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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

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搭建蚕室，蚕室为长

方体形，沿蚕室长度方向相对两侧设置两个搁置

台，搁置台一侧倾斜设有接砂槽，搁置台顶面设

置多个环状凸起，沿环状凸起底面贯穿搁置台排

砂管；S2，建多个蚕扁，其为顶面敞开设置的长方

体形，蚕扁底面形成排砂口，所述排砂口与所述

环状凸起相适配，以将蚕扁一一对应放置于所述

搁置台，并使蚕扁与所述接砂槽连通，所述蚕扁

内从上至下依次水平设置第一攀爬网、第二攀爬

网、调孔组件、集砂组件、及开合网。本发明具有

结合蚕体自身的生长规律快速除砂，不影响蚕体

的生长，省时省力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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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搭建蚕室，蚕室为长方体形，所述蚕室高度为1.9-2.0m，沿所述蚕室长度方向相对

两侧均上下间隔水平设置两个搁置台，同一侧位于下方的搁置台的底面距离蚕室底面的高

度为0.4-0.5m，所述搁置台沿其长度方向靠近蚕室中心的一侧倾斜设有接砂槽，所述搁置

台顶面等间隔设置多个环状凸起，沿环状凸起底面倾斜贯穿所述搁置台至接砂槽设有排砂

管；

S2，建多个蚕匾，其为顶面敞开设置的长方体形，所述蚕匾底面倾斜向下缩合形成排砂

口，所述排砂口与所述环状凸起相适配，以将蚕匾一一对应放置于所述搁置台，并使蚕匾与

所述接砂槽连通，所述蚕匾内从上至下依次水平设置第一攀爬网、第二攀爬网、调孔组件、

集砂组件、及开合网，其中，所述第一攀爬网和所述第二攀爬网均包括具有矩形网格的第一

网体、竖直向下设于第一网体节点处的攀爬杆，所述第一攀爬网的网格边长为22-25mm，攀

爬杆的长度为30-40mm，所述第二攀爬网的网格边长为3-3.5mm，攀爬杆的长度为8-10mm，所

述调孔组件包括周向抵接于蚕匾内侧壁的框体、沿所述框体长度方向间隔铰接设置的多个

条状顶网、及沿所述框体宽度方向间隔铰接设置的多个条状底网，所述条状顶网和所述条

状底网均由多条平行设置的网线组成，任意相邻两条网线间的距离不大于0.5mm，条状顶网

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的宽度，条状底网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的长度，多个条状顶网沿其宽

度方向活动连接有顶抽拉杆，拉动顶抽拉杆，多个条状顶网覆设于所述框体顶面，多个条状

底网沿其宽度方向活动连接有底抽拉杆，拉动底抽拉杆，多个条状底网覆设于所述框体底

面，所述蚕匾侧壁具有使所述底抽拉杆和所述顶抽拉杆水平穿过的条状孔，所述集砂组件

包括表面向下具有规则的密排点阵凹点的排砂网，凹点底端连通设置一储物球，所述储物

球底面具有半径为3mm的通孔，所述开合网上竖直向上设置多个与所述通孔相适配的圆台

形橡胶塞，所述开合网可沿所述蚕匾上下移动以开关通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同一侧位于上方的

搁置台至所述蚕室顶面的距离与位于下方的搁置台至所述蚕室顶面的距离比为1:2，相对

设置的两个搁置台间的距离为0.4-0.5m。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蚕室沿长度方

向靠近所述接砂槽低端的一侧设有门，位于门的两侧上下均设置两个可开合的前窗，所述

蚕室沿长度方向远离所述接砂槽低端的一侧设有与四个前窗一一同轴设置的四个后窗。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条状孔内覆设

橡胶圈，以使所述底抽拉杆和所述顶抽拉杆密封穿过并固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合网相对的

外侧壁设有移动杆，所述蚕匾侧壁具有使移动杆垂直穿过的穿孔，所述穿孔底端竖直向上

设置一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顶端与所述移动杆底面固接，以拉伸所述伸缩杆带动移动杆

向上移动，使圆台形橡胶塞一一对应塞设于通孔。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S3，蚕养殖；拉动顶抽拉杆和底抽拉杆，使多个条状顶网和多个条状底网分别覆设于所述框

