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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大蜡螟繁殖日本追寄蝇的方法，将

同一天化蛹的日本追寄蝇蛹60头放入饲养笼中。

用培养皿盛放经75%酒精+60℃热水处理后的大

蜡螟幼虫，放入饲养笼中。每2h取出培养皿，将寄

蝇已产卵的大蜡螟幼虫移至一次性塑料杯中，每

杯50头。15‑20d后，从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取出

寄蝇蛹集中放置于新的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每

个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寄蝇蛹数量60头。待有寄蝇

羽化时，将一次性透明塑料杯移入新的收蝇笼

中，开始新一轮的饲养繁殖。本方法使用的寄主

大蜡螟幼虫更容易获得，操作简单，饲养的日本

追寄蝇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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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大蜡螟繁殖日本追寄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同一天化蛹的日本追寄蝇

蛹60±1头放入饲养笼中，羽化后剔除弱小、畸形的寄蝇成虫，保证每笼的寄蝇数量50±1

头，雌雄比例为2‑3:2；笼中放入20%的蜂蜜水，供寄蝇成虫补充营养，用培养皿盛放经处理

后的寄主，放入饲养笼中；待寄蝇产卵后将培养皿取出，在解剖镜下观察，将寄蝇已产卵的

寄主大蜡螟幼虫移至容器中，在培养皿中重新补充寄主后继续放入饲养笼中饲养繁殖，并

将收集被产卵寄主的容器集中放置，做好防止蚂蚁危害的措施；饲养繁殖一段时间后，从容

器中取出寄蝇蛹集中放置于新的容器中，剔除弱小的蛹，每容器的寄蝇蛹数量60±1头，容

器用卷筒纸封口；待有寄蝇羽化时，将容器移入新的收蝇笼中，开始新一轮的饲养繁殖；

所述的寄主为体长3cm以上的健壮大蜡螟老熟幼虫；

所述的经处理后的寄主的处理方法为：将大蜡螟幼虫用不锈钢网勺盛放浸泡在75%酒

精中2min后取出，继续放入60℃热水中浸泡10秒后取出，晾干备用；

所述的大蜡螟幼虫移入饲养笼的时机为寄蝇移入饲养笼3d后，每次取出大蜡螟幼虫收

集寄蝇卵的时间为2h；

所述的容器为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应用方法是将产卵的寄主移入之前在杯底部垫一节

皱褶压平卷筒纸，移入10±1头后再盖一层相同的纸，梢压平，再移入已被产卵的大蜡螟，再

盖一层相同的纸，梢压平，直至每个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移入的大蜡螟幼虫达50±1头为

止，在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口用一节卷筒纸盖好，用橡皮筋固定，最后在纸上用记号笔记录日

期信息；

所述的从容器中取出寄蝇蛹的时间为将被产卵的大蜡螟幼虫移入一次性透明塑料杯

15‑20d后。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大蜡螟繁殖日本追寄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操作步

骤为：

（1）种源的收集：将收集大袋蛾老熟幼虫放入收蝇笼中，收集日本追寄蝇成虫移入新的

收蝇笼中作为种源，剔除弱小，畸形的寄蝇，每笼移入日本追寄蝇50头，雌雄比例为3:2，笼

中放入20％的蜂蜜水，以供成虫补充营养；

（2）接种：寄蝇移入饲养笼中3d后，将75%酒精+60℃热水处理后的大蜡螟老熟幼虫50条

用培养皿盛放，放入饲养笼中，每2h收集一次寄蝇卵；

（3）寄蝇卵的收集：将培养皿取出，在解剖镜下观察，将寄蝇已产卵的大蜡螟幼虫移至

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移入之前在杯底部垫一节皱褶压平卷筒纸，移入10头后再盖一层相

同的纸，梢压平，再移入已被产卵的大蜡螟，再盖一层相同的纸，梢压平，直至每个一次性透

明塑料杯中移入的大蜡螟幼虫达50条为止，在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口用一节卷筒纸盖好，用

橡皮筋固定，最后在纸上用记号笔记录日期信息，在培养皿中重新补充大蜡螟幼虫后继续

放入饲养笼中；

（4）寄蝇卵至蛹期的管理：将一次性透明塑料杯集中放置，做好防止蚂蚁危害的措施，

15‑20d后，从杯中取出寄蝇蛹集中放置于新的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剔除弱小的蛹，每个一

次性透明塑料杯寄蝇蛹数量60头，一次性透明塑料杯用卷筒纸封口；

（5）成虫的管理：每天观察寄蝇蛹的羽化情况，待有寄蝇羽化时，将一次性透明塑料杯

移入新的饲养笼中，打开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口，新饲养笼按上述步骤（1）的方法布置，

3d后放入处理的大蜡螟幼虫，待饲养笼中的寄蝇蛹全部羽化后取出一次性透明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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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开始新一轮的饲养繁殖；

