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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

方法，包括：过夏管理：在搭建的蚓床上盖上2～

3cm厚度的草帘子，通过适时浇水控制蚓床温度

在10～30℃，相对湿度在60～70％；所述草帘子

为多层编织，多层草帘子中间包覆着天然多孔材

料；越冬管理：10月下旬，在蚓床上铺放30～50cm

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沟，覆盖四层

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直接

接触所述饵料，第二层为5～10cm厚度的草帘子，

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保持蚓床温度在10℃

以上，所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

层高吸热层。本发明所提供的蚯蚓露地养殖方法

所养殖蚯蚓的成活率、抗病能力、生长速度、平均

体重都有所提高，有利于提高蚯蚓的品质及产

量，土壤改良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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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过夏管理：在搭建的蚓床上盖上2～3cm厚度的草帘子，通过适时适量浇水控制蚓床温

度在10～30℃，相对湿度在60～70％；所述草帘子为多层编织，多层草帘子中间包覆着天然

多孔材料；

越冬管理：10月下旬，在蚓床上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沟，覆

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直接接触所述饵料，第二层为5～10cm厚

度的所述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保持蚓床温度在10℃以上，所述第三、四层废

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发酵原物料制成饵料；所述饵料发酵完成后，采用宽窄行法搭建成长条状蚓

床，曝晒2～3d后进行翻抛、打碎，蚓床搭建完成；每一垄蚓床铺设一条喷灌管道；

步骤二、投放蚓种，投放量控制在大概5000条/m2，每隔18～21d添加一次饵料，添加厚度

为10～12cm，每隔50～60d对蚓床进行翻松，每隔5～7d喷一次营养水剂；

步骤三、蚓种投放18～22d，进行成蚓与蚓茧的分离，分离前24h浇足水，利用自然光采

收成蚓；

步骤四、所述成蚓采收后，将带有蚓茧的蚓粪添加所述饵料养殖18～21d，蚓茧孵化后

进行分垄，将1垄分成2垄，疏散密度；35～40d后，孵化后蚓茧生长至成蚓，预留部分成蚓做

蚓种，其余收获。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养殖过程中，当蚓

床高度高于60cm时，将蚓床表层15～20cm厚度的饵料挂至两侧，将中心的蚓粪进行采收，再

将挂至两侧的饵料铺回原处；采收的蚓粪堆放至一处孵化再利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饵料为

70％牛粪、20％秸秆以及10％豆渣混合接菌发酵而成，发酵时间为25～30d，腐熟后pH为6.5

～7.0；所述秸秆包括农作物秸秆、杂草以及锯末。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蚓床搭

建好后，浇透水，晾晒1～2d，湿度保持在60～70％，再投放蚓种；步骤一中所述喷灌管道的

铺设方法为：垂直于所述蚓床的主管道采用40cmPE管道，平行于蚓床延伸方向的分支管道

采用30cm喷灌带软管，喷口孔径0.5mm，微喷工作压力设置为0.3MPa。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营养水

剂包括：500份计的水、1份计的尿素、1份计的食醋、15份计的糖精以及20份计的菠萝精。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过夏管理时，在

早晨7点和下午5点浇适量水，降低蚓床温度为20～27℃，保持蚓床湿度为60～7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越冬管理时，在

10月上旬将个体较大的成蚓采收后，剩余个体较小的成蚓作为蚓种越冬，10月下旬，在搭建

的蚓床首先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

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5～10cm厚度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

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保持蚓床温度在10℃以上。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越冬管理时，还

可以采用以下方法：10月下旬，在搭建的蚓床首先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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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好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5～10cm厚度的

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

自然过冬，开春气温回暖时，白天最底层膜下温度达到20℃时，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将最底

层膜打开降温，下午3点到4点之间，将膜重新覆盖好，期间保持蚓床一定的含水量；最底层

膜下温度在15℃及以下时，彻底把膜打开，进行日常管理。

10.如权利要求8或者9所述的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蚓床宽1

～1.2m，宽行距为1.8～2m，窄行距为0.4～0.6m；所述蚓种采用赤子爱胜蚓属“太平2号”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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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蚯蚓养殖方法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宁夏地区蚯蚓露地

