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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中药材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包括：种植箱，所述种

植箱内从下而上依次设置有底板、垫底层、培养

层、种植层以及覆盖层，垫底层、培养层、种植层

以及覆盖层内皆填充有松软的沙；所述底板上开

设有通气管，所述通气管顶端高出底板，所述通

气管上固定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固定有圆锥

形的第二遮盖，第二遮盖的尖端向上设置，第二

遮盖的底端位于通气管顶端和底板之间；培养层

内放置有树枝，树枝上有蜜环菌的菌种，天麻的

种植母体放置到种植层内，覆盖层内设置有土壤

湿度检测机构，土壤湿度检测机构上电连接有微

控制器。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案所需成本低，能

够较好的实现对天麻种植环境温度和湿度的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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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种植箱，所述种植箱内从下而上依次设置有底板、垫底层、培养层、种植层以及覆盖层，

垫底层、培养层、种植层以及覆盖层内皆填充有松软的沙；所述底板上开设有通气管，所述

通气管顶端高出底板，所述通气管上固定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固定有圆锥形的第二遮

盖，所述第二遮盖的尖端向上设置，所述第二遮盖的底端位于通气管顶端和底板之间；所述

培养层内放置有树枝，树枝上有蜜环菌的菌种，天麻的种植母体放置到种植层内，所述覆盖

层内设置有土壤湿度检测机构，所述土壤湿度检测机构上电连接有微控制器；

水室，所述水室设置在底板下，所述水室内底端的一侧侧壁上连通有第二出水管，所述

第二出水管一端和水室连通，所述第二出水管另一端和种植箱顶端连通，所述第二出水管

上从下而上依次设置有水泵和第二进水阀，位于水泵下方的第二出水管上连通有第一出水

管，第一出水管上连通有装有水的积水箱，所述第二出水管上还设置有第一进水阀，第一进

水阀、第二进水阀以及水泵均和微控制器电连接；

伸缩管，所述伸缩管顶端靠近底板，所述伸缩管底端连接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上连接

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和微控制器电连接；所述伸缩管顶端固定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固

定有圆锥形的第一遮盖，所述第一遮盖的尖端向上设置，所述第一遮盖底端位于伸缩管顶

端和水室底面之间，所述第一遮盖的底端设置有用于浮于水面的浮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湿度检测机构包

括平行设置在种植箱两侧壁的电极板，两块电极板相对设置，两块电极板上连接有电源和

电流传感器，所述电流传感器和微控制器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树枝上开有鱼鳞状的

划口，所述蜜环菌的菌种位于划口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垫底层、培养层、种植

层以及覆盖的相邻两个层次之间皆设置有网格孔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遮盖尖端正上方

的底板上设置有按钮，所述按钮上设置有防水套，所述按钮和微控制线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管一

端和伸缩管连接，所述进气管另一端位于种植箱旁，所述种植箱旁的进气管上转动连接有

进气头，所述进气头从下而上向远离种植箱一侧倾斜设置，所述进气头外固定套接有齿轮；

所述积水箱旁设置有气缸，所述气缸内设置有活塞，所述活塞上固定有齿条，所述齿条和齿

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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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材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天麻是一种以蜜环菌为食料的高等草本寄生药用植物，属兰料，无根无绿色叶片，

不能依赖光合作用制造营养，它与蜜环菌营共生生活，是靠消化蜜环菌为营养而生长繁殖

的，在适当的温湿度条件下生长期为240-300天，所谓适当的温湿度是：温度20-25℃，最佳

25℃；相对湿度60％-80％，最佳80％；天麻在繁殖方法有两种，即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

[0003] 随着社会的前进，科学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野生天麻的产量远远不能满

足人们对它的需求。故自1956年以来我国广泛开展了天麻的人工栽培。目前已有在山坡地

进行窑栽，室内的箱栽等方法。为了减小占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室内的箱栽采用是的

