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643168.9

(22)申请日 2018.12.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64494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4.19

(73)专利权人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0670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

道162号创意大厦B3栋503单元

(72)发明人 管云　徐小明　李慎磊　陈玉坤　

林小军　崔灿　谷小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润泽恒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319

代理人 莎日娜

(51)Int.Cl.

A01K 67/033(2006.01)

A01G 1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278741 A,2017.10.24

CN 108496900 A,2018.09.07

CN 107333596 A,2017.11.10

CN 108402343 A,2018.08.17

CN 107156081 A,2017.09.15

CN 101569297 A,2009.11.04

CN 108782097 A,2018.11.13

CN 108849307 A,2018.11.23

CN 106034646 A,2016.10.26

CN 106538480 A,2017.03.29

CN 108476826 A,2018.09.04

CN 205623963 U,2016.10.12

WO 2015040574 A1,2015.03.26

EP 0396412 A1,1990.11.07

审查员 胡春妍

 

(54)发明名称

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

方法，在释放区上划分释放小区，在每个小区上

释放数量若干的3‑5龄若虫与成虫，在释放小区

内放置监控装置，监控释放小区内卷心菜生长情

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计算害虫数量；然后将卷

心菜移植，对移植后卷心菜的区域划分处理小

区，在处理小区中间释放数量若干成虫，在每个

处理小区与处理小区中间设有隔离区，并在处理

小区内放置监控装置，监控处理小区内卷心菜生

长情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计算害虫数量；最后

每25‑35天重复释放数量若干成虫，监控卷心菜

生长情况，将生长情况反馈到后台，直到收成。叉

角厉蝽在田间适应能力强，防治效果好，并且连

续释放有利于天敌在田间建立种群，防治效果更

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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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结球期的卷心菜上划分释放小区，在每个小区上释放数量若干的3‑5龄若虫与成

虫，在释放小区内放置监控装置，监控释放小区内卷心菜生长情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计算

害虫数量；

S2、将卷心菜移植，对移植后卷心菜的区域划分处理小区，在处理小区中间释放数量若

干成虫，在每个处理小区与处理小区中间设有隔离区，并在处理小区内放置监控装置，监控

处理小区内卷心菜生长情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计算害虫数量；

S3、每隔25‑35天重复释放叉角厉蝽，监控卷心菜生长情况，将生长情况反馈到后台，直

到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释放小区的面积为0.5‑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释放小区设有密封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所述记录包括记录的时间间隔，所

述时间间隔分别为释放后的1天、2天、3天、5天、7天、9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所述计算包括计算害虫的消退率与

相对效防；

所述害虫消退率(％)＝(防控前虫口基数‑防控后虫口发生量)×100/防控前虫口基

数；

所述相对效防(％)＝((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00‑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所述记录包括记录的时间间隔，所

述时间间隔分别为释放后的7天、14天、21天、28天、35天、42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所述处理小区的面积为40‑6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所述隔离区的面积为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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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小菜蛾虫是一种世界性的蔬菜上主要害虫，主要危害甘蓝、花椰菜、白菜、青菜、油

菜和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一年发生代数多，危害时间长，无明显的越冬越夏现象。小菜蛾

幼虫有背光性，多集中在心叶，叶背取食危害，增加了化学防治的困难性。目前，小菜蛾的防

治方法仍一化学防治为主，反复，单一，过量用药造成小菜蛾幼虫抗药性增强。

[0003] 叉角厉蝽Cantheconidea  furcellata(Wolf)属半翅目、蝽科、益蝽亚科、厉蝽属，

是农林作物害虫的一种重要的捕食性天敌昆虫，能捕食多种鳞翅目及鞘翅目害虫，尤其喜

食鳞翅目害虫幼虫。但目前，对叉角厉蝽的研究少，缺乏如何饲养与释放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问题，提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以便提供一种克服上述问题或者至少部分地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S1、在结球期的卷心菜上划分释放小区，在每个小区上释放数量若干的3‑5龄若虫

与成虫，在释放小区内放置监控装置，监控释放小区内卷心菜生长情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

