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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植物保护领域和昆虫饲养技术

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

装置，并进一步公开了一种利用该装置进行室内

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本发明所述用于室内饲

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通过在饲养容器内模拟果

实形状和寄生蜂寄主的过程进行设计，而本发明

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利用该装置进

行寄生蜂的饲养，有效提高了寄生蜂的寄生率和

出蜂量，以满足瓜果种植领域害虫的防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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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寄生蜂繁殖的饲养容

器(1)，所述饲养容器(1)内悬空设置有适宜于寄生蜂繁殖的寄生介质(3)；所述寄生介质

(3)为混有果蝇寄主及寄主饲料的球型结构的琼脂基质；

所述寄生介质(3)包括琼脂球(5)以及包覆于所述琼脂球(5)外层的混有果蝇寄主及寄

主饲料的介质包覆层(4)；

所述寄生介质(3)的直径为8‑10cm，所述琼脂球(5)为直径6‑8cm，所述介质包覆层(4)

的厚度为1‑2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寄生介质

(3)盛装于可伸缩性网袋(2)中，并悬挂于所述饲养容器(1)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果蝇寄主

为黑腹果蝇的老熟幼虫。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寄主饲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香蕉100‑130重量份、苹果100‑130重量份、香蕉玉米粉

40‑50重量份、蔗糖20‑25重量份、酵母粉20‑25重量份、防腐剂1‑2重量份、以及琼脂8‑10重

量份。

5.一种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将寄生蜂置于权利要求1‑4任一

项所述的装置中进行扩大繁殖的步骤。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并人工饲养至其羽化出寄生蜂后作为寄生蜂虫种待

扩繁，备用；

(2)按照选定成分和比例制得所述寄主饲料，并利用所述寄主饲料进行所述果蝇寄主

的饲养，并将混有所述果蝇寄主的所述寄主饲料包覆于琼脂球外层，制得所述寄生介质并

悬挂于所述饲养容器内；

(3)将步骤(1)中获得的寄生蜂置于所述饲养容器内进行扩繁饲养，寄生蜂产卵结束后

会死亡；

(4)将所述寄生蜂饲养至15‑20天后，将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进行扩

繁。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

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控制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60％，光照时间16L：8D。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所述寄生介质的制备具体包括：

称取选定量的香蕉和苹果，混合后制成泥状，并与选定量的香蕉玉米粉、蔗糖、酵母粉、

防腐剂、及琼脂混匀，置于托盘中冷却至半固体；

将得到的寄生饲料半固体置于笼子中，并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进行繁殖；

待黑腹果蝇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繁殖3‑4天，待其发育为老熟

幼虫，即得到混有所需果蝇寄主的寄生饲料混合物；

将所得的混有果蝇寄主的寄生饲料的混合物包覆于琼脂球表面，制成球型结构的所需

的寄生介质。

9.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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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述黑腹果蝇与所述寄生蜂的投放数量比为40‑60：1‑1.5，且控制投放的所述寄生蜂的

雌雄数量比例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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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保护领域和昆虫饲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室内饲养果蝇

寄生蜂的装置，并进一步公开了一种利用该装置进行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果蝇食性广泛，生长环境特殊，喜阴暗潮湿的栖息场所，对酸甜和腐败气味具有明

显趋性，可为害多种瓜果蔬菜及许多植物的多汁器官，是重要的农业害虫。研究表明，在蓝

莓、黑莓、樱桃、草莓、李子、桃子、葡萄、无花果、猕猴桃和梨等多种浆果及核果类水果的栽

培过程中，斑翅果蝇和黑腹果蝇的危害不容忽视。例如，斑翅果蝇可在新鲜葡萄上产卵，其

产卵造成的机械损伤以及幼虫孵化后取食导致的果实变软，均会引起葡萄的腐烂，滋生大

量微生物，并引起黑腹果蝇的大量产卵、严重影响水果的产量和质量，甚至造成绝产。因此，

对果蝇的防治工作对于瓜果的种植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综合防治意识

的增强，单纯的农药防治已逐渐显露其危害，而利用自然天敌进行生物防治越来越被接受

和使用。因此，在害虫综合防治管理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天敌昆虫对果蝇类害虫进行种群控

