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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文中描述了一种昆虫诱捕器装置及使用

该装置的方法。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昆虫诱捕器

包括：光源；可移除的封闭体，该可移除的封闭体

具有至少一个开口；粘附剂表面，该粘附剂表面

至少部分地位于封闭体内；以及光学器件，该光

学器件用以将来自光源的光重新引导到粘附剂

诱捕表面上。光源可以包括至少一个发光二极管

(LED)。光学器件可以附接至可移除的封闭体并

且可以至少部分地位于封闭体内。光学器件可以

包括光学增强件，比如反射件、透镜和/或散射

件。该昆虫诱捕器还可以包括发出声音或气味的

昆虫引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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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昆虫诱捕器，包括：

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和基部部分(812)，所述基部部分(812)包括发光元件(826)和开

关(820)，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包括：

封闭体，所述封闭体包括粘附剂(136)和第一开口(120)，昆虫能够飞过或爬过所述第

一开口(120)进入到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中；以及

向下突出的凸片(818)，当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安装在所述基部部分(812)上时，

所述凸片(818)使所述基部部分(812)的开关(820)移位从而将所述开关(820)闭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昆虫诱捕器，还包括底表面(850)，所述凸片(818)从所述底表

面(850)突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基部部分(812)还包括能够插入到电

插座中的导电插针(12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当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的所述凸片

(818)使所述开关(820)移位时，所述开关(820)激活所述发光元件(826)。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当所述凸片与所述开关(820)脱离时，所述

开关(820)将所述发光元件(826)停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当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安装至所述

基部部分(812)时，所述凸片(818)突出穿过所述基部部分(812)中的开口(824)。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凸片(818)从所述昆虫

诱捕器部分(814)的底表面(850)向下突出。

8.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昆虫诱捕器的方法，包括：

将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安装在所述基部部分(812)上，其中，所述基部部分(812)

还包括能够插入到电插座中的导电插针(122)，所述凸片使所述开关(820)移位从而将所述

开关(820)闭合，以及

当所述开关(820)闭合时，激活所述发光元件(826)。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导电插针插入到所述电插座中。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还包括粘附剂表面，并

且经由所述第一开口被接收到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中的昆虫粘附至所述粘附剂表面。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与所述基部部分分离

并抛弃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

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从所述基部部分

(812)拆下，并且将所述发光元件(826)停用。

13.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昆虫诱捕器的方法，包括：

将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安装至所述基部部分(812)；

将所述基部部分(812)联接至电源以向发光元件(826)提供电力，其中，所述发光元件

(826)位于所述基部部分(812)内，并且其中，所述发光元件(826)构造成将昆虫吸引到所述

昆虫诱捕器部分(814)中；

经由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的所述第一开口将昆虫接收到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

(814)中；以及

其中，所述开关(820)构造成：当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正确地安装至所述基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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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812)时激活所述发光元件(826)。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在将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与所述基部部

分(812)分离时，所述发光元件(826)断电。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与所述基部部分

(812)分离，并且抛弃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其中，所述昆虫保持在被抛弃的昆虫诱捕

器部分(814)中。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在人不接触所述昆

虫诱捕器部分(814)中的所述昆虫的情况下被抛弃。

17.根据权利要求13至1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昆虫诱捕器部分(814)包

括粘附剂表面，并且其中，所述昆虫被粘附至所述粘附剂表面。

18.一种使用昆虫诱捕器的方法，包括：

提供昆虫诱捕器的基部部分；

提供昆虫诱捕器的第一诱捕器部分，其中，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包括开口；

将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安装至所述基部部分；

将所述基部部分联接至电源以便向发光元件提供电力，其中，所述发光元件位于所述

基部部分内或者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内，并且其中，所述发光元件构造成将昆虫吸引到所

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以及

经由所述开口将昆虫接收到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以及

其中，所述基部部分包括对接开关，其中，所述对接开关构造成在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

正确地安装至所述基部部分时激活所述发光元件。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包括粘附剂表面，并且其

中，所述昆虫粘附至所述粘附剂表面。

20.根据权利要求18或1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提供所述昆虫诱捕器的包括开口的第二

诱捕器部分以及将所述第二诱捕器部分安装至所述基部部分。

21.根据权利要求18或1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对接开关包括机械开关、光学开关、电

子开关或霍尔效应传感器。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机械开关是电动机械开关。

23.根据权利要求18或1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还包括对接开关激活

器，当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接合所述基部部分时，所述对接开关激活器激活所述对接开关。

2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对接开关激活器是表面、凸起、凸片或磁

体。

25.一种使用昆虫诱捕器的方法，包括：

提供昆虫诱捕器的基部部分；

提供昆虫诱捕器的第一诱捕器部分，其中，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包括开口；

将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安装至所述基部部分；

将所述基部部分联接至电源以便向发光元件提供电力，其中，所述发光元件位于所述

基部部分内或者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内，并且其中，所述发光元件构造成将昆虫吸引到所

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

经由所述开口将昆虫接收到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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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与所述基部部分分离；以及

抛弃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

其中，所述昆虫保持在被抛弃的第一诱捕器部分中，以及

在将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与所述基部部分分离时，所述发光元件断电。

26.一种使用昆虫诱捕器的方法，包括：

提供昆虫诱捕器的基部部分；

提供昆虫诱捕器的第一诱捕器部分，其中，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包括开口；

将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安装至所述基部部分；

将所述基部部分联接至电源以便向发光元件提供电力，其中，所述发光元件位于所述

基部部分内或者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内，并且其中，所述发光元件构造成将昆虫吸引到所

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

经由所述开口将昆虫接收到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

将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与所述基部部分分离；以及

抛弃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

其中，所述昆虫保持在被抛弃的第一诱捕器部分中，以及

在将所述第一诱捕器部分与所述基部部分分离时，所述发光元件被至少部分地遮蔽而

不能够发射出光。

27.一种昆虫诱捕器，包括：

诱捕器部分，所述诱捕器部分包括封闭体，所述封闭体具有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

面和第一开口，昆虫能够飞过或爬过所述第一开口进入到所述封闭体中，其中，所述粘附剂

表面至少部分地容纳在所述封闭体内；以及

基部部分，所述基部部分包括发光元件、安装部分和对接开关，其中，所述发光元件向

所述诱捕器部分提供光，并且所述安装部分与电源相连通并且接收来自所述电源的电力；

以及

其中，所述诱捕器部分以可移除的方式与所述基部部分接合，并且所述对接开关在所

述诱捕器部分接合所述基部部分时激活所述发光元件。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对接开关包括机械开关、光学开关、

电子开关或者霍尔效应传感器。

29.根据权利要求27或28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诱捕器部分还包括对接开关激

活器，所述对接开关激活器在所述诱捕器部分与所述基部部分接合时激活所述对接开关。

3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对接开关是表面、凸起、凸片或磁

体。

31.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对接开关在所述对接开关激活器接

合所述对接开关时闭合并且在所述对接开关激活器与所述对接开关脱离时打开。

32.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对接开关响应于来自所述对接开关

激活器的压力而激活。

33.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对接开关响应于所述对接开关激活

器的移位而激活。

34.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诱捕器部分还包括凸片，当所述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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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器部分安装在所述基部部分中时，所述凸片突出穿过所述基部部分中的对应的开口并与

所述对接开关接合。

35.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昆虫诱捕器，其中，所述机械开关是电动机械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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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诱捕器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昆虫诱捕器，更具体地，本公开涉及一种占地面积很小并且设

计美观的可移除的昆虫诱捕器。

[0002]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3] 本申请要求于2013年3月1日提交的名称为“昆虫诱捕器装置及使用方法(Insect 

Trap  Device  and  Method  of  Using)”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号61/771,774以及于2013年3

月15日提交的名称为“昆虫诱捕器装置及使用方法(Insect  Trap  Device  and  Method  of 

Using)”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号61/787,629的权益，这些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参引合并在

本文中。

背景技术

[0004] 长期以来，飞行害虫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并且造成健康危害。自从古以来就已经使

用昆虫诱捕器来消灭飞虫，并且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提出和研发了数百种不同的诱捕器。总

是需要消灭苍蝇和蚊子——苍蝇和蚊子不可避免地总有办法进入家里。最近美国东方马脑

炎、西尼罗河病毒和有害大肠杆菌感染的爆发、飞虫所能传播的公众健康威胁无疑增大了

这个需求。因为昆虫可以看见紫外(UV)光和可见光的组合并且为其所吸引，所以室内昆虫

诱捕器可以具有其自己的UV光源和可见光源。昆虫诱捕器通常具有发出用以吸引昆虫的UV

光和可见光的荧光管以及用以诱捕昆虫的粘附板。然而，包括荧光管和为荧光管提供电力

的变压器的昆虫诱捕器会很大而不能够装配于需要昆虫诱捕器的任意位置，并且该昆虫诱

捕器会很昂贵而不能够为房子中的每个房间都提供一个昆虫诱捕器。另外，昆虫可以接触

到荧光管，随着时间过去，荧光管会积聚灰尘和昆虫碎片，遮挡了光并且降低诱捕器的效

力。此外，在不碰触到粘附剂和诱捕到的昆虫的情况下会很难将粘附板拆下并进行更换。

发明内容

[0005] 本文中描述了一种昆虫诱捕器装置及使用该装置的方法。该昆虫诱捕器可以有效

地吸引和诱捕室内昆虫，并且相比于市售诱捕器，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和销售。该昆虫诱

捕器装置比相竞争的室内昆虫诱捕器要小，并且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之间方便地移动。该昆

虫诱捕器装置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清洁和保持而不会接触到诱捕到的昆虫。

[0006] 在第一方面中，公开了这样的一种昆虫诱捕器，该昆虫诱捕器包括：诱捕器部分，

该诱捕器部分包括封闭体，该封闭体具有粘附剂表面和第一开口，其中，粘附剂表面至少部

分地容纳在封闭体内并且构造成粘附昆虫；以及基部部分，该基部部分包括发光元件和安

装部分，其中，发光元件构造成向诱捕器部分提供光，并且其中，安装部分构造成与电源相

连通并且接收来自该电源的电力；其中，诱捕器部分构造成以可移除的方式与基部部分接

合并且在与基部部分接合时接收来自基部部分的光。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开口

构造成允许昆虫进入到封闭体中。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第二开口，该第二

开口构造成允许光从封闭体发射出。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光在基部部分内不被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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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第三开口，该第三开口构造成允许将光从基部部分

接收到封闭体中。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其中，封闭体构造成以预定模式分布光。在第

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前壳体部分，该前壳体部分具有第一内表面；以及后壳

体部分，该后壳体部分具有第二内表面，其中，前壳体部分与后壳体部分以配对的方式彼此

接合，从而形成封闭体；以及其中，第一内表面和第二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构造成对光进行

操控。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内表面和第二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包括粘附剂表面。

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后壳体部分具有凹状表面，该凹状表面构造成将光均匀地反射

在封闭体内。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光被传导穿过粘附剂表面，从而照亮粘附剂表面，

以将昆虫吸引至粘附剂表面。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前壳体部分，该前壳

体部分具有第一内表面；后壳体部分，该后壳体部分具有第二内表面；以及分隔件部分，该

分隔件部分至少部分地布置在前壳体部分与后壳体部分之间，其中，前壳体部分与后壳体

部分以配对的方式彼此接合，从而形成封闭体；以及其中，分隔件部分将封闭体分成前封闭

体部分和后封闭体部分。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分隔件部分包括后表面，该后表面包括

半透明的材料，并且分隔件部分包括前表面，该前表面包括粘附剂表面。在第一方面的实施

方式中，后壳体部分的第二内表面包括凹状表面，该凹状表面构造成将光反射到分隔件部

分的后表面上。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光被传导穿过粘附剂表面，从而照亮粘附剂表

面，以将昆虫吸引至粘附剂表面。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分隔件部分的后表面构造成接

收来自后壳体部分的第二内表面的光，或者直接接收来自发光元件的光。在第一方面的实

施方式中，分隔件部分构造成接收成倾斜角度的光并且使光在分隔件部分中遍布。在第一

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分隔件部分构造成对光进行操控。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分隔件部

分包括扁平或者波形形状，其中，分隔件部分的形状构造成对光分布进行优化。在第一方面

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突起，并且其中，诱捕器部分包括用于接纳该突起的凹部，其

中，当该突起由诱捕器部分接纳时，基部部分与诱捕器部分接合。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

中，诱捕器部分包括突起，并且其中，基部部分包括用于接纳该突起的凹部，其中，当该突起

由基部部分接纳时，基部部分与诱捕器部分接合。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包

括聚合材料、纤维材料或者碳基材料。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安装部分包括电气插头，

该电气插头具有从安装部分的后表面大致垂直地并且直接地突出的刚性导体，其中，该导

体能够插入到电力插座中。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电源包括电力插座或者电池。在第一

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包括发光二极管(LED)。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

包括紫外(UV)LED和蓝色LED。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构造成向发光元件

提供恒定电压的能量稳定器。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能量稳定器包括全波整流电路。在

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开口，该开口构造成允许光从基部部分发射至诱捕

器部分。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开口包括透明或半透明的窗。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

中，开口邻近发光元件。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包括昆虫引诱剂。在第一方

面的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选自由以下各项构成的组：山梨糖醇、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双

翅目昆虫引诱剂、同翅目昆虫引诱剂、鳞翅目昆虫引诱剂、直链鳞翅目昆虫信息素、丁子香

酚、甲基丁子香酚和地中海果蝇引诱剂。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包

括：西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谷蠹引诱剂、南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棉象甲性诱剂、齿小蠹二

烯醇、齿小蠹烯醇、日本丽金龟性诱剂、三甲基二氧三环壬烷、megatomoic  acid、欧洲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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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信息素、oryctalure、食菌甲诱醇和trunc-call。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双翅昆虫引

诱剂包括：ceralure、诱蝇酮、latilure、诱杀酯、moguchun、诱虫烯和地中海实蝇性引诱剂。

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rescalure。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