体顶面和底面，形成边长不大于0.5mm的网格，拉伸所述伸缩杆使圆台形橡胶塞一一对应塞

设于通孔，桑叶切成边长小于3mm大于0.5mm的小方块桑叶，小方块桑叶铺设于蚕匾上落至

调控组件上，放入待养殖蚕体，盖上塑料膜，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二攀爬网，桑叶切成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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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小于22mm大于3.0mm的中方块桑叶进行第二攀爬网上蚕体喂养，小方块桑叶继续喂养调

控组件上蚕体，直至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二攀爬网，停止调控组件上蚕体喂养，当存

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二攀爬网时，拉动顶抽拉杆和底抽拉杆，使多个条状顶网和多个

条状底网分别垂直设于所述框体顶面和底面，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一攀爬网时，桑叶切

成边长大于25mm的大方块桑叶进行第一攀爬网上蚕体喂养，中方块桑叶继续喂养第二攀爬

网上蚕体，直至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一攀爬网，停止第二攀爬网上蚕体喂养，喂养至

蚕体成熟得成熟蚕；

其中，当蚕体处于2眠的眠中时，拉伸所述伸缩杆使圆台形橡胶塞离开通孔，当蚕体处

于3眠的眠起时，除去盖设的塑料膜，当蚕体处于4眠的眠起时，打开门、前窗、及后窗，1-3龄

蚕喂养时调节蚕室温度为27-28℃，4-5龄蚕喂养时调节蚕室温度为25℃，整个喂养过程中

每天喂养4次，给食时间分别为上午7:00-7:30、中午11:00-11:30、下午16:00-16:30、晚上

22:00-22:30，眠中不进行喂养。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蚕匾为透明材

质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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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桑蚕养殖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

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桑蚕，一种吐丝昆虫，以桑叶为食料，茧可缫丝，丝是珍贵的纺织原料，主要用于织

绸，是优良的纺织原料，在军工、交电等方面也有广泛用途。蚕的蛹、蛾和蚕粪也可以综合利

用，是多种化工和医药工业的原料，也可以作植物的养料。对于桑蚕而言，每次眠包括眠前、

眠中、及眠起，现有的养殖方法中，不能有效的将蚕砂和蚕体进行分离，而需要在每次眠前

把控好时间加网给桑进行眠前除砂，避免蚕砂的污染，增大劳动力的同时，不能够有效的将

蚕砂和桑蚕在喂养的期间进行分离，又由于桑蚕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其自身体积不断变化，

如何结合蚕体自身的生长规律快速除砂的同时，不影响蚕体的生长，同时省时省力减少劳

动量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点。

[0004]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其能够结合蚕体

自身的生长规律快速除砂，不影响蚕体的生长，省时省力。

[0005]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

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搭建蚕室，蚕室为长方体形，所述蚕室高度为1.9-2.0m，沿所述

蚕室长度方向相对两侧均上下间隔水平设置两个搁置台，同一侧位于下方的搁置台的底面

距离蚕室底面的高度为0.4-0.5m，所述搁置台沿其长度方向靠近蚕室中心的一侧倾斜设有

接砂槽，所述搁置台顶面等间隔设置多个环状凸起，沿环状凸起底面倾斜贯穿所述搁置台

至接砂槽设有排砂管；

[0006] S2，建多个蚕扁，其为顶面敞开设置的长方体形，所述蚕扁底面倾斜向下缩合形成

排砂口，所述排砂口与所述环状凸起相适配，以将蚕扁一一对应放置于所述搁置台，并使蚕

扁与所述接砂槽连通，所述蚕扁内从上至下依次水平设置第一攀爬网、第二攀爬网、调孔组

件、集砂组件、及开合网，其中，所述第一攀爬网和所述第二攀爬网均包括具有矩形网格的

第一网体、竖直向下设于第一网体节点处的攀爬杆，所述第一攀爬网的网格边长为  22-

25mm，攀爬杆的长度为30-40mm，所述第二攀爬网的网格边长为3-3.5mm，攀爬杆的长度为8-

10mm，所述调孔组件包括周向抵接于蚕扁内侧壁的框体、沿所述框体长度方向间隔铰接设

置的多个条状顶网、及沿所述框体宽度方向间隔铰接设置的多个条状底网，所述条状顶网

和所述条状底网均由多条平行设置的网线组成，任意相邻两条网线间的距离不大于0.5mm，

条状顶网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的宽度，条状底网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的长度，多个条状顶