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蚯蚓是一种软体多汁、蛋白质含量达70％的软体动物，在中医学上称为“地龙”，地

龙性寒、味微苦，具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利尿之功效，是传统的中药；除作为药用组方、

制备为中成药外，地龙还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成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可提取开发出多方

位的药品和保健品，并可以应用在动物性饲料中，在畜牧业中，地龙作为有机液体肥应用于

农业种植。

[0003] 宁夏具有良好的土壤条件、空气质量及充足的物料，这些天然条件均为生产高品

质的蚯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蚯蚓喜食腐质的有机废弃物，包括各种畜禽粪便，酿酒、制糖、

食品、制纸和木材等加工后的有机废料。宁夏全区规模集约化养殖场5000个左右，规模集约

化养殖场年粪便产生量为上千万吨，主要其中在银川市、吴忠市及中卫市。宁夏贺兰山东麓

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区，全区葡萄种植面积达3.6万hm2，葡萄酒加工

能力19万吨，产生大量枝条、皮、籽、废渣等有机残余物，均可成为饲养蚯蚓很好的物料。有

机废弃物通过蚯蚓的消化系统在蚯蚓肠道中的蛋白酶、脂肪分解酶、纤维酶、淀粉酶的作用

下转化成为自身或其他生物易于利用的活性物质，如蛋白质、抗菌肽和氨基酸等，不会对环

境产生二次污染。

[0004] 蚯蚓属于变温动物，体温随着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动而变动，环境温度不仅直接影

响蚯蚓的体温以及活动，而且还影响它新陈代谢的强度，以及呼吸、消化、生长发育、繁殖等

生理功能。一般来说，蚯蚓的活动温度为5～30℃，最适宜的温度为20℃左右，在这样的温度

条件下，蚯蚓能较好地生长发育和繁殖。20～30℃时，蚯蚓能维持一定的生长，32℃以上时，

生长停止，10℃以下时，活动迟钝，5℃以下时，处于休眠状态，并有明显的菱缩现象，40℃以

上、0℃以下将导致死亡。宁夏地区夏季酷暑，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冬季严寒，日照时间

短，典型的“冬冷夏热”，7月份最高温在27℃～41℃之间，其中大部分最高温均在32℃以上，

1月份平均最低温度在‑8℃～‑16℃之间，在此温度区间内，均限制蚯蚓的生长，如果露地养

殖，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将会导致蚯蚓死亡，尤其冬季最寒冷时期最低气温均在‑10℃以

上，直接导致蚯蚓死亡。基于以上所述气候特征的限制，严重制约了蚯蚓产业在宁夏的发

展。

[0005] 因此，探索一种适宜宁夏地区露地蚯蚓养殖的技术，对宁夏蚯蚓养殖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为宁夏蚯蚓养殖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奠定基础，促使蚯蚓综合产业发展迈上新

台阶。EVA是指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薄膜所生产的棚膜具有较高的耐候、防雾滴和保

温的性能，若能极大地利用在蚯蚓养殖业，发挥其优异的透光性能，为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

殖业开辟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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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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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其能够实现宁夏地

区蚯蚓露地养殖，做到蚯蚓在室外安全过夏、越冬养殖，冬季不需要将蚯蚓移至室内养殖即

可使蚯蚓在室外安全越冬，创造适当的养殖环境，将实现宁夏蚯蚓规模化养殖；其次，本发

明所提供的蚯蚓露地养殖方法所养殖蚯蚓的成活率、抗病能力、生长速度、平均体重都有所

提高，有利于提高蚯蚓的品质及产量，土壤改良效果显著。

[0008]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

方法，包括：

[0009] 过夏管理：在搭建的蚓床上盖上2～3cm厚度的草帘子，通过适时浇水控制蚓床温

度在10～30℃，相对湿度在60～70％；所述草帘子为多层编织，多层草帘子中间包覆着天然

多孔材料；

[0010] 越冬管理：10月下旬，在蚓床上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

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直接接触所述饵料，第二层为5～

10cm厚度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保持蚓床温度在10℃以上，所述第三、四层

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

[0011] 优选的是，所述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一、发酵原物料制成饵料；所述饵料发酵完成后，采用宽窄行法搭建成长条状

