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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

的方法，包括黑水虻幼虫养殖，即建立第一智能

温室，在第一智能温室内设置多个水泥池，在每

个水泥池内放入适量的黑水虻幼虫及饲料，饲养

7-10天，达到5龄后，将黑水虻幼虫和食物残渣分

离；黑水虻幼虫为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繁育而

成；饲料为餐厨垃圾和第一添加剂，餐厨垃圾和

第一添加剂的配比为5kg∶1.5-0.5kg，第一添加

剂包括麸皮、花生饼、玉米粉及木屑；第一智能温

室温度为28-33℃，湿度为70-80％。采用本发明

的养殖方法，不但能够实现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

用，提高餐厨垃圾的经济效益，还能够保证黑水

虻幼虫的成活率和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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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的方法，包括黑水虻幼虫养殖，即建第一智能温室，在第一

智能温室内设置多个水泥池，在每个水泥池内放入适量的黑水虻幼虫及第一饲料，饲养7-

10天，达到5龄后，将黑水虻幼虫和食物残渣分离；黑水虻幼虫为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繁育

而成；第一饲料为餐厨垃圾和第一添加剂，餐厨垃圾和第一添加剂的配比为5kg∶1 .5-

0.5kg，第一添加剂包括麸皮、花生饼、玉米粉及木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一添加剂的具体配方是麸皮40-50％、花

生饼10-20％、玉米粉20-30％及木屑10-20％。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一智能温室温度为28-33℃，湿度为60-

80％。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是指采集野

外黑水虻卵块，繁育成第一代幼虫，经过一段时间饲养，第一代幼虫全部化成第一代蛹，第

一代蛹经过几天后开始羽化，然后进行交配产卵，该卵与自养黑水虻卵一起进行孵化，形成

第二代幼虫，经过一段时间饲养，第二代幼虫全部化成第二代蛹，第二代蛹经过几天后开始

羽化，然后进行交配再产卵，再一起孵化，形成第三代幼虫，第三代蛹，第三代蛹转化为成

虫，即为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黑水虻种虫与黑水虻幼虫分开养殖，黑水虻种虫养殖在第二

智能温室内。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黑水虻种虫在各代幼虫期，每天喂食与该

代幼虫等重的第二饲料，该第二饲料厚度不超过3-5cm，第二饲料的内部温度为35-40℃，含

水量为65-75％。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二饲料包括餐厨垃圾和第二添加剂，餐

厨垃圾和第二添加剂的具体配比是4kg∶1.5-0.5kg。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二添加剂包括麸皮、花生饼、玉米粉及雏

鸡全价料。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二添加剂的具体配方是麸皮10-20％、花

生饼35-40％、玉米粉25-30％及雏鸡全价料20-30％。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餐厨垃圾为预处理的餐厨垃圾，其预处理

步骤包括剔除杂质、固液分离、油水分离和粉碎。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一智能温室和第二智能温室内均设有

用于提升温度的全自动加热器系统、用于保证湿度的全自动喷雾系统、用于补光加温的人

工增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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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被重视，节能、生态环保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已成为世界

各国的发展主题，根据清华大学环境系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及资源化研究所的统计数据表

明，中国城市年产生的餐厨垃圾不低于6000万吨，这些餐厨垃圾可能会有多种病菌，有害物

质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这种食物链隐藏巨大的病源体转移与扩散的风险，在国外欧盟等

许多国家都制定法律严格禁止使用未经处理的餐厨垃圾直接喂猪，我国对此也是严格控

制，目前绝大多数城市的餐厨垃圾以焚烧、填埋为主。焚烧、填埋不能实现餐厨垃圾的资源

化利用，并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的方法，不

但能够实现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提高餐厨垃圾的经济效益，还能够保证黑水虻幼虫的

成活率和产值。

[0004]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的方法，包

括黑水虻幼虫养殖，即建第一智能温室，在第一智能温室内设置多个水泥池，在每个水泥池

内放入适量的黑水虻幼虫及第一饲料，饲养7-10天，达到5龄后，将黑水虻幼虫和食物残渣

分离；黑水虻幼虫为多代杂交的黑水虻种虫繁育而成；第一饲料为餐厨垃圾和第一添加剂，

餐厨垃圾和第一添加剂的配比为5kg∶1.5-0.5kg，第一添加剂包括麸皮、花生饼、玉米粉及

木屑。

[0005]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第一添加剂的具体配方是麸皮40-50％、花生饼10-

