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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

系统，包括恒温箱体，所述恒温箱体前表面安装

有合页，所述合页上连接有密封舱门，所述密封

舱门表面固定安装有观察窗，所述密封舱门内壁

上位于观察窗一侧固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机构，

所述恒温箱体顶端固定安装有排风机构，所述恒

温箱体下表面位于四角位置均固定安装有万向

轮，所述恒温箱体内固定安装有加湿器，所述恒

温箱体内活动安装有转向机构，所述转向机构上

固定安装有夹持机构，所述转向机构包括第一轴

承、转动轴、定位座、固定螺孔、限位座和第二轴

承，所述第一轴承固定安装于恒温箱体内壁顶

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

统，属于牛樟芝培育领域，能够提高牛樟芝培育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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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恒温箱体（10），所述恒温箱体

（10）前表面安装有合页（4），所述合页（4）上连接有密封舱门（1），所述密封舱门（1）表面固

定安装有观察窗（2），所述密封舱门（1）内壁上位于观察窗（2）一侧固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

机构（6），所述恒温箱体（10）顶端固定安装有排风机构（7），所述恒温箱体（10）下表面位于

四角位置均固定安装有万向轮（5），所述恒温箱体（10）内固定安装有加湿器（3），所述恒温

箱体（10）内活动安装有转向机构（8），所述转向机构（8）上固定安装有夹持机构（9），所述密

封舱门（1）通过合页（4）安装在恒温箱体（10）上，所述夹持机构（9）通过转向机构（8）安装在

恒温箱体（10）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机构

（8）包括第一轴承（801）、转动轴（802）、定位座（803）、固定螺孔（804）、限位座（805）和第二

轴承（806），所述第一轴承（801）固定安装于恒温箱体（10）内壁顶端，所述第二轴承（806）固

定安装于恒温箱体（10）内壁底部，所述第一轴承（801）和第二轴承（806）之间活动安装有转

动轴（802），所述转动轴（802）上固定安装有定位座（803），所述定位座（803）表面开设有固

定螺孔（804），所述定位座（803）一端固定安装有限位座（80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轴

（802）分别通过第一轴承（801）和第二轴承（806）活动安装在恒温箱体（10）内，所述定位座

（803）与限位座（805）一体成型，所述夹持机构（9）通过固定螺孔（804）安装在定位座（803）

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机构

（9）包括安装槽（901）、弹簧（902）、活动座（903）、固定卡套（904）、安装螺丝（905）、固定座

（906）和夹持底座（907），所述固定卡套（904）固定安装于定位座（803）上，所述固定卡套

（904）表面固定安装有安装螺丝（905），所述固定卡套（904）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夹持底座

（907），所述固定卡套（904）顶端的夹持底座（907）内开设有安装槽（901），所述安装槽（901）

内固定安装有弹簧（902），所述安装槽（901）内位于弹簧（902）末端安装有活动座（903），所

述固定卡套（904）底端的夹持底座（907）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座（90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座

（903）通过安装槽（901）活动安装在夹持底座（907）上，所述弹簧（902）一端连接在安装槽

（901）底部，所述弹簧（902）另一端连接在活动座（903）上，所述安装螺丝（905）穿过固定卡

套（904）安装在固定螺孔（804）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湿度检

测机构（6）包括定位底座（601）、固定螺丝（602）、安装支架（603）、连接座（604）和温湿度检

测仪（605），所述定位底座（601）固定安装于密封舱门（1）上，所述定位底座（601）上固定安

装有安装支架（603），所述安装支架（603）末端安装有连接座（604），所述连接座（604）上固

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仪（605），所述定位底座（601）表面安装有固定螺丝（60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支架

（603）通过连接座（604）安装在温湿度检测仪（605）上，所述温湿度检测仪（605）通过安装支

架（603）安装在定位底座（601）上，所述定位底座（601）通过固定螺丝（602）安装在密封舱门

（1）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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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包括防护网（701）、扇叶（702）、排风筒（703）、固定支架（704）、电机（705）和连接支脚