蚓床，曝晒2～3d后进行翻抛、打碎，蚓床搭建完成；每一垄蚓床铺设一条喷灌管道；

[0013] 步骤二、投放蚓种，投放量控制在大概5000条/m2，每隔15～21d添加一次饵料，添

加厚度为10～12cm，每隔50～60d对蚓床进行翻松，每隔5～7d喷一次营养水剂；

[0014] 步骤三、蚓种投放18～22d，进行成蚓与蚓茧的分离，分离前24h浇足水，利用自然

光采收成蚓；

[0015] 步骤四、所述成蚓采收后，将带有蚓茧的蚓粪添加所述饵料养殖18～21d，蚓茧孵

化后进行分垄，将1垄分成2垄，疏散密度；35～40d后，孵化后蚓茧生长至成蚓，预留部分成

蚓做蚓种，其余收获。

[0016] 优选的是，在养殖过程中，当蚓床高度高于60cm时，将蚓床表层15～20cm厚度的饵

料挂至两侧，将中心的蚓粪进行采收，再将挂至两侧的饵料铺回原处；采收的蚓粪堆放至一

处孵化再利用。

[0017] 优选的是，步骤一中所述饵料为70％牛粪、20％秸秆以及10％豆渣混合接菌发酵

而成，发酵时间为25～30d，腐熟后pH为6.5～7.0；所述秸秆包括农作物秸秆、杂草以及锯

末。

[0018] 优选的是，步骤一中所述蚓床搭建好后，浇透水，晾晒1～2d，湿度保持在60～

70％，再投放蚓种；步骤一中所述喷灌管道的铺设方法为：垂直于所述蚓床的主管道采用

40cmPE管道，平行于蚓床延伸方向的分支管道采用30cm喷灌带软管，喷口孔径0.5mm；微喷

工作压力设置为0.3MPa。

[0019] 优选的是，步骤二中所述营养水剂包括：500份计的水、1份计的尿素、1份计的食

醋、15份计的糖精以及20份计的菠萝精。

[0020] 优选的是，所述过夏管理时，在早晨7点和下午5点浇适量水，降低蚓床温度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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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保持蚓床湿度为60～70％。

[0021] 优选的是，所述越冬管理时，在10月上旬将个体较大的成蚓采收后，剩余个体较小

的成蚓作为蚓种越冬，10月下旬，在搭建的蚓床首先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

后，挖好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5～10cm厚度

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

层，保持蚓床温度在10℃以上。

[0022] 优选的是，所述越冬管理时，还可以采用以下方法：10月下旬，在搭建的蚓床首先

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

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5～10cm厚度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述第三、四层

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自然过冬，开春气温回暖时，白天最底层膜下温度

达到20℃时，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将最底层膜打开降温，下午3点到4点之间，将膜重新覆盖

好，期间保持蚓床一定的含水量；最底层膜下温度在15℃及以下时，彻底把膜打开，进行日

常管理。

[0023] 优选的是，所述蚓床宽1～1.2m，宽行距为1.8～2m，窄行距为0.4～0.6m；所述蚓种

采用赤子爱胜蚓属“太平2号”品种。

[0024] 与现有的蚯蚓露地养殖方法相比，本发明提供的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可实现蚯蚓在

室外安全过夏、越冬养殖，冬季不需要将蚯蚓移至设施养殖即可使蚯蚓在室外安全越冬，创

造适当的养殖环境，将实现宁夏蚯蚓规模化养殖。本发明所提供的蚯蚓露地养殖方法所养

殖蚯蚓的成活率、抗病能力、生长速度、平均体重都有所提高，有利于提高蚯蚓的品质及产

量，土壤改良效果显著。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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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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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应当理解，本文所使用的诸如“具有”、“包含”以及“包括”术语并不配出一个或多

