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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桑规模省力化养蚕技术的应用及成效
方玲敏
渊安徽省绩溪县伏岭农业服务中心袁安徽绩溪 245300冤

摘要 介绍了草本桑规模省力化养蚕技术袁具体包括品种选用尧草本桑栽植尧养蚕大棚搭建尧大棚条桑育等方面内容袁并阐述了应用成
效袁指出利用草本桑耐剪伐的特性袁采用全年条桑机械收获袁可以解决规模养蚕采叶费工成本大的问题袁可以实现当年栽培尧当年成园尧当
年收益目标袁值得大力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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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桑生产既是种植业又是养殖业袁技术要求高袁生产环
节多袁大蚕养殖期间劳动强度大遥现介绍省力尧高效的草本
桑养蚕技术及其应用效果袁以期为养蚕户提供参考遥
1 优良桑品种与蚕品种的应用
根据地域实际情况袁选择适宜的桑蚕品种遥规模养殖首
先要解决采叶劳动强度问题袁草本桑可以采用机械收割机收
获桑条袁省时省力遥草本桑品种选择袁除了要求产量高尧叶质

好外袁更要考虑桑树冻害问题遥因此袁建议使用粤桑 11尧51尧
浙桑 1 号等杂交桑遥另外袁小蚕专用桑园宜选用育 711尧强桑
一号等袁大小蚕用叶桑园比例约为 4颐1遥

规模养蚕一般采用粗放式饲养遥因此袁蚕品种除春蚕应

用菁松伊皓月之外袁夏秋蚕就必须考虑蚕品种的抗性问题袁可

选用华康 2 号尧华康 3 号等抗血液型脓病的品种遥华康 2 号

根袁促使侧根多发袁种植前用混有磷肥的泥浆蘸根袁利于发
根成活遥

根据草本化栽培桑的特点袁全年进行 3~4 次土壤施肥遥

3 月中旬以复合肥为主袁一般施 750 kg/hm2袁采用穴施或机
施曰剪伐后以尿素为主袁施 525 kg/hm2袁利用阴雨天撒施或机

施曰冬季施农家肥袁施 37.5 t/hm2 左右遥另外袁为提高春蚕期

桑叶的产量与质量袁在春蚕 2 龄眠中袁叶面喷施 0.4% KH2PO4
等叶面肥袁每隔 6 d 喷施 1 次袁共施肥 2 次袁以全面促进叶质

成熟[1]遥以化学除草为主袁可结合机械施肥除草袁辅之以人工
除草遥全年进行 2~3 次除草袁分别在春季发芽期渊3 月底前冤尧
6 月中旬渊春蚕结束后冤尧8 月中旬渊秋条剪伐后冤遥
3 养蚕大棚搭建

可选取靠近桑园地势较高的地方搭棚袁根据桑园面积每

茧型小尧开差大尧产量略低袁但稳产曰华康 3 号茧型大尧产量

期蚕饲养规模来定棚的大小袁33 350 m2 桑园需建 600 m2 镀

小蚕尧病小蚕袁给规模养蚕带来一定的风险遥

棚内门头留 80 m2 作操作间袁不养蚕遥棚内设 4 行蚕座渊宽

高袁但小蚕饲养技术要求高袁桑叶质量要好袁否则易发生弱

1.7 m冤袁每行蚕座可搭 4 层蚕台渊含地面冤袁每行蚕台中间留

2 草本桑栽植

2.1 桑园基础建设
选择肥水条件较好的田地袁做好桑园基础建设遥一是做

好桑园水利基本建设袁开设排水沟袁沟深不少于地表 50 cm袁
有利于桑树根系生长曰二是规划好桑园田块袁建设好机械操
作道袁约 1.5 m 宽袁微耕机尧桑条收割机尧桑条运输车等能进

出遥三是水电二通遥供水采用自流灌溉或水泵自提曰电源工程
设计总装机容量为 165 kW袁安装 200 kVA 变压器 1 台遥

2~3 个通道袁便于给叶尧消毒尧巡蚕通行[2]遥中间车道 2 m袁中
间操作道 0.6 m袁边操作道 1 m袁操作道硬化厚度 0.3~0.5 cm遥

每次可养大蚕 40~50 张遥非蚕期在大棚内套作食用菌或养
鸡袁可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袁达到一棚多用遥
4 大棚条桑育
4.1 小蚕饲育

