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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

方法，包括：步骤S1：栽培盆栽荷兰菊并置于室

内；步骤S2：在每盆步骤S1所述的盆栽荷兰菊上

接种菊方翅网蝽的雌成虫；步骤S3：利用所述盆

栽荷兰菊饲养菊方翅网蝽。本发明选择荷兰菊以

替代加拿大一枝黄作为菊方翅网蝽的饲养植物，

同等高度时，荷兰菊的总叶片数多于加拿大一支

黄，可以在饲养菊方翅网蝽时不需再进行更换，

最大限度减少人工；此外，荷兰菊的分蘖力极强，

主要以分株方式进行繁殖，由此，一次采购的荷

兰菊可通过无性繁殖获得新株，进而连续循环获

得饲养植物，降低饲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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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S1：栽培盆栽荷兰菊并置于室内；

步骤S2：在步骤S1所述的每盆盆栽荷兰菊上接种菊方翅网蝽的雌成虫；

步骤S2所述的在步骤S1所述的每盆盆栽荷兰菊上接种菊方翅网蝽的雌成虫，包括：

步骤S21：在步骤S1所述的每盆盆栽荷兰菊的任意多个叶片上安装限制装置；

步骤S22：用软毛笔分别在每个所述限制装置中的叶片正面上分别接入多个受精的菊

方翅网蝽的雌成虫；

步骤S23：待雌成虫在所述限制装置中产卵24h后取出雌成虫，以控制雌虫在每盆荷兰

菊上产卵的总量，清点、控制每盆荷兰菊雌虫产卵数量，来确保菊方翅网蝽若虫到成虫的发

育所需营养；每盆荷兰菊上的雌虫产卵数量为100粒，以确保菊方翅网蝽从若虫到成虫的发

育所需营养；

步骤S3：利用所述盆栽荷兰菊饲养菊方翅网蝽；

步骤S3所述的饲养菊方翅网蝽，包括：将带卵的盆栽荷兰菊放入饲养笼内并置于室内，

在室内饲养环境下饲养菊方翅网蝽；

所述光照周期为L：D=14:10~  L：D=16:8；当盆栽荷兰菊置于室内时，其被摆放于室内的

养虫架上；所述养虫架由万能角钢制成，长150cm、宽50cm、高200cm，每养虫架3层，最低层离

地面20cm，每层间距60cm，每层均配有人工光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所述的栽培

盆栽荷兰菊并置于室内，包括：

步骤S11：盆栽荷兰菊的栽培介质和花盆的准备：将蛭石、腐叶土、园土以1:1:2的比例

进行充分拌匀，作为栽培介质；采用直径15‑20cm的花盆，底部用窗纱剪成适合的大小进行

防护处理；

步骤S12：盆栽荷兰菊的育苗栽培：将种子播于步骤S11所述的栽培介质中，并分别置于

步骤S11所述的花盆中，进行荷兰菊的育苗栽培；

步骤S13：盆栽荷兰菊的室内栽培：将盆栽荷兰菊置于室内，通过室内调节光照周期来

控制荷兰菊的生长阶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盆栽荷兰菊的

规格为高度15‑30cm且具有80‑100片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限制装置包

括：

外罩，用于将菊方翅网蝽限制在一容纳空间内，其顶部以及侧壁具有若干通风孔；

隔离件，与外罩的下缘抵接，隔离件的靠近中心区域的位置镂空；

以及夹持件，具有形成一U型结构的两个夹臂，所述夹持件通过两个夹臂将外罩、隔离

件依次挤压在所述盆栽荷兰菊的叶片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饲养环境

为：25℃~30℃，湿度75%±5%，光照周期L：D=14: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饲养笼包括用

于容置花盆的下框架、连接在该下框架顶端且为菊方翅网蝽提供饲养空间的上框架以及套

在所述上框架内的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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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保护领域和昆虫繁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菊方翅网蝽的饲养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某一生物由原生存地经自然的或人为的途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的环境，对入侵地

的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称为生物

入侵。外来的有害生物进入新的生态系统，由于缺乏制约因子，繁殖能力和传播能力强，往

往对该地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0003] 方翅网蝽属，隶属半翅目(Hemiptera)网蝽科(Tingidae)，是一类寄主较为专一、