个其它元件或其组合的存在或添加。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包括：

[0029] 过夏管理：在搭建的蚓床上盖上2～3cm厚度的草帘子，通过适时浇水控制蚓床温

度在10～30℃，相对湿度在60～70％；所述草帘子为多层编织，多层草帘子中间包覆着天然

多孔材料；草帘子中间包覆天然多孔材料，一方面增加了草帘子的透气性，另一方面增加了

草帘子的透水性，在高温的夏天可通过浇更少量的水达到快速降温的目的，多孔材料本身

具有一定的储水性能，为保持蚓床的湿度提供一个缓冲台；

[0030] 越冬管理：10月下旬，在蚓床上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

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直接接触所述饵料，第二层为5～

10cm厚度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保持蚓床温度在10℃以上，所述第三、四层

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宁夏地区冬季温度较低，在最上面两层EVA棚膜之

间另设置的高吸热层可快速吸热，并锁住热量缓慢向下释放，在夜间也有较好的保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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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宁夏地区蚯蚓露地养殖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步骤一、发酵原物料制成饵料；所述饵料发酵完成后，采用宽窄行法搭建成长条状

蚓床，曝晒2～3d后进行翻抛、打碎，蚓床搭建完成；每一垄蚓床铺设一条喷灌管道；

[0033] 步骤二、投放蚓种，投放量控制在大概5000条/m2，每隔15～21d添加一次饵料，添

加厚度为10～12cm，每隔50～60d对蚓床进行翻松，每隔5～7d喷一次营养水剂；

[0034] 步骤三、蚓种投放18～22d，进行成蚓与蚓茧的分离，分离前24h浇足水，利用自然

光采收成蚓；

[0035] 步骤四、所述成蚓采收后，将带有蚓茧的蚓粪添加所述饵料养殖18～21d，蚓茧孵

化后进行分垄，将1垄分成2垄，疏散密度；35～40d后，孵化后蚓茧生长至成蚓，预留部分成

蚓做蚓种，其余收获。

[003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在养殖过程中，当蚓床高度高于60cm时，将蚓床表层15～

20cm厚度的饵料挂至两侧，将中心的蚓粪进行采收，再将挂至两侧的饵料铺回原处；采收的

蚓粪堆放至一处孵化再利用。

[003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步骤一中所述饵料为70％牛粪、20％秸秆以及10％豆渣混

合接菌发酵而成，发酵时间为25～30d，腐熟后pH为6.5～7.0；所述秸秆包括农作物秸秆、杂

草以及锯末。

[003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步骤一中所述蚓床搭建好后，浇透水，达到洗盐、洗碱、调节

pH的目的，晾晒1～2d，湿度保持在60～70％，再投放蚓种；步骤一中所述喷灌管道的铺设方

法为：垂直于所述蚓床的主管道采用40cmPE管道，平行于蚓床延伸方向的分支管道采用

30cm喷灌带软管，喷口孔径0.5mm；微喷工作压力设置为0.3MPa。

[003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步骤二中所述营养水剂包括：500份计的水、1份计的尿素、1

份计的食醋、15份计的糖精以及20份计的菠萝精。

[004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过夏管理时，在早晨7点和下午5点浇适量水，降低蚓床

温度为20～27℃，保持蚓床湿度为60～70％。

[004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越冬管理时，在10月上旬将个体较大的成蚓采收后，剩

余个体较小的成蚓作为蚓种越冬，10月下旬，在搭建的蚓床首先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

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5～

10cm厚度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

层高吸热层，保持蚓床温度在10℃以上。

[004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越冬管理时，还可以采用以下方法：10月下旬，在搭建

的蚓床首先铺放30～50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

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5～10cm厚度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

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自然过冬，开春气温回暖时，白天最底

层膜下温度达到20℃时，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将最底层膜打开降温，下午3点到4点之间，将

膜重新覆盖好，期间保持蚓床一定的含水量；最底层膜下温度在15℃及以下时，彻底把膜打

开，进行日常管理。

[004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蚓床宽1～1.2m，宽行距为1.8～2m，窄行距为0.4～

0.6m；所述蚓种采用赤子爱胜蚓属“太平2号”品种。

[0044]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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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步骤一、取70％牛粪、20％秸秆以及10％豆渣混合接菌发酵25d，腐熟后pH为6.5，