可采取饲育盒共育的方式袁也可委托他人进行小蚕共

2.2 桑园建设

养蚕规模要适度袁应从蚕茧质量尧生产安全尧经济效益
角度考虑遥小规模袁没有经济效益曰大规模袁难以管理袁技术
操作难到位袁桑叶供给难保障袁导致蚕病多尧产量低尧茧质
差尧效益低下遥因此袁单个主体以 13 340~66 700 m2 为宜遥

结合机耕袁施有机肥渊猪粪尧羊粪等冤45 t/hm 袁耕翻土地
2

深度 25 cm遥小蚕专用桑园选择农桑 14尧育 711尧强桑等品
种袁按照 4颐1 的比例规划设计栽植袁即 26 680 m 草本桑配置
2

6 670 m 小蚕专用桑园遥栽植密度 12 000~15 000 株/hm 袁行
2

锌管养殖大棚 2 个袁棚长 50 m袁棚宽 12 m袁拱杆间距 0.8 m遥

2

距 160 cm袁株距 40~50 cm袁要求机械能入园除草尧翻土尧施肥遥

草本桑栽植密度为 6.0 万~9.0 万株/hm2袁行距要求以收

育遥小蚕共育到 4 龄第 2 天袁可移至大棚蚕台上饲养遥特殊

情况也可 3 龄第 2 天上台饲养袁但不宜用条桑育且需上盖塑
料薄膜袁切叶三回育遥
4.2 饲养设施
蚕台可用镀锌管作支架尧硬塑网作蚕台袁上铺遮阴网即

可养蚕遥大棚内应设建水帘空调 2 台袁在 11院00~14院00 时调
节高温干燥棚内饲养环境遥
4.3 大棚养蚕
4.3.1

割桑遥草本桑条长达 1.5 m 时即可收割袁一般约 50 d遥

条长不可超过蚕台宽袁否则不便操作遥根据大蚕逐日食桑量
安排割桑量遥

割机械型号及宽度来确定袁但小型收割机不要求行距宽度遥

4.3.2 大蚕上台遥养蚕前要对大棚内室具和地表实施严格消

40 cm伊80 cm尧株距 20 cm遥冬春种桑袁应轻度修剪过长的主

灰或防僵粉进行蚕体消毒袁再加薄膜蚕网袁再喂片叶遥第 2 次

一般行距 65~80 cm尧株距 16~20 cm遥宽窄行栽植袁行距为
收稿日期 2019-02-20

毒袁并做好防蚁防鼠等工作遥将 4 龄起蚕先用喷粉机喷洒石

喂叶前将薄膜蚕网提至蚕台袁蚕座面积占蚕台面积的 1/3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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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后扩座 [3]遥每天给桑 2~3 次袁给桑时间为 9院00尧16院00尧

宜早不宜迟袁否则结枝条茧增多影响茧质袁而且大大增加采

4 龄蚕中用防僵粉蚕体消毒 1 次袁添食抗菌素如红霉素尧盐

待蚕老熟至 80%左右时在蚕座蚕体上喷野定向登蔟剂渊1 支

21院00 或 9院00尧17院00曰给桑时间也可根据养蚕季节灵活变化遥

酸环丙沙星等 1 次遥将眠蚕看蚕给叶袁不宜过多袁等眠蚕有
95% 时袁用石灰止桑遥

4.3.3 条桑育遥5 龄第 2 次给桑开始用条桑育袁每天给桑 2 次袁
即 9院00尧17院00遥晴天中午棚内干燥袁桑叶易萎蔫袁不宜给桑遥

给桑量要根据蚕体密度和龄期特点来具体掌握袁一般上午

茧劳动力成本遥添食蜕皮激素后袁再喂 1~2 次桑叶渊约 20 h冤袁
对水400 mL冤冶袁每张蚕 3~5 支袁后立即沿蚕台方向摆放竹杆

或木条袁摆放折蔟曰或直接搁挂方格蔟袁待 10 min 左右袁蚕就
自动爬满蔟片[1]遥
5 应用成效

草本桑的应用袁解决了规模养蚕采叶费工成本大的问题袁

宜少袁下午宜多曰少食期尧减食期以 1.0耀1.5 层为准曰盛食期

可利用草本桑耐剪伐的特性袁采用全年条桑机械收获袁显著

依次均匀给放袁尽量使蚕台平整遥

小型蚕农也能接受遥草本桑栽培的优势就是当年栽培尧当年

给桑量应是 1.5~2.0 层袁并适当补桑遥条桑应颠倒错开摆放袁
4.3.4

温湿度调节遥养蚕大棚昼夜温度尧湿度差大袁11院00要

14院00 是一天中温度最高时段袁夏尧秋季温度可达 34~36 益袁

减少劳动力成本曰而且小型收割机价格低廉袁只有 2 000 元袁
成园尧当年收益袁是一个见效快尧周期短尧风险低的优良投资
项目袁是广大家庭农场优选的产业方向遥根据草本桑生长状

