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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培养的介绍 

世界上有超过 6000 种蚯蚓，其中许多甚至没有被命名或研究。

不过，农民对两大类蚯蚓感兴趣，即“深洞蚯蚓”和“地表蚯蚓”。

深洞蚯蚓包括常见的花园虫或夜行虫(灰色/粉红色，约 15 厘米长)，

它们吃混合着腐烂有机物质的土壤。查尔斯·达尔文是早期研究蚯

蚓的专家，他指出蚯蚓不断地加工并使土壤肥沃，没有蚯蚓我们所

知的农业就不可能实现。深洞蚯蚓创造出深达 6 英尺的长隧道，允

许水和氧的深度渗透，同时，深洞蚯蚓带出矿物，这些矿物被吸收

到表层土壤中。蚯蚓对农民的价值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讨论的是土壤表层的蚯蚓，也称为堆肥

蚯蚓。堆肥是分解和稳定有机物质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微生物和包

括蚯蚓在内的大型分解者进行。分解发生在所有我们周围的自然届，

但通过鼓励和刺激，农民也可以加快堆肥过程，还可以提高产生的

有机物资的质量。堆肥本质上是将复杂的化合物分解成植物更容易

吸收的简单化合物。用蚯蚓进行堆肥过程被称为蚯蚓堆肥，这就产

生了一种理想的土壤改良剂，充满了微生物和营养，具有良好的保

水性和土壤结构特征。 



关于专业术语的注意事项:在这一领域中使用的术语是各种各样

的，对于它们的含义并没有普遍的认同。以下是我的理解和用法: 

1）蚯蚓培养（Vermiculture）-有意地培育或饲养蚯蚓，并利

用它们处理有机物质的能力。 

2）纯蚯蚓粪（Vermicasts/Vermicastings）- 由蚯蚓产生的纯

粪便，由以前未降解的有机物质分解而成。只要仔细一点，就可以

在箱子的顶部获得纯蚯蚓粪。 

3）蚯蚓堆肥过程-使用蚯蚓分解或“生物降解”有机物质的目

的是生产可用的有机改良剂。 

4) 蚯蚓堆肥- 纯蚯蚓产物、食物残渣和培养床残渣的最终混合

物。 

 

背景知识和历史 

人们认为，蚯蚓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已经存在了 1.5 亿年，

所以蚯蚓培养已经发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在最近 150 年它才

被认真研究和发展为一种农业工具。自从超强显微镜出现后，我们

就有途径进入奇妙的微生物世界。几千年来，农民们一直在不知不

觉地将蚯蚓堆肥与动物粪便混合施用在他们的田地里。哪里有粪堆，

哪里就有堆肥虫。现在，蚯蚓堆肥是一门公认的学科和技术，许多

大学都将其纳入了课程。 

 

蚯蚓的类型 

大约有 6 到 7 种不同种类的堆肥蚯蚓被“驯化”和用于生产。

分布最广泛的蚯蚓是红色摇摆虫（Red Wiggler） (Elisenia 

fetida)，也被称为红纹蚯蚓（Brandling）或老虎蚯蚓（Tiger 

worm）。这种蚯蚓原产于欧洲，但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农场都能找到。

然而，它在东南亚的野生环境中并不常见。在缅甸、印度和马来西

亚之间的本地蚯蚓是马来西亚蓝蚯蚓（Malaysian Blue worm 

(Perionyx excavatus)），也被称为印度蓝蚯蚓（Indian Blue 

worm ） 。 缅 甸 的 第 二 种 堆 肥 蚯 蚓 是 非 洲 夜 行 虫 （ African 

Nightcrawler）(Eudrilus eugeniae)。顾名思义，这种蚯蚓不是本

地的而是被带到这里的，可能来源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项目。我养的

是相互区别很大的马来西亚蓝蚯蚓和非洲夜行虫。 

马来西亚蓝蚯蚓:这些本地蚯蚓通常在成堆的牛粪中发现，这是

它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长 8 - 15 厘米，深红色/褐色。一个显著

的特征是，当暴露在光线下时，它们的头部会呈现出半透明的蓝色

光泽(图1)。它们是一种非常活跃的蚯蚓，当暴露在光线下时，经常

会猛烈地抖动。“马来西亚蓝蚯蚓”繁殖能力强，能快速处理大量



有机物质。但是，为什么它不是世界上头号堆肥虫呢？它的确有一

个主要缺点，这就是它的流浪本性。如果生活条件不适合它们，或

者有雷雨天气，它们很可能会试图逃跑，即使这意味着死亡。去年

的雨季，我从我的室内蚯蚓农场损失了数千只马来西亚蓝蚯蚓。我

们并不完全理解这种习性，这迫使我放弃把马来西亚蓝蚯蚓留在室

内。幸运的是，它们正好喜欢户外！ 

 

 
图 1：整理马来西亚蓝蚯蚓（Perionyx excavatus），也称为印度蓝蚯蚓。 

 