制成饵料，所述秸秆包括50％农作物秸秆，30％杂草和20％的锯末。所述饵料发酵完成后，

采用宽窄行法搭建成长条状蚓床，所述蚓床宽1.2m，宽行距为2m，窄行距为0.6m，曝晒3d后

进行翻抛、打碎，蚓床搭建完成；每一垄蚓床铺设一条喷灌管道，垂直于所述蚓床的主管道

采用40cmPE管道，延蚓床延伸方向的分支管道采用30cm喷灌带软管，喷口孔径0.5mm；微喷

工作压力设置为0.3MPa；

[0046] 步骤二、投放蚓种，投放量控制在大概5000条/m2，每隔21d添加一次饵料，添加厚

度为12cm，每隔60d对蚓床进行翻松，每隔7d喷一次营养水剂，所述营养水剂由500份计的

水、1份计的尿素、1份计的食醋、15份计的糖精以及20份计的菠萝精配制而成；

[0047] 步骤三、蚓种投放22d，进行成蚓与蚓茧的分离，分离前24h浇足水，利用自然光采

收成蚓；

[0048] 步骤四、所述成蚓采收后，将带有蚓茧的蚓粪添加所述饵料养殖21d，蚓茧孵化后

进行分垄，将1垄分成2垄，疏散密度；40d后，孵化后蚓茧生长至成蚓，预留部分成蚓做蚓种，

其余收获；在养殖过程中，当蚓床高度高于60cm时，将蚓床表层20cm厚度的饵料挂至两侧，

将中心的蚓粪进行采收，再将挂至两侧的饵料铺回原处；采收的蚓粪堆放至一处孵化再利

用；

[0049] 其中，过夏管理：在搭建的蚓床上盖上2～3cm厚度的草帘子，通过适时浇水控制蚓

床温度在10～30℃，相对湿度在60～70％；所述草帘子为多层编织，多层草帘子中间包覆着

天然多孔材料；

[0050] 越冬管理：在10月上旬将个体较大的成蚓采收后，剩余个体较小的成蚓作为蚓种

越冬，10月下旬，在搭建的蚓床首先铺放45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排水沟，覆盖四

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5～10cm厚度的草帘子，第三、四层为

废旧EVA棚膜，所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保持蚓床温度在10℃

以上。

[0051] 实施例2

[0052] 步骤一、取70％牛粪、20％秸秆以及10％豆渣混合接菌发酵25d，腐熟后pH为6.5，

制成饵料，所述秸秆包括50％农作物秸秆，30％杂草和20％的锯末。所述饵料发酵完成后，

采用宽窄行法搭建成长条状蚓床，所述蚓床宽1.2m，宽行距为2m，窄行距为0.6m，曝晒2d后

进行翻抛、打碎，蚓床搭建完成；每一垄蚓床铺设一条喷灌管道，垂直于所述蚓床的主管道

采用40cmPE管道，延蚓床延伸方向的分支管道采用30cm喷灌带软管，喷口孔径0.5mm；微喷

工作压力设置为0.3MPa；

[0053] 步骤二、投放蚓种，投放量控制在大概5000条/m2，每隔21d添加一次饵料，添加厚

度为12cm，每隔60d对蚓床进行翻松，每隔7d喷一次营养水剂，所述营养水剂由500份计的

水、1份计的尿素、1份计的食醋、15份计的糖精以及20份计的菠萝精配制而成；

[0054] 步骤三、蚓种投放22d，进行成蚓与蚓茧的分离，分离前24h浇足水，利用自然光采

收成蚓；

[0055] 步骤四、所述成蚓采收后，将带有蚓茧的蚓粪添加所述饵料养殖20d，蚓茧孵化后

进行分垄，将1垄分成2垄，疏散密度；35d后，孵化后蚓茧生长至成蚓，预留部分成蚓做蚓种，

其余收获；在养殖过程中，当蚓床高度高于60cm时，将蚓床表层20cm厚度的饵料挂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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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心的蚓粪进行采收，再将挂至两侧的饵料铺回原处；采收的蚓粪堆放至一处孵化再利

用；

[0056] 其中，过夏管理：在搭建的蚓床上盖上2～3cm厚度的草帘子，通过适时浇水控制蚓

床温度在10～30℃，相对湿度在60～70％；所述草帘子为多层编织，多层草帘子中间包覆着

天然多孔材料；

[0057] 越冬管理：10月下旬，在搭建的蚓床首先铺放45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

