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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包括一

上表面敞开的饲养箱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饲养

箱体内由格栅组件分隔形成多个隔间，所述隔间

上设置有盖板，所述盖板中部开设有一通孔，所

述通孔下方设置有一管体，所述管体出口处铰接

设置有一挡板，所述挡板末端设置有重力块；所

述隔间内均设置有第一黄灯组；所述饲养箱体四

周侧壁上均开设有多个第一通风孔，所述第一通

风孔设置有避免寄生蜂跑出饲养箱体的第一纱

网；所述饲养箱体左侧面固定设置有一控制盒，

所述控制盒正面设置有一控制面板，所述控制面

板上设置有多个用于控制各个隔间内第一黄灯

组的控制开关；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便捷，能够

有效的提高寄生蜂的饲养效率，实现在室内对寄

生蜂的饲养。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6页

CN 110506711 A

2019.11.29

CN
 1
10
50
67
11
 A



1.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包括一上表面敞开的饲养箱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饲养箱体内

由格栅组件分隔形成多个隔间，所述隔间上设置有盖板，所述盖板中部开设有一通孔，所述

通孔下方设置有一管体，所述管体出口处铰接设置有一挡板，所述挡板末端设置有重力块；

所述隔间内均设置有第一黄灯组；所述饲养箱体四周侧壁上均开设有多个第一通风孔，所

述第一通风孔设置有避免寄生蜂跑出饲养箱体的第一纱网；所述饲养箱体左侧面固定设置

有一控制盒，所述控制盒正面设置有一控制面板，所述控制面板上设置有多个用于控制各

个隔间内第一黄灯组的控制开关；所述通孔内设置有一密封环，所述密封环上设置有用于

提拉所述密封环的第一把手，所述密封环中部设置有用于防止寄生蜂飞出的第二纱网；所

述隔间内设置有为寄生蜂补充营养的蜂蜜水放置盒，所述蜂蜜水放置盒内放置有棉花，所

述蜂蜜水放置盒侧面设置有用于补充蜂蜜水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的进水口穿过所述饲养

箱体的侧壁，所述进水管内设置有用于防止寄生蜂飞出的第三纱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组件包括多根立

柱，所述多根立柱并排等距离设置于所述饲养箱体底面中部，所述立柱四周均开设有第一

导轨槽，所述饲养箱体内前后侧面均开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导轨槽相配合的第二导轨槽，

所述饲养箱体内左右侧面均开设有与所述第一导轨槽相配合的第三导轨槽，所述两立柱之

间、立柱与饲养箱体内左右侧面之间均架设有第一横杆，所述第一横杆上开设有第一限位

插孔，所述第一限位插孔与所述第一导轨槽和第三导轨槽相配合，所述立柱与饲养箱体前

后侧面之间均架设有多根第二横杆，所述第二横杆上开设有第二限位插孔，所述第二限位

插孔与所述第一导轨槽和第二导轨槽相配合，所述饲养箱体底面开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限

位插孔和第二限位插孔相对应的限位插槽，所述第一限位插孔和所述第二限位插孔内均插

入用于将所述饲养箱体分割成多个隔间的分隔板，且所述分隔板底部插入限位插槽内固

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插入所述通孔

与所述管体相配合进行转运寄生蜂的寄生蜂转运装置，所述寄生蜂转运装置包括第一圆

筒、第一套筒和第二套筒，所述第一圆筒下表面中部开设有与所述第一套筒相配合的圆形

开口，所述第一套筒出口与所述圆形开口连接，且所述第一套筒与所述管体相配合插入所

述隔间内；所述第二套筒穿设于所述第一圆筒内上表面中部，所述第二套筒内周侧壁上设

置有内螺纹，所述第二套筒内螺旋嵌入设置有第一空心管，所述第一空心管外周侧壁设置

有与所述内螺纹相配合的外螺纹，所述第一空心管末端设置有第二圆筒，所述第二圆筒的

直径大于所述第一套筒直径，所述第二圆筒下表面设置密封胶，所述第二圆筒内设置有用

于引诱寄生蜂的光源机构，所述第一空心管内周侧壁上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光源机构供电的

