除覆盖膜，并加大遮阴物，结合喷水和通风，以达降温目

的，观测温度一般以每天上午9时和下午3时测出地表温度为宜。如棚顶用85--90％的黑色

遮阴网遮阴，棚内配有微喷系统保湿，这就为灵芝提供更理想的仿野生生长环境，可提高灵

芝产量，减少畸形芝发生。灵芝生长最适宜温度是25--28℃，在此条件下经过15天左右灵芝

就能成熟。成熟的标志是：菌盖边缘黄、白色环圈完全消失，放射出大量的红色烟雾状孢子

粉末，这时停止喷水一星期左右即可采收，灵芝的盛产期在6--9月，霜降停止出芝。每采完

一批灵芝应清理床面，霜降后要在床面加盖稻草、细土，使之安全过冬。待第二年清明后气

温稳定在15℃以上时清除加盖物，重盖薄膜进行出芝管理。

[0041] 十、采收与加工。灵芝采收后剪去过长菌柄，清除杂物，排列于竹筛晒干或用烘房

烘烤，干燥后及时用聚丙烯袋外套包装，以防受潮、虫蛀、霉变或直接加工灵芝片、灵芝粉、

灵芝盆景等。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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