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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桑蚕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结构多样化和农业经济增长。本文首先分析了
桑蚕产业发展前景,主要从蚕丝市场与其他产业结合等方面展开。基于桑蚕产业发展广阔前景,围绕高效
种桑养蚕技术进行阐述,包括引入优质蚕种、采用桑苗无性繁殖技术、依照需求做好土壤处理、强化桑
园管理、采取小蚕饲育方法等,以此促进种桑养蚕效率和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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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ilkworm Industry and High-efficiency
Mulberry Planting and Silkworm Rai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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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ilkworm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can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hina.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ilkworm industry, mainly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ilk market and other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broad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lkworm industr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high-efficiency
mulberry planting and sericultur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silkworm eggs, adopting
asexual propagation technology of mulberry seedlings, treating the soil according to the needs, strengthening
mulberry garden management, adopting small silkworm rearing methods, etc.,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mulberry planting and sericulture.
[Key words] silkworm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spects; Mulberry planting and silkworm rearing; Effici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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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蚕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了机会,国内对桑蚕产品需求也在不断

桑蚕市场发展潜力大,无论是国外

桑蚕产业具有广阔市场,主要体现

增多,也起到了十分大刺激桑蚕产业发

还是国内,对丝绸产品需求在不断增长,

在国内市场在不断扩大,国际市场需求

展作用。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且近年来桑蚕资源利用越来越多元化,

量在增长。种桑养蚕作为我国传统产业

人们对桑蚕产品需求少,但是近年来随

为桑蚕产业发展提供机遇。当前我国应

具有一定优势,长期以来与之有关的产

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经济条件有显著

在利用桑蚕养殖传统优势之时,进一步

品不仅数量多,在质量上也有保障。优质

改善,生活水平提升下开始追求生活品

优化发展,以提高养蚕实际收益。实际种

的桑蚕产品获得了市场的肯定,有良好

质,对丝绸纺织品需求增多。无论是国内

桑养蚕中应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通过

的口碑,这为桑蚕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奠

还是国外市场,对桑蚕产品需求提升,使

引入和选择优质蚕种和桑苗品种,以及

定良好基础,促进相关产品外销,尤其是

桑蚕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与潜力。

做好蚕种催青和土壤处理,采用无性繁

丝绸产品。从目前来看我国所生产的丝
[1]

另外桑蚕资源应用越来越广泛,不

殖技术与强化桑园管理,并科学合理进

绸,已经出口到100多个国家 ,产品质

仅与其它领域结合,还带动了相关领域

行大蚕与小蚕饲养等,提升养蚕效率,做

量受认可,市场占有额度在增长,这就为

发展,比如与旅游业结合和发展休闲产

好蚕丝质量保障,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

我国桑蚕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

业园,以及为医药产业提供材料和为饲

扩大占用率,实现种桑养蚕经济效益最

发展前景非常好。

料加工提供材料,同时拓展到食用菌领

大化。

国际市场需求为桑蚕产业发展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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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并出现了与蚕蛹相关的健康产品 。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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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产品不再是单一的发展模式,朝着多

苗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有性繁

元化发展情况下,整体发展前景好和潜

殖的方式。采取播种方式,做好水肥管理,

力大。这种情况下传统种桑养蚕技术已

确保可快速获取样养蚕所需要的桑叶,

应加强桑树园管理,保证养蚕有充足的

经无法满足需求,故而在实际饲养中需

为养殖做好基础保障。

桑叶供应,并确保桑叶质量好。桑园管理

要创新技术,朝着高效养蚕发展,提高养

2.3蚕种催青

中水肥管理是关键,提前完善排水设施,

蚕效率和质量,推动桑蚕产业发展和促

种桑养蚕之前要对蚕种进行处理,

尤其是一些地形比较特殊,容易积水的

进桑蚕经济效益提升,最终达成产业可

在从库中取出以后,应在1个小时到4个

地方,比如地势过低,亦或栽种地有深沟

持续发展的目的。

2.5加强桑树园的管理
桑树生长对养蚕有直接影响,故而

小时之内,对所要饲养的蚕种催青。这个

的,排水非常重要,有效防止渍水出现。一

2 高效种桑养蚕技术

过程中控制温度非常重要,通常情况下

般情况下桑园管理之中排水和灌溉要分

2.1选择优质蚕种

应维持在24度左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开,这样做好处在于可控制病菌传播。根

桑蚕产业发展前景好,当前所要做

在温度控制同时还要注意干燥与潮湿差,

据桑树在各个阶段对水分需要,还有区

不能超过2.5度,否则就会对催青成效产

域降水情况,合理进行灌溉,做好水分控

的是提高种桑养蚕技术水平,以实现高
效率养殖和确保相关产品质量符合要

[4]

