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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

法，其中，先选定要栽培的蕈菇种类培养出液态

菌种，在环保栽培体滴入该液态菌种，在该环保

栽培体完成满布走菌的菌丝，而该环保液态体供

给营养予该菌丝吸收持续长出子实体，令该子实

体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本发明是以该环

保液态体与环保栽培体作为蕈菇培养的实质效

益，以减少人力使用量及减少木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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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先选定要栽培的蕈菇种类培养出一

液态菌种，且依选定栽培的蕈菇种类调整出至少一种适合的环保液态体，以及至少在一可

回收与再利用的环保栽培体滴入该液态菌种，等待该液态菌种在该环保栽培体完成满布走

菌的菌丝，而后，该环保液态体持续供给营养予该环保栽培体满布的该菌丝吸收，并该菌丝

由吸收该环保液态体持续提供的营养在该环保栽培体表面持续长出子实体，而后，令该子

实体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环保栽培体在滴入

该液态菌后又可置入一养成空间，并该环保栽培体于该养成空间内另完成该液态菌的走菌

满布该菌丝、该菌丝又持续长出该子实体，以及该子实体又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而

后，该环保液态体供应予该菌丝吸收后另成为一废液，该废液又可以回收到一整理位置，而

后，该整理位置内的该废液再进行过滤与消毒，过滤与消毒后的该废液再行输送至一调整

位置再行调整营养成分至合适该菌丝吸收的该环保液态体，而后，该环保液态体再输送至

该环保栽培体供应予该菌丝吸收发育。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环保液态体在供应

予该环保栽培体上的该菌丝吸收的前另输入有氢超威气泡，而提供该环保液态体的该氢超

威气泡又是为一氢超威气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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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蕈菇10的栽培，其蕈菇10一般生存于阴湿、厌阳、厌氧与喜腐木为成长基质居