木箱栽培，一层一层叠起来木箱栽培的缺点是种植和管理比较费事，浇水时需要一层一层

或一箱一箱浇水，搬运非常吃力，加上浇水后还需一箱一箱叠起来，这样下层通风就不是很

好，影响蜜环菌菌丝和天麻的生长发育。

[0004]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03891511B的文献中公开了一种天麻箱式种

植装置，包括箱体及箱体内自上而下依次分布覆盖层、至少一层天麻种植层和箱底铺垫层；

所述的箱体底部有两支撑方横条，箱体的长向两端有提手把，箱体两长侧边上沿口均开有

两个大小一致的方缺口；所述覆盖层、天麻种植层和箱底铺垫层均为河沙填充，层与层之间

有打孔聚乙烯薄膜隔离，且上层打孔聚乙烯薄膜的孔位与下层打孔聚乙烯薄膜的孔位之间

互相错开；在每层打孔聚乙烯薄膜的非孔位处，用人工控制使膜上方的河沙砂粒压出有下

凹膜坑；其中的天麻种植层上平行且有间距地设置有树棒段或树枝段，树棒段或树枝段之

间的空隙由河沙填充；所述树棒段或树枝段表面带有蜜环菌菌种。该发明能够合理的利用

室内立体空间，种植密度高，通风透气好，便于温度控制调节，可以为天麻在生长期提供最

佳生长温度和相对湿度，同时投入人工少，节约资源，便于管理。

[0005]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上述方案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0006] 1、浇水时水从上层浇入，然后从最下层溢出，由于水经过了树枝段，使得树枝段上

的蜜环菌部分将随着流出的水流出，导致蜜环菌分泌的营养物质浪费；

[0007] 2、通过空调实现天麻生长环境温度的控制，耗电量大，天麻种植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以解决现有天麻种植装置内蜜环

菌利用不充分的问题。

[0009] 本发明提供的基础方案为：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包括：

[0010] 种植箱，所述种植箱内从下而上依次设置有底板、垫底层、培养层、种植层以及覆

盖层，垫底层、培养层、种植层以及覆盖层内皆填充有松软的沙；所述底板上开设有通气管，

所述通气管顶端高出底板，所述通气管上固定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固定有圆锥形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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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遮盖，所述第二遮盖的尖端向上设置，所述第二遮盖的底端位于通气管顶端和底板之间；

所述培养层内放置有树枝，树枝上有蜜环菌的菌种，天麻的种植母体放置到种植层内，所述

覆盖层内设置有土壤湿度检测机构，所述土壤湿度检测机构上电连接有微控制器；

[0011] 水室，所述水室设置在底板下，所述水室内底端的一侧侧壁上连通有第二出水管，

所述第二出水管一端和水室连通，所述第二出水管另一端和种植箱顶端连通，所述第二出

水管上从下而上依次设置有水泵和第二进水阀，位于水泵下方的第二出水管上连通有第一

出水管，第一出水管上连通有装有水的积水箱，所述第二出水管上还设置有第一进水阀，第

一进水阀、第二进水阀以及水泵均和微控制器电连接；

[0012] 伸缩管，所述伸缩管顶端靠近底板，所述伸缩管底端连接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上

连接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和微控制器电连接；所述伸缩管顶端固定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

上固定有圆锥形的第一遮盖，所述第一遮盖的尖端向上设置，所述第一遮盖底端位于伸缩

管顶端和水室底面之间，所述第一遮盖的底端设置有用于浮于水面的浮板。

[001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优点在于：初次使用时，通过微控制器控制第一进水阀和第