危害严重的网蝽。其若虫、成虫在寄主植物叶片上刺吸植物汁液，发生严重时可导致叶片失

绿、枯黄，缩短花期、花型小或不开花，甚至造成植物枯死；对植物生长危害极大。方翅网蝽

属的害虫原分布于新北区和新热带区，而今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其中悬铃木方

翅网蝽和菊方翅网蝽先后入侵中国。其中，方翅网蝽属的悬铃木方翅网蝽2006年入侵中国

至今，悬铃木方翅网蝽已经在我国西南、华南、华中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30多个城市(包括

上海、北京)对悬铃木造成了较严重的危害。悬铃木方尺网蝽已被我国列为风险中度偏高的

外来害虫。

[0004] 菊方翅网蝽Corythucha  marmorata(Ulher，1878)原来主要分布于美国及加拿大

南部，于2002年该网蝽入侵日本，成为以日本菊花为代表的菊科植物的主要害虫，并可在日

本危害番薯，成为在日本扩散迅速的外来有害生物。2010年，菊方翅网蝽在我国上海被首次

纪录，成为我国第二个方网蝽属的入侵性害虫。据报道，2011年菊方翅网蝽入侵到韩国，

2013年又被发现于扩散至浙江慈溪、台湾、河南等地，在中国扩散速度迅速。自菊方翅网蝽

在中国被记录以来，国家检疫部门已多次在入境口岸截获菊方翅网蝽。

[0005] 菊科植物为双子叶植物纲、菊亚纲的第一大科，我国约有220属近3000种，其中有

很大一部分具有观赏和经济价值(如油料作物向日葵、切花植物非洲菊和菊花、经济作物杭

白菊、菊芋等)，在国内广泛栽培。番薯(俗称山芋)也是中国农业重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极广。如果菊方翅网蝽继续在中国扩散危害，可能对中国的农林经济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

[0006] 为了有效控制菊方翅网蝽对我国菊科植物的危害，针对菊方翅网蝽可能危害中国

生态安全，危害农林经济生产的现状，迫切需要对菊方翅网蝽进行人工饲养和研究。

[0007] 现有一种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是将株高可达2米的加拿大一支黄，剪切成

20cm长，每枝的上端保留6‐8张叶片，下端用海绵包裹，固定于塑料水杯中央并注水保湿。然

后用加拿大一枝黄的枝段在普通养虫笼内任由菊方翅网蝽成虫爬行、取食、产卵，24H后清

除笼内成虫获得虫卵进行后期饲养。虽然该饲养植物成本较低，但缺陷是需要大量的人工

进行采集、修剪和保湿处理，占用大量的操作时间。网蝽成虫自由地在普通养虫笼内活动，

分散在各个叶片上，产卵后取出雌成虫又要花费较多时间和人力。将孵化后的网蝽若虫继

续用加拿大一枝黄的枝段进行饲养直至获得成虫，期间要经常更换植物饲料，因此无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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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大规模饲养。

[0008] 菊方翅网蝽其成虫体长2.81mm，体宽1.57mm，个体非常微小，不易被发现，非从事

此项研究的人员很难在野外环境中辨识成虫。其各龄若虫的体型则更加微小，用直接采集

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十分困难(若虫体型大小在0.4mm*0.2mm～1.56mm*0.87mm之间)。此外，

菊方翅网蝽雌成虫进入产卵期后，在自然状况下，会连续多日在同一叶片上产下卵粒，这样

的产卵方式造成在同一叶片上若虫孵化期不一致。因此，当若虫孵化后用软毛笔挑取同日

的1龄若虫进行后期分开饲养或用间隔24H取出雌成虫的方法以确保网蝽的日龄一致。由于

其1龄若虫非常微小一旦操作不当，很容易造成虫体死亡；雌虫分散在植物叶片上，需要定

时收集取出，两者都需要使用大量人员来进行分离工作，增加了成本，且对饲养空间和设备

的需求也较多。

[0009] 因此，需要找出一种适于人工控制环境下的栽培植物作为饲料，简便及大量繁殖

的方法，让菊方翅网蝽可全年进行无间断饲养，获得一致龄期的虫体来支持进一步研究，找

出防控入侵性害虫的有效手段，来维护生态安全减少农林经济损失。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以获得大量的、发育整齐的菊方