第二蓄电池，所述第一空心管上端设置有第二把手，所述第一空心管上表面螺旋设置有用

于更换所述第二蓄电池的螺旋盖；所述第一圆筒外周侧表面开设有多个第二通风孔，所述

第二通风孔内设置有第二纱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机构包括第二黄

灯组，所述第二圆筒内下表面开设有凹槽，所述第二黄灯组设置于所述凹槽内，所述第一空

心管外周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开合所述第二黄灯组的开关按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黄灯组上盖设有

聚光反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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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给所述隔间内

寄生蜂放置寄主对象的放置寄主对象装置，所述放置寄主对象装置包括用于放置寄主昆虫

的第二空心管和下表面封闭的第三套筒，所述第二空心管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用于封闭所述

第二空心管的盖子，所述第二空心管上设置有多个第三通风孔；所述第三套筒下端左右两

端均开设有一条形开口，所述第三套筒与所述管体直径相配合，所述第二空心管开启下端

盖子嵌设于所述第三套筒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上设置有用于

提拉的提拉把手。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饲养箱体下方四周均

设置有用于支撑所述饲养箱体的支撑柱。

9.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8任意一项所述的寄生蜂饲养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饲养员将活寄主昆虫放入第二空心管内，将第二空心管下端盖子打开，嵌设至

第三套筒内，饲养员将第三套筒套进所述管体内，由于重力的作用，挡板开启，饲养员将第

二空心管拿起至所述条形开口上端，寄主昆虫由条形开口移动至最左侧的隔间内，将所述

放置寄主对象装置从最左侧隔间拿出，挡板由于重力块的自身重力作用，回复至起始位置，

将管体出口挡住；

步骤S2、将寄生蜂放入第一圆筒内，饲养员将所述第一套筒插入管体内，饲养员通过螺

旋旋转所述把手将第一空心管向上运动，通过控制盒开启最左侧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由

于寄生蜂具有趋光性，第一圆筒内的寄生蜂就会由第一套筒进入最左侧隔间内，停留在第

一黄灯组周围；提起寄生蜂转运装置，挡板由于重力块的自身重力作用，回复至起始位置，

将管体出口挡住；

步骤S3、寄生蜂进入隔间内后，通过控制盒关闭最左侧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

步骤S4、当寄生蜂将最左侧隔间内的寄主昆虫寄生结束后，通过控制盒开启第二隔间

的第一黄灯组，由于寄生蜂的趋光性，寄生蜂就会由最左侧隔间进入第二隔间内；

步骤S5、将放置寄主对象装置插入与最左侧隔间相邻的隔间内，饲养员重复步骤S1，将

寄主昆虫放入第二个隔间内，开启相应的分隔板；

步骤S6、饲养员再通过控制盒关闭第二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通过两个相邻隔间进行

更换，来进行观察寄生蜂如何进行寄生和如何繁殖的过程。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寄生蜂饲养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实验完成饲养

员需取出隔间内的寄生蜂时，将第一套筒插入管体内，通过把手螺旋将第一空心管向上运

动，开启第二圆筒内的第二黄灯组，由于寄生蜂的趋光性，隔间内的寄生蜂会由第一套筒飞

入第一圆筒内，停留在第二黄灯组周围，饲养员通过把手螺旋将第一中空管向下运动，将圆

形开口封闭，使得寄生蜂不能够飞出第一圆筒内，提起把手，饲养员将寄生蜂进行转运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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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饲养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寄生蜂是农林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天敌类群，属于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类寄生性

昆虫，隶属膜翅目，成虫翅两对，膜质，一般薄而透明。膜翅目细腰亚目中茧蜂科、缨小蜂科、

赤眼蜂科、金小蜂科、姬蜂科、黑卵蜂科、跳小蜂科、蚜小蜂科、肿腿蜂科等是常见的寄生性

天敌。这些种类寄生蜂主要寄生在鳞翅目、半翅目、鞘翅目和双翅目等昆虫的卵、幼虫、蛹或

成虫体内或体表，从而消灭被寄生的昆虫。

[0003] 目前，寄生蜂繁殖主要在饲养室内的养虫笼中进行，寄生蜂发育成熟后会离开宿

主四处飞舞。由于寄生蜂的体型微小或小，在饲养室内的养虫笼中仅凭肉眼不容易清晰观

察到；要想调查研究寄生蜂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首先需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寄生蜂；寄生