多，致选定的栽培方法，几乎全系列采用有木材20，或是包含有木材20的再制品。而后，为了

方便了解其蕈菇10的成长模式，故于下列叙述有目前普遍的植栽方式：

[0003] 一、段木201的植栽法：先选定培养出欲种植的蕈菇10的品种，而蕈菇10的培养是

在选用的木屑20A采用人工操作实施消毒A0及熟化B0，熟化B0的木屑20A中散布少量固体的

菌种101执行走菌，走菌后的木屑20A满布菌丝10A成为另一固体的菌种101，令其作为扩大

培植的标的。再来是选定合适培植的木材20的种类，以及将木材20以人工裁切为合适的大

小段木201，再于段木201上以人工布植固体的菌种101，而后，以人工置入一合适生长的空

间内走菌，当段木201完成走菌的满布菌丝10A后，再由菌丝10A培育出子实体10B，由子实体

10B继续发育成可采收、食用的蕈菇10，而此段木201上涂布的菌种101种类以牛樟芝为代表

(如图1所示；另外，养成空间在此未标号)。

[0004] 二、全木202的植栽法：先选定培养出欲种植的蕈菇10品种，而蕈菇10的培养是在

选用的木屑20A采用人工操作实施消毒A0及熟化B0，熟化B0的木屑20A中散布少量固体的菌

种101执行走菌，走菌后的木屑20A满布菌丝10A成为另一固体的菌种101，令其作为扩大培

植的标的。再来是将全木202先行以人工去皮，再来于全木202表面以人工施予钻出孔洞

203，再于孔洞203中以人工塞入预先培养的菌种101，而后，以人工置入合适生长的养成空

间内走菌，再据以人工用水大量喷洒于全木202上，令其全木202加速腐化、分解成供应菌丝

10A快速渗透成长为子实体10B，由子实体10B继续发育成可人力采收、食用的蕈菇10，而后，

其此孔洞203植栽的蕈菇10大多为：白木耳、黑木耳与香菇等(如图2所示；另外，养成空间未

标号，而水大量喷洒在此未绘出及标号)。

[0005] 三、太空包30的植栽法：先选定培养出欲种植的蕈菇10品种，而蕈菇10的培养是在

选用的木屑20A采用人工操作实施消毒A0及熟化B0，熟化B0的木屑20A中散布少量固体的菌

种101执行走菌，走菌后的木屑20A满布菌丝10A成为另一固体的菌种101，令其作为扩大培

植的标的。而后，另行以增量的木屑20A拌入培养基20B与营养基质20C，再进行人工操作实

施的消毒A0及熟化B0，再将先前预先扩大培植的固体菌种101适量置入拌匀，令其木屑20A

再次执行初步走菌。而后，再据塑料袋301将已然是菌种101的木屑20A采用人力包装成太空

包30，而后，用人力将太空包30置入一阴湿养成空间内再次走菌，并据人力喷洒大量用水于

太空包30，令其菌种101加速菌丝10A走菌并成长出子实体10B，且由子实体10B继续发育成

可人力采收、食用的蕈菇10。而后，其在太空包30中塞入菌种101的蕈菇10种类至少包含有：

香菇、鸿喜菇与灵芝等(如图3所示；另外，养成空间未标号，而人力喷洒大量用水在此未绘

出及标号)。

[0006] 四、平台40的植栽法：先选定培养出欲种植的蕈菇10品种，而蕈菇10的培养是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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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木屑20A采用人工操作实施消毒A0及熟化B0，熟化B0的木屑20A中散布少量固体的菌种