翅网蝽成、若虫，且饲养成本低，饲养过程占用空间小。

[0011]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步骤S1：栽培盆栽荷兰菊并置于室内；步骤S2：在每盆步骤S1所述的盆栽荷兰菊上接

种菊方翅网蝽的雌成虫；步骤S3：利用所述盆栽荷兰菊饲养菊方翅网蝽。

[0012] 优选地，步骤S1所述的栽培盆栽荷兰菊并置于室内，包括：步骤S11：盆栽荷兰菊的

栽培介质和花盆的准备：将蛭石、腐叶土、园土以1:1:2的比例进行充分拌匀，作为栽培介

质；采用直径15‐20cm的花盆，底部用窗纱剪成适合的大小进行防护处理；步骤S12：盆栽荷

兰菊的育苗栽培：将种子播于步骤S11所述的栽培介质中，并分别置于步骤S11所述的花盆

中，进行荷兰菊的育苗栽培；步骤S13：盆栽荷兰菊的室内栽培：将盆栽荷兰菊置于室内，通

过室内调节光照周期来有效控制荷兰菊的生长阶段。由此，可以得到适合饲养菊方翅网蝽

的植物饲料。

[0013] 优选地，所述光照周期为L：D＝14:10～L：D＝16:8。

[0014] 优选地，所述盆栽荷兰菊的规格为高度15‐30cm且具有80‐100片叶。

[0015] 优选地，步骤S2所述的在每盆步骤S1所述的盆栽荷兰菊上接种菊方翅网蝽的雌成

虫，包括：步骤S21：在步骤S1所述的每盆盆栽荷兰菊的任意多个叶片上安装限制装置；步骤

S22：用软毛笔分别在每个所述限制装置中的叶片正面上分别接入多个受精的菊方翅网蝽

的雌成虫；步骤S23：待雌成虫在所述限制装置中产卵24h后取出雌成虫。

[0016] 优选地，所述限制装置包括：外罩，用于将菊方翅网蝽限制在一容纳空间内，其顶

部以及侧壁具有若干通风孔；隔离件，与外罩的下缘抵接，隔离件的靠近中心区域的位置镂

空；以及夹持件，具有形成一U型结构的两个夹臂，所述夹持件通过两个夹臂将外罩、隔离件

依次挤压在所述盆栽荷兰菊的叶片上。

[0017] 优选地，步骤S3所述的饲养菊方翅网蝽，包括：将带卵的盆栽荷兰菊放入饲养笼内

并置于室内，在室内饲养环境下饲养菊方翅网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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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地，所述室内饲养环境为：25℃～30℃，湿度75％±5％，光照周期L：D＝14:

10。

[0019] 优选地，所述饲养笼包括用于容置花盆的下框架、连接在该下框架顶端且为菊方

翅网蝽提供饲养空间的上框架以及套在所述上框架内的套网。

[0020] 优选地，当盆栽荷兰菊置于室内时，其被摆放于室内的养虫架上；所述养虫架由万

能角钢制成，长150cm、宽50cm、高200cm，每养虫架3层，最低层离地面20cm，每层间距60cm，

每层均配有人工光源。

[0021] 1)本发明选择荷兰菊以替代加拿大一枝黄作为菊方翅网蝽的饲养植物，荷兰菊与

加拿大一支黄叶形大小近似，两者同等高度时，荷兰菊的总叶片数多于加拿大一支黄，可以

在饲养菊方翅网蝽时不需再进行更换，最大限度减少人工；此外，荷兰菊的分蘖力极强，一

般每株可分蘖3‐10芽，可以以分株方式进行繁殖，由此，播种后的荷兰菊可通过分株(一株

成株可分成3‐5盆)的方法繁殖获得新株，进而连续循环获得饲养植物，降低饲养成本。

[0022] 2)本发明通过限制装置接种一定数量的雌成虫在盆栽荷兰菊中产卵，每日获取同

一天产下的虫卵，使同一盆的菊方翅网蝽孵化、发育时间较为一致，由此可按需获得日龄一

致的卵或其他虫态，确保菊方翅网蝽发育进度一致的需求，便于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此