网沿其宽度方向活动连接有顶抽拉杆，拉动顶抽拉杆，多个条状顶网覆设于所述框体顶面，

多个条状底网沿其宽度方向活动连接有底抽拉杆，拉动底抽拉杆，多个条状底网覆设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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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框体底面，所述蚕扁侧壁具有使所述底抽拉杆和所述顶抽拉杆水平穿过的条状孔，所述

集砂组件包括表面向下具有规则的密排点阵凹点的排砂网，凹点底端连通设置一储物球，

所述储物球底面具有半径为3mm的通孔，所述开合网上竖直向上设置多个与所述通孔相适

配的圆台形橡胶塞，所述开合网可沿所述蚕扁上下移动以开关通孔。

[0007] 优选的是，同一侧位于上方的搁置台至所述蚕室顶面的距离与下方的搁置台至所

述蚕室顶面的距离比为1:2，相对设置的两个搁置台间的距离为0.4-0.5m。

[0008] 优选的是，所述蚕室沿长度方向靠近所述接砂槽低端的一侧设有门，位于门的两

侧上下均设置两个可开合的前窗，所述蚕室沿长度方向远离所述接砂槽低端的一侧设有与

四个前窗一一同轴设置的四个后窗。

[0009] 优选的是，所述条状孔内覆设橡胶圈，以使所述底抽拉杆和所述顶抽拉杆密封穿

过并固定。

[0010] 优选的是，所述开合网相对外侧壁设有移动杆，所述蚕扁侧壁具有使移动杆垂直

穿过的穿孔，所述穿孔底端竖直向上设置一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顶端与所述移动杆底面

固接，以拉伸所述伸缩杆带动移动杆向上移动，使橡胶塞一一对应塞设于通孔。

[0011] 优选的是，所述的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3，蚕养殖；拉动顶抽拉杆和底抽拉杆，使多个条状顶网和多个条状底网分别覆设

于所述框体顶面和底面，形成边长不大于0.5mm的网格，拉伸所述伸缩杆使橡胶塞一一对应

塞设于通孔，桑叶切成边长小于3mm大于0.5mm的小方块桑叶，小方块桑叶铺设于蚕扁上落

至调控组件上，放入带养殖蚕体，盖上塑料膜，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二攀爬网，桑叶切成

边长边小于22mm大于3.0mm的中方块桑叶进行第二攀爬网上蚕体喂养，小方块桑叶继续喂

养调控组件上蚕体，直至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二攀爬网，停止调控组件上蚕体喂养，

当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二攀爬网时，拉动顶抽拉杆和底抽拉杆，使多个条状顶网和

多个条状底网分别垂直设于所述框体顶面和底面，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一攀爬网时，桑

叶切成边长大于25mm的大方块桑叶进行第一攀爬网上蚕体喂养，中方块桑叶继续喂养第二

攀爬网上蚕体，直至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一攀爬网，停止第二攀爬网上蚕体喂养，喂

养至蚕体成熟得成熟蚕；

[0013] 其中，当蚕体处于2眠的眠中时，拉伸所述固定杆使橡胶塞离开通孔，当蚕体处于3 

眠的眠起时，除去盖设的塑料膜，当蚕体处于4眠的眠起时，打开门、前窗、及后窗，1-3  龄蚕

喂养时调节蚕室温度为27-28℃，4-5龄蚕喂养时调节蚕室温度为25℃，整个喂养过程中每

天喂养4次，给食时间分别为上午7:00-7:30、中午11:00-11:30、下午16:00-16:30、晚上22:

00-22:30，眠中不进行喂养。

[0014] 优选的是，所述蚕扁为透明材质制成。

[0015]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16] 第一、蚕室的搭建通过高度和搁置台的设置，合理利用空间，且方便操作员操作，

蚕扁排砂口、蚕室内接砂槽和排砂管的设置，能够有效并快速的将蚕扁内的蚕砂聚集排出，

其中，接砂槽倾斜设置，其较低断可设置用于接蚕砂的框，也可以选择设置可开合密封的板

体，每隔一段时间按需进行蚕砂的清理；

[0017] 第二、蚕扁内第一攀爬网、第二攀爬网、调孔组件、集砂组件、及开合网的设置结合

了蚕体自身的生长规律，不影响蚕体的生长的同时，快速除砂省时省力，且第一攀爬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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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攀爬网的设置为蚕桑的养殖提供一个自然选择病弱蚕体淘汰的机会，减少人工淘汰病弱