101执行走菌，走菌后的木屑20A满布菌丝10A成为另一固体的菌种101，令其作为扩大培植

的标的。而后，另行以增量的木屑20A拌入培养基20B与营养基质20C后，再进行人工操作实

施的消毒A0及熟化B0，再将先前预先扩大培植的固体菌种101适量置入拌匀，令其再次执行

初步走菌。而后，再据平台40承装初步走菌的木屑20A，再将平台40置入一阴湿养成空间内

深化走菌，而后，平台40的菌种101再行覆盖一层培养土50，令其培养土50混杂菌种101后，

可令菌种101加速成长走菌成菌丝10A，并据水大量喷洒于平台40，以及由菌丝10A成长出子

实体10B，并由子实体10B继续发育成可人力采收、食用的蕈菇10。而后，其在平台40中的菌

种101的蕈菇10至少包含有：草菇、巴西蘑菇等(如图4所示；另外，养成空间、水大量喷洒在

此未绘出及标号)。

[0007] 以上为目前的蕈菇10的植栽法，其中，植栽法有一共通特性就在于人力与木材20

的大量使用与消耗，故可知，除了要大量人力成本外，蕈菇10于植栽前必须大量砍伐林木破

坏自然资源，方可达成蕈菇10植栽的基本目的，因此，蕈菇10于植栽是一极不环保的策略，

而林木资源日益枯竭的今日，也会加重木材20的购得成本，以致当林木资源被人类耗尽时，

亦是蕈菇10植栽寿终之日，其结果就如农传媒所述：农技最前线，从人工栽培看台湾香菇产

业2017年12月14日，其网址于：https://www.agriharvest.tw/theme_data .php？theme＝

article&sub_theme＝art  icle&id＝1350。另外，蕈菇10于植栽时的用水量也极为庞大，故

在淡水源日渐枯竭现今，也有水资源浪费之虞。又于，蕈菇10在大自然环境下是与植物根系

共生，植物根系生产的醣类提供蕈菇10的菌丝成长，而菌丝成长产生的阿摩尼亚(氨)也正

是植物生长不可或缺的有机物，而人类为求得蕈菇10的美味或药性，强制于人工环境单系

列、单品种植栽，以致菌丝10A成长产生的阿摩尼亚必然积存于段木201、全木202、太空包30

与培养土50内，因此，令段木201、全木202、太空包30与培养土50在使用后，除了令其任意腐

烂外，呈现为阿摩尼亚强酸化的段木201、全木202、太空包30与培养土50根本无法再行转化

利用，进而，段木201、全木202、太空包30与培养土50必须耗费更多燃料来销毁，这也是生产

蕈菇10的成本增加的一大麻烦，而若生产者自顾利益，直接私下倾倒自户外，就如同联合新

闻网所述：太空包废弃物成灾，菇农苦难言；其网址于：https://udn .com/news/story/

7314/3046869，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无法估量。

[0008] 正因人力成本高昂，可知蕈菇10每一植栽步骤与每一环节都要使用大量人力，致

人力耗费是造成蕈菇10的植栽成本居高不下的主因之一，而且目前蕈菇10依旧无法摆脱木

材20作为植栽依据，令木材20在地球上正日益枯竭的现下，其成本也日趋逐渐攀高。另外，

使用后的段木201、全木202、太空包30与培养土50所累积的阿摩尼亚会对环境造成无法挽

回的强酸化伤害，这些都是蕈菇10植栽必须消弭的问题，因此，人力大量使用、段木201、全

木202、太空包30与培养土50在蕈菇10植栽都是必需彻底排除，方能有效降低蕈菇10的生产

成本，以及减少蕈菇10植栽伴随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发明内容

[0009]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

[001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先选定要栽培的蕈菇种类培养出

一液态菌种，且依选定栽培的蕈菇种类调整出至少一种适合的环保液态体，以及至少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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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与再利用的环保栽培体滴入该液态菌种，等待该液态菌种在该环保栽培体完成满布

走菌的菌丝，而后，该环保液态体持续供给营养予该环保栽培体满布的该菌丝吸收，并该菌

丝由吸收该环保液态体持续提供的营养在该环保栽培体表面持续长出子实体，而后，令该

子实体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

[0011] 进一步地，其中该环保栽培体在滴入该液态菌后又可置入一养成空间，并该环保

栽培体于该养成空间内另完成该液态菌的走菌满布该菌丝、该菌丝又持续长出该子实体，

以及该子实体又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而后，该环保液态体供应予该菌丝吸收后另

成为一废液，该废液又可以回收到一整理位置，而后，该整理位置内的该废液再进行过滤与

消毒，过滤与消毒后的该废液再行输送至一调整位置再行调整营养成分至合适该菌丝吸收

的该环保液态体，而后，该环保液态体再输送至该环保栽培体供应予该菌丝吸收发育。

[0012] 进一步地，其中该环保液态体在供应予该环保栽培体上的该菌丝吸收的前另输入

有氢超威气泡，而提供该环保液态体的该氢超威气泡又是为一氢超威气泡装置。

[0013]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的方法根据该菌丝由吸收该环保液态体持续提供的营

养在该环保栽培体表面持续长出子实体，而后，令该子实体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因

此，本发明是以该环保液态体与环保栽培体作为蕈菇培养的实质效益，以减少人力使用量

及减少木材消耗。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常用的段木涂布菌种植栽法示意图；

[0015] 图2为常用的全木植栽法示意图；

[0016] 图3为常用的太空包植栽法示意图；

[0017] 图4为常用的平台植栽法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的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的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另一示意图。

[0020] 其中，

[0021] A-整理位置；A0-消毒；

[0022] B-过滤；B0-熟化；

[0023] C-消毒；

[0024] D-调整位置；

[0025] 1-蕈菇；1A-液态菌种；1A1-发酵槽；1B-菌丝；1C-子实体；1D-废液；10-蕈菇；10A-

菌丝；10B-子实体；101-菌种；

[0026] 2-环保液态体；2A-氢超威气泡；20-木材；20A-木屑；20B-培养基；20C-营养基质；

201-段木；202-全木；203-孔洞；

[0027] 3-环保栽培体；30-太空包；

[0028] 4-养成空间；40-平台；

[0029] 5-氢超威气泡装置；50-培养土。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对本发明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下列举实施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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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主要提供一种蕈菇的环保液态体栽培方法，其中，先选定要栽培的蕈菇1种