外，将受精后的雌成虫置于限制装置内产卵，可控制雌虫在每盆荷兰菊上产卵的总量，便于

清点、控制每盆荷兰菊雌虫产卵数量(如，每盆100粒卵)，来确保菊方翅网蝽若虫到成虫的

发育所需营养。

[0023] 3)本发明采用饲养笼，在饲养笼内放置荷兰菊，菊方翅网蝽从卵到成虫均在密闭

环境下发育，可顺利解决若虫挑取死亡率高和成虫爬行扩散力强的问题，避免了菊方翅网

蝽的逃逸并便于需要时收集菊方翅网蝽，以获得大量菊方翅网蝽成、若虫；通过将荷兰菊放

置在在密闭的上框架空间内饲养，让菊方翅网蝽的若虫自行按需取食的方式，不需要每天

更换植物(食物)。节省了每天更换饲料时间和大量人工，也避免了由人工挑取造成的个体

损失；此外，置于饲养笼内的盆栽荷兰菊的花盆底部在在设有套网的上框架外，平时的日常

浇水施肥等植物养护管理可以直接在上框架外进行，减少因开关饲养笼而随手带出菊方翅

网蝽或携入其他虫源等问题，降低了操作要求。

[0024] 4)本发明选择的盆栽荷兰菊可摆放于养虫架，通过养虫架上摆放养虫笼的形式，

可再提高单位空间的内菊方翅网蝽的饲养数量。

[0025] 5)本发明在室内饲养菊方翅网蝽，可以通过控制室内饲养环境，以达到菊方翅网

蝽的最适宜的生长发育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光周期，以确保昆虫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来源。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营养生长阶段的盆栽荷兰菊的叶片的照片；

[0027] 图2是生殖生长阶段的盆栽荷兰菊的叶片的照片；

[0028] 图3是盆栽荷兰菊的整体照片；

[0029] 图4是盆栽荷兰菊的具有菊方翅网蝽的荷兰菊叶片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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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发明通过植物比较，选择荷兰菊替代加拿大一支黄作为菊方翅网蝽的饲养植

物。

[0031] 荷兰菊，又名纽约紫菀，属菊科紫菀属栽培植物，为多年生常绿草本，可周年提供

植物饲料；其茎直立、粗壮；具地下走茎。具有基生叶、中部叶和上部叶，基生叶长圆或椭圆

状匙形，基生叶片长度在8‐10cm，宽度在1‐1.5cm，中部叶长圆披针形，叶片线状披针形，长

8‐12cm，宽1.5‐2cm。无柄，上部叶狭小。可参见下表1，其具有地下走茎，茎多分枝(一株成苗

可在其基部分蘖3‐10芽)；成熟的植株高度在15‐30cm之间，植株高度适合于室内养虫架层

叠放置。荷兰菊的分蘖力极强，一般每株可分蘖出3‐10芽，除播种外，还可以分株方式进行

繁殖，由此，播种后的荷兰菊可通过分株(一株成株可分成3‐5盆)的方法繁殖获得新株，进

而连续循环获得饲养植物，降低饲养成本。

[0032] 盆栽荷兰菊在可控温、控湿、控光的室内饲养环境下进行栽培管理能够正常生长。

荷兰菊与加拿大一支黄叶形大小近似；参见下表2，两者同等高度时，荷兰菊的总叶片数多

于加拿大一支黄，可以在饲养菊方翅网蝽时不需再进行更换，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因此更适

合在室内饲养菊方翅网蝽。

[0033] 表1荷兰菊蓬径、高度、分枝和萌蘖数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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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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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表2同等高度下加拿大一支黄与荷兰菊叶片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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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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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基于上述原理，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菊方翅网蝽的人工饲养方法，该菊方翅网蝽的

人工饲养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0] 步骤S1：得到特定规格的盆栽荷兰菊并置于室内，具体包括：