制。

[0003] 毛角锤角细蜂Trichopria  drosophilae  Perkins，属膜翅目锤角细蜂科，是果蝇

老熟幼虫的主要寄生蜂，其寄主范围广，如果进行大量繁殖并进行释放，可对果蝇的防治有

明显的控制作用。研究表明，发育自黑腹果蝇蛹的毛角锤角细蜂羽化率和寄生效率较高，并

且具有寿命长、繁殖能力强的优势，是防治果蝇方面的良好资源。若能大规模扩繁毛角锤角

细蜂，对于实际生产中提高害虫防治的效果有重要的意义。

[0004] 但目前，国内外关于果蝇寄生蜂的饲养存在技术上的障碍，传统饲养方法中，由于

湿度的不可控性与饲养环境的恶化，导致寄生蜂死亡率较高，因此，现有技术中并没有开发

出较为有效的适宜于室内大量饲养寄生蜂的方法。因此，开发出一种适宜于室内饲养果蝇

寄生蜂的装置及饲养方法，对于提高果蝇寄生蜂的寄生率和出蜂量，以及对瓜果种植害虫

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此，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

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死亡率较高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利用上述装置饲养果蝇寄生蜂

的方法，该方法以黑腹果蝇为寄主，通过模拟果实形状以及与饲料介质混合，并利用悬挂式

饲养的方法进行饲养。使得寄生蜂的寄生率、出蜂量有了较大的提高，为供试寄生蜂的使用

以及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包括

用于寄生蜂繁殖的饲养容器，所述饲养容器内悬空设置有适宜于寄生蜂繁殖的寄生介质；

所述寄生介质为混有果蝇寄主及寄主饲料的球型结构的琼脂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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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寄生介质包括琼脂球以及包覆于所述琼脂球外层的混有果蝇寄主及寄主饲

料的介质包覆层。

[0009] 所述琼脂球优选为直径6‑8cm，而所述介质包覆层的厚度优选为1‑2cm，即所述寄

生介质的直径优选为8‑10cm，此厚度既保证人工饲料的湿度，又可防止由于琼脂过多湿度

过大导致人工饲料霉变。

[0010] 所述寄生介质盛装于可伸缩性网袋中，并悬挂于所述饲养容器中。

[0011] 所述可伸缩性网袋所用的纱布为普通的医用纱布，成本低，易获得。相比较尼龙纱

布而言，柔韧性更强，可将模拟果实紧紧包裹，便于果蝇幼虫钻出化蛹，也便于寄生蜂寄生，

提高寄生率。

[0012] 所述果蝇寄主为黑腹果蝇的老熟幼虫。

[0013] 采用黑腹果蝇幼虫作为寄主时，选择的龄期为老熟幼虫，根据前期实验结果发现，

寄生蜂的最佳寄主虫态是介于老熟幼虫和蛹的中间阶段，且此阶段较短，平均时间为0.5

天，因此以老熟幼虫作为寄主状态，可提高寄生效率。

[0014] 所述寄主饲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香蕉100‑130重量份、苹果100‑130重量份、

香蕉玉米粉40‑50重量份、蔗糖20‑25重量份、酵母粉20‑25重量份、防腐剂1‑2重量份、以及

琼脂8‑10重量份。

[0015] 所述防腐剂优选为现有技术中已知的食品防腐剂即可，例如可优选为山梨酸钾。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包括将寄生蜂置于所述的装置

中进行扩大繁殖的步骤。

[0017] 具体的，所述的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并人工饲养至其羽化出寄生蜂后作为寄生蜂虫

种待扩繁，备用；

[0019] (2)按照选定成分和比例制得所述寄主饲料，并利用所述寄主饲料进行所述果蝇

寄主的饲养，并将混有所述果蝇寄主的所述寄主饲料包覆于琼脂球外层，制得所述寄生介

质并悬挂于所述饲养容器内；

[0020] (3)将步骤(1)中获得的寄生蜂置于所述饲养容器内进行扩繁饲养，寄生蜂产卵结

束后会死亡；

[0021] (4)将所述寄生蜂饲养至15‑20天后，将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进

行扩繁。

[0022] 所述步骤(1)中，所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控制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