二进水阀开启，然后控制水泵开启，使得积水箱内的水进入到种植箱内，水进入种植箱后依

次经过覆盖层、种植层、培养层、垫底层以及底板上的通气管，然后进入到水室内，当水室内

的水位上升，浮板随水位上升而向上浮动，带动伸缩管向上运动，避免水室内的水进入到伸

缩管内，而第一遮盖的设置使得从通气管出来的水无法进入到进气管和伸缩管内，而培养

的部分蜜环菌将随着水流进入到水室内；由于设置有第二遮盖，且第二遮盖底端位于通气

管顶端和底板之间，垫底层的河沙进入第二遮盖内后只能与第二遮盖底端持平，而底板上

的水在水位高出通气管顶端时将从通气管底端进入通气管内，然后从通气管流入到水室

内，第二遮盖的设置避免了垫底层的沙从通气管进入到水室内。

[0014] 由于土壤湿度检测机构的设置，土壤湿度检测机构将对覆盖层沙中的湿度进行检

测，并将检测的结果发送给微控制器；当覆盖层的沙中含有的水分较多时，微控制器在接收

到土壤湿度检测机构发送的信号后控制抽风机开始工作，抽风机将外界的空气抽入到进气

管内，然后由进气管的伸缩管处出去，然后从通气管吹入到种植箱内，加快种植箱内的水分

蒸发，避免种植箱内的含水量过多导致天麻长期无氧呼吸，而空气进入到种植箱后为天麻

的有氧呼吸提供氧气，同时，还可以将培养的蜜环菌向上吹动，使得蜜环菌能更好的为天麻

的种植母体提供营养；当覆盖层中水分含量较少时，微控制器在接收到电流传感器传递的

电信号后控制水泵开始工作，同时，微控制器控制第一进水阀关闭，控制第二进水阀开启，

使得水室内的水经过第二出水管重新进入到种植箱内，由于水室内的水内含有蜜环菌，含

有蜜环菌的水进入到种植箱后能加快天麻的成长，同时，含有蜜环菌的水循环使用，避免了

蜜环菌的浪费。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案通过水的循环使用避免培养的蜜环菌浪费；通过土壤湿

度检测机构的设置，实现对种植箱内湿度的检测，并在种植箱内沙的湿度过高时控制抽风

机工作，在种植箱内湿度较低时，控制水泵工作，水泵的设置实现了水的循环使用，通过底

板上的通气管、进气管和抽风机，采用从下而上吹风的方式，不仅加快了种植箱内水分的蒸

发速度，避免种植箱内水分含量过高而导致天麻进行无氧呼吸，同时，将培养的蜜环菌从树

枝上吹落，使得蜜环菌能更好的和天麻的种植本体接触；通过第一遮盖的设置，避免了从通

气管流出的水进入到伸缩管和进气管中，通过浮板的设置，实现伸缩管随着水室内水位的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8668695 B

4



升降而伸缩，避免水室内的水将伸缩管淹没；通过第二遮盖的设置，避免了垫底层中的沙从

通气管进入到水室内，避免了第二出水管被堵塞。

[0016] 进一步，所述土壤湿度检测机构包括平行设置在种植箱两侧壁的电极板，两块电

极板相对设置，两块电极板上连接有电源和电流传感器，所述电流传感器和微控制器电连

接。

[0017] 沙不具有导电功能，由于设置有两块电极板以及电极板供电的电源，在覆盖层内

的沙中有水流过后，水有导电性，两块电极板之间便有了电流流过，电流传感器检测到电极

板所在回路中的电流时，将检测的电流信息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发送给微控制器，然后微