计算害虫数量；

[0007] S2、将卷心菜移植，对移植后卷心菜的区域划分处理小区，在处理小区中间释放数

量若干成虫，在每个处理小区与处理小区中间设有隔离区，并在处理小区内放置监控装置，

监控处理小区内卷心菜生长情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计算害虫数量；

[0008] S3、每隔25‑35天重复释放叉角厉蝽，监控卷心菜生长情况，将生长情况反馈到后

台，直到收成。

[0009] 可选地，步骤S1中所述释放小区的面积为0.5‑2㎡。

[0010] 可选地，所述释放小区设有密封罩。

[0011] 可选地，步骤S1所述记录包括记录的时间间隔，所述时间间隔分别为释放后的1

天、2天、3天、5天、7天、9天。

[0012] 可选地，步骤S1所述计算包括计算害虫的消退率与相对效防；

[0013] 所述害虫消退率(％)＝(防控前虫口基数‑防控后虫口发生量)×100/防控前虫口

基数；

[0014] 所述相对效防(％)＝((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00‑对照区虫口减退

率))×100。

[0015] 可选地，步骤S2所述记录包括记录的时间间隔，所述时间间隔分别为释放后的7

天、14天、21天、28天、35天、4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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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可选地，步骤S2所述处理小区的面积为40‑60㎡。

[0017] 可选地，步骤S2所述隔离区的面积为5‑15㎡。

[0018] 本发明实施例包括以下优点：

[0019]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通过划分种植区域释放叉角厉蝽，并在

释放区域设置监控装置，通过监控装置记录害虫的数量变化，并将数据传送到管理后台里，

而叉角厉蝽在释放后，可在田间产卵，不断繁殖，其田间适应能力强，释放时期越早防治效

果越好，即应在小菜蛾发生初期便开始释放，并且连续释放更有利于天敌在田间建立种群，

防治效果更加显著和持久，可在田间持续控害。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2] 参照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具体可以包括如下步骤：

[0023] S1、在结球期的卷心菜上划分释放小区，在每个小区上释放数量若干的3‑5龄若虫

与成虫，在释放小区内放置监控装置，监控释放小区内卷心菜生长情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

计算害虫数量；

[0024] 在卷心菜结球期时，对卷心菜区域划分释放小区，能有效有针对性地对区域内的

害虫进行放置，使得叉角厉蝽的消灭害虫的功效达到最大，每个释放小区的面积大小为

0.5‑2㎡，在本实施例中，释放小区的面积大小为1㎡，每个释放小区内放置5‑8棵卷心菜，并

且在每个释放小区上设有密封罩，使得每个释放小区与释放小区之间隔开，也能防止叉角

厉蝽在释放区域内飞走。

[0025] 在释放小区内装设有监控装置，用于监控释放小区内叉角厉蝽与害虫的情况，所

用的监控装置可以是摄像头或者传感器，在本实施例中，所用的监控装置为摄像头，监控装

置与管理后台相连，将监控到的数据传送到管理后台上，并且记录与计算在释放小区内害

虫的数量变化与害虫的数量。

[0026] 记录的时间间隔分别是释放后的1天、2天、3天、5天、7天、9天，增加记录频率，能提

高监控记录的准确性。

[0027] 而后台的计算包括计算害虫的消退率与相对效防，害虫的消退率(％)＝(防控前

虫口基数‑防控后虫口发生量)×100/防控前虫口基数；

[0028] 相对效防(％)＝((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00‑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0029] 由叉角厉蝽在释放小区进行害虫防治，能大大增加了叉角厉蝽的治理害虫的能

力。

[0030] 在本实施例中，设置了三个释放小区，每个释放小区的益害比分别为0.1、0 .2、

0.3，并分别记录了三个释放小区在释放了叉角厉蝽后1天、2天、3天、5天、7天、9天的防治效

果，如下表一所示，在益害比为0.2和0.3的释放小区内，在释放叉角厉蝽后，第9天便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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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和93.1的防效。在田间运用中，建议选择更经济有效的益害比，即其叉角厉蝽的释放