蜂体型微小或小，在茶园中仅凭肉眼不易观察到；通过徒手或常规工具难以捕获足够数量

的寄生蜂，而且传统饲养方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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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造成现有技术中收集寄生蜂所需的实验材料，技术难度大，费时费力。为了更

好的研究寄生蜂，在实验室内进行人工饲养，再利用寄生蜂开展各项研究。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能够有效的提高寄生蜂的

饲养效率，实现在室内对寄生蜂的饲养。

[0005] 本发明采用以下方法来实现：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包括一上表面敞开的饲养箱

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饲养箱体内由格栅组件分隔形成多个隔间，所述隔间上设置有盖板，

所述盖板中部开设有一通孔，所述通孔下方设置有一管体，所述管体出口处铰接设置有一

挡板，所述挡板末端设置有重力块；所述隔间内均设置有第一黄灯组；所述饲养箱体四周侧

壁上均开设有多个第一通风孔，所述第一通风孔设置有避免寄生蜂跑出饲养箱体的第一纱

网；所述饲养箱体左侧面固定设置有一控制盒，所述控制盒正面设置有一控制面板，所述控

制面板上设置有多个用于控制各个隔间内第一黄灯组的控制开关；所述通孔内设置有一密

封环，所述密封环上设置有用于提拉所述密封环的第一把手，所述密封环中部设置有用于

防止寄生蜂飞出的第二纱网；所述隔间内设置有为寄生蜂补充营养的蜂蜜水放置盒，所述

蜂蜜水放置盒内放置有棉花，所述蜂蜜水放置盒侧面设置有用于补充蜂蜜水的进水管，所

述进水管的进水口穿过所述饲养箱体的侧壁，所述进水管内设置有用于防止寄生蜂飞出的

第三纱网。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格栅组件包括多根立柱，所述多根立柱并排等距离设置于所述饲

养箱体底面中部，所述立柱四周均开设有第一导轨槽，所述饲养箱体内前后侧面均开设有

多个与所述第一导轨槽相配合的第二导轨槽，所述饲养箱体内左右侧面均开设有与所述第

一导轨槽相配合的第三导轨槽，所述两立柱之间、立柱与饲养箱体内左右侧面之间均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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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横杆，所述第一横杆上开设有第一限位插孔，所述第一限位插孔与所述第一导轨槽

和第三导轨槽相配合，所述立柱与饲养箱体前后侧面之间均架设有多根第二横杆，所述第

二横杆上开设有第二限位插孔，所述第二限位插孔与所述第一导轨槽和第二导轨槽相配

合，所述饲养箱体底面开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限位插孔和第二限位插孔相对应的限位插

槽，所述第一限位插孔和所述第二限位插孔内均插入用于将所述饲养箱体分割成多个隔间

的分隔板，且所述分隔板底部插入限位插槽内固定。

[0007] 进一步的，还包括用于插入所述通孔与所述管体相配合进行转运寄生蜂的寄生蜂

转运装置，所述寄生蜂转运装置包括第一圆筒、第一套筒和第二套筒，所述第一圆筒下表面

中部开设有与所述第一套筒相配合的圆形开口，所述第一套筒出口与所述圆形开口连接，

且所述第一套筒与所述管体相配合插入所述隔间内；所述第二套筒穿设于所述第一圆筒内

上表面中部，所述第二套筒内周侧壁上设置有内螺纹，所述第二套筒内螺旋嵌入设置有第

一空心管，所述第一空心管外周侧壁设置有与所述内螺纹相配合的外螺纹，所述第一空心

管末端设置有第二圆筒，所述第二圆筒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一套筒直径，所述第二圆筒下表

面设置密封胶，所述第二圆筒内设置有用于引诱寄生蜂的光源机构，所述第一空心管内周

侧壁上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光源机构供电的第二蓄电池，所述第一空心管上端设置有第二把