60％，光照时间16L：8D。

[0023] 所述步骤(2)中，所述寄生介质的制备具体包括：

[0024] 称取选定量的所述香蕉和苹果，混合后用制成泥状，并与选定量的所述香蕉玉米

粉、蔗糖、酵母粉、防腐剂、及琼脂混匀，置于托盘中冷却至半固体，；

[0025] 将得到的寄生饲料半固体置于笼子中，并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进行繁

殖；待黑腹果蝇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繁殖3‑4天，待其发育为老

熟幼虫，即得到混有所需果蝇寄主的寄生饲料混合物；

[0026] 将所得的混有果蝇寄主的寄生饲料的混合物包覆于琼脂球表面，制成球型结构的

所需的寄生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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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上述饲养黑腹果蝇老熟幼虫的过程，只允许成虫产卵24h，这是因为，黑腹果蝇产

卵高峰期时，24小时每雌可产卵30‑40粒，由此，便于粗略统计托盘中卵孵化后的幼虫数量，

可根据幼虫的需求决定放置黑腹果蝇成虫的数量。

[0028] 上述饲养果蝇的人工饲料所用的托盘厚度不超过1cm，可保证在包裹琼脂球，制作

模拟果实状的寄生介质时，黑腹果蝇的幼虫在“果实”的外层，便于寄生蜂寄生。

[0029] 所述步骤(3)中，所述黑腹果蝇与所述寄生蜂的投放数量比为40‑60：1‑1.5，且控

制投放的所述寄生蜂的雌雄数量比例为1‑3：1，在饲养过程中，通过对上述参数比例进行量

化，可有效提高种群繁衍速度。

[0030] 本发明所述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通过在饲养容器内模拟果实形状和

寄生蜂寄主的过程进行设计，将混有寄生果蝇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悬空设置于所述饲养

容器内，以模拟寄生蜂的生活习性，有效提高了寄生蜂的寄生率和出蜂量；并且通过将所述

寄生介质设计为球型结构，有效增大了寄生蜂寻找寄主的面积和几率，进一步提高了寄生

蜂的寄生率。并且，本发明所述饲养装置所用材料成本均较低，易获得，操作简单，对饲养人

员没有很高的技术要求，适宜于大规模的推广。

[0031] 本发明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利用上述饲养装置模拟寄生蜂的生活习

性，并将黑腹果蝇幼虫和寄生蜂的数量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可减少昆虫资源的浪费，不仅操

作简单，成本低，有效提高饲养规模，提高了寄生蜂的寄生率，提高了在昆虫饲养领域的应

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使本发明的内容更容易被清楚的理解，下面根据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

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其中，

[0033] 图1为本发明所述饲养果蝇寄生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所述可伸缩性网袋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2中A、B分别表示所述网袋

在装入所述寄生介质前后的结构形态；

[0035] 图中附图标记表示为：1‑饲养容器，2‑网袋，3‑寄生介质，4‑介质包覆层，5‑琼脂

球，6‑网盖，7‑纱布，8‑拉绳，9‑悬挂铁丝，10‑滤纸。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如图1所示的装置结构，本发明所述用于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装置，包括饲养容

器1，所述饲养容器1的开口端设置有网盖6，所述网盖6的孔隙以使得果蝇寄主和寄生蜂均

无法飞出所述饲养容器为宜。

[0037] 如图1所示的结构中，所述饲养容器1的顶端还设置有悬挂铁丝9，所述悬挂铁丝9

处悬挂设置有寄生介质3，所述寄生介质3为混有果蝇寄主及寄主饲料的球型结构的琼脂基

质，用于所述寄生蜂的扩繁之用。本发明所述饲养装置中，所述寄生介质3盛装于可伸缩性

网袋2中，实现所述寄生介质3的悬空设置。如图2所示的网袋2的结构中，所述网袋2包括形

成盛装所述寄生介质3的纱布7，并在所述网袋2的收口位置处设置有拉绳8，一方面用于实

现所述寄生介质3装入后的收口，同时也通过将所述拉绳8悬挂于所述悬挂铁丝9上，实现所

述寄生介质3的悬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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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而本发明所述可伸缩性网袋2中所用的纱布7为普通的医用纱布即可，相比较尼龙