20％、玉米粉20-30％及木屑10-20％。

[0006]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第一智能温室温度为28-33℃，湿度为60-80％。

[0007]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是指采集野外黑水虻卵块，

繁育成第一代幼虫，经过一段时间饲养，第一代幼虫全部化成第一代蛹，第一代蛹经过几天

后开始羽化，然后进行交配产卵，该卵与自养黑水虻卵一起进行孵化，形成第二代幼虫，经

过一段时间饲养，第二代幼虫全部化成第二代蛹，第二代蛹经过几天后开始羽化，然后进行

交配再产卵，再一起孵化，形成第三代幼虫，第三代蛹，第三代蛹转化为成虫，即为黑水虻种

虫；黑水虻种虫与黑水虻幼虫分开养殖，黑水虻种虫在建立的第二智能温室内养殖。

[0008]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黑水虻种虫在各代幼虫期，每天喂食与幼虫等重

的第二饲料，该第二饲料厚度不超过3-5cm，第二饲料的内部温度为35-40℃，含水量为65-

75％。

[0009]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第二饲料包括餐厨垃圾和第二添加剂，餐厨垃圾

和第二添加剂的具体配比是4kg∶1.5-0.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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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第二添加剂包括麸皮、花生饼、玉米粉及雏鸡全

价料。

[0011]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第二添加剂的具体配方是麸皮10-20％、花生饼

35-40％、玉米粉25-30％及雏鸡全价料20-30％。

[0012]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餐厨垃圾为预处理的餐厨垃圾，其预处理步骤包

括剔除杂质、固液分离、油水分离和粉碎。

[0013] 进一步，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所述第一智能温室和第二智能温室内均设有用于提

升温度的全自动加热器系统、用于保证湿度的全自动喷雾系统、用于补光加温的人工增光

装置。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在于：

[0015] (1)本发明的养殖方法，是将餐厨垃圾作为黑水虻幼虫饲料，黑水虻幼虫食用后会

将餐厨垃圾转化为高质量的动物蛋白和有机肥料，实现餐厨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提高餐厨垃圾的经济效益；

[0016] (2)餐厨垃圾内添加第一添加剂，增加了饲料透气性和全面充足的营养，保证黑水

虻幼虫大小均匀，提高幼虫质量和产量；

[0017] (3)第一智能温室的温度控制在28-33℃，湿度控制在70-80％，黑水虻幼虫生长速

度快，生长速度比原来增加1倍以上，提高幼虫产量；

[0018] (4)黑水虻幼虫为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繁育而成，保证了黑水虻幼虫成活率和质

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20] 本发明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的术语“第一”、“第二”等是用于区别类似的对

象，而不是用于描述特定的顺序或先后次序。

[0021] 本发明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的结构和尺寸，是用于对本发明清楚说明，并不

是对本发明结构限制。

[0022] 本发明提供的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的方法，包括黑水虻幼虫养殖，其步骤如

下：

[0023] 步骤一，建立长100米、宽24米、高8米，日处理10吨餐厨垃圾的钢结构全封闭的第

一智能温室，在第一智能温室内设置多个长5米、宽3米、高0.25米的水泥池，相邻两个水泥

池之间留有3米宽生产通道，用于输送饲料。

[0024] 步骤二，向每个水泥池内投放适量黑水虻幼虫和第一饲料，每个水泥池黑水虻幼

虫的投放量60万只，第一饲料投放量400公斤。

[0025] 步骤三，饲养7-10天，黑水虻幼虫达到5龄后，将黑水虻幼虫和食物残渣通过自动

分选机分离，分离后的残渣输送到有机肥车间进行有机肥生产，黑水虻幼虫采取保鲜法保

存。保存的黑水虻幼虫，可作为动物蛋白添加剂，可直接喂养龙虾、螃蟹及鸟类，还可提取抗

生素及甲壳素，实现餐厨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提高餐厨垃圾的经济效益。

[0026] 步骤一中，第一智能温室温度控制在28-33℃时，湿度控制在60-80％，优选温度为

30℃，湿度为70％。这样，黑水虻幼虫食量最大，生长速度最快，保证黑水虻幼虫产量。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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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第一智能温室温度、湿度和光照，在第一智能温室内设置全自动加热器系统，全自动喷