同时袁棚内湿度低袁桑叶极易干燥曰而晚上棚内温度下降快袁

况袁适时调整养蚕布局袁可采取分区域采伐袁分季分批次养

调调节温湿度曰傍晚时分当温度下降到 26 益时袁拉下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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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袁为鱼类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袁减少了鱼病发生袁

2.3 养殖产量和效益

确保了水产品质量安全遥同时底层沉淀物又可作农作物的

节水模式应用底排污尧生物絮团技术和微生态制剂调控

有机肥料袁从而使整个养殖过程达到了生态尧环保的要求[3]遥

的总产为 22 236 kg/hm2袁收获情况见表 3遥生产成本包括苗

繁殖袁降低氨氮尧亚硝氮等无机盐浓度[1]遥微生态制剂可分解

8 700 元/hm2尧碳源 900 元/hm2尧人工 7 800 元/hm2尧微生态制

验于 6 月初至 9 月下旬 15 d 进行 1 次氨氮尧亚硝酸盐监测袁

水质袁养殖期间未发病袁养殖成活率 91.4%~98.8%袁各类鱼
种 26 175 元/hm2尧饲料 137 700 元/hm2尧池租 4 500 元/hm2尧水电
剂 1 050 元/hm 袁合计 186 825 元/hm 曰鲤鱼尧鲫鱼尧团头鲂尧草
2

2

鱼尧长丰鲢尧鳙鱼尧翘嘴红鲌的产值分别为 55 500尧44 646尧

46 957.5尧65 970.0尧14 080.5尧21 276.0尧5 895.0 元/hm2袁合计
254 325 元/hm2袁利润达 67 500 元/hm2袁投入产出比为 1.00颐1.36遥
表 3 养殖收获情况

鱼类
福瑞鲤
异育银鲫野中科 5 号冶
团头鲂野华海 1 号冶
草鱼
长丰鲫
鳙鱼
翘嘴红鲌

3 结论与讨论

成活率
%
98.0
96.5
97.4
96.9
91.4
93.7
98.8

出池规格
g窑尾-1
1146.5
489.4
612.3
1260.8
146.7
189.2
264.3

产量
kg窑hm-2
5 551.5
3 189.0
3 130.5
5 497.5
2 011.5
2 659.5
196.5

总产量
kg窑hm-2
22 236

该试验及实践利用了野种间免疫冶和野品种生态互补尧互

利共生冶的原理[2]遥该模式共有 7 个品种搭配养殖袁在未增加

投饲成本的前提下袁充分利用了水体空间和饵料资源袁既节
水又节饵袁是野以水养鱼尧以鱼保水冶模式的典范曰同时又解
决了水体本身富营养化对生物造成的压力袁保持了生态平衡
和水质稳定袁从而降低了养殖鱼类发病率遥通过底排污袁定
期清除池塘底部过多的淤泥尧粪便和残饵袁清除了大量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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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为添加碳源袁提高水体中 C/N 比袁异养细菌迅速

有机污染袁净化水质袁改良池水水质和底泥微生态环境遥本试
从监测数据看完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袁实现了无公害养殖遥

微孔增氧技术与传统增氧技术相结合袁增加了投喂区溶
氧量袁改善了投饲区溶氧过低的摄食环境袁使水体底层中的
有害中间产物能够得到较好的氧化袁水体中氨态氮及亚硝酸
盐等处于较低状态[4]袁藻类的多样性更好袁水体更稳定遥
本试验应用了底排污尧微孔增氧尧生物絮团技术调控水
质尧微生态制剂调控水质等技术袁养殖期间零用药尧零换水
渊只补充部分蒸发和渗漏丢水冤袁鱼类无发病袁水质各项指

标均正常遥与传统养殖模式相比较袁节水 47%~56%袁节水
17 700~25 200 m3/hm2袁实现了节水尧绿色尧生态尧环保的目
的袁值得大力推广[5-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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