纱布而言，柔韧性更强，可将模拟果实紧紧包裹，便于果蝇幼虫钻出化蛹，也便于寄生蜂寄

生，提高寄生率。

[0039] 如图1所示的结构中，所述寄生介质3为球型结构，其内层为琼脂球5，所述琼脂球5

的外层包覆有混有果蝇寄主及寄主饲料的介质包覆层4。所述琼脂球优选为直径6‑8cm，而

所述介质包覆层的厚度优选为1‑2cm，即所述寄生介质的直径优选为8‑10cm，此厚度既保证

人工饲料的湿度，又可防止由于琼脂过多湿度过大导致人工饲料霉变。

[0040] 所述寄生介质3中，所述果蝇寄主优选为黑腹果蝇的老熟幼虫，所述寄主饲料优选

为现有技术中适宜于果蝇寄生蜂繁殖的饲料即可，并通过添加琼脂以形成可凝固的介质包

覆层4。本发明所述饲养装置中，所述寄主饲料优选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香蕉100‑130重

量份、苹果100‑130重量份、香蕉玉米粉40‑50重量份、蔗糖20‑25重量份、酵母粉20‑25重量

份、防腐剂1‑2重量份、以及琼脂8‑10重量份。

[0041] 本发明所述饲养装置中，所述寄生介质3的制备过程具体可包括如下步骤：

[0042] 称取香蕉100‑130重量份、苹果100‑130重量份，将其混合后用榨汁机制成泥状；另

行称取香蕉玉米粉40‑50重量份、蔗糖20‑25重量份、酵母粉20‑25重量份、防腐剂1‑2重量

份、以及琼脂8‑10重量份，与制备好的香蕉泥和苹果泥混合后备用；

[0043] 将上述制备好的寄生饲料铺在30‑50cm宽、50‑80cm长的托盘中，控制厚度不高于

1cm，待冷却成为半固体后，放置于相应大小的笼子中，并控制笼子网罩的目数为60目，防止

果蝇逃逸；随后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待黑腹果蝇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相同

条件的养虫室中，于3‑4天后，待其发育为老熟幼虫，得到混有寄生饲料和寄生果蝇的混合

基质；

[0044] 取直径为6‑8cm的琼脂球5，并利用球形模具，将所得的混有寄生饲料和寄生果蝇

的混合基质包覆于所述琼脂球表面形成所述介质包覆层4，控制所述介质包覆层4的厚度为

2cm左右，得到所需的球型寄生介质3；

[0045] 将制得的所述寄生介质装入可伸缩网袋中，拉紧拉绳8后悬挂于所述饲养容器1上

方的悬挂铁丝9上，并在所述饲养容器1的底部处放置一张滤纸10，即可。

[0046] 本发明下述各实施例中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中，均采用上述如图1‑2

所示结构的饲养装置进行。

[0047] 实施例1

[0048] 本实施例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基于图1‑2中所示结构的饲养装置进

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9]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在适宜条件的养虫室内放置于笼子中，待其羽化

出寄生蜂后作为扩繁来源；控制所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

60％，光照时间16L：8D；

[0050] (2)制备人工饲料：称取香蕉120g、苹果120g，将其混合后用榨汁机制成泥状；另行

称取香蕉玉米粉45g、蔗糖22g、酵母粉22g、防腐剂(山梨酸钾)1.5g、琼脂9g，与制备好的香

蕉泥和苹果泥混合后，备用；

[0051] 将制备好的人工饲料铺在40cm宽、65cm长的托盘中，控制厚度不高于1cm，冷却成

为半固体后，放置于相应大小的笼子中，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50对，控制笼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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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的目数为60目，防止果蝇逃逸；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养虫室中，于3‑4天后，待其发

育为老熟幼虫，经检测，其数量约为1500‑2000头，进而得到含有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

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

[0052] 选取直径为8cm的琼脂球(形成琼脂球的浓度为2.5％)，利用球形模具将上述含有

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包覆于所述琼脂球的外侧，控制所述介质包

覆层的厚度为2cm左右，即制得所述寄生介质的直径为10cm左右；将上述制得的寄生介质一

分为四，每份中包含黑腹果蝇老熟幼虫约400‑500头，其分别包裹在琼脂球的外层周围；然

后将所述寄生介质装入可伸缩网袋中，拉紧后分别悬挂于4个相同结构和尺寸的饲养容器

上方的悬挂铁丝上，并在所述装置的底部各放置一张滤纸，即为4个平行重复样；

[0053] (3)在每个饲养装置中，放置10对寄生蜂(控制雌雄蜂的数量比例为1：1)，放置于

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3‑4天后，将存活的寄生蜂更换新的饲养装置，直至寄生蜂产卵结束

