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桦树上生长的白桦茸。

白桦茸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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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产量，并以为森林所有者带来额外的收入。
目前一
些创新企业专门从事森林中白桦茸的种植，还有一些芬
兰公司专门从事将白桦茸和其他药用蘑菇进一步加工
成粉末和提取物，用作食品添加剂或作为茶饮用。
此外，
白桦茸还用于各种饮料，化妆品，健康和卫生产品。

白桦茸种植为芬兰森林所有者带
来额外收入，并创造商机。

如何种植白桦茸？
白桦茸（Chaga Inonotus obliquus）是一种生长在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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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常见腐朽木材真菌。
几个世纪以来，因对健康有
益，白桦茸一直被用于芬兰民间传统医学。
在芬兰，白桦
茸的工业规模生产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用于一种名
为“tikkatee”
（啄木鸟茶）的茶产品（Miina等人，2021）。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药用蘑菇用作维持身体健康的食物
和治疗疾病的药物已有数千年历史（Lee等人，2012）。
白
桦茸的最大市场目前在亚洲。
白桦茸可以从森林（自然生长的白桦茸）中采集，中国
也有白桦茸种植。
除种植外中国也大量进口白桦茸以满
足功能性保健食品部门对白桦茸不断增长的需求。
目前
芬兰森林中白桦茸的产量很低，因此，芬兰森林所有者
和中小企业将有机会通过在芬兰森林中种植白桦茸，增

白桦茸可以种植在正常生长的桦树上。
通过将包含
3-4个蘑菇菌丝体的销钉插入桦树上钻的小孔就可以完
成白桦茸的接种。
白桦茸菌丝体可以在实验室中培养，
目前已有几家芬兰公司专门培养白桦茸菌丝体。
白桦茸生长相当缓慢，因此适于种植在集约经营商品
林之外的低产桦木林上。
白桦茸种植除了接种和收获外
不需要太多管理，因此也适合远离森林或没有太多时间
的森林所有者种植。
目前一些森林服务公司提供白桦茸
种植课程，森林所有者可以学习自己如何将白桦茸接种
到桦树上。
根据客户的需求，森林服务公司也可以提供
从从树木接种，看管照顾，到白桦茸收获和销售整个过
程的服务。
接种后，第一批白桦茸一般在5-9年后可以收获。
每棵
桦树可以进行大约2-4次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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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茸促进生态效率和健康

芬兰有大量的低产量桦树林。
白桦茸种植一般难以适
用于集约化经营及生产力较高的桦树商品林中（Betula
pendula）
，但在低产桦树林（B. pubescens）中种植效果
良好，并可成为额外收入的来源（Miina等人，2021）。
蘑菇栽培是一种环保的生产方法，可以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也是在森林中增加粮食生产产的生态友好型方
式。
森林不再只生产木材作为原料，也能提供高品质的
蘑菇，如白桦茸，用作食品补充剂以及健康和化妆品原
料。
此外，白桦茸种植也可以与桦树汁生产相结合。
桦树在经历2-4次白桦茸收获，约历时15年后通常会
死亡。
尽管如此，这棵桦树仍然可以被砍伐并作为火柴
或纤维木材出售，或者用作堆肥或土壤改良的覆盖物。
此外，在低产桦树林中种植白桦茸，或将桦树汁生产与
白桦茸种植结合，可有助于垂死木和枯木形成，对生物
多样性产生有益影响。
白桦茸在亚洲国家拥有较大市场，且需大于供。
预计
未来亚洲国家对白桦茸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
白桦茸商
业价值链已形成，但芬兰的销售量很小。
在芬兰销售并
从芬兰出口的白桦茸大多数都是采自森林，自然生长的
白桦茸。
芬兰直到最近才开始白桦茸的积极种植，因此
需要更多研究对可靠的产量进行估计（Miina等人，2021
）。
研究表明，白桦茸种植可能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活
动，特别是在闲置森林中。
新鲜白桦茸的价格约为20欧
元/千克，通过进一步加工其价值可以显著增长，例如白
桦茸粉或白桦茸茶售价约为300欧元/千克）
（Piispanen

2017）。
白桦茸最具价值的产品是以速溶提取物粉末或
液体的形式出售，价格约为1000欧元/千克（Verkasalo
等人，2017）。
芬兰白桦茸价值链发展，需要增加白桦茸在芬兰的
种植，以确保为亚洲国家的进口提供更稳定的原材料和
加工产品供应。
对新鲜白桦茸不断增长的需求可以通过
系统地、有组织地白桦茸种植来满足（Verkasalo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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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所有者通过蘑菇种植可为其带来显著
的额外收入，并且可以使森林管理更加环保
和有利可图。
白桦茸种植可以提高盈利能力，特别是在集
约经营商品林之外的低产桦树林中。
白桦茸种植通过在木材生产之外，提供食
品，营养补充剂，保健产品或药品配料的生
产提高了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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