[0041] 步骤S11：盆栽荷兰菊的栽培介质和花盆的准备：将蛭石、腐叶土、园土以1:1:2的

比例进行充分拌匀，作为栽培介质。栽培前，荷兰菊的各类介质需经高温处理，杀死其中宿

存的有害生物。采用直径15‐20cm的塑料花盆，底部用窗纱剪成适合的大小进行防护处理，

避免栽培期间蚯蚓、马陆等从盆底钻入为害。这个花盆尺寸是通常说的5寸盆、6寸盆，是一

般盆栽花卉最常使用的尺寸之一，容易采购，花盆大小适中，便于搬动，且不至于由于花盆

过小导致育苗期浇水时间存在头重脚轻容易倾倒的可能。

[0042] 步骤S12：盆栽荷兰菊的育苗栽培：将种子播于步骤S11所述的栽培介质中，并分别

置于步骤S11所述的花盆中，从而实现盆栽的形式。随后在隔离条件下进行盆栽荷兰菊的育

苗栽培，以确保荷兰菊的生长过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待其生长到10‐20cm高度，具有80‐

100片叶时，即可作为饲养植物。荷兰菊的育苗栽培可在室内或具隔离的室外进行，也可使

用日光温室进行育苗栽培。

[0043] 步骤S13：盆栽荷兰菊的室内栽培：由于荷兰菊在长日照(日照13H以上)条件下，进

行营养生长，叶片面积较大(参见图1)；而在短日照条件下，转入生殖生长，叶片面积小(参

见图2)，因此育苗栽培完成后，将盆栽荷兰菊置于室内，在室内可通过室内调节光照周期，

使光照周期为L：D＝14:10～L：D＝16:8，来有效控制荷兰菊的生长阶段，使之处于营养生长

阶段，以避免荷兰菊由如图1所示的营养生长阶段转变为如图2所示的生殖生长阶段，进而

提高每盆荷兰菊的叶面积总量，得到多盆如图3所示的高度15‐30cm且具有80‐100片叶的特

定规格的盆栽荷兰菊，以此作为菊方翅网蝽的植物饲料，以承载较多的菊方翅网蝽；且长日

照条件对菊方翅网蝽的发育无不利影响。

[0044] 步骤S2：通过限制装置在步骤S1所述的每盆盆栽荷兰菊上接种特定数量的菊方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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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蝽的雌成虫：

