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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蚜虫田间调查装置技术领域，为解

决目前难以做到蚜虫的大规模田间调查与采集，

提供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及其应

用。装置为采集盒两侧活动连接收集盒，采集盒

前端设手柄，顶部设密封盖I，内部中间设“丰”字

型格栅，底部侧壁间隔设若干筛选孔；收集盒内

部设若干收集格，收集格排成一列，每一个收集

格顶部对应设置密封盖II，收集格底部侧壁设置

与采集盒底部筛选孔对应的收集孔。能快速采集

蚜虫：快速采集小规模种群蚜虫，还能采集单个

蚜虫。保证蚜虫完整性：几乎不用毛刷、手等外界

物质接触蚜虫，不会破坏蚜虫身体的任何部份，

也不会对蚜虫由于接触操作降低会环境的敏感

性。即时快速调查蚜虫数量，计算简便，可靠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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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为

采集盒（1）两侧活动连接收集盒（2），所述采集盒前端设置手柄（1.1），顶部设置密封盖I

（1.2），内部中间设置“丰”字型格栅（1.3），底部侧壁间隔设置若干筛选孔（1.4）；所述收集

盒（2）内部设置若干收集格（2.1），收集格（2.1）排成一列，每一个收集格（2.1）顶部对应设

置密封盖II（2.2），收集格底部侧壁设置与采集盒底部筛选孔对应的收集孔（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丰”字

型格栅高1cm，格栅将采集盒内分割为2行，每行4个采集格（1.5），采集格大小为2cm×2cm×

1cm；每一个采集格底部设置4个筛选孔；密封盖内部设置高度为1cm的“丰”字型中间格栅

（1.6），与采集盒内的“丰”字型格栅契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盒

和收集盒为透明塑料制备而成，长8cm，宽4cm，高1cm；所述“丰”字型格栅和“丰”字型中间格

栅为厚度0.3mm的不锈钢拨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格

大小为2cm×2cm×1cm，收集格底部侧壁设置4个收集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孔

和筛选孔的直径为3mm，半圆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盒

与收集盒采用抽屉式滑轨活动连接。

7.权利要求1所述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具体方法为：（1）

蚜虫采集：将带有蚜虫的植物组织放入采集盒内并迅速闭合密封盖，“丰”字型格栅将植物

组织直接分割为8个部分，分别置于采集格内；左右摇动采集盒，蚜虫从采集盒底部的圆孔

内，漏到收集盒对应的收集格内；需要的蚜虫样本放入其他容器内带回或将采集格直接带

回；

（2）蚜虫调查：采集格内采集到蚜虫后，快速进行蚜虫数量统计，采用随机交错取样，对

单独收集格子内蚜虫进行统计，取平均数，即可得到该植物组织上的蚜虫总数。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

组织为叶片、麦穗或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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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蚜虫田间调查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

装置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蚜虫，又称腻虫、蜜虫，是一类植食性昆虫。目前已经发现的蚜虫总共有10个科约

4400种，其中多数属于蚜科。蚜虫也是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其中大约有250种是

对于农林业和园艺业危害严重的害虫,在全国广泛分布。蚜虫为害情况在我国农业和林业

中十分严重,但是有余蚜虫体小,数量较多,给田间调查与采集带来巨大困难。蚜虫的田间

调查是蚜虫预测预报的前提，蚜虫田间调查的操作简便性、即时性、快速性是提高蚜虫预测

预报准确性的必要基础。为此，需要一种快速的、准确的、即时的蚜虫田间调查装置与使用

方法。

[0003] CN103942528A提供了一种蚜虫虫情调查方法及装置，扫描蚜虫虫情叶片样本,获

取蚜虫虫情叶片图像信息；分析所述蚜虫虫情叶片图像信息,获取所述蚜虫虫情叶片样本

的蚜虫数；根据预设个数的所述蚜虫虫情叶片样本的蚜虫数和预设蚜虫虫情等级标准,计

算蚜虫虫情等级。采用本发明的蚜虫虫情调查方法及装置,由于采用扫描方式获得蚜虫虫

情叶片图像信息,对该图像信息进行分析计算后获取蚜虫虫情等级,从而避开了目测手查

方法导致蚜虫虫情调查结果不准确,误差较大的问题,使得蚜虫虫情调查规范准确。

[0004] 但是该方法仅能调查叶片样本上蚜虫信息，不能对果实（如麦穗、高粱穗）上蚜虫

信息进行采集。该方法需要扫描及分析叶片信息，但是有些蚜虫往往将叶片卷曲，无法正确

获得叶片上蚜虫信息。需要带多种和体积较大设备区到田间进行调查，调查十分不便。设备

在田间工作时，可能出现缺电或断电的情况，给调查造成困难。阴雨天调查时，往往给设备

的使用造成困难。此方法，只能进行蚜虫的调查，并没有快速及时取样功能。

[0005] CN105447859A提供了一种田间麦蚜虫计数方法,包含以下步骤：图像获取：于小麦

拔节至孕穗期,通过数码相机获取小麦植株原始图像,在原始图像中获取小像素子图像X张

作为训练样本；训练样本收集：从原始图像中随机截取N张蚜虫图像作为正样本,随机截取M

张图像作为负样本；识别模型训练：提取正样本和负样本的HOG特征,将正负样本的HOG输入

到SVM分类器进行训练得到虫害分类模型,用样本对模型进行矫正,验证害虫识别模型；蚜

虫的检测：在原始图像中寻找MSER,最终用SVM分类器在MSER区域中寻找蚜虫并记录蚜虫数

量。本发明操作简单,蚜虫数量计算高效准确。

[0006] 该方法需要带多种和体积较大设备区到田间进行调查，调查十分不便。设备在田

间工作时，可能出现缺电或断电的情况，给调查造成困难。此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但是需要