手，所述第一空心管上表面螺旋设置有用于更换所述第二蓄电池的螺旋盖；所述第一圆筒

外周侧表面开设有多个第二通风孔，所述第二通风孔内设置有第二纱网。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光源机构包括第二黄灯组，所述第二圆筒内下表面开设有凹槽，所

述第二黄灯组设置于所述凹槽内，所述第一空心管外周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开合所述第二黄

灯组的开关按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黄灯组上盖设有聚光反射镜。

[0010] 进一步的，还包括用于给所述隔间内寄生蜂放置寄主对象的放置寄主对象装置，

所述放置寄主对象装置包括用于放置寄主昆虫的第二空心管和下表面封闭的第三套筒，所

述第二空心管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用于封闭所述第二空心管的盖子，所述第二空心管上设置

有多个第三通风孔；所述第三套筒下端左右两端均开设有一条形开口，所述第三套筒与所

述管体直径相配合，所述第二空心管开启下端盖子嵌设于所述第三套筒内。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分隔板上设置有用于提拉的提拉把手。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饲养箱体下方四周均设置有用于支撑所述饲养箱体的支撑柱。

[0013]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及其使用方法，使得饲养员能够更

好的对寄生蜂饲养装置进行操作和使用。

[0014] 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饲养员将寄主昆虫放入第二空心管内，将第二空心管下端盖子打开，嵌设至第

三套筒内，饲养员将第三套筒套进所述管体内，由于重力的作用，挡板开启，饲养员将第二

空心管拿起至所述条形开口上端，寄主昆虫由条形开口移动至最左侧的隔间内，将所述放

置寄主对象装置从最左侧隔间拿出，挡板由于重力块的自身重力作用，回复至起始位置，将

管体出口挡住；

步骤S2、将寄生蜂放入第一圆筒内，饲养员将所述第一套筒插入管体内，饲养员通过螺

旋旋转所述把手将第一空心管向上运动，通过控制盒开启最左侧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由

于寄生蜂具有趋光性，第一圆筒内的寄生蜂就会由第一套筒进入最左侧隔间内，停留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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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灯组周围；提起寄生蜂转运装置，挡板由于重力块的自身重力作用，回复至起始位置，

将管体出口挡住；

步骤S3、寄生蜂进入隔间内后，通过控制盒关闭最左侧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

步骤S4、当寄生蜂将最左侧隔间内的寄主昆虫寄生结束后，通过控制盒开启第二隔间

的第一黄灯组，由于寄生蜂的趋光性，寄生蜂就会由最左侧隔间进入第二隔间内；

步骤S5、将放置寄主对象装置插入与最左侧隔间相邻的隔间内，饲养员重复步骤S1，将

寄主昆虫放入第二个隔间内，开启相应的分隔板；

步骤S6、饲养员再通过控制盒关闭第二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通过两个相邻隔间进行

更换，来进行观察寄生蜂如何对寄主昆虫进行寄生和如何繁殖的过程、寄主昆虫如何躲避

及反抗寄生蜂的寄生的过程。

[0015] 进一步的，当实验完成饲养员需取出隔间内的寄生蜂时，将第一套筒插入管体内，

通过把手螺旋将第一空心管向上运动，开启第二圆筒内的第二黄灯组，由于寄生蜂的趋光

性，隔间内的寄生蜂会由第一套筒飞入第一圆筒内，停留在第二黄灯组周围，饲养员通过把

手螺旋将第一中空管向下运动，将圆形开口封闭，使得寄生蜂不能够飞出第一圆筒内，提起

把手，饲养员将寄生蜂进行转运操作。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在装置中加入了多个分隔板，将饲养箱体分隔成多个隔

间，实现在室内对寄生蜂的大量、高效和便捷的饲养，有效的提高了饲养规模，提高了寄生

蜂的寄生率；由于寄生蜂有向光活动的习性，在装置中加入了黄光，使得寄生蜂能够更好的

进行更换隔间进行饲养，也能够更好的进行收集转移寄生蜂；还包括了放置寄主对象装置，

使得在饲养寄生蜂时，能够给寄生蜂及时放置寄主昆虫，为寄生蜂的生长提供营养；也包括

隔间内设置有为寄生蜂补充营养的蜂蜜水装置供寄生蜂补充营养；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