控制器管局电流传感器传递的信号控制抽风机或水泵工作；另外，沙中有电流的流过，将刺

激天麻的细胞，使得天麻能够更好的成长；在两块电极板之间没有电流流过时，两个电极板

之间带有磁场，在磁场的条件下能够加激活并加快蜜环菌和天麻分子结构裂变膨大发育，

进而加快天麻的成长。

[0018] 进一步，所述树枝上开有鱼鳞状的划口，所述蜜环菌的菌种位于划口内。

[0019] 通过在树枝上设置鱼鳞状的划口，为蜜环菌菌种提供更好的依附位置，同时方便

蜜环菌在吸取树枝上的营养物质。

[0020] 进一步，所述垫底层、培养层、种植层以及覆盖的相邻两个层次之间皆设置有网格

孔板。

[0021] 通过网格孔板之间的设置，避免天麻的种植母体和树枝混合在一起，不便于之后

天麻的采摘。

[0022] 进一步，所述第一遮盖尖端正上方的底板上设置有按钮，所述按钮上设置有防水

套，所述按钮和微控制线路连接。

[0023] 当水室内水位不断上升，使得浮板带动第一遮盖向上运动并挤压底板上的按钮

时，微控制器控制第一进水阀关闭，此时，便不再从积水箱向种植箱内抽水，避免伸缩管被

水室内的水淹没。

[0024] 进一步，所述进气管一端和伸缩管连接，所述进气管另一端位于种植箱旁，所述种

植箱旁的进气管上转动连接有进气头，所述进气头从下而上向远离种植箱一侧倾斜设置，

所述进气头外固定套接有齿轮；所述积水箱旁设置有气缸，所述气缸内设置有活塞，所述活

塞上固定有齿条，所述齿条和齿轮啮合。

[0025] 由于天麻进行有氧呼吸后将产生释放能量，使得种植箱内的温度升高，当外界温

度过于高时，种植箱内的温度便会出现过于高的问题，这时，由于气缸的设置，气缸在外界

环境温度较高时，气缸内气体受热膨胀，使得气缸的活塞运动，活塞推动齿条运动，齿条带

动齿轮转动，使得进气头转动，进气头的顶端转动后正对种植箱，使得抽风机工作时能加快

种植箱附近的空气流动，对种植箱进行降温。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8] 图3为图1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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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0]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种植箱1、进气管2、抽风机3、水泵4、积水箱5、第一