鳞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雌舞毒蛾引诱剂。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直链鳞翅目昆虫信息

素包括：codlelure、红铃虫性引诱剂、棉红蛉虫性诱剂、litlure、粉纹夜蛾性诱剂、

orfralure和ostramone。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与封闭体是一体的。在第一

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发射器。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发射器包括构造成发

出吸引昆虫的声音的压电扬声器。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吸引昆虫的声音包括在大约

0.2Hz至240KHz范围内的频率。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包括开关，该开关构造成允

许用户控制该诱捕器的特性。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该性质选自由以下各项构成的组：

电力、光强度、光波长或光频率、光闪烁、光模式及其组合。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开关

包括机械开关、光学开关、电子开关、电动机械开关或者霍尔效应传感器。在第一方面的实

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反射表面。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粘附剂表面邻近反射表面。在

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构造成向发光元件变化的电压的电路，其中，发光元

件向诱捕器部分提供间歇性的光。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外表面，该外表面

至少部分地由套筒围绕，套筒构造成减少由封闭体发射出的光的量。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

式中，第一内表面和第二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包括带纹理的表面，该带纹理的表面构造成

增大封闭体的表面面积。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带纹理的表面包括肋，肋延伸了第一内

表面或者第二内表面的长度的至少一部分。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内表面和第二

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包括带纹理的表面，该带纹理的表面构造成增大封闭体的表面面积。

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带纹理的表面包括肋，肋延伸了第一内表面或者第二内表面的

长度的至少一部分。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该诱捕器还包括：导光体，该导光体位于后

壳体部分的第二内表面附近，该导光体具有前表面和后表面，并且该导光体构造成接收来

自基部部分的光并且将该光以预定模式分布在封闭体中。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导光

体的前表面还包括粘附剂材料。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反光体的后表面构造成减少沿

预定方向发射出光的量。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导光体是渐缩的，从而在邻近基部部分

的部分处具有较厚的深度，而在相反端具有较薄的深度。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导光体

的后表面构造成将光反射到导光体中。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光在被发射到封闭体中

之前在导光体内被反射多次。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后表面包括后盖或者遮光层。在第

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还包括光学增强件，该光学增强件构造成将光以预定模式

引导到诱捕器部分中。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光学增强件包括透镜。在第一方面的实施

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内套筒，并且基部部分包括外套筒，内套筒构造成与外套筒对准。在第

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外套筒包括具有开口的面板。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面板的开口

对应于封闭体开口，面板的开口和封闭体的开口提供对准构造。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

内套筒构造成被放到外套筒中。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内套筒包括用于抓持内套筒的

凸片。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对接开关，该对接开关构造成在诱捕器部分

与基部部分正确地接合时激活发光元件。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包括对接

开关激活器，该对接开关激活器构造成在诱捕器部分与基部部分正确地接合时激活对接开

关。在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对接开关包括机械开关、光学开关、电子开关、电动机械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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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霍尔效应传感器。

[0007] 在第二方面中，公开了这样的一种昆虫诱捕器，该昆虫诱捕器包括诱捕器部分和

基部部分，其中，诱捕器部分包括：封闭体，该封闭体具有粘附剂表面和第一开口，其中，粘

附剂表面至少部分地容纳在封闭体内，并且构造成粘附昆虫；以及发光元件，该发光元件至

少部分地容纳在封闭体内，其中，发光元件构造成在封闭体内提供光，并且其中，发光元件

构造成与电源相连通并且接收来自该电源的电力，基部部分构造成以可移除的方式与诱捕

器部分接合并且提供电源的接入。在第二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包括多个电气诱捕

器触头，并且其中，基部部分包括多个电气基部触头，诱捕器触头构造成与基部触头相连通

以向发光元件提供电力。在第二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触头与电源相连通。在第二方面的

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包括发光二极管(LED)。

[0008] 在第三方面中，公开了这样的一种可移除的昆虫诱捕器盒，该盒包括：封闭体，该

封闭体限定盒，该封闭体具有粘附剂表面和第一开口，其中，粘附剂表面至少部分地容纳在

封闭体内并且构造成粘附昆虫，其中，第一开口构造成允许昆虫进入封闭体，并且其中，封

闭体构造成在封闭体内提供预定模式的光。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还包括发光

元件。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包括发光二极管(LED)。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

中，发光元件包括紫外(UV)LED和蓝色LED。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前壳体

部分，该前壳体部分具有第一内表面；以及后壳体部分，该后壳体部分具有第二内表面，其

中，前壳体部分与后壳体部分以配对的方式彼此接合，从而形成封闭体；以及其中，第一内

表面和第二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构造成对光进行操控。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内

表面和第二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包括粘附剂表面。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后壳体部分

包括凹状表面，该凹状表面构造成将光均匀地反射在封闭体内。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

光被传导穿过粘附剂表面，从而照亮粘合剂表面，以将昆虫吸引至该粘附剂表面。在第三方

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前壳体部分，该前壳体部分具有第一内表面；后壳体部分，该

后壳体部分具有第二内表面；以及分隔件部分，该分隔件部分至少部分地布置在前壳体部

分与后壳体部分之间，其中，前壳体部分与后壳体部分以配对的方式彼此接合，从而形成封

闭体；并且其中，分隔件部分将封闭体分成前封闭体部分和后封闭体部分。在第三方面的实

施方式中，分隔件部分包括后表面，该后表面具有半透明的材料，并且分隔件部分包括前表

面，该前表面具有粘附剂表面。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后壳体部分的第二内表面包括凹

状表面，该凹状表面构造成将光反射到分隔件部分的后表面上。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

光被传导穿过粘附剂表面，从而照亮该粘附剂表面，以将昆虫吸引至该粘附剂表面。在第三

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分隔件部分的后表面构造成接收来自后壳体部分的第二内表面的光，

或者直接接收来自发光元件的光。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底表面，该底表面

构造成以可移除的方式被接纳在可插拔式基部中。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其中，封闭体

包括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外表面，该外表面包括装饰

性元件。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装饰性元件包括选自包括选自如下的形状：花、植物、贝

壳、公司标志、运动队标志、足球、篮球、英式足球、冰球、橄榄球头盔或者曲棍球球棍。在第

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包括昆虫引诱剂。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

选自由以下各项构成的组：山梨糖醇、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双翅目昆虫引诱剂、同翅目昆虫

引诱剂、鳞翅目昆虫引诱剂、直链鳞翅目昆虫信息素、丁子香酚、甲基丁子香酚和地中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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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引诱剂。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能够由距该盒大约2米距离处的昆虫发

觉。在第三方米的实施方式中，封闭体包括带纹理的表面，该带纹理的表面构造成增大封闭

体的表面面积。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带纹理的表面包括肋，延伸了封闭体的长度的至

少一部分。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该盒还包括：导光体，该导光体位于封闭体内，该导光

体构造成接收光并且将该光以预定模式分布在封闭体中。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封闭

体包括内套筒，该内套筒构造成被接纳到外套筒中并且与该外套筒对准。在第三方面的实

施方式中，外套筒包括具有开口的面板。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面板的开口对应于封闭

体的开口，面板的开口和封闭体的开口提供对准构造。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内套筒包

括用于抓持内套筒的凸片。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该盒包括对接开关激活器，该对接开

关激活器构造成在该盒与基部部分正确地接合时激活对接开关。在第三方面的实施方式

中，对接开关激活器包括机械开关、光学开关、电子开关、电动机械开关或者霍尔效应传感

器。

[0009] 在第四方面中，公开了一种方法，该方法包括：提供昆虫诱捕器的基部部分；提供

昆虫诱捕器的第一诱捕器部分，其中，第一诱捕器部分包括开口；将第一诱捕器部分安装至

基部部分；将基部部分联接至电源以便向发光元件提供电力，其中，发光元件位于基部部分

内或者第一诱捕器部分内，并且其中，发光元件构造成将昆虫吸引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以

及经由所述开口将昆虫接纳到第一诱捕器部分中。在第四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该方法还包

括：将第一诱捕器部分与基部部分分离；以及抛弃第一诱捕器部分，其中，昆虫保持在被抛

弃的第一诱捕器部分中。在第四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第一诱捕器部分在人不接触第一诱捕

器部分中的昆虫的情况下被抛弃。在第四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第一诱捕器部分包括粘附剂

表面，并且其中，昆虫粘附至该粘附剂表面。在第四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对接

开关，其中，该对接开关构造成在第一诱捕器部分正确地安装至基部部分时激活发光元件。

在第四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在将第一诱捕器部分与基部部分分离时，发光元件断电。在第四

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在将第一诱捕器部分与基部部分分离时，发光元件被部分地遮蔽而不

能够发射出光。在第四方面的实施方式中，该方法还包括：提供昆虫诱捕器的第二诱捕器部

分，其中，第二诱捕器部分包括开口；以及将第二诱捕器部分安装至基部部分。在第四方面

的实施方式中，第一昆虫诱捕器与第二昆虫诱捕器具有不同的构型。

[0010] 在第五方面中，公开了一种对接装置，该对接装置包括：对接结构，该对接结构构

造成响应于对接激活器而激活，该对接激活器位于构造成与对接结构接合的单独元件上，

其中，该对接结构与电源相连通，并且构造成控制供到光学元件的电力。在第五方面的实施

方式中，对接激活器包括表面、突起、凸片或者磁体。在第五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对接结构构

造成在对接激活器与对接结构接合时闭合，并且构造成在对接激活器与对接结构脱离时打

开。在第五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对接结构构造成响应于来自对接激活器的压力而激活。在第

五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对接结构构造成响应于对接开关的移位而激活。

[0011] 在第六方面中，公开了这样的一种可移除的昆虫诱捕器盒，该盒包括：封闭体，该

封闭体限定该盒，该封闭体具有粘附剂表面和第一开口，其中，该粘附剂表面至少部分地容

纳在封闭体内，并且构造成粘附昆虫；以及对接激活器，该对接激活器构造成与安装部分中

的对接结构接合。

[0012] 根据结合以下附图考虑的以下详细描述内容，本公开的另外的目的、特征及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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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明显。

附图说明

[0013] 尽管所附权利要求具体阐述了本技术方法的特征，但根据结合附图所考虑的以下

详细描述内容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技术方法及其目的和优点，其中，在附图中：

[0014] 图1为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诱捕器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前视立体图；

[0015] 图2为图1的昆虫诱捕器的基部部分的后视立体图，其中，去掉了诱捕器部分；

[0016] 图3为图1的昆虫诱捕器的诱捕器部分的分解图；

[0017] 图4为贯穿图1的昆虫诱捕器截取的截面图；

[0018] 图5为贯穿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诱捕器的第二实施方式截取的截面图；

[0019] 图6为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诱捕器的第三实施方式的前视立体图；

[0020] 图7为图6的昆虫诱捕器的基部部分的后视立体图，其中，去掉了诱捕器部分；

[0021] 图8为图6的昆虫诱捕器的诱捕器部分的部分剖开的立体图；

[0022] 图9为贯穿图6的昆虫诱捕器截取的截面图，其示出了基部部分和诱捕器部分的内

部；

[0023] 图10为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诱捕器的第四实施方式的前视立体图；

[0024] 图11为图10的昆虫诱捕器的后视立体图；

[0025] 图12为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诱捕器的第五实施方式的前视立体图；

[0026] 图13为图12的昆虫诱捕器的后视立体图；

[0027] 图14为图12的昆虫诱捕器的前视立体图，其示出了从基部部分上部分地取出的诱

捕器部分；

[0028] 图15为图12的昆虫诱捕器的诱捕器部分的部分剖开的立体图；

[0029] 图16为贯穿图12的昆虫诱捕器截取的截面图，其示出了基部部分和诱捕器部分的

内部；

[0030] 图17为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的第六实施方式的分解图；

[0031] 图18为贯穿图17的昆虫诱捕器截取的截面图，其示出了基部部分和诱捕器部分的

内部；

[0032] 图19为贯穿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诱捕器的第七实施方式截取的截面图；

[0033] 图20为图19的一部分的放大图；

[0034] 图21为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昆虫诱捕器的第八实施方式的立体图，其示出了诱捕

器部分从基部部分上取下；

[0035] 图22为图21的昆虫诱捕器的截面图；以及

[0036] 图23为图22的一部分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帮助全面地理解本文中描述的装置和方法，现在将描述一些说明性实施方

式。为了清楚起见并且为了进行说明，将就用于室内居住用途或商业用途的昆虫诱捕器对

这些装置和方法进行描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的是，可以适当地改变和修改本

文中描述的装置和方法。

说　明　书 6/30 页

11

CN 105188360 B

11



[0038] 如本文中所描述的，一种昆虫诱捕器可以包括：光源；可移除的封闭体，该封闭体

具有至少一个开口；粘附剂表面，该粘附剂表面至少部分地位于封闭体内；以及光学器件，

该光学器件用以将来自光源的光重新引导到粘附剂诱捕表面上。光源可以包括至少一个发

光二极管(LED)。光学器件可以附接至可移除的封闭体，并且可以至少部分地定位在封闭体

内。光学器件可以包括光学增强件，比如反射件、透镜和/或散射件。该昆虫诱捕器还可以包

括发出声音或气味的昆虫引诱物。当可移除的封闭体从昆虫诱捕器上取下时，可以停用该

昆虫诱捕器中的光源。该昆虫诱捕器还可以包括从该昆虫诱捕器的后表面大致垂直地并且

直接地突出的刚性导体，其中，该导体可以插入到电气插座中，由此，可以通过将该电气插

头插入到电气插座中来安装该昆虫诱捕器。替代性地，该昆虫诱捕器可以包括电气联接至

光源的电池电源。

[0039] 该昆虫诱捕器可以有效地吸引和诱捕室内昆虫，并且相比于常用的昆虫诱捕器，

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和销售。具有该示例性构型的昆虫诱捕器会比相竞争的室内昆虫诱

捕器要小，并且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之间方便地移动。具有该示例性构型的昆虫诱捕器可以