非洲夜行虫:这些进口蚯蚓通常需要购买，这里的现行价格是每

只成虫 100 缅币(7 美分)。你至少需要 200 只才能进行培养。非洲夜

行虫更大肌肉更多,能长到 15 厘米长,当暴露在光线下也表现出独特

的蓝色光泽(图 2)。然而,它没有它的马来西亚兄弟的漫游癖，个性

平静,宁愿呆在食物的表面。因此。今年的雨季我正在做一些改变，

马来西亚蓝将被保存在室外的粪堆中，而非洲夜行虫将被保存在室

内特制的蚯蚓箱中。  

 

 
图 2. 非洲夜行虫（African Nightcrawler (Eudrilus eugeniae)），有独特的蓝色光泽。 

 

最优的生长条件 



堆肥蚯蚓是一种顽强的生物，在不适宜的环境下也能生存，但

要茁壮成长，它们需要特定的条件，如: 

 温度:堆肥蚯蚓在 15至 25 摄氏度(59-77华氏度)之间会茁壮成

长，但如果暴露在极端高温或极冷的环境中可能会死亡。我的

马来西亚蚯蚓和非洲蚯蚓都是热带蚯蚓，他们最喜欢这个范围

的较高值。确保蚯蚓快乐的一种方法是有足够大的一堆土让它

们搜索最适合它们的温度。在气温降低的冬季，蚯蚓的活动

(进食、排泄和繁殖)显著放缓，但当天气变暖时又会恢复。 

 湿度:蚯蚓需要潮湿的环境，大约 80%。那里感觉就像拧干的

海绵，挤一下会出来一到两滴水，但不会再多了。虫子的皮肤

闪闪发光是水分充足的标志。初学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由

于缺乏排水，让蚯蚓箱变得厌氧或缺氧。大多数蚯蚓食物的含

水量都很高，但即便如此，在炎热的条件下仍需要每天喷水。 

 通风:蚯蚓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在堆肥过程中会释放出其

他气体，这些气体必须能顺利排出，因此需要充分的通风。记

住，你是在努力为蚯蚓和寄生在蚯蚓箱中的细菌、真菌和其他

分解生物创造理想的环境。 

 食物:堆肥蚯蚓几乎可以吃任何腐烂的有机物:厨房垃圾、农业

废料、枯叶或动物粪便等。再次强调，我们思考原则是让蚯蚓

茁壮成长而不只是勉强活着。为了得到稳定的、高质量的蚯蚓

产物，应该提供良好的、稳定的、高质量的食品。这需要更多

的时间、精力和投资。蚯蚓不喜欢的食物包括:柑橘，味道强

烈的蔬菜/香料，如洋葱和辣椒，肉类，奶制品和油腻的食物，

当他们不吃某些食物而迅速吃下其他食物时(例如:南瓜、软性

水果等) 我们能很容易地观察到。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食物应该

在一定程度上预先进行堆肥。大量的新鲜蔬菜可能在开始堆肥

时产生蚯蚓无法忍受的高温。如果湿度过高，蚯蚓甚至可以厌

氧生存，但会产生恶臭的黑色污泥。食物应该预先堆肥，切碎，

深度只要 1 或 2 英寸。喂食过多通常比喂食不足更成问题。 

 垫料:当你在设置堆肥箱时，你应该放置至少 15 厘米的垫料，

为蚯蚓提供一个合适的栖息地。我使用的堆肥至少有一年之久，

但其他的选择是陈年的粪便、椰壳或泥炭。在缅甸，泥炭并不

容易获得，所以我提到它只是举我们正在寻找的材料的例子。

垫层应多孔，排水良好。之后，食物本身也可以充当垫料。我

用切碎的香蕉杆和牛粪混合饲喂蚯蚓，这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

垫料。 



 光线:堆肥蚯蚓不能暴露在强光下。它们的皮肤对光非常敏感，

一旦暴露，它们就会立即钻进垫料中，这个时候缅甸蓝就会剧

烈地抽动起来。”  

     

