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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

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利用茶树修剪枝叶田

间原位粉碎作为垫料的技术手段，构建了灵芝菌

棒茶园仿野生二次利用，该发明技术可解决灵芝

菌棒二茬再利用菌棒养分不足的问题，且可显著

提高茶园套种灵芝综合产量，经田间采摘后，可

将灵芝菌棒直接原位分解利用，起到补充土壤茶

园土壤有机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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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将其进行浸泡保证含水率≥60％；

将二茬灵芝菌棒种植在茶园空隙，所述茶园内茶行间距为1m-1.8m之间；

所述茶园郁闭度大于50％，所述茶行水平面距地面≥100cm，将茶园修剪后保留茶枝自

动凋落所述茶行间并风干，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所述茶枝粉碎翻耕至土层；

所述二茬灵芝菌棒在茶行间中线位置单行栽植，栽种时保证栽植沟宽≥12cm，栽植深

度≥15cm，长度栽植≥40cm；

把预处理好的菌棒埋置沟中，并在其上覆盖2cm到4c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将茶园修剪后保留茶枝自动凋落所述茶行间并风干，具体包括：

每年7月份修剪茶园，修剪掉落的茶枝长度≤15cm，修剪后的茶叶长度≤5cm；

修建完毕后自然晾晒风干，至其含水率≤20％从而保证混合效果。

3.如权利要求2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所述茶枝粉碎翻耕至土层，具体包括：

将茶枝均匀粉碎翻耕至土层0-20cm内，翻耕混匀后在茶园翻耕层选取3～7处土壤样

点，使用筛网进行过滤，检测茶枝叶粉碎度、及茶枝叶与土壤质量比。

4.如权利要求3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方法还包括：

茶枝叶碎料长度应≤1cm为宜；若20％枝叶碎料长度＞1.5cm，则应重新粉碎翻耕一次；

茶枝与土壤质量比约为1:3～1:5，若不足该比例，可在翻耕层土壤表层均匀撒施一定量的

麦麸或木屑，再与土层均匀翻耕。

5.如权利要求4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具体包括：

选择每年4-6月份收获的头茬灵芝菌棒，对其进行修剪并放置于保温保湿箱内保证其

菌种活性。

6.如权利要求5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保温保湿箱内的含水率为50％到70％之间、温度为10℃到18℃之间从而保证菌种活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具体还包括：

所述二茬灵芝菌棒之前的头茬灵芝菌棒，在放入保温保湿箱进行保存之前，需要经过

防病害除菌处理，处理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保证其有害菌抑菌率控制在8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将二茬灵芝菌棒种植在茶园空隙，具体还包括：

所述二茬灵芝菌棒种植后每棒保留2-3个灵芝子实体，多出应及时清除防止灵芝子实

体过小或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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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种植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灵芝又名瑞草、灵芝草，属多孔菌科真菌赤芝或紫芝的干燥子实体，是中国著名的

药用真菌，最先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具有扶正固本、滋补强壮、延年益寿、维持机体平衡等

功效。表明灵芝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如多糖、三萜、甾醇、氨基酸、蛋白质、生物碱、挥发油、

维生素及无机元素等。野生灵芝资源产量极其有限，且价格较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故灵

芝人工种植技术应用而生。目前，灵芝栽培大多是在室内或林下仿野生栽培，这对栽培场地

条件要求颇高。栽培基质的原料也以林木为主，这又与森林资源保育存在矛盾。因此，近年

来寻找灵芝栽培的替代基质原料，及灵芝野外仿生栽培技术渐逐渐增多。

[0003] 而在利用茶枝替代原木栽培灵芝及茶园套种技术却鲜有报道，相关研究有待进一

步加强。截止当前，茶枝代料栽培、茶园套种灵芝均存在产量不高、生产成本较高，且以首茬

即进行茶园套种，导致灵芝整体产量降低明显并且浪费严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利用

茶树修剪枝叶田间原位粉碎作为垫料的技术手段，构建了灵芝菌棒茶园仿野生二次利用技

术发明。该发明技术可解决灵芝菌棒二茬再利用菌棒养分不足，且可显著提高茶园套种灵

芝综合产量，具体方案如下：

[0005] 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择已采

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将其进行浸泡保证含水率≥60％；将二茬灵芝菌棒种植在茶园

空隙，所述茶园内茶行间距为1m-1.8m之间；所述茶园郁闭度大于50％，所述茶行水平面距

地面≥100cm，将茶园修剪后保留茶枝自动凋落所述茶行间并风干，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

