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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蚯蚓养殖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养殖产业,用禽畜粪便、厨房垃圾等养殖蚯蚓,养出的蚯蚓是高蛋
白产品,可作饲料,也可作钓饵。
[关键词] 蚯蚓；环保；繁殖
中图分类号：S-3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Prospect of Earthworm Breeding Industry
Zhaoming Zhang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Prospect of Earthworm Breeding Industry
[Abstract] Earthworm breeding is a breeding industr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It uses livestock manure and
kitchen garbage to breed earthworms, which are high protein products and can be used as feed or b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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