蚕体的工作量。

[0018]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蚕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所述蚕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所述蚕扁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一攀爬网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所述调孔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

说明书文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5] 需要说明的是，下述实施方案中所述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

述试剂和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S1，搭建蚕室1，由图1-5可知，蚕室1为长方体形，所述蚕室1高度为2.0m，沿所述蚕

室1长度方向相对两侧均上下间隔水平设置两个搁置台10，同一侧位于下方的搁置台10的

底面距离蚕室1底面的高度为0.5m，同一侧位于上方的搁置台10至所述蚕室1  顶面的距离

与下方的搁置台10至所述蚕室1顶面的距离比为1:2，高度的设置配合搁置台  10的设置，符

合人体学，方便操作员的操作同时，最大程度节省空间，提高空间利用率，相对设置的两个

搁置台10间的距离为0.5m，主要用于共操作员在蚕室1内行走活动，所述搁置台10沿其长度

方向靠近蚕室1中心的一侧倾斜设有接砂槽11，所述搁置台10顶面等间隔设置多个环状凸

起12，所述搁置台10沿环状凸起12罩设的底面倾斜向下贯穿所述搁置台10设有排砂管13，

排砂管13连通环状凸起12和接砂槽11，所述蚕室1沿长度方向靠近所述接砂槽11低端的一

侧设有门7，门7与所述蚕室1同轴设置，位于门7的两侧上下均设置两个可开合的前窗70，所

述蚕室1沿长度方向远离所述接砂槽11低端的一侧设有与四个前窗70一一同轴设置的四个

后窗；

[0029] S2，建多个蚕扁2，其为顶面敞开设置的由透明材质制成的长方体形结构，所述蚕

扁  2底面倾斜向下缩合形成排砂口20，所述排砂口20与所述环状凸起12相适配，以将蚕扁 

2一一对应放置于所述搁置台10，并使蚕扁2与所述接砂槽11连通，所述蚕扁2内从上至下依

次水平设置第一攀爬网3、第二攀爬网4、调孔组件5、集砂组件6、及开合网8，其中，所述第一

攀爬网3和所述第二攀爬网4均包括具有矩形网格的第一网体30、竖直向下设于第一网体30

节点处的攀爬杆31，所述第一攀爬网3网格的边长为22-25mm，攀爬杆31的长度为35mm，所述

第二攀爬网4的网格边长为3.2mm，攀爬杆31的长度为9  mm，所述调孔组件5包括周向固定抵

接于蚕扁2内侧壁的框体50、沿所述框体50长度方向间隔铰接设置的多个条状顶网51、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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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框体50宽度方向间隔铰接设置的多个条状底网52，所述条状顶网51和所述条状底网52

均由多条平行设置的网线53组成，任意相邻两条网线53间的距离不大于0.5mm，条状顶网51

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50的宽，条状底网52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50的长，多个条状顶网51沿

其宽度方向活动连接有顶抽拉杆54，拉动顶抽拉杆54，多个条状顶网51可覆设于所述框体

50顶面，多个条状底网  52沿其宽度方向活动连接有底抽拉杆55，拉动底抽拉杆55，多个条

状底网52可覆设于所述框体50底面，所述蚕扁2侧壁具有使所述底抽拉杆55和所述顶抽拉

杆54水平穿过的条状孔，所述条状孔内覆设橡胶圈，以使所述底抽拉杆55和所述顶抽拉杆

54密封穿过并固定，此时的固定是指通过橡胶圈与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间的抵接的

摩擦力控制，该摩擦力能够控制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固定不动，

当外力作用于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时，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可移动，所述集

砂组件6包括表面向下具有规则的密排点阵凹点的排砂网60，凹点底端连通设置一储物球 

61，所述储物球61底面具有半径为3mm的通孔62，所述开合网8上竖直向上设置多个与所述

通孔62相适配的圆台形橡胶塞，所述开合网8可沿所述蚕扁2上下移动以开关所述集砂组件

6的通孔62，所述开合网8的相对外侧壁设有移动杆，所述蚕扁2侧壁具有使移动杆垂直穿过

的穿孔，所述穿孔底端竖直向上设置一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顶端与所述移动杆底面固接，