（706），所述排风筒（703）固定安装于恒温箱体（10）顶端，所述排风筒（703）上固定安装有连

接支脚（706），所述排风筒（703）内固定安装有固定支架（704），所述固定支架（704）上固定

安装有电机（705），所述电机（705）的输出末端固定安装有扇叶（702），所述排风筒（703）末

端固定安装有防护网（70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

（705）通过固定支架（704）安装在排风筒（703）内，所述排风筒（703）通过连接支脚（706）安

装在恒温箱体（10）上，所述防护网（701）通过螺丝安装在排风筒（703）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首先将牛樟椴木切割成适当的长度放置在夹持底座（907）之间，牛樟椴木切割成适

当长度放置在夹持底座（907）之间之后弹簧（902）会推动活动座（903）抵触在牛樟椴木上，

从而将牛樟椴木定位在夹持底座（907）上；

S2:牛樟椴木定位在在夹持底座（907）上之后可以关上密封舱门（1），关上密封舱门（1）

之后可以提供较好的生长环境，牛樟芝就会在牛樟椴木上繁殖生长，生长过程中可以通过

观察窗（2）观察温湿度检测仪（605）上的示数，若牛樟芝的生长环境较为干燥就可以启动加

湿器（3），从而为牛樟芝的生长环境加湿，若牛樟芝的生长环境湿度较大就可以关闭加湿器

（3）并启动排风机构（7），从而将恒温箱体（10）内湿度较大的空气排出；

S3:牛樟芝生长成熟之后打开密封舱门（1）进行采摘，采摘时可以转动夹持机构（9），从

而方便用户将牛樟芝全部采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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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牛樟芝培育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牛樟芝又名樟菇，属于非褶菌目、多孔科、多年生蕈菌类，是1990年才被生化界发

表的新种。其生长区域为中国台湾山区海拔450‑2000公尺山林间，只生长在中国台湾特有

百年以上的牛樟树树干腐朽之心材内壁，或枯死倒伏之牛樟树木材潮湿表面。樟芝中含有

多种生理活性成分，如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超氧歧化酶腺苷、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微量元

素、核酸、凝集素、氨基酸、胆固醇、木质素、血压稳定物质等。其具备的生理活性功能具有抗

肿瘤、增强免疫力、抗病毒、抗过敏、抗高血压、抑制血小板凝集、降血压、降胆固醇、抗细菌、

保护肝脏等。三萜类化合物是目前樟芝子实体发现最多的萜类化学成分，一般被认为樟芝

萃取物中苦味成份的主要来源。其中多达10多种新发现三萜类为樟芝所独有，实验证实：这

些三萜类化合物能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毒杀老鼠血癌细胞活性、抗副交感神经作用、抗血

清素活性、活化神经细胞生长能力等功能。现有的牛樟芝一般在大棚中进行培育；然而大棚

中无法较好模拟牛樟芝的生长环境，这就导致牛樟芝的品质不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及方法，可以有效解

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包括恒温箱体，所述恒温箱体前表面安装有合

页，所述合页上连接有密封舱门，所述密封舱门表面固定安装有观察窗，所述密封舱门内壁

上位于观察窗一侧固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机构，所述恒温箱体顶端固定安装有排风机构，

所述恒温箱体下表面位于四角位置均固定安装有万向轮，所述恒温箱体内固定安装有加湿

器，所述恒温箱体内活动安装有转向机构，所述转向机构上固定安装有夹持机构。

[0005] 优选的，所述转向机构包括第一轴承、转动轴、定位座、固定螺孔、限位座和第二轴

承，所述第一轴承固定安装于恒温箱体内壁顶端，所述第二轴承固定安装于恒温箱体内壁

底部，所述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之间活动安装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上固定安装有定位座，

所述定位座表面开设有固定螺孔，所述定位座一端固定安装有限位座。

[0006] 优选的，所述转动轴分别通过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活动安装在恒温箱体内，所述

定位座与限位座一体成型，所述夹持机构通过固定螺孔安装在定位座上。

[0007] 优选的，所述夹持机构包括安装槽、弹簧、活动座、固定卡套、安装螺丝、固定座和

夹持底座，所述固定卡套固定安装于定位座上，所述固定卡套表面固定安装有安装螺丝，所

述固定卡套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夹持底座，所述固定卡套顶端的夹持底座内开设有安装槽，

所述安装槽内固定安装有弹簧，所述安装槽内位于弹簧末端安装有活动座，所述固定卡套

底端的夹持底座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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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活动座通过安装槽活动安装在夹持底座上，所述弹簧一端连接在安