便捷，使用方便，工作效率高，饲养效果好，节约了时间，省时省力。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第一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第二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所述管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所述分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所述密封环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所述蜂蜜水放置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所述寄生蜂转运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所述光源机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所述光源机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为所述放置寄主对象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为所述第二空心管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9] 请参阅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实施例：一种寄生蜂饲养装置，包括一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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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敞开的饲养箱体1，所述饲养箱体1内由格栅组件2分隔形成多个隔间11，使得能够在各个

隔间11内对寄生蜂更好的进行饲养，所述隔间11上设置有盖板12，使得寄生蜂不会从隔间

11中飞出，所述盖板12中部开设有一通孔13，所述通孔13下方设置有一管体14，所述管体14

出口处铰接设置有一挡板15，所述挡板15末端设置有重力块16，使得在管体14内插入东西

时，由于重力原因，挡板15会开启，拿掉东西时，由于重力块16自身的重力作用，挡板15会将

管体14的出口闭合；所述隔间11内均设置有第一黄灯组17，由于寄生蜂具有趋光性，通过第

一黄灯组17的作用，寄生蜂会向隔间11内进行移动，也可通过第一黄灯组17对寄生蜂的隔

间11进行更换；所述饲养箱体1四周侧壁上均开设有多个第一通风孔18，使得能够保证饲养

箱体1内的寄生蜂更好的生存，所述第一通风孔18设置有避免寄生蜂跑出饲养箱体1的第一

纱网19；所述饲养箱体1左侧面固定设置有一控制盒3，所述控制盒3正面设置有一控制面

板，所述控制面板上设置有多个用于控制各个隔间11内第一黄灯组17的控制开关31，控制

面板能够对各个隔间11内的第一黄灯组17通过控制开关31进行单独控制，各个隔间11内的

第一黄灯组17通过导线槽32与控制盒3电性连接，导线槽32设置于所述饲养箱体1的四周壁

上；所述通孔13内设置有一密封环131，用于密封所述通孔13，所述密封环131上设置有用于

提拉所述密封环131的第一把手132，使得可以通过第一把手132将密封环131从通孔13内拉

出，所述密封环131中部设置有用于防止寄生蜂飞出的第二纱网133；所述隔间11内设置有

为寄生蜂补充营养的蜂蜜水放置盒111，所述蜂蜜水放置盒111内放置有棉花112，以供寄生

蜂更好的进行取食蜂蜜水，寄生蜂只需要微量或少量补充蜂蜜水，在蜂蜜水放置盒111内放

置适当的蜂蜜水，所以寄生蜂取食蜂蜜水可根据自身要求取食，避免由于蜂蜜水太多，寄生

蜂反倒会被蜂蜜水粘住，无法逃脱而致死；所述蜂蜜水放置盒111侧面设置有用于补充蜂蜜

水的进水管113，所述进水管113的进水口穿过所述饲养箱体1的侧壁，所述进水管113内设

置有用于防止寄生蜂飞出的第三纱网114，以利于饲养员可通过进水管113的进水口进行补

充蜂蜜水放置盒111内的蜂蜜水。

[0030] 本发明中控制盒、控制面板和控制开关的电路原理均为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

员已经能够清楚了解，在此不进行详细说明。

[0031] 请继续参阅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格栅组件2包括多根立柱21，

所述多根立柱21并排等距离设置于所述饲养箱体1底面中部，所述立柱21四周均开设有第

一导轨槽22，所述饲养箱体1内前后侧面均开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导轨槽22相配合的第二

导轨槽23，所述饲养箱体1内左右侧面均开设有与所述第一导轨槽22相配合的第三导轨槽

24，所述两立柱21之间、立柱21与饲养箱体1内左右侧面之间均架设有第一横杆25，所述第

一横杆25上开设有第一限位插孔26，所述第一限位插孔26与所述第一导轨槽22和第三导轨

槽24相配合，所述立柱21与饲养箱体1前后侧面之间均架设有多根第二横杆27，所述第二横

杆27上开设有第二限位插孔28，所述第二限位插孔28与所述第一导轨槽22和第二导轨槽23

相配合，所述饲养箱体1底面开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限位插孔26和第二限位插孔28相对应