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8cm厚度的草帘子，第

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自然过冬，

开春气温回暖时，白天最底层膜下温度达到20℃时，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将最底层膜打开

降温，下午3点到4点之间，将膜重新覆盖好，期间保持蚓床一定的含水量；最底层膜下温度

在15℃及以下时，彻底把膜打开，进行日常管理。

[0058] 实施例3

[0059] 步骤一、取70％牛粪、20％秸秆以及10％豆渣混合接菌发酵25d，腐熟后pH为6.5，

制成饵料，所述秸秆包括60％农作物秸秆，25％杂草和15％的锯末。所述饵料发酵完成后，

采用宽窄行法搭建成长条状蚓床，所述蚓床宽1.2m，宽行距为2m，窄行距为0.6m，曝晒3d后

进行翻抛、打碎，蚓床搭建完成；每一垄蚓床铺设一条喷灌管道，垂直于所述蚓床的主管道

采用40cmPE管道，延蚓床延伸方向的分支管道采用30cm喷灌带软管，喷口孔径0.5mm；微喷

工作压力设置为0.3MPa；

[0060] 步骤二、投放蚓种，投放量控制在大概5000条/m2，每隔21d添加一次饵料，添加厚

度为12cm，每隔60d对蚓床进行翻松，每隔7d喷一次营养水剂，所述营养水剂由500份计的

水、1份计的尿素、1份计的食醋、15份计的糖精以及20份计的菠萝精配制而成；

[0061] 步骤三、蚓种投放22d，进行成蚓与蚓茧的分离，分离前24h浇足水，利用自然光采

收成蚓；

[0062] 步骤四、所述成蚓采收后，将带有蚓茧的蚓粪添加所述饵料养殖18d，蚓茧孵化后

进行分垄，将1垄分成2垄，疏散密度；38d后，孵化后蚓茧生长至成蚓，预留部分成蚓做蚓种，

其余收获；在养殖过程中，当蚓床高度高于60cm时，将蚓床表层20cm厚度的饵料挂至两侧，

将中心的蚓粪进行采收，再将挂至两侧的饵料铺回原处；采收的蚓粪堆放至一处孵化再利

用；

[0063] 其中，过夏管理：在搭建的蚓床上盖上2～3cm厚度的草帘子，通过适时浇水控制蚓

床温度在10～30℃，相对湿度在60～70％；所述草帘子为多层编织，多层草帘子中间包覆着

天然多孔材料；

[0064] 越冬管理：10月下旬，在搭建的蚓床首先铺放45cm厚度的饵料，适度浇水后，挖好

排水沟，覆盖四层覆盖物，由下往上，第一层为废旧EVA棚膜，第二层为8cm厚度的草帘子，第

三、四层为废旧EVA棚膜，所述第三、四层废旧EVA棚膜之间另设置一层高吸热层，自然过冬，

开春气温回暖时，白天最底层膜下温度达到20℃时，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将最底层膜打开

降温，下午3点到4点之间，将膜重新覆盖好，期间保持蚓床一定的含水量；最底层膜下温度

在15℃及以下时，彻底把膜打开，进行日常管理。

[0065] 本发明根据宁夏地区特殊气候条件和蚯蚓生长发育规律出发，结合当前生态、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提供了一种宁夏地区露地蚯蚓过夏、越冬养殖方法。与现有的蚯蚓露地养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08739677 B

9



殖方法相比，本发明提供的蚯蚓露地养殖方法可实现蚯蚓在室外安全过夏、越冬养殖，冬季

不需要将蚯蚓移至设施养殖即可使蚯蚓在室外安全越冬，创造适当的养殖环境，将实现宁

夏蚯蚓规模化养殖。本发明的方法它本着经济效益高、管理要求简便、技术易操作掌握、生

产可操作性强、生态效益好等特点，将蚯蚓露地养殖，同时提出的宁夏地区露地蚯蚓养殖方

法。经田间试验，采用本发明，蚯蚓的成活率、抗病能力、生长速度、平均体重都有所提高，有

利于提高蚯蚓的品质及产量，土壤改良效果显著。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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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