较容易地进行清洁和保持而不会接触到诱捕到的昆虫。

[0040] 参照附图，图1示出了昆虫诱捕器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前视立体图，其中，昆虫诱捕

器的第一实施方式总体上以110表示。昆虫诱捕器110包括基部部分112和可移除的诱捕器

部分114。基部部分112的前表面160可以包括开关116，开关116能够构造成：通过由用户根

据需要闭合或断开开关116使得昆虫诱捕器110能够被打开或关闭。替代性地，开关116可以

构造成控制其它特征，如光强度、光波长的组合、不同模式或不同频率的闪烁光、当房间变

暗时打开的自动设定、或者远程控制设定。诱捕器部分114包括前壳体118，前壳体118在前

表面168中具有至少一个开口120。

[0041] 图2示出了昆虫诱捕器110的基部部分112的后视立体图，其中，去掉了诱捕器部分

114。基部部分112的后表面162突出有两个导电插针122，这两个导电插针122适于将昆虫诱

捕器110安装至墙壁，并且通过将插针122插入到标准的家用壁式电气插座中而向昆虫诱捕

器110提供电力。替代性地，基部部分112可以构造成坐置或悬挂于任何期望的位置并且接

收来自安装在基部部分112中的电池(未示出)的电力。尽管描述了电气插座和电池向诱捕

器110提供电力，但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电源。基部部分112包括发光元件，比如一个或更多

个发光二极管(LED)12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LED  124包括发射出紫外(UV)光的LED和发射

出可见光(例如，蓝光)的LED。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发射出波长的组合以模拟太阳

光。基部部分112的顶表面126中可以安装透明或半透明的窗128，其中，以局部剖开的方式

示出了窗128以显露LED  124。透明或半透明的窗128保护一个或更多个LED  124免受灰尘和

昆虫碎片的影响，并且使基部部分112能够被容易地清洁。顶表面126中可以设置槽130，并

且顶表面126的周缘164上设置有轮缘或者朝上的突起132。

[0042] 图3示出了昆虫诱捕器110的诱捕器部分114的分解图。诱捕器部分114包括前壳体

118(具有至少一个开口120)、分隔件134和后壳体14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分隔件134由透

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构造或者包括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并且可以在前表面138上涂覆有透

明或半透明的粘附剂13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分隔件134的材料和厚度以及粘附剂136的材

料和厚度选择成能够传导很大比例的UV光和可见光，例如，大于60％的光被传导穿过分隔

件134和粘附剂13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后壳体140包括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142。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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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后壳体140的材料和表面光洁度可以构造成能够反射UV光和/或可见光而不需要反射涂

层。后壳体140可以在其底表面166上包括开口144，或者替代性地，可以用透明或半透明的

窗(未示出)来取代开口144。

[0043] 前壳体118和后壳体140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材料构造，包括热成形不透明的塑性材

料，或者其它不透明、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比如纸、纸板、卡纸板或纸浆。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前壳体118和后壳体140通过注射成型或者通过其它适合的制造技术而制成。如所示出

的，分隔件134是大致扁平的，不过分隔件134可以形成为凸状、凹状或鞍状轮廓或者轮廓的

组合以优化光的均匀分布。替代性地，分隔件134可以具有肋或其它特征，所述肋或其它特

征增大粘附剂的表面面积并且产生亮/暗对比区域——亮/暗对比区域对很多种昆虫来说

极为明显，并且对它们来说会更有吸引力。

[004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前壳体118可以在内表面170上涂覆有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

的粘附剂以提供额外的昆虫诱捕效率和能力。另外，前壳体118也可以在内表面170上的粘

附剂涂层下面具有反射涂层，以增强其对昆虫的吸引力并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效率和效

力。

[004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前壳体118、分隔件134和后壳体140在其周缘处用粘合剂连接

在一起，不过它们也可以通过其它常用的封装组装技术(比如超声波熔接或RF密封)或者任

何其它适合的组装方法来连接。诱捕器部分114的材料还可以包括昆虫引诱剂。例如，诱捕

器部分114可以浸入有山梨糖醇、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西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

(brevicomin)、谷蠹引诱剂(dominicalure)、南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frontalin)、棉象甲

性诱剂(grandlure)、齿小蠹二烯醇(ipsdienol)、齿小蠹烯醇(ipsenol)、日本丽金龟性诱

剂(japonilure)、三甲基二氧三环壬烷(lineatin)、megatomoic  acid、multistriatin、

oryctalure、食菌甲诱醇和trunc-call)、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ceralure、诱蝇酮(cue-

lure)、latilure、诱杀酯(medlure)、moguchun、诱虫烯(muscalure)和地中海实蝇性引诱剂

(trimedlure)、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rescalure)、鳞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雌舞毒蛾引

诱剂(disparlure))、直链鳞翅目昆虫信息素(包括codlelure、红铃虫性引诱剂

(gossyplure)、棉红蛉虫性诱剂(hexalure)、litlure、粉纹夜蛾性诱剂(looplure)、

orfralure和ostramone)以及其它昆虫引诱剂(比如丁子香酚、甲基丁子香酚(methyl 

eugenol)和地中海果蝇引诱剂(siglure))或者用以提供这样的气味的其它物质：该气味进

一步提高昆虫诱捕器110吸引昆虫的效率。在这种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与诱捕器部分

114是一体的。替代性地，昆虫引诱剂可以嵌入在单独元件中，该元件安装在前壳体118的内

表面170上、或者安装穿过前壳体118中的开口120、或者安装在分隔件134的前表面138上。

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1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所述引诱剂。

[0046] 图4为贯穿昆虫诱捕器110截取的剖面图，其示出了基部部分112和诱捕器部分114

的内部。如所示出的，分隔件134将诱捕器部分114分成前封闭体146和后封闭体148。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112包括电路板150，电路板150具有用于执行命令的可编程处理器或

芯片(未示出)，其电连接至导电插针122、开关116以及一个或更多个LED124。然而，为了清

楚起见，并未示出所有的电气连接。电路板150可以包括这样的电子电路：该电子电路用以

接收来自导电插针122的普通家用电流，对开关116的位置进行响应，并且提供电力以点亮

一个或更多个LED  124。电路板150可以包括当开关116处于闭合位置时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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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提供稳定电压的能量稳定器，比如全波整流电路或者任何其它电路，不过电路板150也

可以向一个或更多个LED124提供变化的电压以提供闪烁光——一些物种的昆虫觉得闪烁

光有吸引力。例如，大约在0.05Hz(例如，用以模拟大型哺乳动物的呼吸速率)至250Hz(例

如，已知的吸引雄性家蝇的最高闪烁频率)范围内的光闪烁频率会是理想的，并且发光元件

可以构造成在该范围内闪烁。电路板150可以向用以提供UV光和可见光的一个或更多个

LED124提供电力，不过电路板150可以构造成仅向一个或更多个UV  LED124或者仅向一个或

更多个可见光LED  124提供电力，或者可以构造成提供可变的电力以产生闪烁的UV光和可

见光的组合。电路板150也可以构造成对可以安装在基部部分112中以发出吸引昆虫的声音

的发射器或收发器进行驱动，其中，发射器或收发器比如为压电扬声器(未示出)或者其它

装置。例如，发射器或收发器可以发出频率大约在0.5Hz(例如，大型哺乳动物的心率)至

240KHz(例如，昆虫所能够发觉的最高频率)范围内的吸引昆虫的声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该频率大约在5Hz至100KHz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35Hz至50Khz范围内。

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1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所期望的

是，距诱捕器110超出大约1米半径的人发觉不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

[0047] 如所示出的，基部部分112的顶表面126中的槽130和基部部分112的顶表面126上

的突起132与诱捕器部分114接合，用以在使用期间将诱捕器部分114紧固就位，不过可以用

下述任何其它形式的附接装置来替代：该附接装置允许诱捕器部分114以牢固但可移除的

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112。

[0048] 在昆虫诱捕器110的操作中，导电插针122被插入到壁式电气插座中，并且开关116

可以移动至闭合位置。一个或更多个LED  124发射出光(如用箭头所表示的，优选地为UV光

和可见光)，该光被传导穿过基部部分112中的窗128，穿过诱捕器部分114的后壳体140中的

开口144，进入到后封闭体148中，并且被直接传导到后壳体140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

142和分隔件134的后表面152上。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在基部部分112中并未被操控并且

被直接发射到诱捕器部分114中。后壳体140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142可以包括凹状形

状并且可以构造成能够反射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124的UV光和可见光，以将光均匀地分

布到分隔件134的后表面152上，不过后壳体140的内表面142的形状可以具有凸状形状或鞍

状形状或者形状的组合，或者还可以具有肋或其它特征以使光更均匀地分布。

[0049] 替代性地，后壳体140可以在开口144处或开口144附近安装光学增强件，光学增强

件构造成将UV光和可见光(例如均匀地、按照具体模式、在焦点处等)分布到分隔件134的后

表面152上，光学增强件比如为变形透镜(未示出)或任何其它透镜或者透镜的组合，该光学

增强件可以取代后壳体140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142，或者可以增强后壳体140的涂覆

成反射性的内表面142的作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124的UV光和可

见光可以以倾斜角度(例如，大约0°至90°的锐角)直接照射分隔件134的后表面152并且在

分隔件134中遍布，并且可以取代壳体140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142或安装至后壳体140

的透镜，或者可以增强后壳体140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142的作用或安装至后壳体140

的透镜的作用。

[0050] 此后，光可以传导穿过分隔件134和分隔件134的前表面138上的粘附剂涂层136，

进入到前封闭体146中。由于分隔件134的光散射性质、分隔件134的前表面138上的粘附剂

涂层136的光散射性质或者这两者的光散射性质，光可以更均匀地分布。进入前封闭体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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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的一部分继续穿过前壳体11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120，并且被发射到安装有诱捕器

的周围区域中。昆虫会受到发射穿过粘附剂涂层136以及前壳体11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

120的UV光和/或可见光的吸引，飞入或爬入到一个或更多个开口120中且到达粘附剂涂层

136上，在粘附剂涂层136处，昆虫被困在粘附剂中(例如，无法离开粘附剂涂层136)。用户可

以通过透过前壳体11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120进行察看来观察诱捕到的昆虫。当诱捕到

足够数量的昆虫时，用户可以容易地拆卸并抛弃整个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114而不会碰触

到诱捕到的昆虫、昆虫碎片或粘附剂(它们在诱捕器部分114内部而不会被触到)，并且可以

用新的诱捕器部分114来更换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114。新的诱捕器部分114可以具有未用

过的涂覆有粘附剂的表面和光引导表面，确保昆虫诱捕器110将继续高效且有效地吸引和

诱捕昆虫。

[0051] 应当理解的是，诱捕器110的益处是诱捕器部分114内的光操控。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操控仅在诱捕器部分114内进行。光操控可以包括反射、折射、偏振和/或散射，并且通

过结合操控性元件或表面(例如，内表面142、分隔件134和粘附剂涂层136)而得以实现。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光操控在粘附剂表面或粘附剂涂层136上产生均匀的光分布。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光被操控成例如在粘附剂涂层136上或者在诱捕器部分114内产生预定的模式，如

均匀分布、具有亮度较高的热斑的均匀分布、热斑模式和/或它们的组合。

[0052]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粘附剂材料作为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面的部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压敏粘附剂，比如丙烯酸树脂、丁基橡胶、天然橡胶、腈类、硅树脂、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聚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乙烯醚。通常，这种粘附剂

的厚度应当大约在0.01mm至1mm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粘附剂的厚度大约在0.05mm

至0.2mm范围内，其中，最常使用的厚度约为0.1mm。

[0053] 该构型的昆虫诱捕器110可以适应可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112的多

种不同的诱捕器部分114，每个诱捕器部分114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

种的飞虫。例如，诱捕器部分114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以及诱捕器部分114的前壳体118中的开

口120的尺寸、形状和取向可以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种的飞虫。例

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114大约宽20mm至600mm，高20mm至600mm，深5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114大约宽20mm至200mm，高20mm至200mm，深5mm至

8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114大约宽20mm至130mm，高20mm至130mm，深5mm至

50mm。

[005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112大约宽20mm至600mm，高10mm至150mm，深10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112宽20mm至200mm，高10mm至100mm，深10mm至8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112宽20mm至130mm，高10mm至50mm，深10mm至50mm。

[0055] 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开口120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或尺寸。例如，开口120在形状

上可以是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多边形的和/或椭圆形的。替代性地，开口120可以是具有

平直的、弯曲的或者波状的形状或图案的槽。如果开口120是圆形的，开口120的直径可以约

为0.5mm至3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圆形的开口120的直径约为0.5mm至20m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圆形的开口120的直径约为0.5mm至15mm。如果开口120是槽状的，开口120可以大约

宽2mm至30mm，长5mm至5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120大约宽2mm至20mm，长5mm

至2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120大约宽2mm至15mm，长5mm至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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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120覆盖整个诱捕器部分114或者诱捕器部分114的一部

分。例如，开口120可以覆盖诱捕器部分1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至75％范围。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开口120覆盖诱捕器部分1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5％至5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

口120覆盖诱捕器部分1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0％至30％。

[0057] 图5示出了昆虫诱捕器的第二实施方式的截面图，其中，昆虫诱捕器的第二实施方

式总体上以210表示。昆虫诱捕器210包括基部部分212和可移除的诱捕器部分214。基部部

分212的后表面262突出出有两个导电插针216(仅示出了这两个导电插针216中的一个导电

插针)，这两个导电插针216适于将昆虫诱捕器210安装至墙壁，并且通过将插针216插入到

标准的家用壁式电气插座中而向昆虫诱捕器210提供电力。替代性地，基部部分212可以构

造成坐置或悬挂于任何期望的位置并且接收来自安装在基部部分212中的电池(未示出)的

电力。尽管描述了电气插座和电池向诱捕器210提供电力，但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电源。基