生影响 。

制,以促进桑树更好生长。

求。种桑养蚕中最为重要的是选择蚕种,

蚕种在取出来会进行孵化,一般在

桑园管理中做好施肥工作,桑树生长

其是决定能否实现高产与高质饲育目标

第5天,温度要比之前高一些,应确保最

阶段不同,对于养分需求不一样,故而要

的关键。相关部门要做好优质蚕种引入

低26度,但是最高不能超过28度,既能让

坚持科学施肥。施肥应根据桑树生长需求,

和推广,让农户认识到选用好处,进而促

蚕种更好孵化,还能起到保护作用。蚕种

以及各个阶段的需求,制定施肥计划。夏

进区域桑蚕产业更好发展。引入和指导

取出8天以后,可选择黑颜色的布,将其

季施肥要确定好时间,通常在夏伐之后,

农户选择培育出来的抗病能力强,并且

全部包住,然后选择一个温度和湿度符

选择夏伐肥,合理确定施肥量。冬天对桑

[3]

有非常好的抗逆性能的蚕种 ,比如桑

合要求地方放置,这里要注意一定要全

树进行施肥过程中,应考虑高产需求,挖

特优2号,降低饲育中因为疾病,或者是

黑暗。放置时间不能太长,2天就可以,

沟施肥,以有机肥为主。这里要注意挖沟

不能适应环境导致产量和质量达不到要

完成后将其取出,然后拿掉包裹蚕种的

施肥距离要合理,不能离桑树过于近,并

求状况。

黑布,让灯光亮起来。采取这种操作,蚕

要控制好深度,防止对树木根系造成损

种就能更好孵化为小蚕,有助于养蚕高

伤。桑园管理中强化树形控制,做好除草

效化。

工作,为桑树生产创造优质的环境,以此促

养蚕要考虑对高产和优质的要求,
选择在这个方面具有优势的蚕种。确定
蚕种品种中要结合本地自然条件,主要

2.4做好桑苗选择和土壤处理

包含了温度、环境、湿度以及饲育的条

桑苗种植要合理规划,考虑养殖需

件等,保证所引进和养殖的蚕种具有良

求,确定好种植面积和数量,还要考虑距

小蚕饲养中最为关键是创造良好生

好的适应性。这样才能全方位控制与降

离的问题,一般要坚持就近原则。选择优

长环境,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控制好温度,

低在外因素对养蚕的影响,同时通过优

质桑树品种,满足高产与抗病能力强要

还要做到所处环境的湿度符合要求。1

选品种让蚕有极强的抗风险的能力,从

求,且适应当地气候,可在栽种后快速适

龄小蚕生长的环境,温度要保持在28度

根本上保障高效饲育。

进桑叶高产和优质,为养蚕提供好保障。
2.6小蚕饲养技术

应和生长。桑苗要强壮,没有病虫害,采

左右,干燥与潮湿差应为1度。随着小蚕

2.2采用无性繁殖技术

取连片栽种,具体需结合实际状况,但是

龄数增加,饲养温度可进行调整,需要减

种桑养蚕中桑叶的质量,对于养殖

一定要确定好栽种密度,既不能浪费栽

低1到2度,依然要控制好干湿差。小蚕处

影响大,故而要做好桑树养殖。除了直接

种土地资源,又要保证桑树生长有较好

于发育关键期,应严格对环境进行监测,

栽种桑树,还要在过程中强化无性繁殖

的环境。

发现不符合生长要求需要处理,采取加

技术,首先要做好试验,规模不宜太大,

桑苗栽种中土壤处理是重点,在确

温或者降温,补湿或者降湿的方式,一定

可小范围展开。无性繁殖的方式比较多,

定栽种地以后,需要对土壤进行检测,明

要确保生长环境适宜,以保证小蚕能够

可采取嫁接的方式,也可在实际操作中

确酸碱性和所含的营养物质等。结果出

更好发育和快速生长。

进行钎杆,亦或者是采取压条的方式。在

来以后,假如土壤为酸性,应提前深耕和

对小蚕饲养地消毒,采取两消一体

园区试验获得良好成效情况下,大规模

深翻,并要在过程中在土壤中撒上准备

的方式,并要加强对光照管理,做到昼夜

进行养殖。

好的生石灰,将其与土壤进行混合,达到

分明。小蚕喂食桑叶之中,选择新鲜的桑

无性桑苗繁殖可解决在养蚕中出现

提升土壤碱性的目的,更加有利于桑树

叶,且要控制喂食量,避免出现喂食不够

的,符合要求桑苗少的问题。是否采取无

生长。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可杀灭土

或者过量的状况。小蚕喂养中要重视扩

性繁殖应根据情况而定,比如针对养蚕

壤中含有的病菌与害虫,降低桑树生长

座,有效防止小蚕出现夜眠,亦或者是在

规模大,对桑叶需求多的情况,在优质桑

中病虫害发生。

饮食中就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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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大蚕饲养技术和方法

论是大蚕还是小蚕,针对疾病要以预防

科学进行小蚕与大蚕养殖,以此促进养蚕
效率与成效提升,推动桑蚕业发展。

随着蚕不断生长,成为大蚕以后要

为主,在蚕患病后则要综合治疗。养殖中

增强饲养地的通风性,可在过程中选择

加强多采光、通风等控制,以减少病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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