所述茶枝粉碎翻耕至土层；所述二茬灵芝菌棒在茶行间中线位置单行栽植，栽种时保证栽

植沟宽≥12cm，栽植深度≥15cm，长度栽植≥40cm；把预处理好的菌棒埋置沟中，并在其上

覆盖2cm到4cm。

[0006] 优选的，所述将茶园修剪后保留茶枝自动凋落所述茶行间并风干，具体包括：每年

7月份修剪茶园，修剪掉落的茶枝长度≤15cm，修剪后的茶叶长度≤5cm；修建完毕后自然晾

晒风干，至其含水率≤20％从而保证混合效果。

[0007] 优选的，所述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所述茶枝粉碎翻耕至土层，具体包括：将茶枝

均匀粉碎翻耕至土层0-20cm内，翻耕混匀后在茶园翻耕层选取3～7处土壤样点，使用筛网

进行过滤，检测茶枝叶粉碎度、及茶枝叶与土壤质量比。

[0008] 优选的，茶枝叶碎料长度应≤1cm为宜；若20％枝叶碎料长度＞1.5cm，则应重新粉

碎翻耕一次；茶枝与土壤质量比约为1:3～1:5，若不足该比例，可在翻耕层土壤表层均匀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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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定量的麦麸或木屑，再与土层均匀翻耕。

[0009] 优选的，所述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具体包括：选择每年4-6月份收

获的头茬灵芝菌棒，对其进行修剪并放置于保温保湿箱内保证其菌种活性。

[0010] 优选的，所述保温保湿箱内的含水率为50％到70％之间、温度为10℃到18℃之间

从而保证菌种活性。

[0011] 优选的，所述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具体还包括：

[0012] 所述二茬灵芝菌棒之前的头茬灵芝菌棒，在放入保温保湿箱进行保存之前，需要

经过防病害除菌处理，处理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保证其有害菌抑菌率控制在80％。

[0013] 优选的，所述将二茬灵芝菌棒种植在茶园空隙，具体还包括：所述二茬灵芝菌棒种

植后每棒保留2-3个灵芝子实体，多出应及时清除防止灵芝子实体过小或畸形。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利用茶树修

剪枝叶田间原位粉碎作为垫料的技术手段，构建了灵芝菌棒茶园仿野生二次利用，该发明

技术可解决灵芝菌棒二茬再利用菌棒养分不足的问题，且可显著提高茶园套种灵芝综合产

量，经田间采摘后，可将灵芝菌棒直接原位分解利用，起到补充土壤茶园土壤有机质作用。

附图说明

[0015]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的流程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的茶园间作灵

芝栽培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的灵芝菌棒茶

园间作横切面。

[0019] 以上图中：1、二茬灵芝菌棒；2、茶行；3、茶园空隙；4、茶枝；5、第一混合层；6、第二

混合层；7、第三混合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需要

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任意组合。

[0021] 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择已采

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1，将其进行浸泡保证含水率≥60％；将二茬灵芝菌棒1种植在茶

园空隙3，所述茶园内茶行2间距为1m-1.8m之间；所述茶园郁闭度大于50％，所述茶行2水平

面距地面≥100cm，将茶园修剪后保留茶枝4自动凋落所述茶行2间并风干，风干后使用粉碎

装置将所述茶枝4粉碎翻耕至土层；所述二茬灵芝菌棒1在茶行2间中线位置单行栽植，栽种

时保证栽植沟宽≥12cm，栽植深度≥15cm，长度栽植≥40cm；把预处理好的菌棒埋置沟中，

并在其上覆土2–4cm，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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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实施例一

[0023] 请参考图1，本发明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的流程

图，包括以下步骤：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1，将其进行浸泡保证含水率≥60％；

将二茬灵芝菌棒1种植在茶园空隙3。请参考图2，本发明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

灵芝二次栽培方法的茶园间作灵芝栽培示意图，所述茶园内茶行2间距为1m-1.8m之间；所

述茶园郁闭度大于50％，所述茶行2水平面距地面≥100cm，将茶园修剪后保留茶枝4自动凋

落所述茶行2间并风干，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所述茶枝4粉碎翻耕至土层；所述二茬灵芝

菌棒1在茶行2间中线位置单行栽植，栽种时保证栽植沟宽≥12cm，栽植深度≥15cm，长度栽

植≥40cm；把预处理好的菌棒埋置沟中，并在其上覆土2–4cm。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将茶园修剪后保留茶枝4自动凋落所述茶行2间并风干，具体包括：

每年7月份修剪茶园，修剪掉落的茶枝4长度≤15mm，修剪后的茶叶长度≤5mm；修建完毕后

自然晾晒风干，至其含水率≤20％从而保证混合效果。

[0025] 更进一步的，所述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所述茶枝4粉碎翻耕至土层，具体包括：

[0026] 为了提高菌种成活率，所述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1，具体包括：选择

每年4-6月份收获的头茬灵芝菌棒，对其进行修剪并放置于保温保湿箱内保证其菌种活性。

[0027]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保湿箱内的含水率为50％到70％之间、温度为10℃到18℃之