较长时间的室内分析，不能对即时的、快速的进行田间蚜虫调查。田间蚜虫调查需要进行多

点取样调查，此方案仅能对个别叶片蚜虫数量进行计数，不能用于大规模田间调查。

[0007] 申请号为201510103243.2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昆虫虫量的调查方法。本发明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1)拍打带有昆虫的枝条,使所述昆虫落入位于所述枝条下方的设有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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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集容器中；得到带有所述昆虫的湿纸；2)将所述带有所述昆虫的湿纸置于昆虫采集袋

中,密封,得到装有昆虫的采集袋；所述昆虫采集袋含有能杀死或麻醉昆虫的物质；3)计数

所述装有昆虫的采集袋中的昆虫量,实现昆虫虫量检测。通过试验证明：本发明的方法数据

准确可靠、操作简便、生产成本低,并且便于进一步分类鉴定记数及昆虫标本的制作。此方

法，需要携带麻醉或杀死昆虫物质，这个不仅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而且还可能对调查人员

有较大的伤害。对于微小昆虫而言，湿纸容器很可能将昆虫粘连在一起。不利于昆虫数量的

统计。采集袋子，由于沾染麻醉或杀死昆虫物质，往往无法清晰，不能重复利用，使用成本较

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为了解决目前难以做到蚜虫的大规模田间调查与采集，提供了一种蚜虫田

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及其应用。

[0009] 本发明由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蚜虫田间快

速调查与采集装置为采集盒两侧活动连接收集盒，所述采集盒前端设置手柄，顶部设置密

封盖I，内部中间设置“丰”字型格栅，底部侧壁间隔设置若干筛选孔；所述收集盒内部设置

若干收集格，收集格排成一列，每一个收集格顶部对应设置密封盖II，收集格底部侧壁设置

与采集盒底部筛选孔对应的收集孔。

[0010] 所述“丰”字型格栅高1cm，格栅将采集盒内分割为2行，每行4个采集格，采集格大

小为2cm×2cm×1cm；每一个采集格底部设置4个筛选孔；密封盖内部设置高度为1cm的“丰”

字型中间格栅，与采集盒内的“丰”字型格栅契合。

[0011] 所述采集盒和收集盒为透明塑料制备而成，长8cm，宽4cm，高1cm；所述“丰”字型格

栅和“丰”字型中间格栅为厚度0.3mm的不锈钢拨片。

[0012] 所述收集格大小为2cm×2cm×1cm，收集格底部侧壁设置4个收集孔。

[0013] 所述收集孔和筛选孔的直径为3mm，半圆形。

[0014] 采集盒与收集盒之间,采用抽屉式滑轨连接,这样不仅保证筛选孔与收集孔相对

应,而且保证采集盒与收集盒之间紧密相连。

[0015] 所述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的应用，具体方法为：（1）蚜虫采集：将带有蚜

虫的植物组织放入采集盒内并迅速闭合密封盖，“丰”字型格栅将植物组织直接分割为8个

部分，分别置于采集格内；左右摇动采集盒，蚜虫从采集盒底部的圆孔内，漏到收集盒对应

的收集格内；需要的蚜虫样本放入其他容器内带回或将采集格直接带回；

（2）蚜虫调查：采集格内采集到蚜虫后，快速进行蚜虫数量统计，采用随机交错取样，对

单独收集格子内蚜虫进行统计，取平均数，即可得到该植物组织上的蚜虫总数。

[0016] 所述植物组织为叶片、麦穗或果实。

[0017] 本发明所述装置田间可以快速的、即时的进行蚜虫数量进行调查。不仅可以对叶

片上的蚜虫进行调查，还可以对麦穗、果实、茎秆上的蚜虫进行调查。装置清洁后，可以重复

使用；并且体积小，携带方便；单人单手既可以操作，大大降低的工时。不受天气影响，不受

设备电力影响，阴雨天也可以进行调查。装置中没有杀死或麻醉昆虫的物质，对环境没有任

何影响，对操作人员也有较高的安全性。蚜虫数量调查可以快速进行，不需要复杂的设备。

并且准确性高。可以进行田间蚜虫种群进行快速的采集，不会伤害蚜虫，且易于保存，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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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此装置不仅能较好保证虫体的完成性，与确保蚜虫的活性。