雾系统及手动人工调节太阳灯装置。

[0027] 步骤二中，第一饲料包括餐厨垃圾和第一添加剂。餐厨垃圾为经过剔除杂质、固液

分离、油水分离和粉碎等处理的餐厨垃圾。第一添加剂包括麸皮40-50％、花生饼10-20％、

玉米粉20-30％及木屑10-20％，优选麸皮50％、花生饼10％、玉米粉20％及木屑20％，常温

下发酵40-50小时，优选48小时，然后与预处理的餐厨垃圾混合。餐厨垃圾和第一添加剂配

比为5kg∶1.5-0.5kg，优选5kg∶1kg。这样，既能保证饲料透气性，还能保证饲料全面营养，食

后的黑水虻幼虫生长速度比原来增加一倍，个头大小一致，提高黑水虻幼虫产量。

[0028] 上述黑水虻幼虫是由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繁育而成，能保证产卵量、成活率和质

量。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是指采集野外黑水虻卵块，在实验室繁育成第一代幼虫，经过一段

时间饲养，第一代幼虫全部化成第一代蛹，第一代蛹经过几天后开始羽化，然后进行交配产

卵；该卵与自养黑水虻卵一起进行孵化，形成第二代幼虫，经过一段时间饲养，第二代幼虫

全部化成第二代蛹，第二代蛹经过几天后开始羽化，然后进行交配再产卵，再一起孵化，形

成第三代幼虫、第三代蛹及第三代成虫，第三代成虫即为多代杂交黑水虻种虫。另外，可经

常补充野外种群，提高种群的质量，避免种群的退化现象。

[0029] 黑水虻种虫在形成之前，要经过第一代幼虫期、第二代幼虫期及第三代幼虫期，第

一代蛹期、第二代蛹期及第三代蛹期，各代幼虫期、各代蛹期一定要加强管理，才能确保优

质黑水虻种虫形成，满足产业化生产的需要。因黑水虻取食主要集中在幼虫期，成虫期只有

一周时间，成虫期间几乎不进食，活动和繁殖基本都靠幼虫时期体内积累的营养，所以幼虫

时期的饲料尤为重要。

[0030] 各代幼虫期，每天喂食与幼虫等重的第二饲料，第二饲料具有合理的温度和含水

率，疏松透气。另外，第二饲料厚度不超过3-6cm，优选5cm；第二饲料的内部温度为30-40℃，

优选35℃；含水量为65-75％，优选为70％，如果第二饲料温度过高，可适当撒水降温或及时

分盒饲养。每次投喂以少投多餐为主，保持第二饲料新鲜度，提高第二饲料利用率。第二饲

料包括餐厨垃圾和第二添加剂，餐厨垃圾为经过剔除杂质、固液分离、油水分离和粉碎等处

理的餐厨垃圾，第二添加剂包括麸皮、花生饼、玉米粉及雏鸡全价料，餐厨垃圾和第二添加

剂的具体配比是4kg∶1.5-0.5kg，优选4kg∶1kg。第二添加剂的配方是麸皮10-20％、花生饼

35-40％、玉米粉25-30％及雏鸡全价料20-30％，优选麸皮20％、花生饼35％、玉米粉30％及

雏鸡全价料15％。餐厨垃圾和第二添加剂混合后，加入2倍的水，搅拌后常温发酵48小时后

投喂，这样，既能保证良好的透气性，又能保证充足的营养。

[0031] 各代蛹期，投喂量应减半，避免第二饲料过多造成浪费，当第二饲料中预蛹数量超

过50％时，停止喂料。停料两到三天后，第二饲料中的预蛹数量即可达到90％以上，此时若

第二饲料颗粒较干，即可进行虫粪分离。

[0032] 预蛹阶段，需要钻入土壤、木屑、树叶等地方藏身。预蛹分离后，应及时促使预蛹化

蛹，避免预蛹因为不断活动而消耗能量。通过对不同化蛹基质的比较，发现用棉布作为化蛹

基质效果最好，具体方法为，将分离好的预蛹放入储虫盘内，储虫盘内直接采用养虫的塑料

方盒即可，每个储虫盘预蛹的厚度为2cm左右；选一块面积为储虫盘两倍的棉布，将棉布缝

起许多褶皱，裹盖在预蛹上；将棉布盖好之后，喷洒少量水分使棉布变成潮湿状态。棉布上

压放一些小木，预蛹就钻入棉布褶皱中化蛹。然后，将储虫盘放在阴暗的室内。经常给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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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地面撒水，保持化蛹室的湿度为80％左右。化蛹室需要的环境湿度以26-30℃为最佳，约