后死亡；

[0054] (4)15‑20天后，将每个饲养装置中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扩繁。

[0055] 实施例2

[0056] 本实施例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基于图1‑2中所示结构的饲养装置进

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7]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在适宜条件的养虫室内放置于笼子中，待其羽化

出寄生蜂后作为虫种待扩繁；控制所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

60％，光照时间16L：8D；

[0058] (2)制备人工饲料：称取香蕉100g、苹果130g，将其混合后用榨汁机制成泥状；另行

称取香蕉玉米粉40g、蔗糖25g、酵母粉20g、防腐剂(山梨酸钾)2g、琼脂8g，与制备好的香蕉

泥和苹果泥混合后，备用。

[0059] 将制备好的人工饲料铺在40cm宽、65cm长的托盘中，控制厚度不高于1cm，冷却成

为半固体后，放置于相应大小的笼子中，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30对，笼子网罩的

目数为60目，防止果蝇逃逸；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于3‑4天后，

待其发育为老熟幼虫，经检测，其数量约为900‑1200头，进而得到含有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

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

[0060] 选取直径为8cm的琼脂球(形成琼脂球的浓度为2.5％)，利用球形模具将上述含有

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包覆于所述琼脂球的外侧，控制所述介质包

覆层的厚度为2cm左右，即制得所述寄生介质的直径为10cm左右；将上述制得的寄生介质一

分为四，每份包含黑腹果蝇老熟幼虫250‑300头，分别包裹在琼脂球的周围；然后将所述寄

生介质装入可伸缩网袋中，拉紧后分别悬挂于4个相同结构和尺寸的饲养容器上方的悬挂

铁丝上，并在所述装置的底部各放置一张滤纸，即为4个平行重复样；

[0061] (3)在每个饲养装置中，放置5对寄生蜂(控制雌雄蜂的数量比例为1.5：1)，放置于

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3‑4天后，将存活的寄生蜂更换新的饲养装置，寄生蜂产卵结束后会

死亡；

[0062] (6)15‑20天后，将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扩繁。

[0063] 实施例3

[0064] 本实施例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基于图1‑2中所示结构的饲养装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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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65]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在适宜条件的养虫室内放置于笼子中，待其羽化

出寄生蜂后作为虫种待扩繁；控制所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

60％，光照时间16L：8D；

[0066] (2)制备人工饲料：称取香蕉130g、苹果100g，将其混合后用榨汁机制成泥状；另行

称取香蕉玉米粉50g、蔗糖20g、酵母粉25g、防腐剂(山梨酸钾)1g、琼脂10g，与制备好的香蕉

泥和苹果泥混合后备用；

[0067] 将制备好的人工饲料铺在30‑50cm宽、50‑80cm长的托盘中，厚度不高于1cm，冷却

成为半固体后，放置于相应大小的笼子中，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50对，笼子网罩

的目数为60目，防止果蝇逃逸；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3‑4天后，

待其发育为老熟幼虫，经检测，其数量约为1500‑2000头，进而得到含有所述黑腹果蝇老熟

幼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

[0068] 选取直径为6cm的琼脂球(形成琼脂球的浓度为2.5％)，利用球形模具将上述含有

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包覆于所述琼脂球的外侧，控制所述介质包

覆层的厚度为2cm左右，即制得所述寄生介质的直径为8cm左右；将上述制得的寄生介质一

分为五，每份包含黑腹果蝇老熟幼虫300‑400头，分别包裹在琼脂球的周围；然后将所述寄

生介质装入可伸缩网袋中，拉紧后分别悬挂于4个相同结构和尺寸的饲养容器上方的悬挂

铁丝上，并在所述装置的底部各放置一张滤纸，即为5个平行重复样；

[0069] (3)在每个饲养装置中，放置8对寄生蜂(控制雌雄蜂的数量比例为3：1)，放置于相

同条件的养虫室中，3‑4天后，将存活的寄生蜂更换新的饲养装置，寄生蜂产卵结束后会死

亡；

[0070] (4)15‑20天后，将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扩繁。

[0071] 比较例1

[0072] 本比较例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其区别仅在于所述寄

生介质不设置于所述网袋内，而是置于所述饲养容器的底部位置处，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73]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在适宜条件的养虫室内放置于笼子中，待其羽化