部部分212包括发光元件，比如一个或更多个LED  218。在一些实施方式中，LED  218包括发

射出紫外(UV)光的LED和发射出可见光(例如，蓝光)的LED。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发

射出波长的组合以模拟太阳光。

[005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212的顶表面220中安装有透明或半透明的窗222，其

中，以局部剖开的方式示出了窗222以显露LED  218。透明或半透明的窗222保护一个或更多

个LED  218免受灰尘和昆虫碎片的影响，并且使基部部分212能够被容易地清洁。基部部分

212的顶表面220可以包括槽224，并且顶表面220的周缘270上设置有朝上的突起226。

[0059] 诱捕器部分214包括前壳体228和导光体238，其中，前壳体228具有至少一个开口

23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导光体238包括前表面254、前表面254上的粘附剂涂层或粘附剂层

234以及后盖248。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粘附剂层234的材料和厚度选择成能够传导很大比例

的UV光和可见光，例如，大于60％的光被传导穿过粘附剂层234。导光体可以是渐缩的，并且

可以构造成能够通过过其底表面240接收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218的光并且能够使该光

偏转且均匀地分布(例如穿过前表面254和粘附剂层234)。后盖248可以构造成防止光传导

穿过导光体238的后表面、顶表面和侧表面。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导光

体。

[0060] 前壳体228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材料构造，包括热成形不透明塑性材料，或者其它不

透明、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比如纸、纸板、卡纸板或纸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前壳体228通

过注射成型或者通过其它适合的制造技术而制成。

[0061] 前壳体228也可以在内表面(未示出)上涂覆有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粘附剂以

提供额外的昆虫诱捕效率和能力。另外，前壳体228还可以在其内表面上的粘附剂涂层下面

具有反射涂层，以增强其对昆虫的吸引力并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效率和效力。前壳体228和

导光体238可以在其周缘处用粘合剂被连接在一起，不过前壳体228和导光体238也可以通

过其它常用的封装组装技术(比如超声波熔接或RF密封)或者任何其它适合的组装方法来

连接。

[0062] 如所示出的，前壳体228和导光体238一起形成前封闭体246。导光体238可以是渐

缩的(例如，底表面240处较厚，顶表面242处较薄)，并且可以由传导UV光和/或可见光的任

何透明的材料比如丙烯酸树脂或聚碳酸酯塑料构造。后盖248的内表面(未示出)可以具有

反射涂层以便将光反射到导光体238中并且穿过导光体238的前表面254，由此，增大导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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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的光传导效率。导光体238在前表面254上还可以具有不同尺寸、不同深度和不同密度的

刻面或其它特征，以增强导光体238的光传导效率。

[0063] 替代性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导光体238在其前表面254上具有刻面或其它特征

并且不是渐缩的。在其前表面254上具有微小的刻面或其它特征的导光体238通常称为导光

板，不过所述刻面或其它特征也可以较大并且仍能够有效地工作。

[0064] 替代性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导光体238可以不具有粘附剂涂层，并且导光体238

和后盖248可以是基部部分212的部分。在这种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214可以包括透明或

半透明的背板(未示出)，该背板在其前表面上具有粘附剂涂层，该背板在其周缘处附接至

前壳体228。

[0065] 诱捕器部分214的材料还可以包括昆虫引诱剂。例如，诱捕器部分214可以浸入有

山梨糖醇、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西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brevicomin)、谷蠹引诱剂

(dominicalure)、南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frontalin)、棉象甲性诱剂(grandlure)、齿小蠹

二烯醇(ipsdienol)、齿小蠹烯醇(ipsenol)、日本丽金龟性诱剂(japonilure)、三甲基二氧

三环壬烷(lineatin)、megatomoic  acid、multistriatin、oryctalure、食菌甲诱醇和

trunc-call)、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ceralure、诱蝇酮(cue-lure)、latilure、诱杀酯

(medlure)、moguchun、诱虫烯(muscalure)和地中海实蝇性引诱剂(trimedlure)、同翅目昆

虫引诱剂(包括rescalure)、鳞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雌舞毒蛾引诱剂(disparlure))、直链

鳞翅目昆虫信息素(包括codlelure、红铃虫性引诱剂(gossyplure)、棉红蛉虫性诱剂

(hexalure)、litlure、粉纹夜蛾性诱剂(looplure)、orfralure和ostramone)以及其它昆虫

引诱剂(比如丁子香酚、甲基丁子香酚(methyl  eugenol)和地中海果蝇引诱剂(siglure))

或者用以提供这样的气味的其它物质：该气味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器吸引昆虫的效率。在

这种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与诱捕器部分214是一体的。替代性地，昆虫引诱剂可以嵌入

在单独元件中，该元件安装在前壳体228的内表面250上、或者安装穿过前壳体228中的至少

一个开口230、或者安装在导光体238的前表面254上。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210大约2米半

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所述引诱剂。

[006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212包括电路板252，电路板252具有用于执行命令的

可编程处理器或芯片(未示出)，电路板252电连接至导电插针216以及一个或更多个LED 

218。然而，为了清楚起见，并未示出所有的电气连接。电路板252可以包括这样的电子电路：

该电子电路用以接收来自导电插针216的普通的家用电流，并且提供电力以点亮一个或更

多个LED  218。电路板252可以包括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218提供稳定电压的能量稳定器，比

如全波整流电路或者任何其它电路，不过电路板252也可以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218提供变

化的电压以提供闪烁光——一些物种的昆虫觉得闪烁光有吸引力。例如，大约在0.05Hz(例

如，用以模拟大型哺乳动物的呼吸速率)至270Hz(例如，已知的吸引雄性家蝇的最高闪烁频

率)范围内的光闪烁频率会是理想的，并且发光元件可以构造成在该范围内闪烁。电路板

252可以向用以提供UV光和可见光的一个或更多个LED  218提供电力，不过电路板252可以

构造成仅向一个或更多个UV  LED  218或者仅向一个或更多个可见光LED  218提供电力，或

者可以构造成提供可变的电力以产生闪烁的UV光和可见光的组合。电路板252也可以构造

成对可以安装在基部部分212中以发出吸引昆虫的声音的发射器或收发器进行驱动，其中，

发射器或收发器比如为压电扬声器或者其它装置。例如，发射器或收发器可以发出频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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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0.5Hz(例如，大型哺乳动物的心率)至240KHz(例如，昆虫所能够发觉的最高频率)范围

内的吸引昆虫的声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5Hz至100KHz范围内。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35Hz至50Khz范围内。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2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

能够发觉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210超出大约1米半径的人发觉不

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

[0067] 如所示出的，基部部分212的顶表面220中的槽224和基部部分212的顶表面220上

的突起226与诱捕器部分214接合，用以在使用期间将诱捕器部分214紧固就位，不过可以用

下述任何其它形式的附接装置来替代：该附接装置允许诱捕器部分214以牢固但可移除的

方式安装在基部部分212上。

[0068] 在昆虫诱捕器210的操作中，导电插针216被插入到壁式电气插座中，并且一个或

更多个LED  218发射出光，如用箭头所表示的，优选地为UV光和可见光。来自一个或更多个

LED  218的光可以传导穿过窗222，进入渐缩的导光体238的较厚的底表面240，并且被导光

体238的前表面254和导光体238的后表面256反复地反射出去。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在基

部部分212中并未被操控并且被直接发射到诱捕器部分214中。被反射的光的一部分可以传

导穿过导光体238的前表面254，从而光均匀地分布到粘附剂涂层234上并且穿过粘附剂涂

层234进入到前封闭体246中。由于导光体238的前表面254上的粘附剂涂层234的折射性质

和光散射性质，光可以更均匀地分布。进入前封闭体246的光的一部分继续穿过前壳体228

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230，并且被发射到安装有诱捕器210的周围区域中。昆虫会受到传

导穿过粘附剂涂层234并且被传导穿过前壳体22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230的UV光和/或

可见光的吸引，飞入或爬入到一个或更多个开口230中且到达粘附剂涂层234上，在粘附剂

涂层234处，昆虫被困在粘附剂中。用户可以通过透过前壳体22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230

进行察看来观察诱捕到的昆虫。当诱捕到足够数量的昆虫时，用户可以容易地拆卸并抛弃

整个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214而不会碰触到诱捕到的昆虫、昆虫碎片或粘附剂(它们在诱捕

器部分114内部而不会被触到)，并且可以用新的诱捕器部分214来更换使用过的诱捕器部

分214。新的诱捕器部分214可以具有未用过的涂覆有粘附剂的表面和光引导表面，确保昆

虫诱捕器210将继续高效且有效地吸引和诱捕昆虫。

[0069] 应当理解的是，诱捕器210的益处是诱捕器部分214内的光操控。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操控仅在诱捕器部分214内进行。光操控可以包括反射、折射、偏振和/或散射，并且通

过结合操控性元件或表面(例如，导光体238、前表面254和后表面256以及粘附剂涂层234)

而得以实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操控在粘附剂表面或粘附剂涂层234上产生均匀的光分

布。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被操控成能够例如在粘附剂涂层234上或者在诱捕器部分214内

产生预定的模式，如均匀分布、具有亮度较高的热斑的均匀分布、热斑模式和/或它们的组

合。

[0070]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粘附剂材料作为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面的部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压敏粘附剂，比如丙烯酸树脂、丁基橡胶、天然橡胶、腈类、硅树脂、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聚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乙烯醚。通常，这种粘附剂

的厚度应当大约在0.01mm至1mm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粘附剂的厚度大约在0.05mm

至0.2mm范围内，其中，最常使用的厚度约为0.1mm。

[0071] 该构型的昆虫诱捕器210可以适应可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212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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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诱捕器部分214，每个诱捕器部分214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

种的昆虫。例如，诱捕器部分214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以及诱捕器部分214的前壳体228中的开

口230的尺寸、形状和取向可以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种的昆虫。例

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214大约宽20mm至600mm，高20mm至600mm，深5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214大约宽20mm至200mm，高20mm至200mm，深5mm至

8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214大约宽20mm至130mm，高20mm至130mm，深5mm至

50mm。

[007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212大约宽20mm至600mm，高10mm至150mm，深10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212宽20mm至200mm，高10mm至100mm，深10mm至8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212宽20mm至130mm，高10mm至50mm，深10mm至50mm。

[0073] 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开口230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或尺寸。例如，开口230在形状

上可以是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多边形的和/或椭圆形的。替代性地，开口230可以是具有

平直的、弯曲的或者波状的形状或图案的槽。如果开口230是圆形的，开口230的直径可以约

为0.5mm至3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圆形的开口230的直径约为0.5mm至20m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圆形的开口230的直径约为0.5mm至15mm。如果开口230是槽状的，开口230可以大约

宽2mm至30mm，长5mm至5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230大约宽2mm至20mm，长5mm

至2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230大约宽2mm至15mm，长5mm至100mm。

[007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230覆盖整个诱捕器部分214或者诱捕器部分214的一部

分。例如，开口230可以覆盖诱捕器部分2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至75％的范围。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开口230覆盖诱捕器部分2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5％至5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开口230覆盖诱捕器部分2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0％至30％。

[0075] 图6示出了昆虫诱捕器的第三实施方式的前视立体图，其中，昆虫诱捕器的第三实

施方式总体上以310表示。昆虫诱捕器310包括基部部分312和可移除的诱捕器部分314。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312的前表面360包括开关316，开关316能够构造成：通过由用户

根据需要闭合或断开开关316使得昆虫诱捕器310能够被打开或关闭。替代性地，开关316可

以构造成控制其它特征，如光强度、光波长的组合、不同闪烁频率或模式、当房间变暗时打

开的自动设定、或者例如远程控制设定。诱捕器部分314包括前壳体318，前壳体318具有至

少一个开口320。

[0076] 图7示出了昆虫诱捕器310的基部部分312的后视立体图，其中，去掉了诱捕器部分

314。基部部分312的后表面362突出有两个导电插针322，这两个导电插针322适于将昆虫诱

捕器310安装至墙壁，并且通过插入到标准的家用壁式电气插座中而向昆虫诱捕器310提供

电力。替代性地，基部部分312可以构造成坐置或悬挂于任何期望的位置并且接收来自安装

在基部部分312中的电池(未示出)的电力。尽管描述了电气插座和电池向诱捕器310提供电

力，但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电源。基部部分312包括发光元件，比如一个或更多个LED  3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LED  324包括发射出紫外(UV)光的LED和发射出可见光(例如，蓝光)的

LED。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发射出波长的组合以模拟太阳光。基部部分312的顶表面

326中可以安装透明或半透明的窗328，其中，以局部剖开的方式示出了窗328以显露LED 

324。透明或半透明的窗328保护一个或更多个LED  324免受灰尘和昆虫碎片的影响，并且使

基部部分312能够被容易地清洁。从基部部分312的顶表面326的周缘364突出的朝上的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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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轮缘330可以用于在使用期间将诱捕器部分314紧固就位，不过可以用下述任何其它形式

的附接装置来替代：该附接装置允许诱捕器部分314以牢固但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

分312。

[0077] 图8示出了昆虫诱捕器310的诱捕器部分314的局部剖开的立体图。诱捕器部分314

包括：壳体318，壳体318形成封闭体，其具有一个或更多个开口320；以及透明或半透明的粘

附剂涂层，该粘附剂涂层被涂施至一个或更多个内表面33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壳体318的

材料和厚度以及该粘附剂涂层的材料和厚度选择成能够传导很大比例的UV光和可见光，例

如，大于60％的光被传导穿过壳体318和该粘附剂涂层。壳体318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材料构

造，包括热成形不透明的塑性材料，或者其它不透明、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比如纸、纸板、

卡纸板或纸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壳体318通过注射成型或者通过其它适合的制造技术而

制成。

[0078] 如所示出的，壳体318包括肋336或其它特征，肋336或其它特征增大涂覆有粘附剂

的表面面积，产生交替的亮/暗区域(一些昆虫物种觉得交替的亮/暗区域有吸引力)，并且

有助于使吸引昆虫的光传导到诱捕器314的内部370中。壳体318的外表面368——除了底表

面336以及一个或更多个开口320处之外——覆盖有套筒338，套筒338构造成减少由壳体

318的外表面368发射出的光的量。套筒338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材料构造，包括热成形不透明