本方法的光照、温湿度条件为：光照为每天4O  W的头灯照明10h；温度为30℃；相对湿度

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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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大蜡螟繁殖日本追寄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防治技术领域，涉及天敌昆虫的繁育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大

蜡螟繁殖日本追寄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日本追寄蝇  Exorista  japonica是大卵型寄生蝇，雌蝇将尚未完成胚胎发育的卵

产于寄主体表，幼虫孵化后钻入寄主幼虫体腔内，营容性寄生性生活，最后在寄主蛹期阶段

钻出寄主，化蛹在已杀死的寄主蛹体旁，从而起到生物防治的作用。该寄蝇寄主广泛，家蚕、

松毛虫、美国白蛾、黏虫、斜纹夜蛾等30多种害虫都是其自然寄主，寄生率最高可达90%以

上。因此该寄蝇在农林害虫防治方面有广阔的利用前景。

[0003] 目前，有专家应用银纹夜蛾、黏虫、甜菜夜蛾、草地螟等寄主饲养追寄蝇获得成功。

为了继续降低日本追寄蝇的繁殖成本，有必要筛选出饲养更容易的中间寄主。因此，发明人

将日本追寄蝇的中间寄主筛选范围扩大到其非自然寄主。试验发现日本追寄蝇对未经过技

术处理的大蜡螟幼虫的寄生率达到21%以上，因此大蜡螟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大蜡螟属鳞

翅目Lepidoptera、螟蛾科Pyralidae、蜡螟亚科Galleriinae昆虫，本是蜜蜂巢的重要的大

害虫，被称为巢虫。2013年发明人突破了大蜡螟的室内大规模繁殖技术，并于2017年获得发

明专利授权（ZL201310416520.6）。笔者通过对大蜡螟营养成分的分析（蒋学建.大蜡螟营养

成分分析与评价.广西林业科学,2016,45(04):452‑454.），发现重量相同的情况下，大蜡螟

幼虫的粗蛋白、粗脂肪等成分比日本追寄蝇的自然寄主家蚕的含量更高，可能更适合作为

日本追寄蝇的中间寄主，用于饲养日本追寄蝇。大蜡螟幼虫的活动能力强加上吐丝的习性，

实验中发现在寄蝇还未产卵之前，大蜡螟幼虫已找到隐蔽处吐丝将自己包裹，导致寄主寄

生率不高。发明人为了在保证大蜡螟存活的基础上降低大蜡螟的活动性和吐丝能力，经过

反复试验发现用酒精和热水处理大蜡螟幼虫后，能显著减低大蜡螟幼虫的活动和吐丝能

力，在温度20‑30℃，湿度75‑90%的条件下使日本追寄蝇对大蜡螟的寄生率从21%增加到60%

以上，并经过十多代的饲养繁殖，还发现寄蝇的退化现象，从而形成了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简便有效的利用大蜡螟繁殖日本追寄蝇繁殖方法。

[0005]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利用大蜡螟繁殖日本追寄蝇的方法，将同一天化蛹的日本追寄蝇蛹60±1头

放入饲养笼中，羽化后剔除弱小、畸形的寄蝇成虫，保证每笼的寄蝇数量50±1头，雌雄比例

为2‑3:2；笼中放入20%的蜂蜜水，供寄蝇成虫补充营养，用培养皿盛放经处理后的寄主，放

入饲养笼中；待寄蝇产卵后将培养皿取出，在解剖镜下观察，将寄蝇已产卵的寄主大蜡螟幼

虫移至容器中，在培养皿中重新补充寄主后继续放入饲养笼中饲养繁殖，并将收集被产卵

寄主的容器集中放置，做好防止蚂蚁危害的措施；饲养繁殖一段时间后，从容器中取出寄蝇

蛹集中放置于新的容器中，剔除弱小的蛹，每容器的寄蝇蛹数量60±1头，容器用卷筒纸封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1264473 B

4



口；待有寄蝇羽化时，将容器移入新的收蝇笼中，开始新一轮的饲养繁殖。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寄主为体长3cm以上的健壮大蜡螟老熟幼虫。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经处理后的寄主的处理方法为：将大蜡螟幼虫用不锈钢网勺盛

放浸泡在75%酒精中2min后取出，继续放入60℃热水中浸泡10秒后取出，晾干备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大蜡螟幼虫移入饲养笼的时机为寄蝇移入饲养笼3d后，每次取

出大蜡螟幼虫收集寄蝇卵的时间为2h。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容器为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应用方法是将产卵的寄主移入之前

在杯底部垫一节皱褶压平卷筒纸，移入10±1头后再盖一层相同的纸，梢压平，再移入已被

产卵的大蜡螟，再盖一层相同的纸，梢压平，直至每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移入的大蜡螟幼虫

达50±1头为止，在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口用一节卷筒纸盖好，用橡皮筋固定，最后在纸上用