出水管6、进气头7、气缸8、齿条9、齿轮10、第一进水阀11、第二进水阀12、第二出水管13、花

洒14、覆盖层15、种植层16、天麻17、培养层18、树枝19、垫底层20、伸缩管21、第一遮盖22、浮

板23、按钮24、底板25、通气管26、电极板27、支撑柱28、第二遮盖29。

[0031] 实施例

[0032] 如图1所示：用于天麻的种植设备，包括：种植箱1，种植箱1内从下而上依次设置有

垫底层20、培养层18、种植层16和覆盖层15；垫底层20、培养层18、种植层16和覆盖层15内均

填充有松软的河沙，相邻两个层次之间皆设置有网格孔板。

[0033] 垫底层20设置在种植箱1的底板25上，种植箱1底端为底板25，底板25上设置有用

于通气的通气管26，通气管26顶端高于底板25，通气管26壁上设置有支撑柱28，支撑柱28上

固定有圆锥形的第二遮盖29，第二遮盖29的尖端向上设置，第二遮盖29底端位于底板25与

通气管26的顶端之间，如图3所示；培养层18内放置有用于培养蜜环菌的树枝19，树枝19上

开有鱼鳞状的划口，蜜环菌的菌种放置到划口内；种植层16内放置有天麻17的种植母体，覆

盖层15两侧的种植箱1内壁上相对设置有两块平行的电极板27，两块电极板27所在回路上

连接有电源和电流传感器，电源可采用5V电池，电流传感器上连接有微控制器。

[0034] 种植箱1的底板25下设置有水室，水室底端的左侧侧壁上连通有第二出水管13，第

二出水管13设置在种植箱1左侧，第二出水管13上向上依次设置有水泵4和第二进水阀12，

水泵4下的第二出水管13上连通有第一出水管6，第一出水管6上设置有第一进水阀11，第一

出水管6左端连通有装有水的积水箱5，第一进水阀11、第二进水阀12以及水泵4均和微控制

器线路连接；另外，第一出水管6顶端穿过种植箱1的顶板连接有花洒14。

[0035] 水室底端连通有进气管2，进气管2右端端头上滑动连接有伸缩管21，伸缩管21顶

端靠近底板25，进气管2上设置有支撑柱28，支撑柱28上焊接有圆锥形的第一遮盖22，第一

遮盖22的尖端向上安装，第一遮盖22的底端位于伸缩管21的顶端和水室底面之间，第一遮

盖22底端边沿上固定有用于浮在水面的浮板23，第一遮盖22尖端正上方的底板25上设置有

按钮24，按钮24外套有防水套，如图2所示；进气管2上设置有抽风机3，进气管2左端位于第

二出水管13旁，进气管2左端端头转动连接有进气头7，进气头7外套接有齿轮10，进气头7的

顶端从右往左向上倾斜设置，进气头7旁设置有气缸8，气缸8内滑动连接有活塞，活塞上焊

接有齿条9，齿条9和齿轮10啮合；按钮24和抽风机3均与微控制器线路连接。

[0036] 本实施例中，微控制器选用AT89C51系列单片机，电流传感器选用型号为JLKT8的

电流传感器。

[0037] 具体实施时，初次使用时，微控制器控制第一进水阀11开启，然后控制水泵4向上

抽水，积水箱5内的水经过第一出水管6和第二出水管13后从花洒14处喷出，为蜜环菌的繁

殖和天麻17的生长提供水分；花洒14喷出的水依次进入到覆盖层15、种植层16、培养层18和

垫底层20，然后多于的水分从通气孔进入到水室内，在水经过培养层18时，蜜环菌随着水流

进入到水室内；由于设置有第二遮盖29，且第二遮盖29底端位于通气管26顶端和底板25之

间，垫底层20的河沙进入第二遮盖29内后只能与第二遮盖29底端持平，而底板25上的水在

水位高出通气管26顶端时将从通气管26底端进入通气管26内，然后从通气管26流入到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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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当水室内的水位上升，浮板23随水位上升而向上浮动，带动伸缩管21向上运动，避免水

室内的水进入到伸缩管21内，而第一遮盖22的设置使得从通气管26出来的水无法进入到进

气管2和伸缩管21内。

[0038] 当水室内水位不断上升，使得浮板23带动第一遮盖22向上运动并挤压底板25上的

按钮24时，微控制器控制第一进水阀11关闭，此时，便不再从积水箱5向种植箱1内抽水，避

免伸缩管21被水室内的水淹没。

[0039] 河沙不具有导电功能，由于设置有两块电极板27以及电极板27供电的电源，在覆

盖层15内的河沙中有水流过后，水有导电性，两块电极板27之间便有了电流流过，电流传感

器检测到电极板27所在回路中的电流时，将检测的电流信息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发送给微

控制器；

[0040] 当覆盖层15中水分含量较多时，电流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流量大，微控制器在接收

到电流传感器传递的电信号后控制抽风机3开始工作，抽风机3将外界的空气抽入到进气管

2内，然后由进气管2的伸缩管21处出去，然后从通气管26吹入到种植箱1内，加快种植箱1内

的水分蒸发，避免种植箱1内的含水量过多导致天麻17长期无氧呼吸，而空气进入到种植箱

1后为天麻17的有氧呼吸提供氧气；

[0041] 当覆盖层15中水分含量较少时，电流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流量小，微控制器在接收

到电流传感器传递的电信号后控制水泵4开始工作，同时，微控制器控制第一进水阀11关

闭，控制第二进水阀12开启，使得水室内的水经过第二出水管13重新进入到种植箱1内，由

于水室内的水内含有蜜环菌，含有蜜环菌的水进入到种植箱1后能加快天麻17的成长，同

时，含有蜜环菌的水循环使用，避免了蜜环菌的浪费；

[0042] 由于天麻17进行有氧呼吸后将产生释放能量，使得种植箱1内的温度升高，当外界

温度过于高时，种植箱1内的温度便会出现过于高的问题，这时，由于气缸8的设置，气缸8在

外界环境温度较高时，气缸8内气体受热膨胀，使得气缸8的活塞向右运动，活塞推动齿条9

向右运动，齿条9带动齿轮10转动，使得进气头7向右转动，进气头7的顶端正对种植箱1，使

得抽风机3工作时能加快种植箱1附近的空气流动，对种植箱1进行降温。

[0043]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

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

段的能力，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在本申请给出的启示下，结合自身能力完善并实施

本方案，一些典型的公知结构或者公知方法不应当成为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实施本申请

的障碍。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作

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

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具

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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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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