以拉伸和缩短所述伸缩杆带动移动杆向上移动，使橡胶塞一一对应塞设于通孔62，伸缩杆

具体可为固设于所述穿孔底端的套筒、套设于底套筒内，且顶端与所述移动杆垂直固接的

顶套筒，顶套筒侧壁弹性连接有一凸块，底套筒具有与所述凸块相适配的上下间隔设置的

俩个缺口，当凸块卡设于位于上端的缺口时，即所述伸缩杆处于拉伸状态时，橡胶塞一一对

应塞设于通孔62，当凸块卡设于位于下端的缺口时，即所述伸缩杆处于收缩状态时，橡胶塞

未塞设于通孔62，其中，第一攀爬网3，第二攀爬网4为可取出的方式搭设或者卡设于所述蚕

扁2内，其中，所述顶抽拉杆和所述底抽拉杆均为两个，沿长度方向两侧的条状孔分别位于

上下设置的一对前窗或者一对后窗之间。

[0030] S3，蚕养殖；养殖前对蚕室1和蚕扁2、以及其他蚕具按照现有常规方式进行消毒准

备，通过催青和收蚁获得待养殖蚕体；

[0031] 拉动顶抽拉杆54和底抽拉杆55，使多个条状顶网51和多个条状底网52分别覆设于

所述框体50顶面和底面，形成边长等于0.5mm的网格，拉伸所述伸缩杆使橡胶塞一一对应塞

设于通孔62，桑叶切成边长小于3mm大于0.5mm范围内的小方块桑叶，小方块桑叶铺设于蚕

扁2上落至调控组件上，放入带养殖蚕体，盖上塑料膜，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二攀爬网4，

桑叶切成边长边小于22mm大于18.0mm范围内的中方块桑叶进行第二攀爬网4上蚕体喂养，

小方块桑叶继续喂养调控组件上蚕体，直至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二攀爬网4，停止调

控组件上蚕体喂养，促使蚕体攀爬至第二攀爬网4，当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二攀爬网

4时，拉动顶抽拉杆54和底抽拉杆55，使多个条状顶网51  和多个条状底网52分别垂直设于

所述框体50顶面和底面，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一攀爬网3，桑叶切成边长大于25mm的大方

块桑叶进行第一攀爬网3上蚕体喂养，中方块桑叶继续喂养第二攀爬网4上蚕体，直至存活

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一攀爬网3，停止第二攀爬网4蚕体喂养，促使蚕体攀爬至第二攀爬

网4，继续喂养至蚕体成熟得成熟蚕，这里的至少50％可以进行人为估算，只要不少于一半

的蚕体即可；

[0032] 其中，在整个蚕体喂养的过程中，结合蚕体自身的龄期(本实施例养殖是目前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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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4眠5龄蚕，每次眠可包括眠前、眠中、及眠起，其主要经过蚕卵，蚕卵孵化获得蚕蚁，蚕

蚁经第一次喂养后得所述待养殖蚕体，待养殖蚕体至1眠前期间为1龄蚕，1眠起至2 眠前为

2龄蚕、2眠起至3眠前为3龄蚕、3眠起至4眠前为4龄蚕、4眠起至成熟蚕间为5龄蚕)，当蚕体

处于2眠的眠中时，拉伸所述固定杆使橡胶塞离开通孔62，当蚕体处于3眠的眠起时，后期喂

养不需要盖设塑料膜，当蚕体处于4眠的眠起时，需打开门  7、前窗70和后窗通风，1-3龄蚕

喂养时调节蚕室1温度为27-28℃之间，4-5龄蚕喂养时调节蚕室1温度为25℃，整个喂养过

程中每天喂养4次，给食时间分别为上午7:00-7:30、中午11:00-11:30、下午16:00-16:30、

晚上22:00-22:30之间，但是在眠中不需要进行喂养，  5龄蚕喂养7天基本全部成为成熟蚕。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可快速除蚕砂的桑蚕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S1，搭建蚕室1，由图1-5可知，蚕室1为长方体形，所述蚕室1高度为1.9m，沿所述蚕