出寄生蜂后作为虫种待扩繁；控制所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

60％，光照时间16L：8D；

[0074] (2)制备人工饲料：称取香蕉120g、苹果120g，将其混合后用榨汁机制成泥状；另行

称取香蕉玉米粉45g、蔗糖22g、酵母粉22g、防腐剂(山梨酸钾)1.5g、琼脂9g，与制备好的香

蕉泥和苹果泥混合后，备用；

[0075] 将制备好的人工饲料铺在40cm宽、65cm长的托盘中，控制厚度不高于1cm，冷却成

为半固体后，放置于相应大小的笼子中，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50对，控制笼子网

罩的目数为60目，防止果蝇逃逸；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养虫室中，于3‑4天后，待其发

育为老熟幼虫，经检测，其数量约为1500‑2000头，进而得到含有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

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

[0076] 选取直径为8cm的琼脂球(形成琼脂球的浓度为2.5％)，利用球形模具将上述含有

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包覆于所述琼脂球的外侧，控制所述介质包

覆层的厚度为2cm左右，即制得所述寄生介质的直径为10cm左右；将上述制得的寄生介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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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每份中包含黑腹果蝇老熟幼虫约400‑500头，其分别包裹在琼脂球的外层周围；然

后将所述寄生介质平铺于所述寄生容器的瓶底位置处；

[0077] (3)在每个饲养瓶中，放置10对寄生蜂(控制雌雄蜂的数量比例为1：1)，放置于相

同条件的养虫室中，3‑4天后，将存活的寄生蜂更换新的饲养装置，寄生蜂产卵结束后会死

亡；

[0078] (4)15‑20天后，将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扩繁。

[0079] 比较例2

[0080] 本比较例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基于图1‑2中所示结构的饲养装置进

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81]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在适宜条件的养虫室内放置于笼子中，待其羽化

出寄生蜂后作为虫种待扩繁；控制所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

60％，光照时间16L：8D；

[0082] (2)制备人工饲料：称取香蕉120g、苹果120g，将其混合后用榨汁机制成泥状；另行

称取香蕉玉米粉45g、蔗糖22g、酵母粉22g、防腐剂(山梨酸钾)1.5g、琼脂9g，与制备好的香

蕉泥和苹果泥混合后，备用；

[0083] 将制备好的人工饲料铺在40cm宽、65cm长的托盘中，控制厚度不高于1cm，冷却成

为半固体后，放置于相应大小的笼子中，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50对，控制笼子网

罩的目数为60目，防止果蝇逃逸；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养虫室中，于3‑4天后，待其发

育为老熟幼虫，经检测，其数量约为1600‑2000头；，进而得到含有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

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

[0084] 选取直径为8cm的琼脂球(形成琼脂球的浓度为2.5％)，利用球形模具将上述含有

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包覆于所述琼脂球的外侧，控制所述介质包

覆层的厚度为2cm左右，即制得所述寄生介质的直径为10cm左右；将上述制得的寄生介质一

分为四，每份中包含黑腹果蝇老熟幼虫约400‑500头，其分别包裹在琼脂球的外层周围；然

后将所述寄生介质装入可伸缩网袋中，拉紧后分别悬挂于4个相同结构和尺寸的饲养容器

上方的悬挂铁丝上，并在所述装置的底部各放置一张滤纸，即为4个平行重复样；

[0085] (3)在每个饲养装置中，放置5对寄生蜂(控制雌雄蜂的数量比例为1.5：1)，放置于

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3‑4天后，将存活的寄生蜂更换新的饲养装置，寄生蜂产卵结束后会

死亡；

[0086] (4)15‑20天后，将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扩繁。

[0087] 比较例3

[0088] 本实施例所述室内饲养果蝇寄生蜂的方法，基于图1‑2中所示结构的饲养装置进

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89] (1)田间采集黑腹果蝇幼虫和蛹，在适宜条件的养虫室内放置于笼子中，待其羽化