的塑性材料，或者其它不透明、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比如纸、纸板、卡纸板或纸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套筒338在其内表面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内表面上包括反射涂层，允许套筒338

将更多的光引导穿过壳体318的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334，并且进一步增强昆虫吸引诱捕

的效率和效力。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套筒338由构造成减少由壳体318的外表面368发射出的

光的量的涂层取代，或者由涂施在反射涂层——反射涂层被涂施至壳体318的除了底表面

366之外的外表面368——上的涂层取代。

[0079] 诱捕器部分314的材料还可以包括昆虫引诱剂。例如，诱捕器部分314可以浸入有

山梨糖醇、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西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brevicomin)、谷蠹引诱剂

(dominicalure)、南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frontalin)、棉象甲性诱剂(grandlure)、齿小蠹

二烯醇(ipsdienol)、齿小蠹烯醇(ipsenol)、日本丽金龟性诱剂(japonilure)、三甲基二氧

三环壬烷(lineatin)、megatomoic  acid、multistriatin、oryctalure、食菌甲诱醇和

trunc-call)、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ceralure、诱蝇酮(cue-lure)、latilure、诱杀酯

(medlure)、moguchun、诱虫烯(muscalure)和地中海实蝇性引诱剂(trimedlure)、同翅目昆

虫引诱剂(包括rescalure)、鳞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雌舞毒蛾引诱剂(disparlure))、直链

鳞翅目昆虫信息素(包括codlelure、红铃虫性引诱剂(gossyplure)、棉红蛉虫性诱剂

(hexalure)、litlure、粉纹夜蛾性诱剂(looplure)、orfralure和ostramone)以及其它昆虫

引诱剂(比如丁子香酚、甲基丁子香酚(methyl  eugenol)和地中海果蝇引诱剂(siglure))

或者用以提供这样的气味的其它物质：该气味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器吸引昆虫的效率。在

这种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与诱捕器部分314是一体的。替代性地，昆虫引诱剂可以嵌入

在单独元件中，该元件安装在壳体318的内表面334上或者安装穿过壳体318中的开口320。

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3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所述引诱剂。

[0080] 图9为贯穿昆虫诱捕器310截取的截面图，其示出了基部部分312和诱捕器部分314

的内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312包括电路板340，电路板340具有用于执行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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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处理器或芯片(未示出)，电路板340电连接至导电插针322(仅示出了导电插针322中

的一个导电插针)、开关316以及一个或更多个LED  324。然而，为了清楚起见，并未示出所有

的电气连接。电路板340可以包括这样的电子电路：该电子电路用以接收来自导电插针322

的普通的家用电流，对开关316的位置进行响应，并且提供电力以点亮一个或更多个

LED324。电路板340可以包括当开关316处于闭合位置时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324提供稳定

电压的能量稳定器，比如全波整流电路或者任何其它电路，不过电路板340也可以向一个或

更多个LED  324提供变化的电压以提供闪烁光——一些物种的昆虫觉得闪烁光有吸引力。

例如，大约在0.05Hz(例如，用以模拟哺乳动物的呼吸速率)至250Hz(例如，已知的吸引雄性

家蝇的最高闪烁频率)范围内的光闪烁频率会是理想的，并且发光元件可以构造成在该范

围内闪烁。电路板340可以向用以提供UV光和可见光的一个或更多个LED  324提供电力，不

过电路板340能够构造成仅向一个或更多个UV  LED  324或者仅向一个或更多个可见光LED 

324提供电力，或者能够构造成提供可变的电力以产生闪烁的UV光和可见光的组合。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电路板340可以构造成对可以安装在基部部分312中以发出吸引昆虫的声音的

发射器或收发器进行驱动，其中，发射器或收发器比如为压电扬声器或者其它装置。例如，

发射器或收发器可以发出频率大约在0.5Hz(例如，大型哺乳动物的心率)至240KHz(例如，

昆虫所能够发觉的最高频率)范围内的吸引昆虫的声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

5Hz至100KHz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35Hz至50Khz范围内。所期望的是，

距诱捕器3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

310超出大约1米半径的人发觉不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

[0081] 在昆虫诱捕器310的操作中，导电插针322被插入到壁式电气插座中，并且开关316

可以移动至闭合位置。一个或更多个LED  324发射出光(如用箭头所表示的，优选地为UV光

和可见光)，该光传导穿过基部部分312中的至少一个窗328并且传导穿过壳体318的底表面

36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在基部部分312中并未被操控并且被直接发射到诱捕器部分314

中。该光的一部分在封闭体内沿着壳体318的一个或更多个侧部372向上继续传导，并且传

导穿出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334。该光的另一部分继续传导穿过壳体318的底表面366并

且进入到封闭体中，在封闭体中，该部分光照亮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334。进入壳体318的

光的一部分继续穿过开口320，并且被发射到安装有该诱捕器的周围区域中。该区域中的昆

虫受到传导穿过开口320的UV光和/或可见光的吸引，飞入或爬入到开口320中且到达涂覆

有粘附剂的内表面334上，在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334处，昆虫被粘在粘附剂中而受困。用

户可以通过透过开口320进行察看来观察诱捕到的昆虫。当诱捕到足够数量的昆虫时，用户

可以容易地拆卸并抛弃整个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314而不会碰触到诱捕到的昆虫、昆虫碎

片或粘附剂(在诱捕器部分314内部而不会被触到)，并且可以用新的诱捕器部分314来更换

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314。新的诱捕器部分314可以具有未用过的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

334，壳体318具有干净的底表面366(UV光和/或可见光被传导穿过底表面366进入到诱捕器

部分314中)，并且诱捕器部分314的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并未由于长时间暴露于UV光而劣

化，由此，确保昆虫诱捕器310将继续高效且有效地吸引和诱捕昆虫。

[0082] 应当理解的是，诱捕器310的益处是诱捕器部分314内的光操控。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操控仅在诱捕器部分314内进行。光操控可以包括反射、折射、偏振和/或散射，并且通

过结合操控性元件或表面(例如，壳体318和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334)而得以实现。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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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施方式中，光操控在粘附剂表面或粘附剂涂层上产生均匀的光分布。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被操控成能够例如在粘附剂涂层上或者在诱捕器部分314内产生预定的模式，如均匀

分布、具有亮度较高的热斑的均匀分布、热斑模式和/或它们的组合。

[0083]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粘附剂材料作为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面的部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压敏粘附剂，比如丙烯酸树脂、丁基橡胶、天然橡胶、腈类、硅树脂、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聚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乙烯醚。通常，这种粘附剂

的厚度应当大约在0.01mm至1mm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粘附剂的厚度大约在0.05mm

至0.2mm范围内，其中，最常使用的厚度约为0.1mm。

[0084] 该构型的昆虫诱捕器310可以适应可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312的多

种不同的诱捕器部分314，每个诱捕器部分314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

种的昆虫。例如，诱捕器部分314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以及诱捕器部分314的壳体318中的开口

320的尺寸、形状和取向可以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种的昆虫。例如，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314大约宽20mm至600mm，高20mm至600mm，深5mm至15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314大约宽20mm至200mm，高20mm至200mm，深5mm至80mm。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314大约宽20mm至130mm，高20mm至130mm，深5mm至50mm。

[008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312大约宽20mm至600mm，高10mm至150mm，深10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312宽20mm至200mm，高10mm至100mm，深10mm至8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312宽20mm至130mm，高10mm至50mm，深10mm至50mm。

[0086] 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开口320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或尺寸。例如，开口320在形状

上可以是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多边形的和/或椭圆形的。替代性地，开口320可以是具有

平直的、弯曲的或者波状的形状或图案的槽。如果开口320是圆形的，开口320的直径可以约

为0.5mm至3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圆形的开口320的直径约为0.5mm至20m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圆形的开口320的直径约为0.5mm至15mm。如果开口320是槽状的，开口320可以大约

宽2mm至30mm，长5mm至5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320大约宽2mm至20mm，长5mm

至2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320大约宽2mm至15mm，长5mm至100mm。

[008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320覆盖整个诱捕器部分314或者诱捕器部分314的一部

分。例如，开口320可以覆盖诱捕器部分3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至75％的范围。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开口320覆盖诱捕器部分3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5％至5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开口320覆盖诱捕器部分3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0％至30％。

[0088] 尽管如图1至图9的实施方式中所示出的，诱捕器部分安装在基部部分的顶表面

上，但其它构型也可以有效地工作。例如，图10和图11示出了昆虫诱捕器的第四实施方式，

其中，诱捕器部分安装于基部部分的前部。

[0089] 图10为前视立体图，图11为后视立体图，图10和图11两者均示出了昆虫诱捕器的

第四实施方式，其中，昆虫诱捕器的第四实施方式总体上以410表示。基部部分412安装到家

用壁式电气插座中，并且通过插入到家用壁式电气插座中而被提供电力。替代性地，基部部

分412可以构造成坐置或悬挂于任何期望的位置并且接收来自安装在基部部分412中的电

池(未示出)的电力。尽管描述了电气插座和电池向诱捕器410提供电力，但可以使用任何适

合的电源。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412包括电路板(未示出)，该电路板具有用于执行

命令的可编程处理器或芯片(未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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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从基部部分412的前表面418突出的十字形突起416上可以安装发光元件，比如一

个或更多个LED  414。替代性地，LED  414可以形成突起本身。尽管示出为十字形突起，但安

装表面和/或LED  414构型可以是任何期望的形状。诱捕器部分420包括由半透明或透明的

材料制成的壳体450，壳体450具有一个或更多个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422以及一个或更

多个开口42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壳体450的材料和厚度以及该粘附剂的材料和厚度选择

成能够传导很大比例的UV光和可见光，例如，大于60％的光被传导穿过壳体450和该粘附剂

涂层。诱捕器部分420可以在一个或更多个外表面452上——除了一个或更多个开口424处

以及后表面428中的开口426处之外——包括构造成减少由一个或更多个外表面452发射出

的光的量的涂层。如所示出的，开口426是十字形空腔454，但可以是任何期望的形状。例如，

基部部分412的前表面418上的十字形突起416可以与诱捕器部分420的后表面428中的十字

形空腔454中的凹部接合，用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将诱捕器部分420附接至基部部分412。因

此，在该构型中，诱捕器部分414安装在基部部分412前面。

[0091] 在昆虫诱捕器410的操作中，基部部分412被插入到壁式电气插座中，并且诱捕器

部分420安装在基部部分412前面。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414的光(具有UV光波长和/或可

见光波长)可以传导到诱捕器部分420的后表面428中的十字形空腔454中。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在基部部分412中并未被操控并且被直接发射到诱捕器部分414中。该光的一部分可

以在诱捕器部分420的半透明或透明的壁部内继续传导，使光散射并且使光在诱捕器部分

420内均匀地分布，并且穿过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422。该光的另一部分可以继续穿过诱

捕器部分420的后壁456并且进入到诱捕器部分420的内部430中，在诱捕器部分420的内部

430中，该部分光照亮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422。进入诱捕器部分420的光的一部分可以继

续传导穿过一个或更多个开口424，并且被发射到安装有诱捕器410的周围区域中。该区域

中的昆虫受到传导穿过一个或更多个开口424的UV光和/或可见光的吸引，飞入或爬入到一

个或更多个开口424中且到达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422上，在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422

处，昆虫被粘在粘附剂中而受困。用户可以通过透过一个或更多个开口424进行察看来观察

诱捕到的昆虫。当诱捕到足够数量的昆虫时，用户可以容易地拆卸并抛弃整个使用过的诱

捕器部分420而不会碰触到诱捕到的昆虫、昆虫碎片或粘附剂(在诱捕器部分314内部而不

会被触到)，并且可以用新的诱捕器部分420来更换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420。新的诱捕器部

分420可以具有未用过的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422、后表面428中干净的开口426(UV光和/

或可见光穿过开口426传导到诱捕器部分420中)，并且诱捕器部分420的透明或半透明的材

料并未由于长时间暴露于UV光而劣化，由此，确保昆虫诱捕器410将继续高效且有效地吸引

和诱捕昆虫。

[0092] 应当理解的是，诱捕器410的益处是诱捕器部分420内的光操控。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操控仅在诱捕器部分420内进行。光操控可以包括反射、折射、偏振和/或散射，并且通

过结合操控性元件或表面(例如，诱捕器部分420和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422)而得以实

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操控在粘附剂表面或粘附剂涂层上产生均匀的光分布。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光被操控成能够例如在粘附剂涂层上或者在诱捕器部分420内产生预定的模式，

如均匀分布、具有亮度较高的热斑的均匀分布、热斑模式和/或它们的组合。

[0093]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粘附剂材料作为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面的部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压敏粘附剂，比如丙烯酸树脂、丁基橡胶、天然橡胶、腈类、硅树脂、苯

说　明　书 18/30 页

23

CN 105188360 B

23



乙烯嵌段共聚物、聚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乙烯醚。通常，这种粘附剂

的厚度应当大约在0.01mm至1mm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粘附剂的厚度大约在0.05mm

至0.2mm范围内，其中，最常使用的厚度约为0.1mm。

[0094] 该构型的昆虫诱捕器410可以适应可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412的多

种不同的诱捕器部分420，每个诱捕器部分420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

种的昆虫。例如，诱捕器部分420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以及诱捕器部分420中的开口424的开口

的尺寸、形状和取向可以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种的昆虫。例如，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420大约宽20mm至600mm，高20mm至600mm，深5mm至150mm。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420大约宽20mm至200mm，高20mm至200mm，深5mm至80mm。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420大约宽20mm至130mm，高20mm至130mm，深5mm至50mm。

[009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412大约宽10mm至600mm，高10mm至150mm，深10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412宽10mm至200mm，高10mm至100mm，深10mm至8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412宽10mm至130mm，高10mm至50mm，深10mm至50mm。