[0018] 能够快速采集蚜虫：用该装置采集蚜虫，不仅快速采集小规模种群蚜虫，还能采集

单个蚜虫。保证蚜虫完整性：用该装置采集蚜虫，几乎不用毛刷、手等外界物质接触蚜虫，不

会破坏蚜虫身体的任何部份，也不会对蚜虫由于接触操作降低会环境的敏感性。即时快速

调查蚜虫数量：用该装置采集蚜虫，可以即时、快速的调查蚜虫数量，计算简便，可靠性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采集盒的结构示意图；图中：1-采集盒；1.1-手柄；1.2-密封盖I；

1.3-“丰”字型格栅；1.4-筛选孔；1.5-采集格；1.6-“丰”字型中间格栅；

图2为本发明所述收集盒的结构示意图；图中：2-收集盒；2.1-收集格；2.2-密封盖II；

2.3-收集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一种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为采集盒1两

侧活动连接收集盒2，所述采集盒1前端设置手柄1.1，顶部设置密封盖I  1.2，内部中间设置

“丰”字型格栅1.3，底部侧壁间隔设置若干筛选孔1.4，用于筛选蚜虫；所述收集盒2内部设

置若干收集格2.1，收集格2.1排成一列，每一个收集格2.1顶部对应设置密封盖II  2.2，收

集格2.1底部侧壁设置与采集盒1底部筛选孔1.4对应的收集孔2.3。

[0021] 所述“丰”字型格栅高1cm，格栅将采集盒内分割为2行，每行4个采集格1.5，采集格

大小为2cm×2cm×1cm；每一个采集格底部设置4个筛选孔；密封盖内部设置高度为1cm的

“丰”字型中间格栅1.6，与采集盒内的“丰”字型格栅契合，可以将叶片、麦穗的植物组织快

速的进行分割，也可以将蚜虫种群进行快速的分离。易于蚜虫数量的调查与采集。

[0022] 所述采集盒盒收集盒为透明塑料制备而成，长8cm，宽4cm，高1cm；所述“丰”字型格

栅和“丰”字型中间格栅为厚度0.3mm的不锈钢拨片。

[0023] 所述收集格大小为2cm×2cm×1cm，用于收集从不同采集格子内的蚜虫；收集格底

部侧壁设置4个收集孔。收集孔和筛选孔的直径为3mm，半圆形。

[0024] 采集盒与收集盒之间,采用抽屉式滑轨连接,这样不仅保证筛选孔与收集孔相对

应,而且保证采集盒与收集盒之间紧密相连。

[0025] 所述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的应用，具体方法为：（1）蚜虫采集：将带有蚜

虫的植物组织放入采集盒内并迅速闭合密封盖，“丰”字型格栅将植物组织直接分割为8个

部分，之后将装置左右轻轻摇动，蚜虫将会从采集盒底部的圆孔内，漏到收集格内；左右摇

动采集盒，蚜虫从采集盒底部的圆孔内，漏到收集盒对应的收集格内；需要的蚜虫样本放入

其他容器内带回或将采集格直接带回；

（2）蚜虫调查：采集格内采集到蚜虫后，快速进行蚜虫数量统计，采用随机交错取样，对

单独收集格子内蚜虫进行统计，取平均数，即可得到该植物组织上的蚜虫总数。

[0026] 所述植物组织为叶片、麦穗或果实。

[0027] 实验例：春末夏初，选择小麦田一块（1亩地），小麦田内全选取采用“三角”  型，3个

点取样点，每个取样点选取植株3株，每株选取小麦上部、中部、下部叶片各一个。首先，将约

8cm厘米的叶片放入采集盒内，盖盖子后，丰字格会将叶片分成8份，并落入采集盒内。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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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轻微晃动10下左右，蚜虫自动从叶片散落。之后，将整个装置竖直放置，翻转10下后，蚜

虫从收集孔落入采集盒内，这样能快速数清每个收集盒内的蚜虫。如，小麦田选取1、2、3点，

在3点选取3株小麦a、b、c。在a株小麦，上选取上部、中部、下部叶片各一个，采集后，8个收集

盒内分别记录的蚜虫数见表1。

[0028] 表1

说明在1-1-a  点，这株小麦上蚜虫为18.7头。这样重复测量9株小麦后就能得到一亩地

小麦发生多少蚜虫。一亩地小麦蚜虫测量与计算数量，共耗时30分钟左右。操作简便快捷，

准确率高。

[0029] 显然，本发明所述蚜虫田间快速调查与采集装置可以快速的、即时的进行蚜虫数

量进行调查。不仅可以对叶片上的蚜虫进行调查，还可以对麦穗、果实、茎秆上的蚜虫进行

调查。装置清洁后，可以重复使用；并且体积小，携带方便；单人单手既可以操作，大大降低

的工时。不受天气影响，不受设备电力影响，阴雨天也可以进行调查。装置中没有杀死或麻

醉昆虫的物质，对环境没有任何影响，对操作人员也有较高的安全性。蚜虫数量调查可以快

速进行，不需要复杂的设备。并且准确性高。可以进行田间蚜虫种群进行快速的采集，不会

伤害蚜虫，且易于保存，及载运。此装置不仅能较好保证虫体的完成性，与确保蚜虫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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