间从而保证菌种活性。

[0028] 请参考图3，本发明所述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的灵芝

菌棒茶园间作横切面，所述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所述茶枝4粉碎翻耕至土层，具体还包

括：粉碎后的茶枝4与土壤混合为第二混合层6，所述第二混合层6上方均匀覆盖有木屑及腐

质混合的第一混合层5从而保证通风及营养供给。

[0029] 为了提高生长环境，所述风干后使用粉碎装置将所述茶枝4粉碎翻耕至土层，具体

还包括：所述第二混合层6下方均匀覆盖有沙石及土壤混合的第三混合层7从而保证水分供

给。

[0030] 更进一步的，所述选择已采摘一茬后的二茬灵芝菌棒1，具体还包括：所述二茬灵

芝菌棒1之前的头茬灵芝菌棒，在放入保温保湿箱进行保存之前，需要经过防病害除菌处

理，处理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保证其有害菌抑菌率控制在80％。

[0031] 为了提高灵芝质量，所述将二茬灵芝菌棒1种植在茶园空隙3，具体还包括：所述二

茬灵芝菌棒1种植后每棒保留2-3个灵芝子实体，多出应及时清除防止灵芝子实体过小或畸

形。

[0032] 实施例二

[0033] 茶园选择30年生梅占(品种)茶园，茶行2间距1m；茶园郁闭度不低于90％，茶树高

度1.30m。茶园修剪与翻耕：当年11月修剪茶园，修剪水平面距顶约14cm，茶枝4叶经修剪后

自动凋落茶行2间，经60-70d自然晾晒风干，用小型翻耕机，把枝叶粉碎翻耕至土层，深度≥

15cm。废弃灵芝菌棒预处理：灵芝栽培：利用修剪、台刈下的茶枝4，栽培灵芝，每年8月10日

左右栽培，9月20日左右满袋，原基长出，60d后进入成熟期。把收获采摘后的二茬灵芝菌棒

1，浸水1-2h，菌棒含水率不低于60％，从菇房泡水后移栽至茶园，在移栽时去除外围塑料包

装，避免带入茶园土壤，造成污染。茶园套种每行单行栽植，每个菌棒间距不低于40cm，太密

影响茶园管理。每亩茶园理论可套种960个(茶园行距0.8m)，覆土2–4cm，经对比成果灵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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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本方法实施的多20％。

[0034] 实施例三

[0035] 茶园选择20年生福鼎大白(品种)茶园，茶行2间距1.2m；茶园郁闭度约80％，茶树

高度1.1m。茶园修剪与翻耕：当年7月修剪茶园，修剪水平面距顶约10cm，茶枝4叶经修剪后

自动凋落茶行2间，经月50-60d自然晾晒风干，用小型翻耕机，把枝叶粉碎翻耕至土层，深度

≥15cm。废弃灵芝菌棒预处理：灵芝栽培：利用修剪、台刈下的茶枝4，栽培灵芝，每年4月栽

培，5-6月收获。把收获采摘后的第二茬灵芝菌棒1，泡水2-3h,菌棒含水率不低于60％，从菇

房泡水后移栽至茶园，在移栽时去除外围塑料包装，避免带入茶园土壤，造成污染。茶园套

种行单行栽植，每个菌棒间距不低于20cm，太密影响茶园管理。每亩茶园理论可套种多个，

覆土3-5cm，经对比成果灵芝比未经本方法实施的多25％。

[0036] 实施例四

[0037] 灵芝成分含量：灵芝采摘后经85℃烘干至恒重，粉碎制备成供测样品。产量直接在

分析天平测定；氨基酸采用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测定；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甾醇采用紫外

分光比色法测定，将茶枝4代料栽培型灵芝和木屑栽培型灵芝对比未经套种的灵芝成果数

量及含量进行比对，对比结果显示有效成分及经济价值都有提升。

[0038] 表1灵芝子实体营养组分含量

[0039]

[0040] 表2灵芝产量及经济价值

[0041]

[004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茶树修剪枝叶原位利用的茶园灵芝二次栽培方法，利用茶树修

剪枝叶田间原位粉碎作为垫料的技术手段，构建了灵芝菌棒茶园仿野生二次利用，该发明

技术可解决灵芝菌棒二茬再利用菌棒养分不足的问题，且可显著提高茶园套种灵芝综合产

量，经田间采摘后，可将灵芝菌棒直接原位分解利用，起到补充土壤茶园土壤有机质作用。

[0043] 上面描述的内容可以单独地或者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实施，而这些变型方式都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4]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通过程序来指令

相关硬件完成，所述程序可以存储于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如只读存储器、磁盘或光盘

等。可选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也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来实现，相应

地，上述实施例中的各装置/单元可以采用硬件的形式实现，也可以采用软件功能装置的形

式实现。本发明不限制于任何特定形式的硬件和软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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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包括没

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

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物品或者设备中

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46]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仅仅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

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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