的限位插槽（未图示），所述第一限位插孔26和所述第二限位插孔28内均插入用于将所述饲

养箱体1分割成多个隔间11的分隔板29，且所述分隔板29底部插入限位插槽内固定。使得可

将寄生蜂放入单独的各个隔间11内进行饲养，通过分隔板29插入第一限位插孔26内，由第

一导轨槽22和第三导轨槽24滑下，嵌入限位插槽内进行固定；分隔板29插入第二限位插孔

26，由第一导轨槽22和第二导轨槽23滑下，嵌入限位插槽内进行固定，通过插入第一限位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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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26和第二限位插孔26的分隔板29相配合，将饲养箱体1的内部空间分隔成多个单独的饲

养隔间。

[0032] 请参阅图7所示，还包括用于插入所述通孔13与所述管体14相配合进行转运寄生

蜂的寄生蜂转运装置4，所述寄生蜂转运装置4包括第一圆筒41、第一套筒42和第二套筒43，

所述第一圆筒41下表面中部开设有与所述第一套筒42相配合的圆形开口（未图示），所述第

一套筒42出口与所述圆形开口连接，且所述第一套筒42与所述管体14相配合插入所述隔间

11内；所述第二套筒43穿设于所述第一圆筒41内上表面中部，所述第二套筒43内周侧壁上

设置有内螺纹（未图示），所述第二套筒43内螺旋嵌入设置有第一空心管44，所述第一空心

管44外周侧壁设置有与所述内螺纹相配合的外螺纹45，所述第一空心管44末端设置有第二

圆筒46，所述第二圆筒46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一套筒42直径，所述第二圆筒46下表面设置密

封胶（未图示），所述第二圆筒46内设置有用于引诱寄生蜂的光源机构5，所述第一空心管44

内周侧壁上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光源机构5供电的第二蓄电池47，所述第一空心管44上端设

置有第二把手48，所述第一空心管44上表面螺旋设置有用于更换所述第二蓄电池47的螺旋

盖49；所述第一圆筒41外周侧表面开设有多个第二通风孔6，使得可为第一圆筒41内的寄生

蜂进行通风作用，保证寄生蜂在第一圆筒41内能够更好的进行生存，所述第二通风孔6内设

置有第二纱网61，使得寄生蜂不会通过第二通风孔6飞出。使得饲养员将寄生蜂放入第一圆

筒41内，然后将第一套筒42插入管体14中，挡板15由于重力作用打开，开启隔间11内对应的

第一黄灯组17，饲养员通过旋转第二把手48，使得第一空心管44在第二套筒43内向上移动，

由于寄生蜂的趋光性，这样第一圆筒41内的寄生蜂就会经圆形开口和第一套筒42进入相应

隔间11内；当饲养员需将隔间11内的寄生蜂转移出来时，将第一套筒42套进管体14内，挡板

15打开，饲养员转动第二把手48，将第一空心管44向上运动，然后开启光源机构5，使得隔间

11内的寄生蜂会由于趋光性向第一圆筒41内移动，当寄生蜂进入第一圆筒41内后，饲养员

转动第二把手48，将第一空心管44向下运动，使得第二圆筒46将圆形开口封闭，由于密封胶

的作用，第二圆筒346可将圆形开口进行密封。

[0033] 请参阅图8所示，本发明提供了光源机构的第一实施例：所述光源机构5包括第二

黄灯组51，所述第二圆筒46内下表面开设有凹槽52，所述第二黄灯组51设置于所述凹槽52

内，所述第一空心管44外周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开合所述第二黄灯组51的开关按钮53。使得