装槽底部，所述弹簧另一端连接在活动座上，所述安装螺丝穿过固定卡套安装在固定螺孔

内。

[0009] 优选的，所述温湿度检测机构包括定位底座、固定螺丝、安装支架、连接座和温湿

度检测仪，所述定位底座固定安装于密封舱门上，所述定位底座上固定安装有安装支架，所

述安装支架末端安装有连接座，所述连接座上固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仪，所述定位底座表

面安装有固定螺丝。

[0010] 优选的，所述安装支架通过连接座安装在温湿度检测仪上，所述温湿度检测仪通

过安装支架安装在定位底座上，所述定位底座通过固定螺丝安装在密封舱门上。

[0011] 优选的，所述排风机构包括防护网、扇叶、排风筒、固定支架、电机和连接支脚，所

述排风筒固定安装于恒温箱体顶端，所述排风筒上固定安装有连接支脚，所述排风筒内固

定安装有固定支架，所述固定支架上固定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末端固定安装有扇

叶，所述排风筒末端固定安装有防护网。

[0012] 优选的，所述电机通过固定支架安装在排风筒内，所述排风筒通过连接支脚安装

在恒温箱体上，所述防护网通过螺丝安装在排风筒内，所述密封舱门通过合页安装在恒温

箱体上，所述夹持机构通过转向机构安装在恒温箱体内。

[0013] 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首先将牛樟椴木切割成适当的长度放置在夹持底座之间，牛樟椴木切割成适

当长度放置在夹持底座之间之后弹簧会推动活动座抵触在牛樟椴木上，从而将牛樟椴木定

位在夹持底座上。

[0014] S2:牛樟椴木定位在在夹持底座上之后可以关上密封舱门，关上密封舱门之后可

以提供较好的生长环境，牛樟芝就会在牛樟椴木上繁殖生长，生长过程中可以通过观察窗

观察温湿度检测仪上的示数，若牛樟芝的生长环境较为干燥就可以启动加湿器，从而为牛

樟芝的生长环境加湿，若牛樟芝的生长环境湿度较大就可以关闭加湿器并启动排风机构，

从而将恒温箱体内湿度较大的空气排出。

[0015] S3:牛樟芝生长成熟之后打开密封舱门进行采摘，采摘时可以转动夹持机构，从而

方便用户将牛樟芝全部采摘下来。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中，打开密封舱门之后可以将牛樟椴木放置在夹持底座上，牛樟芝椴木放

置在夹持底座上之后弹簧会推动活动座抵触在牛樟椴木上，从而将牛樟椴木定位在夹持底

座上，牛樟椴木定位在夹持底座上之后恒温箱体可以为牛樟芝提供较好的生长温度，当牛

樟芝的生长环境较为干燥就可以启动加湿器，从而为牛樟芝的生长环境加湿，当牛樟芝的

生长环境湿度较大就可以关闭加湿器并启动排风机构，从而将恒温箱体内湿度较大的空气

排出，从而为牛樟芝提供较好的生长环境，并且采摘时可以转动夹持机构，从而方便用户采

摘牛樟椴木上的牛樟芝。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转向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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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本发明夹持机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排风机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温湿度检测机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密封舱门；2、观察窗；3、加湿器；4、合页；5、万向轮；6、温湿度检测机构；

601、定位底座；602、固定螺丝；603、安装支架；604、连接座；605、温湿度检测仪；7、排风机

构；701、防护网；702、扇叶；703、排风筒；704、固定支架；705、电机；706、连接支脚；8、转向机

构；801、第一轴承；802、转动轴；803、定位座；804、固定螺孔；805、限位座；806、第二轴承；9、

夹持机构；901、安装槽；902、弹簧；903、活动座；904、固定卡套；905、安装螺丝；906、固定座；

907、夹持底座；10、恒温箱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内”、“外”“前端”、“后端”、

“两端”、“一端”、“另一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

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

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

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置有”、“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

“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

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

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1] 如图1‑5所示，一种牛樟芝自动化批量培育系统，包括恒温箱体10，恒温箱体10前

表面安装有合页4，合页4上连接有密封舱门1，密封舱门1表面固定安装有观察窗2，密封舱

门1内壁上位于观察窗2一侧固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机构6，恒温箱体10顶端固定安装有排