[0045] 步骤S21：将步骤S1所述的盆栽荷兰菊从饲养笼中取出，在每盆盆栽荷兰菊的任意

多个叶片上安装限制装置；

[0046] 步骤S22：用软毛笔分别在每个该限制装置中的叶片正面上分别接入多个受精的

菊方翅网蝽的雌成虫，使得每盆盆栽荷兰菊上的所有限制装置中的雌成虫的总数为100头；

[0047] 步骤S23：待雌成虫在上述的限制装置中取食、产卵，24h后集中取出限制装置内的

雌成虫。

[0048] 步骤S3：利用所述盆栽荷兰菊饲养菊方翅网蝽，具体包括：

[0049] 将带卵的盆栽荷兰菊继续放入饲养笼内，并将位于饲养笼内的盆栽荷兰菊置于室

内，在室内饲养环境下饲养菊方翅网蝽。在菊方翅网蝽的饲养过程中5寸、6寸盆每隔3‐4天

进行一次浇水，间隔21天施用一次液肥确保植物正常生长。对荷兰菊，植物的浇水施肥均在

饲养笼外进行，减少对菊方翅网蝽发育干扰，减少养护管理时间。其中，室内饲养环境为：25

℃～30℃，湿度75％±5％，光照周期L：D＝14:10(人工光照)。菊方翅网蝽耐高温，适度调高

温度可增加雌成虫的产卵量，有利于缩短饲养周期，从而提高饲养效率。

[0050] 在完成菊方翅网蝽的饲养后，还可对饲养过菊方翅网蝽的荷兰菊进行后期栽培。

荷兰菊完成一次饲养后，通过修剪老茎，降低植株顶端优势来促进萌蘖新株的生长，通过园

艺管理措施(如进行分株或分盆栽培)使老植株更新成为适合饲养的新植株。荷兰菊的萌蘖

力强(3‐10芽)，可获得足量的新株作为后继饲料植物进行使用。由于室内人工环境条件恒

定，可四季栽培荷兰菊。分株或分盆后的荷兰菊一般50‐60天后即再次使用。

[0051] 在本实施例中，当盆栽荷兰菊在室内时，其被摆放于室内的养虫架上；该养虫架由

万能角钢制成，长150cm、宽50cm、高200cm，每养虫架3层，最低层离地面20cm，每层间距

60cm，每层配有一定数量的人工光源(优选为光源灯)，以提供荷兰菊生长必要的光照。通过

养虫架上摆放养虫笼的形式，可再提高单位空间的内菊方翅网蝽的饲养数量。以在普通高

度(2.7‐3m)的室内采用该养虫架摆放盆栽荷兰菊并每笼饲养100头菊方翅网蝽为例，每层

可置菊方翅网蝽饲养笼3个，则0.75㎡的室内空间可摆放饲养笼9个，同期饲养网蝽900头，

可以实现菊方翅网蝽的大量饲养。

[0052] 在本实施例中，饲养笼为在先申请(申请号ZL201621291920.4)所公开的一种网蝽

养虫笼(在本文中简称为“饲养笼”)，包括用于容置花盆的下框架、连接在该下框架顶端且

为网蝽提供饲养空间的上框架以及套在所述上框架内的套网，使用时，盆栽荷兰菊的植株

位于设有套网的上框架内，花盆位于该上框架外。该饲养笼的透光性能较好，不必担心荷兰

菊在笼内的光合作用问题；在饲养笼内放置荷兰菊，菊方翅网蝽从卵到成虫均在密闭环境

下发育，可顺利解决若虫挑取死亡率高和成虫爬行扩散力强的问题，避免了菊方翅网蝽的

逃逸并便于需要时收集菊方翅网蝽；通过将荷兰菊放置在在密闭的笼器空间内饲养，让菊

方翅网蝽的若虫自行按需取食的方式，不需要每天更换植物(食物)。节省了每天更换饲料

时间和大量人工，也避免了由人工挑取造成的个体损失；此外，置于饲养笼内的盆栽荷兰菊

的花盆底部在设有套网的上框架外，平时的日常浇水施肥等植物养护管理可以直接在上框

架外进行，减少因开关饲养笼而随手带出菊方翅网蝽或携入其他虫源等问题，降低了操作

要求。

[0053] 在本实施例中，限制装置为在先申请(申请号ZL201710580736.4)所公开的一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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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微刺吸性微小昆虫活动范围的装置(在本文中简称为“限制装置”)，该限制装置包括一外

罩、一隔离件和一夹持件，用于对雌成虫活动范围进行限制。其中，该外罩用于将菊方翅网

蝽限制在一容纳空间内，其顶部以及侧壁具有若干通风孔；该隔离件与外罩的下缘抵接，隔

离件的靠近中心区域的位置镂空；该夹持件具有形成一U型结构的两个夹臂，并通过这两个

夹臂将外罩、隔离件依次挤压在盆栽荷兰菊的叶片上。.本发明通过限制装置接种一定数量

的雌成虫在盆栽荷兰菊中产卵，每日获取同一天产下的虫卵，使同一盆的菊方翅网蝽孵化、

发育时间较为一致，由此可按需获得日龄一致的卵或其他虫态，确保菊方翅网蝽发育进度

一致的需求，便于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此外，将受精后的雌成虫置于限制装置内产卵，可

控制雌虫在每盆荷兰菊上产卵的总量，便于清点、控制每盆荷兰菊雌虫产卵数量(如，每盆

100粒卵)，确保菊方翅网蝽从若虫到成虫的发育所需营养。

[0054] 发明效果

[0055] 在室内，饲养在荷兰菊上的菊方翅网蝽的发育进度如下：卵粒孵化7‐9天，1龄若虫

2天，2龄2‐3天，3龄3‐4天，4龄5‐6天，5龄6‐7天，羽化期1‐2天；经过26‐33天可获得发育整齐

的菊方翅网蝽成虫，或获得所需龄期的若虫。如图4所示，饲养笼内一片荷兰菊叶片上有35

头菊方翅网蝽的5龄若虫，发育进度一致。由于是在室内饲养环境下进行人工饲养，室内环

境可控，可通过人工控制光照、温度、湿度，进而可全年无间断进行繁殖菊方翅网蝽。经过2

年实践，这样的饲养方法，可按需要获得大量的菊方翅网蝽成虫、若虫来进行相关科学试

验。

[0056]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本发明的上

述实施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即凡是依据本发明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

简单、等效变化与修饰，皆落入本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本发明未详尽描述的均为

常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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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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