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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

及蚯蚓养殖系统。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铺设于

室内土壤表层，包括土工布层铺成的蚯蚓养殖

席，在土工布层的下方两侧相对支撑设有两支撑

杆，在土工布层上方铺设蚯蚓养殖料层，所述支

撑杆高度高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设置；所述支撑

杆经埋设于土壤内的支杆支撑，或者，所述支撑

杆经吊绳支撑；土工布层的两侧绕过所述支撑杆

并埋设于土壤内。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采用土

工布铺成蚯蚓养殖席，在蚯蚓养殖席上方铺设蚯

蚓养殖料，进行蚯蚓养殖，一方面能够透气透水，

为蚯蚓提供空气，另一方面，能够避免蚯蚓向下

钻入土壤，提升蚯蚓粪的品质，同时方便蚯蚓的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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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所述装置铺设于室内土壤表层，其特征在于，包括土工布

层铺成的蚯蚓养殖席，在土工布层的下方两侧相对支撑设有两支撑杆，在土工布层上方铺

设蚯蚓养殖料层，所述支撑杆高度高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设置；所述支撑杆经埋设于土壤

内的支杆支撑，或者，所述支撑杆经吊绳支撑；土工布层的两侧绕过所述支撑杆并埋设于土

壤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

7-10m，宽60-90cm，所述蚯蚓养殖料层高20-25cm；所述蚯蚓养殖料层的高度低于支撑杆高

度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的高度

低于支撑杆至少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杆至少包括3个，三

支杆分别支撑设于支撑杆底面的两端和中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吊绳的数量至少为2

个，两吊绳分别设于支撑杆的两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吊绳的顶端固定

于室内顶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工布层为有纺土工

布或无纺土工布；所述土工布层的厚度为1-5mm。

8.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的蚯蚓养殖系统，其特

征在于，包括设于室内或大棚内的若干个均匀间隔设置的蚯蚓养殖席，以及设于室内或大

棚内中部区域相邻蚯蚓养殖席之间的蔬菜养殖单元；所述蚯蚓养殖席由土工布层铺成，相

邻蚯蚓养殖席的间隔距离为50-100cm。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蚯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9m，宽

80cm，所述蚯蚓养殖料层高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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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及蚯蚓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及蚯蚓养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蚯蚓具有特殊生物处理功能，可以使含有大量有机质和矿物质且伴有病原菌、虫

卵及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污泥有效转变为有机肥料。利用蚯蚓对生活中产生的有机物、养

殖废弃物、农作物秸秆做环保、无公害处理成为有效处理途径之一。这一需求对蚯蚓养殖效

率提出了更多要求。现有棚内蚯蚓养殖存在以下缺点：1直接铺设蚯蚓养殖料形成的蚯蚓养

殖席，在不断加料的过程中，蚯蚓养殖席逐渐变宽，不利于管理；2在蚯蚓养殖过程中，浇水

会渗入操作通道，形成积水；3蚯蚓养殖料与土壤混合，难以提高蚯蚓粪的品质；4为了合理

利用资源，在蚯蚓养殖席外部会种植蔬菜，蔬菜根的向水性会逐渐伸入附近蚯蚓养殖席下

方的土壤内，这样在收集蚯蚓时，很容易将蔬菜根带出，影响蔬菜成活和生长，不方便蚯蚓

收集。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及蚯蚓养

殖系统，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所述装置铺设于室内土壤表层，包括土工布层铺成的

蚯蚓养殖席，在土工布层的下方两侧相对支撑设有两支撑杆，在土工布层上方铺设蚯蚓养

殖料层，所述支撑杆高度高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设置；所述支撑杆经埋设于土壤内的支杆

支撑，或者，所述支撑杆经吊绳支撑；土工布层的两侧绕过所述支撑杆并埋设于土壤内。

[0006] 所述支撑杆沿蚯蚓养殖席长度方向设置。

[0007] 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7-10m，宽60-90cm，所述蚯蚓养殖料层高  20-25cm；所述

蚯蚓养殖料层的高度低于支撑杆高度设置。

[0008] 优选的，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9m，宽80cm，蚯蚓养殖料层高度25cm。

[0009] 所述蚯蚓养殖料层的高度低于支撑杆至少5cm。

[0010] 所述支杆至少包括3个，三支杆分别支撑设于支撑杆底面的两端和中部。

[0011] 所述吊绳的数量至少为2个，两吊绳分别设于支撑杆的两端。

[0012] 所述吊绳的顶端固定于室内顶壁上。

[0013] 所述土工布层为有纺土工布或无纺土工布；所述土工布层的厚度为1-5mm。

[0014] 一种采用上述的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的蚯蚓养殖系统，包括设于室内或大棚内的

若干个均匀间隔设置的蚯蚓养殖席，以及设于设于室内或大棚内中部区域相邻蚯蚓养殖席

之间的蔬菜养殖单元；所述蚯蚓养殖席由土工布层铺成，相邻蚯蚓养殖席的间隔距离为50-

100cm。

[0015] 所述蔬菜种植单元为西红柿种植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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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蚯蚓养殖席由土工布层铺成，在土工布层的下方两侧相对支撑设有两支撑

杆，在土工布层上方铺设蚯蚓养殖料层，所述支撑杆高度高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设置；所述

支撑杆经埋设于土壤内的支杆支撑，或者，所述支撑杆经吊绳支撑；土工布层的两侧绕过所

述支撑杆并埋设于土壤内；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9m，宽80cm，所述蚯蚓养殖料层高