开启第二黄灯组51，寄生蜂就会进入第一圆筒41内，饲养员就能够对寄生蜂进行转运操作。

[0034] 请参阅图9所示，本发明提供了光源机构的第二实施例：所述第二黄灯组51上盖设

有聚光反射镜54。聚光反射镜54可将第二黄灯组51发出的黄光聚集，聚集后的黄光作用在

反射镜上，能够让第二黄光51向外发射的更集中，穿透性也更好，传导的时候更有目的性，

这样寄生蜂能够更好的移动至第一圆筒41内。

[0035] 请参阅图10和图11所示，还包括用于给所述隔间11内寄生蜂放置寄主对象的放置

寄主对象装置7，所述放置寄主对象装置7包括用于放置寄主昆虫的第二空心管71和下表面

封闭的第三套筒72，所述第二空心管71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用于封闭所述第二空心管71的盖

子73，所述第二空心管71上设置有多个第三通风孔74，为第二空心管71内的昆虫提供氧气，

保持活性；所述第三套筒72下端左右两端均开设有一条形开口75，所述第三套筒72与所述

管体14直径相配合，所述第二空心管71开启下端盖子73嵌设于所述第三套筒72内。将寄主

昆虫放入第二空心管71内，开启第二空心管71下端的盖子，将第二空心管71套进第三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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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内，第二空心管71下端开口与第三套筒72封闭的下表面相配合，使得昆虫不能够跑出，将

第三套筒72嵌入管体14内，由于第三套筒72的重力作用，挡板15开启，饲养员将第二空心管

71从第三套筒72内提起，使得第二空心管71下端提起至第三套筒72的条形开口75上方，使

得昆虫能够由条形开口75跑出至隔间11内。

[0036] 请继续参阅图4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分隔板29上设置有用于提拉的提拉

把手8。使得饲养员便于将分隔板29拿起。

[0037] 请继续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饲养箱体1下方四周均设置有用于

支撑所述饲养箱体1的支撑柱9。

[0038] 本发明中寄生蜂一般为体积较大的寄生蜂种，例如天牛寄蜂、桃小甲腹寄蜂、白毛

长服土蜂，金毛长服土蜂，大斑土蜂等，但不仅限于此。

[0039] 所述寄生蜂饲养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饲养员将寄主昆虫放入第二空心管内，将第二空心管下端盖子打开，嵌设至第

三套筒内，饲养员将第三套筒套进所述管体内，由于重力的作用，挡板开启，饲养员将第二

空心管拿起至所述条形开口上端，寄主昆虫由条形开口移动至最左侧的隔间内，将所述放

置寄主对象装置从最左侧隔间拿出，挡板由于重力块的自身重力作用，回复至起始位置，将

管体出口挡住；

步骤S2、将寄生蜂放入第一圆筒内，饲养员将所述第一套筒插入管体内，饲养员通过螺

旋旋转所述把手将第一空心管向上运动，通过控制盒开启最左侧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由

于寄生蜂具有趋光性，第一圆筒内的寄生蜂就会由第一套筒进入最左侧隔间内，停留在第

一黄灯组周围；提起寄生蜂转运装置，挡板由于重力块的自身重力作用，回复至起始位置，

将管体出口挡住；

步骤S3、寄生蜂进入隔间内后，通过控制盒关闭最左侧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

步骤S4、当寄生蜂将最左侧隔间内的寄主昆虫寄生结束后，通过控制盒开启第二隔间

的第一黄灯组，由于寄生蜂的趋光性，寄生蜂就会由最左侧隔间进入第二隔间内；

步骤S5、将放置寄主对象装置插入与最左侧隔间相邻的隔间内，饲养员重复步骤S1，将

寄主昆虫放入第二个隔间内，开启相应的分隔板；

步骤S6、饲养员再通过控制盒关闭第二隔间内的第一黄灯组，通过两个相邻隔间进行

更换，来进行观察寄生蜂如何进行寄生和如何繁殖的过程。

[0040] 当实验完成饲养员需取出隔间内的寄生蜂时，将第一套筒插入管体内，通过把手

螺旋将第一空心管向上运动，开启第二圆筒内的第二黄灯组，由于寄生蜂的趋光性，隔间内

的寄生蜂会由第一套筒飞入第一圆筒内，停留在第二黄灯组周围，饲养员通过把手螺旋将

第一中空管向下运动，将圆形开口封闭，使得寄生蜂不能够飞出第一圆筒内，提起把手，饲

养员将寄生蜂进行转运操作。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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