出寄生蜂后作为虫种待扩繁；控制所述人工饲养的条件为：饲养温度26±1℃，相对湿度50‑

60％，光照时间16L：8D；

[0090] (2)制备人工饲料：称取香蕉120g、苹果120g，将其混合后用榨汁机制成泥状；另行

称取香蕉玉米粉45g、蔗糖22g、酵母粉22g、防腐剂(山梨酸钾)1.5g、琼脂9g，与制备好的香

蕉泥和苹果泥混合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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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将制备好的人工饲料铺在40cm宽、65cm长的托盘中，控制厚度不高于1cm，冷却成

为半固体后，放置于相应大小的笼子中，释放产卵高峰期的黑腹果蝇成虫50对，控制笼子网

罩的目数为60目，防止果蝇逃逸；产卵24h后，取出托盘放置于养虫室中，于3‑4天后，待其发

育为老熟幼虫，经检测，其数量约为1500‑2000头，进而得到含有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

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

[0092] 选取直径为8cm的琼脂球(形成琼脂球的浓度为2.5％)，利用球形模具将上述含有

所述黑腹果蝇老熟幼虫和寄生饲料的琼脂基质包覆于所述琼脂球的外侧，控制所述介质包

覆层的厚度为2cm左右，即制得所述寄生介质的直径为10cm左右；将上述制得的寄生介质一

分为四，每份中包含黑腹果蝇老熟幼虫约400‑500头，其分别包裹在琼脂球的外层周围；然

后将所述寄生介质装入可伸缩网袋中，拉紧后分别悬挂于4个相同结构和尺寸的饲养容器

上方的悬挂铁丝上，并在所述装置的底部各放置一张滤纸，即为4个平行重复样；

[0093] (3)在每个饲养装置中，放置20对寄生蜂(控制雌雄蜂的数量比例为3：1)，放置于

相同条件的养虫室中，3‑4天后，将存活的寄生蜂更换新的饲养装置，寄生蜂产卵结束后会

死亡；

[0094] (4)15‑20天后，将羽化出的寄生蜂转移至新的饲养容器中扩繁。

[0095] 对上述实施例1‑3及对比了1‑3中饲养后的寄生蜂的数量进行检测，并计算去表格

中各项生命参数，计算结果见下表1所示。其中，

[0096] 果蝇羽化率(％)是指及未被寄生而羽化出的果蝇数量占所有果蝇数量的比例；

[0097] 寄生蜂出蜂率(％)是指被寄生而羽化出的寄生蜂数量占所有果蝇数量的比例；

[0098] 繁殖量(头/雌)是指每头雌寄生蜂所产生的寄生蜂后代数。

[0099] 表1不同饲养条件下的果蝇和寄生蜂的生命参数

[0100]

[0101]

[0102] 从上表数据可知，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控制投放果蝇和寄生蜂的比例分别设定

为40‑50：1和50‑60：1，其果蝇羽化率、寄生蜂出蜂率和繁殖量差异并不明显；而实施例3中，

控制投放果蝇和寄生蜂的比例设定为40‑50：1，但与实施例1及2并不同的是，模拟果实的球

形介质直径不相同，直径分别为8cm和6cm，根据其直径的大小，对寄主的数量也进行了调

整，由结果可知，果蝇羽化率、寄生蜂出蜂率和繁殖量差异并不明显。说明只要果蝇和寄生

蜂的比例以及琼脂球的大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不影响寄生蜂的饲养效果。

[0103] 而通过将比较例1与实施例1相比较，未被寄生的果蝇数量明显增加，而寄生蜂的

出蜂率和繁殖量均有所下降，这说明与传统的饲养方法相比，设计寄生介质的形状为球形

并进行悬挂处理，提高了寄生蜂的出蜂率和繁殖量，有助于节省成本，减少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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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通过将比较例2和实施例1相比较，虽然其寄生蜂的繁殖量升高，但出蜂率显著下

降，果蝇羽化率显著升高。这说明，过多的寄主会造成其浪费，未被寄生的果蝇羽化后也会

影响寄生蜂的转移，增加人工成本。将比较例3和实施例1相比较，虽然寄生蜂出蜂率升高，

但繁殖量明显下降，这说明，过多的寄生蜂也会造成其浪费，降低总体繁殖量。由此可见，寄

主与寄生蜂的比例应按照本发明的要求，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0105]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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