[0096] 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开口424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或尺寸。例如，开口424在形状

上可以是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多边形的和/或椭圆形的。替代性地，开口424可以是具有

平直的、弯曲的或者波状的形状或图案的槽。如果开口424是圆形的，开口424的直径可以约

为0.5mm至3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圆形的开口424的直径约为0.5mm至20m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圆形的开口424的直径约为0.5mm至15mm。如果开口424是槽状的，开口120可以大约

宽2mm至30mm，长5mm至5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424大约宽2mm至20mm，长5mm

至2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424大约宽2mm至15mm，长5mm至100mm。

[009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424覆盖整个诱捕器部分420或者诱捕器部分420的一部

分。例如，开口424可以覆盖诱捕器部分420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至75％的范围。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开口424覆盖诱捕器部分420的表面面积的大约5％至5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开口424覆盖诱捕器部分420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0％至30％。

[0098] 图12为昆虫诱捕器的第五实施方式的前视立体图，图13为昆虫诱捕器的第五实施

方式的后视立体图，其中，昆虫诱捕器的第五实施方式总体上以510表示。昆虫诱捕器510包

括基部部分512和可移除的诱捕器部分514。基部部分512包括：壳体516，壳体516在顶表面

560中具有用以接纳诱捕器部分514的大的开口518，在前表面562上具有一个或更多个较小

的开口520；以及位于后表面564上的两个导电插针522，这两个导电的插针522适于将昆虫

诱捕器510安装至墙壁，并且通过插入到标准的家用壁式电气插座中而向昆虫诱捕器510提

供电力。尽管描述了电气插座向诱捕器510提供电力，但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电源。基部部

分512可以由不透光的塑料注射模制而成，不过也能够使用其它材料和构造技术。

[0099] 图14为昆虫诱捕器510的前视立体图，其示出了从基部部分512中部分取出的可移

除的诱捕器部分514。诱捕器部分514可以包括壳体524，壳体524具有一个或更多个开口526

以及凸片528，凸片528适用于取出和更换诱捕器部分514。通过抓握凸片528并且将诱捕器

部分514从基部部分512的壳体516中提出来，可以取出诱捕器部分51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诱捕器部分514中的开口526在尺寸、形状、取向和位置方面与基部部分512中的开口520相

匹配或相对应，从而当诱捕器部分514安装到基部部分512中时，诱捕器部分514中的开口

526与基部部分512中的开口520对准。在这种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514可以视为内套筒

说　明　书 19/30 页

24

CN 105188360 B

24



或袋，并且基部部分512可以视为外套筒，其中，内套筒能够由用户放到或插入到外套筒中。

[0100] 图15为诱捕器部分514的局部剖开的立体图。壳体524包括内表面530，内表面530

涂覆有半透明或透明的粘附剂。如所示出的，壳体524包括肋532或其它特征，肋532或其它

特征增大涂覆有粘附剂的表面面积，产生交替的亮/暗区域(一些昆虫物种觉得交替的亮/

暗区域有吸引力)，并且有助于使吸引昆虫的光传导到诱捕器部分514的内部中。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514由半透明或透明的塑料片材热成形为两个单独的元件，或者热成

形为“蛤壳”设计(在“蛤壳”设计中，两个侧部在一侧处连接并且被折叠在一起)，不过诱捕

器部分514也能够由半透明或透明的塑料注射模制而成，或者由半透明的纸构造或者由其

它材料制成。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514的材料和厚度以及粘合剂的材料和厚度选

择成能够传导很大比例的UV光和可见光，例如，大于60％的光被传导穿过诱捕器部分514和

粘附剂涂层。诱捕器部分514的材料还可以包括昆虫引诱剂。例如，诱捕器部分514可以浸入

有山梨糖醇、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西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brevicomin)、谷蠹引诱剂

(dominicalure)、南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frontalin)、棉象甲性诱剂(grandlure)、齿小蠹

二烯醇(ipsdienol)、齿小蠹烯醇(ipsenol)、日本丽金龟性诱剂(japonilure)、三甲基二氧

三环壬烷(lineatin)、megatomoic  acid、multistriatin、oryctalure、食菌甲诱醇和

trunc-call)、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ceralure、诱蝇酮(cue-lure)、latilure、诱杀酯

(medlure)、moguchun、诱虫烯(muscalure)和地中海实蝇性引诱剂(trimedlure)、同翅目昆

虫引诱剂(包括rescalure)、鳞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雌舞毒蛾引诱剂(disparlure))、直链

鳞翅目昆虫信息素(包括codlelure、红铃虫性引诱剂(gossyplure)、棉红蛉虫性诱剂

(hexalure)、litlure、粉纹夜蛾性诱剂(looplure)、orfralure和ostramone)以及其它昆虫

引诱剂(比如丁子香酚、甲基丁子香酚(methyl  eugenol)和地中海果蝇引诱剂(siglure))

或者用以提供这样的气味的其它物质：该气味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器吸引昆虫的效率。在

这种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与诱捕器部分514是一体的。替代性地，昆虫引诱剂可以嵌入

在单独元件中，该元件安装在壳体524的内表面530上或者安装穿过壳体524中的开口526。

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5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所述引诱剂。

[0101] 图16为贯穿昆虫诱捕器510所截取的截面图，其示出了基部部分512和诱捕器部分

514的内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包括电路板534，电路板534具有用于执行命令的

可编程处理器或芯片(未示出)，电路板534电连接至导电插针522(仅示出了两个导电插针

522中的一个导电插针)和发光元件，比如一个或更多个LED  536——发射出紫外(UV)光的

LED和/或发射出可见光(例如，蓝光)的LED。为了清楚起见，并未示出所有的电气连接。电路

板534可以包括这样的电子电路：该电子电路用以接收来自导电插针522的任何家用电流，

并且提供电力以点亮一个或更多个LED  536。替代性地，电路板534可以构造成接收来自安

装在基部部分512中的电池(未示出)的电力。尽管描述了电气插座和电池向诱捕器510提供

电力，但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电源。电路板534可以包括用以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536提供

稳定电压的能量稳定器，比如全波整流电路或者任何其它电路，不过电路板534也能够向一

个或更多个LED  536提供变化的电压以提供闪烁光——一些物种的昆虫觉得闪烁光有吸引

力。例如，大约在0.05Hz(例如，用以模拟哺乳动物的呼吸速率)至270Hz(例如，已知的吸引

雄性家蝇的最高闪烁频率)范围内的光闪烁频率会是理想的，并且发光元件可以构造成在

该范围内闪烁。电路板534可以向用以提供UV光和可见光的一个或更多个LED  536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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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过电路板534能够构造成仅向一个或更多个UV  LED  536或者仅向一个或更多个可见

光LED  536提供电力，或者能够构造成提供可变的电力以产生闪烁的UV光和可见光的组合。

电路板534也可以构造成对可以安装在基部部分112中以发出吸引昆虫的声音的发射器或

收发器进行驱动，其中，发射器或收发器比如为压电扬声器或者其它装置。例如，发射器或

收发器可以发射出频率大约在0.5Hz(例如，大型哺乳动物的心率)至240KHz(例如，昆虫所

能够发觉的最高频率)范围内的吸引昆虫的声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5Hz至

100KHz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35Hz至50Khz范围内。所期望的是，距诱捕

器5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510超出

大约1米半径的人发觉不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

[0102] 在昆虫诱捕器510的操作中，导电插针522被插入到壁式电气插座中。一个或更多

个LED  536发射出光(如用箭头所表示的，优选地为UV光和可见光)，该光传导穿过诱捕器部

分514的壳体524的后表面538。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在基部部分512中并未被操控并且被

直接发射到诱捕器部分514中。该光的一部分在封闭体内沿着壳体524的一个或更多个侧部

572向上继续传导，并且穿出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530。该光的另一部分可以继续穿过壳

体524的壁部并且进入到封闭体中，在封闭体中，该部分的光照亮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

530。进入封闭体的光的一部分可以继续穿过诱捕器部分514中的开口526和基部部分中的

相对应的开口520，并且被发射到安装有昆虫诱捕器510的区域中。该区域中的昆虫受到传

导穿过基部部分512中的开口520的UV光和/或可见光的吸引，飞入或爬入到开口520中且到

达诱捕器部分514的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530上，在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530处，昆虫被

粘在粘附剂中而受困。用户可以透过开口520和开口526进行察看来观察诱捕到的昆虫。当

诱捕到足够数量的昆虫时，用户可以容易地拆卸并抛弃整个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514而不

会碰触到诱捕到的昆虫、昆虫碎片或粘附剂(在诱捕器部分514内部而不会被触到)，并且可

以用新的诱捕器部分514来更换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514。新的诱捕器部分514可以包括未

用过的粘附剂涂层内表面530，壳体524具有干净的后表面538(UV光和可见光被传导穿过后

表面538进入到诱捕器部分514中)，并且诱捕器部分514的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并未由于长

时间暴露于UV光而劣化，由此，确保昆虫诱捕器510将继续高效且有效地吸引和诱捕昆虫。

[0103] 应当理解的是，诱捕器510的益处是诱捕器部分514内的光操控。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操控仅在诱捕器部分514内进行。光操控可以包括反射、折射、偏振和/或散射，并且通

过结合操控性元件或表面(例如，壳体516和涂覆有粘附剂的内表面530)而得以实现。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光操控在粘附剂表面或粘附剂涂层上产生均匀的光分布。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被操控成能够例如在粘附剂涂层上或者在诱捕器部分514内产生预定的模式，如均匀

分布、具有亮度较高的热斑的均匀分布、热斑模式和/或它们的组合。

[0104]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粘附剂材料作为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面的部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压敏粘附剂，比如丙烯酸树脂、丁基橡胶、天然橡胶、腈类、硅树脂、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聚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乙烯醚。通常，这种粘附剂

的厚度应当大约在0.01mm至1mm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粘附剂厚度大约在0.05mm至

0.2mm范围内，其中，最常使用的厚度约为0.1mm。

[0105] 该构型的昆虫诱捕器510可以适应可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512的多

种不同的诱捕器部分514，每个诱捕器部分514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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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昆虫。例如，诱捕器部分514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以及诱捕器部分514的壳体524中的开口

526的尺寸、形状和取向可以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种的昆虫。例如，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514大约宽20mm至600mm，高20mm至600mm，深5mm至15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514大约宽20mm至200mm，高20mm至200mm，深5mm至80mm。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514大约宽20mm至130mm，高20mm至130mm，深5mm至50mm。

[010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512大约宽20mm至600mm，高10mm至150mm，深10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512宽20mm至200mm，高10mm至100mm，深10mm至8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512宽20mm至130mm，高10mm至50mm，深10mm至50mm。

[0107] 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开口526和开口520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或尺寸。例如，开口

526和开口520在形状上可以是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多边形的和/或椭圆形的。替代性

地，开口526和开口520可以是具有平直的、弯曲的或者波状的形状或图案的槽。如果开口

526和开口520是圆形的，开口526和开口520的直径可以约为0.5mm至30mm。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圆形的开口526和圆形的开口520的直径约为0.5mm至2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圆形的

开口526和圆形的开口520的直径约为0.5mm至15mm。如果开口526和开口520是槽状的，开口

526和开口526可以大约宽2mm至30mm，长5mm至5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526和

槽状的开口520大约宽2mm至20mm，长5mm至2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526和槽

状的开口520大约宽2mm至15mm，长5mm至100mm。

[01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526覆盖整个诱捕器部分514或者诱捕器部分514的一部

分。例如，开口526可以覆盖诱捕器部分5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至75％的范围。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开口526覆盖诱捕器部分5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5％至5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开口526覆盖诱捕器部分5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0％至30％。

[0109] 图17示出了昆虫诱捕器的第六实施方式的分解图，其中，昆虫诱捕器的第六实施

方式总体上以610表示。昆虫诱捕器610包括基部部分612和可移除的诱捕器部分614。在该

视图中，诱捕器部分614示出为从基部部分612上被取下。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612

包括开关616，开关616能够构造成：通过由用户根据需要闭合或断开开关616使得昆虫诱捕

器610能够被打开或关闭。替代性地，开关616可以构造成控制其它特征，如光强度、光波长

的组合、不同模式或不同频率的闪烁光、当房间变暗时打开的自动设定、或者例如远程控制

设定。诱捕器部分614包括前壳体618，前壳体618具有至少一个开口620。

[0110] 基部部分612的后表面670(如图18所示)突出有两个导电插针622(仅示出了两个

导电插针622中的一个导电插针)，这两个导电插针622适于将昆虫诱捕器610安装至墙壁，

并且通过将插针622插入到标准的家用壁式电气插座中而向昆虫诱捕器610提供电力。替代

性地，基部部分612可以构造成坐置或悬挂于任何期望的位置并且接收来自安装在基部部

分612中的电池(未示出)的电力。尽管描述了电气插座和电池向诱捕器610提供电力，但可

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电源。基部部分612包括：发光元件，比如一个或更多个LED624；以及后壳

体626，后壳体626包括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628。在一些实施方式中，LED包括发射出紫外

(UV)光的LED和发射出可见光(例如，蓝光)的LED。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发射出波长

的组合以模拟太阳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后壳体626的材料和表面光洁度可以构造成能够

发射UV光和/或可见光而不需要反射涂层。如所示出的，基部部分612包括透明或半透明的

窗630，其中，以局部剖开的方式示出了窗630以显露LED  624。透明或半透明的窗630保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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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62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628以及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免受灰尘和昆虫碎片的影

响，并且使基部部分612能够被容易地清洁。透明或半透明的窗630可以在其周缘(未示出)

处通过任何适合的制造技术(比如粘合或超声波熔接)被附接至后壳体626。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透明或半透明的窗630以可移除的方式被附接至后壳体626。基部部分612包括一个或

更多个开口632。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612的顶表面634的周缘672上设置有朝上的轮缘