量与田间虫口量比例为0.2，便可得到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实际在田间应用中，在叉角厉蝽

释放三天后，便在田间发现叉角厉蝽卵块，第9天1龄若虫孵化出来，其田间适应能力强，防

效持续能力强。

[0031] S2、过了结球期后，将卷心菜移植，对移植后卷心菜的区域重新划分，将划分为处

理小区，在处理小区中间释放数量若干成虫，在每个处理小区与处理小区中间设有隔离区，

即在每个处理小区的两侧分别设置隔离小区，并在处理小区内放置监控装置，监控处理小

区内卷心菜生长情况，并在后台中记录与计算害虫数量；

[0032] 处理小区的面积大小为40‑60㎡，隔离小区的面积大小为5‑15㎡，在本实施例中，

处理小区的面积大小为50㎡，隔离小区的面积大小为10㎡，在处理小区的两侧分别设置隔

离小区为了使得每个处理小区的叉角厉蝽能集中处理该区域中的害虫，提高防治的效率；

同时在处理小区内的监控装置负责监控记录处理小区内叉角厉蝽与害虫的数量，并发送给

管理后台进行统计管理，记录时间间隔为释放叉角厉蝽后的7天、14天、21天、28天、35天、42

天。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共设有三个处理小区，三个处理小区的害虫数量为M，M分别为M≤

10、10＜M≤30、30＜M≤50，并在三个处理小区内均放置50头叉角厉蝽，记录并计算其防治

效率，如小表二所示，分别在释放叉角厉蝽后的7天、14天、21天、28天、35天防治效果。根据

表二得知，在田间害虫数量M≤10时，在释放叉角厉蝽7天后防治效果达到85.2％，14天后防

治效果最高，为95.3％，释放后28天依然有75.4％的防效，计算的公式如步骤S1相同；而释

放时期越晚，对防治效果影响越大。而在防治效果为60％以上的情况下，释放1次叉角厉蝽

能持续控害1个月左右，表明了叉角厉蝽有高效持续的防治能力。

[0034] S3、每隔25‑35天重复释放叉角厉蝽，监控卷心菜生长情况，将生长情况反馈到后

台，直到收成。

[0035] 在本实施例中，还对益害比为0.2的卷心菜定植区域，作多次释放比较，第一个对

根据益害比为0.2，卷心菜定植后第5天释放1次叉角厉蝽；第二个对根据益害比为0.2，卷心

菜定植后第5天开始连续释放2次叉角厉蝽，间隔7天；第三个对根据益害比为0.2，卷心菜定

植后第5天开始连续释放3次叉角厉蝽，间隔7天；如表三所示，对三个处理分别记录7天、14

天、21天、28天、35天、42天、53天的防治效果，叉角厉蝽均在定植区域中间释放，处理间由其

他作物形成隔离区，根据表3所示，卷心菜定植后第5天开始连续释放3次叉角厉蝽，更有利

于天敌在田间建立种群，可持续控害至卷心菜收获，并能保持80％以上的防治效果。

[0036]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通过在卷心菜不同的种植阶段设置不同的释放叉角厉蝽，

确保叉角厉蝽能高效除虫，并且叉角厉蝽成虫释放后，可在田间产卵，不断繁殖，释放1次可

持续1个月有60％以上的防效；释放时期越早防治效果越好，并且在连续释放3次，间隔期为

7天，更有利于天敌在田间建立种群，防治效果更加显著和持久，可在田间持续控害。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方法实施例，为了简单描述，故将其都表述为一系列的动作组

合，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知悉，本发明实施例并不受所描述的动作顺序的限制，因为依

据本发明实施例，某些步骤可以采用其他顺序或者同时进行。其次，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应该

知悉，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实施例均属于优选实施例，所涉及的动作并不一定是本发明实施

例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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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说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

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39]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实施例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

本创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

包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实施例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040]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

一个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

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

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终端设备不仅包

括那些要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

或者终端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

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终端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41]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叉角厉蝽的释放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

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

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

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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