室1长度方向相对两侧均上下间隔水平设置两个搁置台10，同一侧位于下方的搁置台10的

底面距离蚕室1底面的高度为0.4m，同一侧位于上方的搁置台10至所述蚕室1  顶面的距离

与下方的搁置台10至所述蚕室1顶面的距离比为1:2，高度的设置配合搁置台  10的设置，符

合人体学，方便操作员的操作同时，最大程度节省空间，提高孔家利用率，相对设置的两个

搁置台10间的距离为0.4m，主要用于共操作员在蚕室1内行走活动，所述搁置台10沿其长度

方向靠近蚕室1中心的一侧倾斜设有接砂槽11，所述搁置台10顶面等间隔设置多个环状凸

起12，所述搁置台10沿环状凸起12罩设的底面倾斜向下贯穿所述搁置台10设有排砂管13，

排砂管13连通环状凸起12和接砂槽11，所述蚕室1沿长度方向靠近所述接砂槽11低端的一

侧设有门7，门7与所述蚕室1同轴设置，位于门7的两侧上下均设置两个可开合的前窗70，所

述蚕室1沿长度方向远离所述接砂槽11低端的一侧设有与四个前窗70一一同轴设置的四个

后窗；

[0036] S2，建多个蚕扁2，其为顶面敞开设置的由透明材质制成的长方体形结构，所述蚕

扁  2底面倾斜向下缩合形成排砂口20，所述排砂口20与所述环状凸起12相适配，以将蚕扁 

2一一对应放置于所述搁置台10，并使蚕扁2与所述接砂槽11连通，所述蚕扁2内从上至下依

次水平设置第一攀爬网3、第二攀爬网4、调孔组件5、集砂组件6、及开合网8，其中，所述第一

攀爬网3和所述第二攀爬网4均包括具有矩形网格的第一网体30、竖直向下设于第一网体30

节点处的攀爬杆31，所述第一攀爬网3网格的边长为22mm，攀爬杆31的长度为40mm，所述第

二攀爬网4的网格边长为3.5mm，攀爬杆31的长度为10  mm，所述调孔组件5包括周向固定抵

接于蚕扁2内侧壁的框体50、沿所述框体50长度方向间隔铰接设置的多个条状顶网51、及沿

所述框体50宽度方向间隔铰接设置的多个条状底网52，所述条状顶网51和所述条状底网52

均由多条平行设置的网线53组成，任意相邻两条网线53间的距离不大于0.5mm，条状顶网51

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50的宽，条状底网52的长度等于所述框体50的长，多个条状顶网51沿

其宽度方向活动连接有顶抽拉杆54，拉动顶抽拉杆54，多个条状顶网51可覆设于所述框体

50顶面，多个条状底网  52沿其宽度方向活动连接有底抽拉杆55，拉动底抽拉杆55，多个条

状底网52可覆设于所述框体50底面，所述蚕扁2侧壁具有使所述底抽拉杆55和所述顶抽拉

杆54水平穿过的条状孔，所述条状孔内覆设橡胶圈，以使所述底抽拉杆55和所述顶抽拉杆

54密封穿过并固定，此时的固定是指通过橡胶圈与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间的抵接的

摩擦力控制，该摩擦力能够控制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固定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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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力作用于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时，底抽拉杆55或者顶抽拉杆54可移动，所述集

砂组件6包括表面向下具有规则的密排点阵凹点的排砂网60，凹点底端连通设置一储物球 

61，所述储物球61底面具有半径为3mm的通孔62，所述开合网8上竖直向上设置多个与所述

通孔62相适配的圆台形橡胶塞，所述开合网8可沿所述蚕扁2上下移动以开关所述集砂组件

6的通孔62，所述开合网8的相对外侧壁设有移动杆，所述蚕扁2侧壁具有使移动杆垂直穿过

的穿孔，所述穿孔底端竖直向上设置一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顶端与所述移动杆底面固接，