或突起636。

[0111] 图18示出了昆虫诱捕器610的截面图，并且示出了基部部分612和可移除的诱捕器

部分614的内部，其中，诱捕器部分614安装在基部部分612上。可移除的诱捕器部分614包

括：前壳体618，前壳体618具有至少一个开口620；以及背板638，背板638可以由透明或半透

明的材料构造，并且在前表面642上涂覆有透明或半透明的粘附剂64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背板638的材料和厚度以及粘附剂640的材料和厚度选择成能够传导很大比例的UV光和/或

可见光，例如，大于60％的光被传导穿过背板638和粘附剂640。诱捕器部分614的前壳体618

和基部部分612的后壳体626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材料构造，包括热成形不透明的塑性材料，

或者其它不透明、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比如纸、纸板、卡纸板或纸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前壳体618和后壳体626通过注射成型或者通过其它适合的制造技术而制成。背板638可以

是大致扁平的，不过背板638可以形成为凸状、凹状或鞍状轮廓或者轮廓的组合以优化光的

均匀分布。替代性地，背板638可以具有肋或其它特征，所述肋或所述其它特征增大涂覆有

粘附剂的表面面积、产生交替的亮/暗区域(一些物种的昆虫觉得交替的亮/暗区域有吸引

力)，并且有助于使吸引昆虫的光传导到诱捕器部分614中。

[01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前壳体618在内表面上涂覆有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粘附剂

以提供额外的昆虫诱捕效率和能力。另外，前壳体618还可以在其内表面上的粘附剂涂层下

面具有反射涂层，以增强其对昆虫的吸引力并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效率和效力。前壳体618

和背板638可以在其周缘处用粘附剂连接在一起，不过前壳体618和背板638也可以通过其

它常用的封装组装技术(比如超声波熔接或RF密封)或者任何其它适合的组装方法来连接。

诱捕器部分614的材料还可以包括昆虫引诱剂。例如，诱捕器部分614可以浸入有山梨糖醇、

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西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 (br e v i c o m i n) 、谷蠹引诱剂

(dominicalure)、南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frontalin)、棉象甲性诱剂(grandlure)、齿小蠹

二烯醇(ipsdienol)、齿小蠹烯醇(ipsenol)、日本丽金龟性诱剂(japonilure)、三甲基二氧

三环壬烷(lineatin)、megatomoic  acid、multistriatin、oryctalure、食菌甲诱醇和

trunc-call)、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ceralure、诱蝇酮(cue-lure)、latilure、诱杀酯

(medlure)、moguchun、诱虫烯(muscalure)和地中海实蝇性引诱剂(trimedlure)、同翅目昆

虫引诱剂(包括rescalure)、鳞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雌舞毒蛾引诱剂(disparlure))、直链

鳞翅目昆虫信息素(包括codlelure、红铃虫性引诱剂(gossyplure)、棉红蛉虫性诱剂

(hexalure)、litlure、粉纹夜蛾性诱剂(looplure)、orfralure和ostramone)以及其它昆虫

引诱剂(比如丁子香酚、甲基丁子香酚(methyl  eugenol)和地中海果蝇引诱剂(siglure))

或者用以提供这样的气味的其它物质：该气味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器吸引昆虫的效率。在

这种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与诱捕器部分614是一体的。替代性地，昆虫引诱剂可以嵌入

在单独元件中，该元件安装在前壳体618的内表面上、或者安装穿过前壳体618中的开口

620、或者安装在背板638的前表面642上。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6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

说　明　书 23/30 页

28

CN 105188360 B

28



够发觉到所述引诱剂。

[0113] 如所示出的，前壳体618和背板638形成诱捕器部分614中的前封闭体644，后壳体

626和窗630形成基部部分612中的后封闭体64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612包括电路

板648，电路板648具有用于执行命令的可编程处理器或芯片(未示出)，电路板648电连接至

导电插针622、开关616以及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然而，为了清楚起见，并未示出所有的电

气连接。电路板648可以包括这样的电子电路：该电子电路用以接收来自导电插针622的普

通的家用电流，对开关616的位置进行响应，并且提供电力以点亮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电

路板648可以包括当开关616处于闭合位置时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提供稳定电压的能量

稳定器，比如全波整流电路或者任何其它电路，不过电路板648也可以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提供变化的电压以提供闪烁光——一些物种的昆虫觉得闪烁光有吸引力。例如，大约在

0.05Hz(例如，用以模拟大型哺乳动物的呼吸速率)至250Hz(例如，已知的吸引雄性家蝇的

最高闪烁频率)范围内的光闪烁频率会是理想的，并且发光元件可以构造成在该范围内闪

烁。电路板648可以向用以提供UV光和可见光的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提供电力，不过电路

板648可以构造成仅向一个或更多个UV  LED  624或者仅向一个或更多个可见光LED  624提

供电力，或者可以构造成提供可变的电力以产生闪烁的UV光和可见光的组合。电路板648也

可以构造成对可以安装在基部部分612中以发出吸引昆虫的声音的发射器或收发器进行驱

动，其中，发射器或收发器比如为压电扬声器或者其它装置。例如，发射器或收发器可以发

出频率大约在0.5Hz(例如，大型哺乳动物的心率)至240KHz(例如，昆虫所能够发觉的最高

频率)范围内的吸引昆虫的声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5Hz至100KHz范围内。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35Hz至50Khz范围内。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610大约2米半

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610超出大约1米半径的

人发觉不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

[0114] 如所示出的，基部部分612的顶表面634上的向上的突起或轮缘636与诱捕器部分

614接合，用以在使用期间将诱捕器部分614紧固就位，不过可以用下述任何其它形式的附

接装置来替代：该附接装置允许诱捕器部分614以牢固但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

612。

[0115] 在昆虫诱捕器610的操作中，导电插针622被插入到壁式电气插座中，并且开关616

移动至闭合位置。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发出光(如用箭头所表示的，优选地为UV光和可见

光)，该光传导穿过基部部分612中的至少一个开口632，进入到后封闭体646中，并且传导到

后壳体62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628和窗630的后表面650上。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在

基部部分612中并未被操控并且被直接发射到诱捕器部分614中。后壳体626的涂覆成反射

性的内表面628可以包括凹状形状并且可以构造成反射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的UV光

和可见光，以使光均匀地分布到窗630的后表面650上，不过后壳体626的内表面628可以具

有凸状形状或鞍状形状或者形状的组合，或者也可以具有肋或其它特征以使光更均匀地分

布。替代性地，基部部分612可以在基部部分612中的开口632处或开口632附近安装光学增

强件，光学增强件构造成将UV光和/或可见光(例如均匀地、按照具体模式、在焦点处等)分

布到窗630的后表面650上，光学增强件比如为变形透镜(未示出)或任何其它透镜或者透镜

的组合，该光学增强件可以取代后壳体62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628，或者可以增强后

壳体62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628的作用。替代性地，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624的UV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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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可见光可以以倾斜角度(例如，大约0°至90°的锐角)直接照射窗630的后表面650并且

在基部部分612的窗630中遍布且照射到诱捕器部分614的背板638上，并且可以取代后壳体

62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628或安装至基部部分612的透镜，或者可以增强后壳体626的

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628的作用或安装至基部部分612的透镜的作用。该光可以传导穿过

背板638和前表面642上的粘附剂涂层640，并且进入到前封闭体644中。由于基部部分612的

窗630的光散射性质、诱捕器部分614的背板638的光散射性质、背板638的前表面642上的粘

附剂涂层640的光散射性质或者窗630、背板638以及粘附剂涂层640的任意组合的光散射性

质，光可以更均匀地分布。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进入前封闭体644的光的一部分继续穿过前

壳体61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620,并且被发射到安装有诱捕器的区域中。昆虫会受到传

导穿过粘附剂涂层640和/或被传导穿过前壳体61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620的UV光和/或

可见光的吸引，飞入或爬入到一个或更多个开口620中且到达粘附剂涂层640上，在粘附剂

涂层640处，昆虫被困在粘附剂中。用户可以通过透过前壳体618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620

进行察看来观察被诱捕到的昆虫。当诱捕到足够数量的昆虫时，用户可以容易地拆卸并抛

弃整个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614而不会碰触到诱捕到的昆虫、昆虫碎片或粘附剂(在诱捕器

部分614内部而不会被触到)，并且可以用新的诱捕器部分614来更换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

614。新的诱捕器部分614可以具有未用过的涂覆有粘附剂的表面，确保昆虫诱捕器610将继

续高效且有效地吸引和诱捕昆虫。

[0116] 应当理解的是，诱捕器610的益处是诱捕器部分614内的光操控。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操控仅在诱捕器部分614内进行。光操控可以包括反射、折射、偏振和/或散射，并且通

过结合操控性元件或表面(例如，内表面628、窗630、背板638和粘附剂涂层640)而得以实

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光操控使光均匀地分布在粘附剂表面或粘附剂涂层640上。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光被操控成能够例如在粘附剂涂层640上或者在诱捕器部分614内产生预定的

模式，如均匀分布、具有亮度较高的热斑的均匀分布、热斑模式和/或它们的组合。

[0117]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粘附剂材料作为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面的部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压敏粘附剂，比如丙烯酸树脂、丁基橡胶、天然橡胶、腈类、硅树脂、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聚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乙烯醚。通常，这种粘附剂

的厚度应当大约在0.01mm至1mm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粘附剂的厚度大约在0.05mm

至0.2mm范围内，其中，最常使用的厚度约为0.1mm。

[0118] 该构型的昆虫诱捕器610可以适应可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612的多

种不同的诱捕器部分614，每个诱捕器部分614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

种的昆虫。例如，诱捕器部分614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以及诱捕器部分614的前壳体618中的开

口620的尺寸、形状和取向可以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种的昆虫。例

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614大约宽20mm至600mm，高20mm至600mm，深5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614大约宽20mm至200mm，高20mm至200mm，深5mm至

8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614大约宽20mm至130mm，高20mm至130mm，深5mm至

50mm。

[01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612大约宽20mm至600mm，高10mm至150mm，深10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612宽20mm至200mm，高10mm至100mm，深10mm至8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612宽20mm至130mm，高10mm至50mm，深10mm至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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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 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开口620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或尺寸。例如，开口620在形状

上可以是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多边形的和/或椭圆形的。替代性地，开口620可以是具有

平直的、弯曲的或者波状的形状或图案的槽。如果开口620是圆形的，开口620的直径可以约

为0.5mm至3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圆形的开口620的直径约为0.5mm至20m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圆形的开口620的直径约为0.5mm至15mm。如果开口620是槽状的，开口620可以大约

宽2mm至30mm，长5mm至5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620大约宽2mm至20mm，长5mm

至2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120大约宽2mm至15mm，长5mm至100mm。

[012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620覆盖整个诱捕器部分614或者诱捕器部分614的一部

分。例如，开口620可以覆盖诱捕器部分6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至75％的范围。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开口620覆盖诱捕器部分6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5％至5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开口620覆盖诱捕器部分6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0％至30％。

[0122] 图19示出了昆虫诱捕器的第七实施方式的截面图，其中，昆虫诱捕器的第七实施

方式总体上以710表示，图20为图19的一部分的放大图。昆虫诱捕器710包括基部部分712和

可移除的诱捕器部分714。如所示出的，基部部分712包括开关716，开关716能够构造成：通

过由用户根据需要闭合或断开开关716使得昆虫诱捕器710能够被打开或关闭。替代性地，

开关716可以构造成控制其它特征，如光强度、光波长的组合、不同模式或不同频率的闪烁

光、当房间变暗时打开的自动设定、或者例如远程控制设定。基部部分712的后表面770突出

有两个导电插针718(在该视图中，仅示出了两个导电插针718中的一个导电插针)，这两个

导电插针718适于将昆虫诱捕器710安装至墙壁，并且通过将插针718插入到标准的家用壁

式电气插座中而向昆虫诱捕器710提供电力。替代性地，基部部分712可以构造成坐置或悬

挂于任何期望的位置并且接收来自安装在基部部分712中的电池(未示出)的电力。尽管描

述了电气插座和电池向诱捕器710提供电力，但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电源。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基部部分712的顶表面720中设置有槽722，并且顶表面720的周缘上设置有朝上的突起

724。

[0123] 诱捕器部分714包括前壳体726、分隔件730、后壳体736、诸如一个或更多个LED 

740之类的发光元件、以及电气诱捕器触头742，其中，前壳体726具有至少一个开口728。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分隔件730由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构造，并且在前表面734上涂覆有透明

或半透明的粘附剂732。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分隔件730的材料和厚度以及粘附剂732的材料

和厚度选择成能够传导很大比例的UV光和/或可见光，例如，大于60％的光被传导穿过分隔

件730和粘附剂732。在一些实施方式中，LED  740包括发射出紫外(UV)光的LED和发射出可

见光(例如，蓝光)的LED。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发光元件发射出波长的组合以模拟太阳光。如

所示出的，一个或更多个LED  740中的每个LED均设置有两个电气诱捕器触头742。因而，每

对诱捕器触头742电连接至其各自的LED  740。

[01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后壳体736包括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738。替代性地，后壳体

736的材料和表面光洁度可以构造成反射UV光和/或可见光而不需要反射涂层。前壳体726

和后壳体736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材料构造，包括热成形不透明的塑性材料，或者其它不透

明、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比如纸、纸板、卡纸板或纸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前壳体726和后

壳体736通过注射成型或者通过其它适合的制造技术而制成。

[0125] 如所示出的，分隔件730是大致扁平的，不过分隔件730可以形成为凸状、凹状或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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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轮廓或者轮廓的组合以优化光的分布。替代性地，分隔件730可以包括肋或其它特征，所

述肋或所述其它特征增大涂覆有粘附剂的表面面积，产生交替的亮/暗区域(一些昆虫物种

觉得交替的亮/暗区域有吸引力)，并且有助于使吸引昆虫的光传导到诱捕器部分714的内

部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前壳体726在内表面上涂覆有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粘附剂以