一周后，预蛹即可全部整齐化蛹，将棉布和木条取出。黑水虻蛹期约为一周，有成虫开始羽

化时，可将储虫盘移至成虫笼中。采用上述方法，预蛹率在95％以上，预蛹几乎无任何死亡，

且利用棉布放置预蛹，容易操作，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0033] 黑水虻种虫采用单独饲养方式饲养，即建立一个长50米，宽14米，高为5米的钢结

构封闭第二智能温室，在第二智能温室内用蚊帐布分格搭建长4米，宽3米，高3米的封闭式

网室，在每个网室内放置多个大叶植物。为了保证第二智能温室温度、湿度和光照，同样在

第二智能温室内也设置全自动加热器系统、全自动喷雾系统及手动人工调节太阳灯装置。

[0034] 第二智能温室内放置引诱饲料与收卵器。由于引诱饲料容易变质，因此每隔一周

左右更换新的引诱饲料，每日傍晚更换收卵器中的收卵板，当天收集的卵块统一饲养。收卵

板，是用瓦楞纸表成多个宽6厘米，长25厘米的纸板，将多层纸板叠放压好，用胶水粘好后，

放入收卵器即可。

[0035] 收卵板收集的卵块，可直接放入第一智能温室内，最好放置在第一饲料的上方2-

5cm，优选4cm，孵化后的幼虫直接落入第一饲料中取食，操作方便。也可将卵块放入人工气

候箱，将人工气候箱温度调到30℃，空气湿度80％左右，2天即可完成孵化，节省孵化时间。

[0036] 下面对餐厨垃圾预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0037] (1)根据生产需要，建一个长100米，宽30米，高度8米的钢结构厂房和生化池，用于

堆放餐厨垃圾，其中生化池是本公司独创一个专门给餐厨垃圾去除异味的装置。

[0038] (2)建造一个长100米，宽30米，高8米钢结构厂房作为餐厨垃圾的预处理车间，该

预处理车间用于对餐厨垃圾进行剔除杂质、固液分离、油水分离和粉碎等。

[0039] 剔除杂质：

[0040] 首先利用机械压缩，然后用12目机械振动筛进行筛选杂质。

[0041] 固液分离：

[0042] 餐厨垃圾的固液分离，可以通过过滤或者压缩实现。我国的餐厨垃圾含水量高达

80-90％，而适宜黑水虻取食的饲料含水量为75％。利用压缩、过滤等方法进行固液分离，将

餐厨垃圾含水量由90％左右调整到75％，可以减少近2/3的垃圾堆积量，从源头上实现对餐

厨垃圾减量化。

[0043] 油水分离：

[0044] 餐厨垃圾的油水分离，可以利用专门的油水分离器来实现。固液分离后的液体成

分包括油脂和水分，利用油水分离机可分离出其中的油脂成分，即俗称的地沟油，剩余的污

水送入污水处理系统，将水中的有机杂质进一步分离，达到污水排放标准方可排放。

[0045] 粉碎：

[0046] 餐厨垃圾的粉碎，是利用粉碎搅拌机械，将餐厨垃圾进行粉碎和搅拌，使餐厨垃圾

成为0.2cm直径的颗粒，不同的有机垃圾成分混合均匀，水虻幼虫可以方便地取食，也方便

后期的虫料分离。餐厨垃圾中包含很多腐烂的瓜果蔬菜，由于黑水虻幼虫并非咀嚼式的口

器，因此无法取食这些垃圾，而经过粉碎和搅拌后，垃圾不仅很快腐烂，而且各种营养成分

混合均匀，完全满足黑水虻幼虫的快速取食和吸收。另外，餐厨垃圾经粉碎后变成质地均一

的小颗粒，在黑水虻幼虫处理完毕后更容易分离筛选。

[0047] 本发明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的方法并不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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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得出其他的实施方式，同样属于本发明的技术创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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