风机构7，恒温箱体10下表面位于四角位置均固定安装有万向轮5，恒温箱体10内固定安装

有加湿器3，恒温箱体10内活动安装有转向机构8，转向机构8上固定安装有夹持机构9，转向

机构8包括第一轴承801、转动轴802、定位座803、固定螺孔804、限位座805和第二轴承806，

夹持机构9包括安装槽901、弹簧902、活动座903、固定卡套904、安装螺丝905、固定座906和

夹持底座907，温湿度检测机构6包括定位底座601、固定螺丝602、安装支架603、连接座604

和温湿度检测仪605，排风机构7包括防护网701、扇叶702、排风筒703、固定支架704、电机

705和连接支脚706，密封舱门1通过合页4安装在恒温箱体10上，夹持机构9通过转向机构8

安装在恒温箱体10内。

[0022] 本实施例中，为了调节恒温箱体10内的湿度，密封舱门1内壁上位于观察窗2一侧

固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机构6，恒温箱体10内固定安装有加湿器3，定位底座601固定安装于

密封舱门1上，定位底座601上固定安装有安装支架603，安装支架603末端安装有连接座

604，连接座604上固定安装有温湿度检测仪605，定位底座601表面安装有固定螺丝602，安

装支架603通过连接座604安装在温湿度检测仪605上，温湿度检测仪605通过安装支架603

安装在定位底座601上，定位底座601通过固定螺丝602安装在密封舱门1上，排风筒703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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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于恒温箱体10顶端，排风筒703上固定安装有连接支脚706，排风筒703内固定安装有固

定支架704，固定支架704上固定安装有电机705，电机705的输出末端固定安装有扇叶702，

排风筒703末端固定安装有防护网701，电机705通过固定支架704安装在排风筒703内，排风

筒703通过连接支脚706安装在恒温箱体10上，防护网701通过螺丝安装在排风筒703内，恒

温箱体10可以为牛樟芝提供较好的生长温度，当牛樟芝的生长环境较为干燥就可以启动加

湿器3，从而为牛樟芝的生长环境加湿，当牛樟芝的生长环境湿度较大就可以关闭加湿器3

并启动电机705，启动电机705之后扇叶702就会转动，扇叶702转动之后就会将恒温箱体10

内的潮湿空气抽出。

[0023] 本实施例中，为了将牛樟椴木定位在恒温箱体10内，固定卡套904固定安装于定位

座803上，固定卡套904表面固定安装有安装螺丝905，固定卡套904两端均固定安装有夹持

底座907，固定卡套904顶端的夹持底座907内开设有安装槽901，安装槽901内固定安装有弹

簧902，安装槽901内位于弹簧902末端安装有活动座903，固定卡套904底端的夹持底座907

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座906，活动座903通过安装槽901活动安装在夹持底座907上，弹簧902一

端连接在安装槽901底部，弹簧902另一端连接在活动座903上，安装螺丝905穿过固定卡套

904安装在固定螺孔804内，牛樟椴木切割成适当的长度之后可以放置在夹持底座907之间，

牛樟椴木切割成适当长度放置在夹持底座907之间之后弹簧902会推动活动座903抵触在牛

樟椴木上，从而将牛樟椴木定位在夹持底座907上。

[0024] 本实施例中，为了转动夹持机构9上的牛樟椴木，第一轴承801固定安装于恒温箱

体10内壁顶端，第二轴承806固定安装于恒温箱体10内壁底部，第一轴承801和第二轴承806

之间活动安装有转动轴802，转动轴802上固定安装有定位座803，定位座803表面开设有固

定螺孔804，定位座803一端固定安装有限位座805，转动轴802分别通过第一轴承801和第二

轴承806活动安装在恒温箱体10内，定位座803与限位座805一体成型，夹持机构9通过固定

螺孔804安装在定位座803上，夹持机构9安装在定位座803上之后转动轴802可以通过第一

轴承801和第二轴承806在恒温箱体10内转动，从而使得夹持机构9上的牛樟椴木可以在恒

温箱体10内转动，牛樟椴木可以在恒温箱体10内转动之后可以方便用户采摘牛樟椴木上的

牛樟芝。

[002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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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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