记号笔记录日期等信息。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从容器中取出寄蝇蛹的时间为将被产卵的大蜡螟幼虫移入一次

性透明塑料杯15‑20d后。

[0012] 本发明的技术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3] 1.本技术为了降低日本追寄蝇的繁殖成本，从日本追寄蝇非自然寄主中筛选出了

大蜡螟，并创造性的使用简单的处理措施处理大蜡螟幼虫，降低了大蜡螟的运动能力和吐

丝能力，使大蜡螟幼虫成为目前日本追寄蝇最佳的中间寄主，使日本追寄蝇对大蜡螟的寄

生率从21%增加到60%以上。

[0014] 2.本技术使用的寄主大蜡螟幼虫饲养饲料易得，饲养周期短，饲养方法简单，饲养

过程中没有病虫害发生，成活率高，饲养成本低。目前，大蜡螟幼虫已商品化，在市场上有销

售，约0.1元/头，而市场上也有少量家蚕、甜菜夜蛾等作为商品出售，价格至少分别为1元/

头和5元/头。

[0015] 3．本技术使用的寄主大蜡螟幼虫赖饥饿能力强，用酒精和热水处理的大蜡螟幼虫

能继续存活1个月以上而不化蛹，避免了寄主蜕皮导致的日本追寄蝇的卵的脱落引起的寄

生效果降低。

[0016] 4.利用本技术繁殖日本追寄蝇，操作步骤简单，繁殖效率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的详细描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优选的

具体方式之一，本领域的技术员在本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18]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饲养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大蜡螟由广

西林业有害生物天敌繁育中心获得；日本追寄蝇种源由大袋蛾上采集。

[0019] 实施例1

[0020] （1）种源的收集

[0021] 收集大袋蛾老熟幼虫，放入收蝇笼中，收集日本追寄蝇成虫移入新的收蝇笼中作

为种源，剔除弱小，畸形的寄蝇。每笼移入日本追寄蝇50头，雌雄比例为2‑3:2。笼中放入

20％的蜂蜜水，以供成虫补充营养。

[0022] （2）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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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寄蝇移入饲养笼中3d后，将75%酒精+60℃热水处理后的大蜡螟老熟幼虫50条用培

养皿盛放，放入饲养笼中，每2h收集一次寄蝇卵。

[0024] （3）寄蝇卵的收集

[0025] 将培养皿取出，在解剖镜下观察，将寄蝇已产卵的大蜡螟幼虫移至一次性透明塑

料杯中，移入之前在杯底部垫一节皱褶压平卷筒纸，移入10头左右后再盖一层相同的纸，梢

压平，再移入已被产卵的大蜡螟，再盖一层相同的纸，梢压平，直至每个一次性透明塑料杯

中移入的大蜡螟幼虫达50条为止。在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口用一节卷筒纸盖好，用橡皮筋固

定。最后在纸上用记号笔记录日期等信息。在培养皿中重新补充大蜡螟幼虫后继续放入饲

养笼中。

[0026] （4）寄蝇卵至蛹期的管理

[0027] 将一次性透明塑料杯集中放置，做好防止蚂蚁危害的措施。15‑20d后，从杯中取出

寄蝇蛹集中放置于新的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剔除弱小的蛹，每个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寄蝇

蛹数量60头，一次性透明塑料杯用卷筒纸封口。

[0028] （5）成虫的管理

[0029] 每天观察寄蝇蛹的羽化情况，待有寄蝇羽化时，将塑料杯移入新的饲养笼中，打开

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口。新饲养笼的按上述方法布置,3d后放入处理的大蜡螟幼虫，待饲养笼

中的寄蝇蛹全部羽化后取出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开始新一轮的饲养繁殖。

[0030] 本方法的温湿度条件试验：

[0031] 采用定量控制的方法研究温度、湿度因素对寄蝇繁殖的影响，在研究某因子的影

响时，其他因子不变。以下实验每个水平设5个重复。不变时的因子为：寄蝇每笼50头，每大

蜡螟幼虫上的寄蝇卵为1个，光照为每天4O  W的头灯照明10h。变化的因子为：

[0032] 温度：35℃  、30℃  、25℃、20℃、15℃  5个水平；

[0033] 相对湿度：90％、75％、60％、45％、30％  5个水平。

[0034] 试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试验结果表明，25‑30℃是寄蝇产卵的最佳温度范围，

20‑30℃是寄蝇寄生寄主的最佳温度范围，25‑30℃是寄蝇幼虫化蛹的最佳温度范围；产卵

的最佳湿度为75%，75‑90%是寄蝇卵寄生寄主的最佳湿度范围，60‑90%是寄蝇化蛹的最佳湿

度范围。综合以上结论，温度25‑30℃，相对湿度75‑90%是日本追寄蝇寄生效果最好的温湿

度范围，根据广西的气候条件，本工艺历程采用温度30℃、相对湿度75%的条件，能极大地降

低繁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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