以拉伸和缩短所述伸缩杆带动移动杆向上移动，使橡胶塞一一对应塞设于通孔62，伸缩杆

具体可为固设于所述穿孔底端的套筒、套设于底套筒内，且顶端与所述移动杆垂直固接的

顶套筒，顶套筒侧壁弹性连接有一凸块，底套筒具有与所述凸块相适配的上下间隔设置的

俩个缺口，当凸块卡设于位于上端的缺口时，即所述伸缩杆处于拉伸状态时，橡胶塞一一对

应塞设于通孔62，当凸块卡设于位于下端的缺口时，即所述伸缩杆处于收缩状态时，橡胶塞

83未塞设于通孔62，其中，第一攀爬网3，第二攀爬网4为可取出的方式搭设或者卡设于所述

蚕扁2内。

[0037] S3，蚕养殖；养殖前对蚕室1和蚕扁2、以及其他蚕具按照现有常规方式进行消毒准

备，通过催青和收蚁获得待养殖蚕体；

[0038] 拉动顶抽拉杆54和底抽拉杆55，使多个条状顶网51和多个条状底网52分别覆设于

所述框体50顶面和底面，形成边长不大于0.5mm的网格，拉伸所述伸缩杆使橡胶塞一一对应

塞设于通孔62，桑叶切成边长小于3mm大于0.5mm范围间的小方块桑叶，小方块桑叶铺设于

蚕扁2上落至调控组件上，放入带养殖蚕体，盖上塑料膜，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二攀爬网

4，桑叶切成边长边小于22mm大于3.0mm范围间的的中方块桑叶进行第二攀爬网4上蚕体喂

养，小方块桑叶继续喂养调控组件上蚕体，直至存活蚕体至少  50％攀爬至第二攀爬网4，停

止调控组件上蚕体喂养，促使蚕体攀爬至第二攀爬网4，当存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二攀

爬网4时，拉动顶抽拉杆54和底抽拉杆55，使多个条状顶网51和多个条状底网52分别垂直设

于所述框体50顶面和底面，喂养至有蚕体攀爬至第一攀爬网3，桑叶切成边长大于25mm的大

方块桑叶进行第一攀爬网3上蚕体喂养，中方块桑叶继续喂养第二攀爬网4上蚕体，直至存

活蚕体至少50％攀爬至第一攀爬网3，停止第二攀爬网4蚕体喂养，促使蚕体攀爬至第二攀

爬网4，继续喂养至蚕体成熟得成熟蚕；

[0039] 其中，在整个蚕体喂养的过程中，结合蚕体自身的龄期(本实施例养殖是目前最普

遍的4眠5龄蚕，每次眠可包括眠前、眠中、及眠起其主要经过蚕卵，蚕卵孵化获得蚕蚁，蚕蚁

经第一次喂养后得所述待养殖蚕体，待养殖蚕体至1眠前期间为1龄蚕，1眠起至2  眠前为2

龄蚕、2眠起至3眠前为3龄蚕、3眠起至4眠前为4龄蚕、4眠起至成熟蚕间为5龄蚕)，当蚕体处

于2眠的眠中时，拉伸所述固定杆使橡胶塞离开通孔62，当蚕体处于3眠的眠起时，后期喂养

不需要盖设塑料膜，当蚕体处于4眠的眠起时，需打开门  7、前窗70和后窗通风，1-3龄蚕喂

养时调节蚕室1温度为27-28℃之间，4-5龄蚕喂养时调节蚕室1温度为25℃，整个喂养过程

中每天喂养4次，给食时间分别为上午7:00-7:30、中午11:00-11:30、下午16:00-16:30、晚

上22:00-22:30之间，但是在眠中不需要进行喂养，  5龄蚕喂养6天有大概85％的蚕体成为

成熟蚕，喂养7天基本全部成为成熟蚕。

[0040] <对比例1>

[0041]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蚕室1内设置搁置台10不设置接砂槽11，使用现有技术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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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蚕扁2、蚕网进行养蚕，整个喂养过程按照蚕体的生长规律(4眠5龄)进行如实施例1相

同的喂养方式。

[0042] <养殖结果检测>

[0043] 1：收蚁后获得的蚕蚁进行称重，按照实施例1的方式养殖三组，分别为组A、组B、组

C，按照对比例1的方式养殖三组，分别为组D、组E、组F，每组分别养殖0.5g的蚁蚁量，统计实

施例1和对比例1的蚕体养殖所需要的人数，及最后得成熟蚕的个数，结果如表1所示。

[0044] 表1

[0045]

[0046] 由表1可知，按照实施例1的方式进行桑蚕的养殖，其大大的减少了人工需要，可由

单人单独完成饲养，且单人每天工作量不大于对比例1中2个人进行饲养的每天的每人的工

作量。

[0047]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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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1

CN 107484724 B

11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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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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