类培养出一液态菌种1A，且依选定栽培的蕈菇1种类调整出至少一种适合的环保液态体2，

以及至少在一可回收与再利用的环保栽培体3滴入该液态菌种1A，等待该液态菌种1A在该

环保栽培体3完成满布走菌的菌丝1B，而后，该环保液态体2持续供给营养予该环保栽培体3

满布的该菌丝1B吸收，并该菌丝1B由吸收该环保液态体2持续提供的营养在该环保栽培体3

表面持续长出子实体1C，而后，令该子实体1C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1(如图5所示)。

[0032] 本发明的该环保栽培体3在滴入该液态菌1A后又可置入一养成空间4，并该环保栽

培体3于该养成空间4内另完成该液态菌1A的走菌满布该菌丝1B、该菌丝1B又持续长出该子

实体1C，以及该子实体1C又持续发育成为可采收的蕈菇1；而后，该环保液态体2供应予该菌

丝1B吸收后另成为一废液1D，该废液1D又可以回收到一整理位置A，而后，该整理位置A内的

该废液1D再进行过滤B与消毒C，过滤B与消毒C后的该废液1D再行输送至一调整位置D再行

调整营养成分至合适该菌丝1B吸收的该环保液态体2，而后，该环保液态体2再输送至该环

保栽培体3供应予该菌丝1B吸收发育(如图5所示)。

[0033] 本发明的该液态菌种1A可在一发酵槽1A1中大量快速自行复制，而且发酵槽1A1中

的液态菌种1A养成，只要少数监测人员，而无需操作人力投入，且该环保栽培体3仅需少数

人力来滴入该液态菌种1A，而后的走菌、长出子实体1C，以及蕈菇1持续发育至成熟的前都

无需人力操作，故可知本发明的蕈菇1栽培所用人力极少，且无需再使用木材(如图5所示)。

[0034] 另外，本发明的该环保液态体2可弹性调整为合适任何该蕈菇1类种生长的液态

体，也能针对不同成长期的该菌丝1B与该蕈菇1随机调整成分。而该环保栽培体3是针对可

吸收液体的该环保液态体2为主的物体，其该环保栽培体3可选择具可回收与可再行清洗后

再利用的：耐酸碱的化学纤维织物，或者是耐酸碱的畜养动物身上采集的纤维织物，或者是

耐酸碱的农作植物采集的纤维织物。再来，该环保栽培体3针对该环保液态体2也必须有：只

吸收及不积存特性，如此，方可保障该菌丝1B与该蕈菇1在高湿度、无积涝的安全环境成长。

同时，该养成空间4内只要保持该菌丝1B与蕈菇1的合适湿度即可，故由再利用的该环保液

态体2来栽培该蕈菇1时，是无需浪费木材及水资源的，并能保障该蕈菇1不用受限于木材及

水资源可取得区域内生产(如图5所示)。

[0035] 本发明的该环保液态体2在供应予该环保栽培体3上的该菌丝1B吸收之前，另于该

环保液态体2输入有氢超威气泡2A，而提供该环保液态体2的该氢超威气泡2A又是为一氢超

威气泡装置5所提供。该氢超威气泡装置5将微纳米级的氢超威气泡2A打入该环保液态体2

中，据以该氢超威气泡2A在该环保液态体2中执行：灭菌与辅助燃烧有机毒性物质等(如图6

所示)。

[0036] 经由以上叙述可知：本发明的该环保液态体2可弹性调整为合适任何该蕈菇1生长

的液体，或是针对该蕈菇1不同成长时期随机调整成分。而该环保栽培体3是针对可吸收液

态的该环保液态体2为主的物体，其该环保栽培体3可选择具回收与再行清洗后再利用的纤

维织物。再来，该环保栽培体3针对该环保液态体2也必须有：只是吸收该环保液态体2的单

纯保湿，以及有不过度积存该环保液态体2的特性，如此，方可保障该菌丝1B与该蕈菇1成长

安全，而且完全排除已知木材的使用，并依此成为本发明的优点。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专利实施的范围；即大

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保护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于本发明专利涵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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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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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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