蚯蚓粪便的好处和收获方法 

蚯蚓可以非常迅速地分解有机物质，从而形成结构更好、微生

物含量更高、比嗜热堆肥更稳定的蚯蚓堆肥。它的其他好处还包括

增强保水能力、促进根系生长和提高阳离子交换能力(CEC)。简而言

之，蚯蚓堆肥可能是农民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天然有机土壤改良剂。 

在用于栽培的混合料中添加约20%的蚯蚓堆肥是最有用的。在移

植幼苗时，也可以在洞的底部放置一小把。这给了新植物一个良好

的生命开端，促进它有更强壮的根并且提高了抗病性。对于已种植

的植物，追加蚯蚓堆肥将会增加肥力，保持水分，并持续改善土壤

条件。制作蚯蚓堆肥溶液是另一种利用蚯蚓产物的有效方法。我的

简易方法是，将 5-10 把蚯蚓堆肥放入一个设置有过滤袋的装满水的

5加仑水桶中，水桶带有 6个起泡器石头，然后连接到 3个小型水族

馆气泵。我加入一茶匙糖蜜和两茶匙 EM(有效微生物)，让它泡 24-

48小时。由此产生的溶液富含微生物，应在12小时内使用。它可以

用作叶面喷剂，也可以用来喷淋泥土。我们发现，它确实有助于植

物对抗疾病或努力生长。 

有几种收获方法可供选择： 

光照法:将完成的蚯蚓堆肥倾倒在一个平面上，让强光照射。蚯

蚓会立即钻到下面以躲避光线。10 分钟后，舀出顶部的无虫产品。

继续这个过程，直到只剩下蚯蚓。 

迁移方法:可以是水平迁移，也可以是垂直迁移。停止给蚯蚓喂

食 2 周，然后在培养桶的顶部或一侧添加食物。饥饿的蚯蚓会迁移

到食物中，而垃圾箱的其余部分则相对没有虫子。我用一种由煮土

豆泥、红薯和胡萝卜混合成的特别诱人的食物。 

我还使用了连续流动法和堆积法，我将在下面详细介绍。 

 

我们的蚯蚓堆肥系统的概述 

蚯蚓堆肥可以在任何规模的农业环境中进行，从最小的使用厨

房废料，到最大的使用预先堆砌的由前置装载机才能移动的粪肥。

蚯蚓箱可以由塑料、木材、混凝土甚至防水织物制成。有很多网站

和在线视频可以提供更多细节，这里我快速描述一下我们在缅甸农

场使用的两种系统。 

连续流动(CFT)法:操作原理是，准备一个顶部和底部开口的容

器，让底部保持关闭，直到你准备收获再打开。从顶部加入3到6厘



米深的食物。3到 6个月后，可以从下面收获，大多数蚯蚓会留在培

养容器的中间部分不受干扰。 

我制作这个系统的材料包括类似过胶尼龙的背包材料、200L 油

桶、胶合板和金属平屋顶和胶合板包裹的金属或木结构的架子。我

得到了一个类似过胶尼龙的布袋，根据我的规格由当地的裁缝缝制。

简单地说，这个包是由 4个锥形面缝在一起做成一个锥形体(图 3)。

尺寸如下图(图4)所示。这种织物有双重优点，既防水又透气。在我

教授的过程中，我经常使用这些袋子，因为它们可以即时监控蚯蚓，

并向来访的学生展示它们。这种系统很容易从下面收获，也很容易

用特别的食物吸引蚯蚓进行迁移。   

一个更大、更坚固的CFT桶是由一个用过的200L油桶制成的(图

5)。我把顶部割掉，并在底部侧面附近割了一个 30cm x 45cm的洞。

略高于这个洞的地方我钻了 7 小洞并插入 25 毫米的镀锌管(图 6)。

在这些管子上面固定 3 到 4 张硬纸板作为地板，上面放置 15 厘米的

垫料，然后放蚯蚓，最后放蚯蚓的食物。最后，我用另一层硬纸板

和黄麻线或麻袋把所有的桶都盖满了。蚯蚓需要大约 3 个月的时间

来吃纸板，并留下足够产物在底部形成坚实的土壤层。6个月后，当

垃圾桶几乎装满时，通过转动管道上的蓝色把手来收获蚯蚓产物，

它会刮掉底部最多 50 毫米的干燥产物，但不会惊扰顶部享用食物的

蚯蚓。一旦开始采用这些系统，人的工作量就会减少，并提供稳定

的定期蚯蚓产物。  

图 3：连续流动蚯蚓堆肥袋，使用的是类似的过胶

尼龙织物材料 

图 4：连续流动式堆肥袋设计 



 

堆放法:很简单地把牛粪或其他预先进行堆肥发酵的材料堆在地上，

周围用网或竹子围成一圈。只要定期添加食物，防止日晒雨淋，本

地的马来西亚蓝蚯蚓就会自己来到这里，产下大量的后代，大约 6

个月就能收获。就算是他们在暴风雨期间离开，他们很可能还会回

来，因为这一堆食物是附近最好的。 

 

摘要  

蚯蚓堆肥是农民用来改善其土壤结构和肥力的有力工具。它既

便宜又容易推广。即使在农民睡觉的时候，蚯蚓也在努力工作生产

质量最好的天然土壤改良剂。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健康的担忧

上升，有机作物的市场只会增加。宏观上，蚯蚓堆肥可以帮助社会

管理有机固体废物，并获得有价值的副产品。我迫切地希望读者重

新认识卑微的蚯蚓和它的成果。它是人类另一些最好的朋友! 

 

 

图 5：200L 连续流动式蚯蚓堆肥桶的设计(左)。

PVC 手柄用于在底部旋转来收获蚯蚓产物。 
图 6：200L 连续流动蚯蚓堆肥桶设

计。蚯蚓堆肥位于这些旋转底杆的

上面，旋转这些杆可以从底部获得

蚯蚓产物。 

图 7：一个更大的户外蚯蚓堆肥堆，热

天要洒水保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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