提供额外的昆虫诱捕效率和能力。另外，前壳体726可以在内表面上的粘附剂涂层下面具有

反射涂层，以增强其对昆虫的吸引力并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效率和效力。前壳体726、分隔

件730和后壳体736可以在其周缘处用粘附剂被连接在一起，不过前壳体726、分隔件730和

后壳体736也可以通过其它常用的封装组装技术(比如超声波熔接或RF密封)或者任何其它

适合的组装方法被连接。

[0126] 诱捕器部分714的材料还可以包括昆虫引诱剂。例如，诱捕器部分714可以浸入有

山梨糖醇、鞘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西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brevicomin)、谷蠹引诱剂

(dominicalure)、南部松小蠹集合信息素(frontalin)、棉象甲性诱剂(grandlure)、齿小蠹

二烯醇(ipsdienol)、齿小蠹烯醇(ipsenol)、日本丽金龟性诱剂(japonilure)、三甲基二氧

三环壬烷(lineatin)、megatomoic  acid、multistriatin、oryctalure、食菌甲诱醇和

trunc-call)、双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ceralure、诱蝇酮(cue-lure)、latilure、诱杀酯

(medlure)、moguchun、诱虫烯(muscalure)和地中海实蝇性引诱剂(trimedlure)、同翅目昆

虫引诱剂(包括rescalure)、鳞翅目昆虫引诱剂(包括雌舞毒蛾引诱剂(disparlure))、直链

鳞翅目昆虫信息素(包括codlelure、红铃虫性引诱剂(gossyplure)、棉红蛉虫性诱剂

(hexalure)、litlure、粉纹夜蛾性诱剂(looplure)、orfralure和ostramone)以及其它昆虫

引诱剂(比如丁子香酚、甲基丁子香酚(methyl  eugenol)和地中海果蝇引诱剂(siglure))

或者用以提供这样的气味的其它物质：该气味进一步提高昆虫诱捕器110吸引昆虫的效率。

在这种实施方式中，昆虫引诱剂与诱捕器部分714是一体的。替代性地，昆虫引诱剂可以嵌

入在单独元件中，该元件安装在前壳体726的内表面上、或者安装穿过前壳体726中的开口

728、或者安装在分隔件730的前表面734上。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7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

能够发觉到所述引诱剂。如所示出的，分隔件730将诱捕器部分714分成前封闭体744和后封

闭体746。

[012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712包括电路板748，电路板748具有用于执行命令的

可编程处理器或芯片(未示出)，电路板748电连接至导电插针718、开关716以及电气基部触

头750。然而，为了清楚起见，并未示出所有的电气连接。尽管示出了基部部分712中用于诱

捕器部分714中的LED  740中的每个LED的两个基部触头750，但可以使用任意适合的数目。

基部触头750可以构造成当诱捕器部分714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712时提供与诱

捕器触头742的电气连接。电路板748可以包括这样的电子电路：该电子电路用以接收来自

导电插针718的普通的家用电流，对开关716的位置进行响应，并且向基部触头750提供电

力，而基部触头750又在诱捕器部分714安装至基部部分712时向诱捕器触头742提供电力，

并且点亮诱捕器部分714中的LED  74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电路板748可以包括当开关716

处于闭合位置并且诱捕器部分714安装至基部部分712时向一个或更多个LED  740提供稳定

电压的能量稳定器，比如全波整流电路或者任何其它电路，不过电路板748也可以向一个或

更多个LED  740提供变化的电压以提供闪烁光——一些物种的昆虫觉得闪烁光有吸引力。

例如，大约在0.05Hz(例如，用以模拟大型哺乳动物的呼吸速率)至250Hz(例如，已知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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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家蝇的最高闪烁频率)范围内的光闪烁频率会是理想的，并且发光元件可以构造成在

该范围内闪烁。电路板748可以向用以提供UV光和可见光的一个或更多个LED  740提供电

力，不过电路板748可以构造成仅向一个或更多个UV  LED  740或者仅向一个或更多个可见

光LED  740提供电力，或者可以构造成提供可变的电力以产生闪烁的UV光和可见光的组合。

电路板748也可以构造成对可以安装在基部部分112中以发出吸引昆虫的声音的发射器或

收发器进行驱动，其中，发射器或收发器比如为压电扬声器(未示出)或者其它装置。例如，

发射器或收发器可以发出频率大约在0.5Hz(例如，大型哺乳动物的心率)至240KHz(例如，

昆虫所能够发觉的最高频率)范围内的吸引昆虫的声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

5Hz至100KHz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频率大约在35Hz至50Khz范围内。所期望的是，

距诱捕器710大约2米半径的昆虫能够发觉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所期望的是，距诱捕器

710大于大约1米半径的人发觉不到这种吸引昆虫的声音。

[012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712在顶表面720中包括槽722和突起724，槽722和突

起724构造成与诱捕器部分714接合以在使用期间将诱捕器部分714紧固就位，不过可以用

下述任何其它形式的附接装置来替代：该附接装置允许诱捕器部分714以牢固但移除的方

式安装至基部部分712。

[0129] 在昆虫诱捕器710的操作中，导电插针718被插入到壁式电气插座中，开关716移动

至闭合位置，并且诱捕器部分714安装至基部部分712。一个或更多个LED  740发射出光(如

用箭头所表示的，优选地为UV光和可见光)，该光被传导到后封闭体746中，并且被传导到后

壳体73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738以及分隔件730的后表面752上。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光在基部部分712中并未被操控并且被直接发射到诱捕器部分714中。后壳体736的涂覆成

反射性的内表面738可以是凹状形状并且可以构造成反射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740的UV

光和/或可见光，以使光均匀地分布到分隔件730的后表面752上，不过后壳体736的内表面

738的形状可以具有凸状形状或鞍状形状或者形状的组合，或者后壳体736的内表面738也

可以具有肋(未示出)或其它特征以使光更均匀地分布。替代性地，可以在接近LED  740处或

LED  740上方将光学增强件安装于后壳体736，或者将光学增强件安装于LED740，光学增强

件构造成将UV光和可见光(例如均匀地、按照具体模式、在焦点处等)分布到分隔件730的后

表面752上，光学增强件比如为变形透镜(未示出)或任何其它透镜或者透镜的组合，该光学

增强件可以取代后壳体73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738，或者可以增强后壳体736的涂覆

成反射性的内表面738的作用。替代性地，来自一个或更多个LED  740的UV光和/或可见光可

以以倾斜角度(例如，大约0°至90°的锐角)直接照射分隔件730的后表面752并且在分隔件

730中遍布，并且可以取代后壳体73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738或安装至后壳体736或

LED  740的透镜，或者可以增强后壳体736的涂覆成反射性的内表面738的作用或安装至后

壳体736或LED  740的透镜的作用。该光可以传导穿过分隔件730和前表面734上的粘附剂涂

层732，进入到前封闭体744中。由于分隔件730的光散射性质、前表面734上的粘附剂涂层

732的光散射性质或者这两者的光散射性质，光可以更均匀地分布。进入前封闭体744的光

的一部分继续穿过前壳体726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728，并且被发射到安装有诱捕器710

的区域中。昆虫会受到传导穿过粘附剂涂层732和/或传导穿过前壳体726中的一个或更多

个开口728的UV光和/或可见光的吸引，飞入或爬入到一个或更多个开口728中且到达粘附

剂涂层732上，在粘附剂涂层732处，昆虫被困在粘附剂中。用户可以通过透过前壳体72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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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或更多个开口728进行察看来观察诱捕到的昆虫。当诱捕到足够数量的昆虫时，用户

可以容易地拆卸并抛弃整个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714而不会碰触到诱捕到的昆虫、昆虫碎

片或粘附剂(在诱捕器部分714内部而不会被触到)，并且可以用新的诱捕器部分714来更换

使用过的诱捕器部分714。新的诱捕器部分714可以具有未用过的涂覆有粘附剂的表面和光

引导表面，确保昆虫诱捕器710将继续高效且有效地吸引和诱捕昆虫。

[0130] 应当理解的是，诱捕器710的益处是诱捕器部分714内的光操控。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光操控仅在诱捕器部分714内进行。光操控可以包括反射、折射、偏振和/或散射，并且通

过结合操控性元件或表面(例如，内表面738、分隔件730和粘附剂涂层732)而得以实现。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光操控在粘附剂表面或粘附剂涂层上产生均匀的光分布。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光被操控成能够例如在粘附剂涂层上或者在诱捕器部分714内产生预定的模式，如均

匀分布、具有亮度较高的热斑的均匀分布、热斑模式和/或它们的组合。

[0131]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粘附剂材料作为用于诱捕昆虫的粘附剂表面的部分。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压敏粘附剂，比如丙烯酸树脂、丁基橡胶、天然橡胶、腈类、硅树脂、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聚乙烯-乙烯/丙烯、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乙烯醚。通常，这种粘附剂

的厚度应当大约在0.01mm至1mm范围内。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该粘附剂的厚度大约在0.05mm

至0.2mm范围内，其中，最常使用的厚度约为0.1mm。

[0132] 该构型的昆虫诱捕器710可以适应可以以可移除的方式安装至基部部分712的多

种不同的诱捕器部分714，每个诱捕器部分714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或多个物

种的昆虫。例如，诱捕器部分714的整体尺寸和形状、诱捕器部分714的前壳体726中的开口

728的尺寸、形状和取向以及LED  740的波长和亮度可以独特地构造成吸引和诱捕特定物种

或多个物种的昆虫。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714大约宽20mm至600mm，高20mm

至600mm，深5mm至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714大约宽20mm至200mm，高20mm至

200mm，深5mm至8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714大约宽20mm至130mm，高20mm至

130mm，深5mm至50mm。

[013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712大约宽20mm至600mm，高10mm至150mm，深10mm至

15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712宽20mm至200mm，高10mm至100mm，深10mm至80m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712宽20mm至130mm，高10mm至50mm，深10mm至50mm。

[0134] 如本文中所设置的，开口728可以具有各种形状和/或尺寸。例如，开口728在形状

上可以是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多边形的和/或椭圆形的。替代性地，开口728可以是具有

平直的、弯曲的或者波状的形状或图案的槽。如果开口728是圆形的，开口728的直径可以约

为0.5mm至3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圆形的开口728的直径约为0.5mm至20m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圆形的开口728的直径约为0.5mm至15mm。如果开口728是槽状的，开口728可以大约

宽2mm至30mm，长5mm至5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728大约宽2mm至20mm，长5mm

至200m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槽状的开口728大约宽2mm至15mm，长5mm至100mm。

[013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开口728覆盖整个诱捕器部分714或者诱捕器部分714的一部

分。例如，开口728可以覆盖诱捕器部分7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至75％的范围。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开口728覆盖诱捕器部分7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5％至5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开口728覆盖诱捕器部分714的表面面积的大约10％至30％。

[0136] 图21为昆虫诱捕器的第八实施方式的立体图，其中，昆虫诱捕器的第八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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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以810表示。昆虫诱捕器810包括诱捕器部分814和基部部分812。在图21中，诱捕器部

分814示出为从基部部分812上取下。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器部分814包括从底表面850

向下突出的凸片818。基部部分812可以具有相对应的开口824(如图23所示)用以在诱捕器

部分814安装至基部部分812时接纳凸片818。如所示出的，基部部分812包括开关816。

[0137] 图22为昆虫诱捕器810的截面图，其示出诱捕器部分814安装至基部部分812，图23

为图22的一部分的放大图。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部部分812包括电路板822，电路板822具

有用于执行命令的可编程处理器或芯片(未示出)，电路板822构造成向期望的部件(例如，

开关816、LED  826等)提供电力和指令。然而，为了清楚起见，并未示出所有的电气连接。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电路板822包括安装在其上的对接开关或者诱捕器开关820。诱捕器部分

814上的凸片818可以突出穿过基部部分812中的相对应的开口824，并且在诱捕器部分814

安装至基部部分812时与电气诱捕器开关820接合。诱捕器开关820可以构造成当诱捕器部

分814上的凸片818与诱捕器开关820接合时闭合，并且可以构造成当凸片818抬离诱捕器开

关820时(例如，当诱捕器部分814从基部部分812上取下时)断开。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诱捕

器开关820构造成响应于来自诱捕器部分814上的凸片818的压力而激活。替代性地，诱捕器

开关820可以构造成响应于凸片818在诱捕器部分814上移位而激活。替代性地，诱捕器开关

820可以构造为光学开关，以在光束被诱捕器部分814的凸片818切断时闭合，或者可以构造

为霍尔效应传感器，以在接近诱捕器部分814上的磁体时闭合，或者可以构造为在诱捕器部

分814安装至基部部分812或者从基部部分812中取下时打开或关闭的任何其它开关或传感

器。

[0138] 诱捕器开关820电连接至电路板822和/或开关816，使得在诱捕器部分814从基部

部分812上取下时停用光学元件比如UV光和/或可见光LED  826，由此，防止用户直接看到来

自LED  826的UV光和/或可见光。替代性地，诱捕器开关820可以电连接至电路板822和/或开

关816，使得在诱捕器部分814从部分812中拆下时仅停用UV  LED  826。

[0139] 考虑到可以应用本论述的原理的许多可能的实施方式，应当认识到，本文中参照

附图所描述的实施方式意在仅为说明性的，而不应当被认为限定权利要求的范围。例如，尽

管为了简单起见描述了相对于来自LED的光的主方向的角度测量值，但角度也能够是相对

于竖向轴线的。另外，对于实施方式中的每个实施方式，壳体的前部(或者整个壳体或者整

个诱捕器部分)可以形成为具有各种装饰性和/或功能性形状。例如，壳体可以成形为类似

于花或植物，或者贝壳，或者公司标志，或者运动队标志，或者足球，或者篮球，或者英式足

球，或者冰球，或者橄榄球头盔，或者曲棍球球棍，或者任何其它形状。即使并未明确地示

出，但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的每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也可以包括来自其它实施方式的元件。因

此，如本文中描述的技术设想了可属于所附利要求及其等效方案的范围内的所有的这种实

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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