25cm。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8] 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采用土工布铺成蚯蚓养殖席，在蚯蚓养殖席上方铺设蚯蚓

养殖料，进行蚯蚓养殖，一方面能够透气透水，为蚯蚓提供空气，另一方面，能够避免蚯蚓向

下钻入土壤，提升蚯蚓粪的品质，同时方便蚯蚓的收集，另外，避免了采用其他透气透水材

料铺设养殖过程中，蚯蚓通过透气透水彩料孔隙钻入下方土壤却无法钻回的问题，提高了

蚯蚓成活率。该土工布层将蚯蚓养殖席围设在一定空间内，能够避免添料造成的蚯蚓养殖

席的宽度外扩，也能避免浇水后渗入操作通道的麻烦。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在养殖蚯蚓

的过程中整齐，耐用，便于管理。通过与外周养殖的蔬菜形成良好的养殖系统，合理利用空

间和资源，保水，相互促进，共同生长。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为蚯蚓的规模化、科学化养殖

提供了标准，便于行业内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中A-A向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1中支撑杆另一种固定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蚯蚓养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土工布层、2吊绳、3支撑杆、4蚯蚓养殖料层、5支杆、6蔬菜养殖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并结合其附图，对本实

用新型进行详细阐述。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2所示，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所述装置铺设于室内或棚内的土壤表层，

包括土工布层1铺成的蚯蚓养殖席，在土工布层的下方两侧相对支撑设有两支撑杆3，在土

工布层上方铺设蚯蚓养殖料层4，所述支撑杆高度高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设置；所述支撑杆

经埋设于土壤内的支杆5支撑；土工布层  1的两侧绕过所述支撑杆3并埋设于土壤内。

[0027] 所述支撑杆3沿蚯蚓养殖席长度方向设置。

[0028] 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9m，宽80cm；所述蚯蚓养殖料层4高25cm；所述蚯蚓养殖

料层4的高度低于支撑杆3的高度设置。

[0029] 所述蚯蚓养殖料层4的高度低于支撑杆3至少5cm。

[0030] 所述支杆5至少包括3个，三支杆分别支撑设于支撑杆底面的两端和中部。

[0031] 所述土工布层1为有纺土工布或无纺土工布；所述土工布层的厚度为  1-5mm。

[0032] 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在使用时，将土工布层1的两侧由支撑杆撑起，土工布层上

方铺设蚯蚓养殖料层，用于养殖蚯蚓，这一设置方式，将蚯蚓养殖与土壤分离，避免蚯蚓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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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土壤内造成的蚯蚓粪品质下降，提升了蚯蚓成活率；给蚯蚓浇水后，水分不会溢出至操作

通道，能够较好的经过土工布层透入下方的土壤中，透气透水，为蚯蚓提供了空气；该装置

在加料过程中，避免了蚯蚓养殖席外扩造成的养殖席宽度外扩，消除了对操作通道的影响。

[0033] 实施例2

[0034] 如图3所示，该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所述装置铺设于室内土壤表层，包括土工布

层1铺成的蚯蚓养殖席，在土工布层的下方两侧相对支撑设有两支撑杆3，在土工布层上方

铺设蚯蚓养殖料层4，所述支撑杆高度高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设置；所述支撑杆3经经吊绳2

支撑；土工布层的两侧绕过所述支撑杆并埋设于土壤内。

[0035] 所述支撑杆沿蚯蚓养殖席长度方向设置。

[0036] 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9m，宽80cm；所述蚯蚓养殖料层高25cm；所述蚯蚓养殖料

层的高度低于支撑杆高度设置。

[0037] 所述蚯蚓养殖料层的高度低于支撑杆至少5cm。

[0038] 所述吊绳2的数量至少为2个，两吊绳分别设于支撑杆的两端。

[0039] 所述吊绳的顶端固定于室内或棚内顶壁上。

[0040] 所述土工布层1为有纺土工布或无纺土工布；所述土工布层的厚度为  1-5mm。

[0041] 实施例3

[0042] 如图4所示，一种采用上述无土化蚯蚓养殖装置的蚯蚓养殖系统，包括设于室内或

棚内的若干个均匀间隔设置的蚯蚓养殖席，以及设于中部区域相邻的蚯蚓养殖席之间的蔬

菜养殖单元6；所述蚯蚓养殖席由土工布层1铺成，所述蚯蚓养殖席间隔距离为50-100cm。

[0043] 具体的，所述蚯蚓养殖席由土工布层1铺成，所述蚯蚓养殖席的长度为9m，宽80cm，

在蚯蚓养殖席上方铺设蚯蚓养殖料层4，所述蚯蚓养殖料层高25cm；在土工布层的下方两侧

相对支撑设有两支撑杆3，所述支撑杆高度高于所述蚯蚓养殖料层设置；所述支撑杆3经支

杆5或经吊绳2支撑；土工布层的两侧绕过所述支撑杆并埋设于土壤内。

[0044] 所述蔬菜种植单元内为西红柿种植单元。

[0045] 上述蚯蚓养殖系统设于宽度11m，长度100m的大棚内，各蚯蚓养殖席沿大棚宽度方

向设置，蚯蚓养殖席的两端分别预留1m通道。位于大棚长度方向两端的蚯蚓养殖席与其相

邻的蚯蚓养殖席之间不种植蔬菜。

[0046]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不能作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对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所做出的任何替代改进或变换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内。

[0047] 本实用新型未详述之处，均为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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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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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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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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