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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意大利蜂王产出的卵在

蜂箱孵化成幼虫，移入王台，并放进黑蜂蜂箱进

行意大利蜂培育，使意大利蜂幼虫介入黑蜂成

份；2)利用黑蜂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成幼虫，移

入王台，放进意大利蜂箱进入黑蜂培育，使黑蜂

介入意大利蜂成份；3)把黑蜂箱内的意大利蜂幼

虫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把意大利蜂箱

内黑蜂幼虫培育成黑蜂雄蜂；4)将出世后的意大

利蜜蜂雌性蜂王与黑蜂雄蜂交配，产卵；5)孵化，

培育出新品系杂交蜜蜂。本发明培育出性情温

和、适应性强、维持大群强裙、高产抗病、性状均

衡的高品系蜜蜂，解决了传统种蜂不能保持原有

亲本所表现的优良特性及蜂种退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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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意大利蜂王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4天孵化成幼虫，利用蜂蜡制造王台，把孵化的意

大利蜂幼虫分别移植到该王台，并放进黑蜂蜂箱进行意大利蜂培育，使意大利蜂幼虫介入

黑蜂成份；

所述意大利蜂幼虫：以国内本地意蜂蜂王作为母本与引进澳意雄蜂作为父本杂交培育

的高产抗病意蜂幼虫，将意大利蜂幼虫孵化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以国内本地意

蜂蜂王作为父本与引进澳意雄蜂作为母本杂交培育的高产抗病意蜂幼虫，将意大利蜂幼虫

孵化培育成为意大利雄蜂；将所述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与意大利雄蜂自然交尾产卵孵化，

即可得到步骤1)所述意大利蜂幼虫；

2)利用黑蜂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2天孵化成幼虫，移入王台，放进意大利蜂箱进入黑蜂

培育，使黑蜂介入意大利蜂成份；

3)经过14天时间，把黑蜂箱内的意大利蜂幼虫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把意大

利蜂箱内黑蜂幼虫培育成黑蜂雄蜂，所述黑蜂选自优良的黑蜂蜂群经过纯系繁育后的蜂

种；

4)交配，将步骤3)中出世8天后的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引入与黑蜂雄蜂互相交配，5～7

天产卵；

5)孵化：将步骤4)经过10天孵化，培育出新品系杂交蜜蜂；

所述蜂箱内温度保持在27℃，相对湿度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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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蜜蜂养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蜜蜂以植物的花蜜、花粉为食物，以酿造蜂蜜、分泌王浆、蜂胶、蜂蜡等蜂产品为我

们人类所利用。这些蜂产品在医疗、营养、美容、工业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用途。作为养蜂大

国，我国的蜂群数量和蜂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的首位，其中意大利蜜蜂是我国引进的一种优

良的养蜂生产当家品种，其生物性状与生产性能优点表现为：性情温驯，适应性强，产卵力

强，育虫积极，分蜂性弱，抗巢虫，容易维持强群；蜂王产卵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从早春可

延续到深秋，度夏能力较强；工蜂勤奋，采集力强，善于利用大宗蜜源，不善于利用零星蜜

源；分泌王浆和泌蜡造脾的能力强，还能够生产蜂花粉和蜂胶；不怕光，提脾检查时安静，保

卫和清巢力强，便于管理。由于意蜂具有上述优点，深受全国各地养蜂人员的普遍欢迎，在

当今中国养蜂生产与蜂产品出口创汇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意蜂存在的缺点：1)蜂

王产卵没有节制，在外界缺乏蜜源的情况下，蜂王仍大量产卵，造成不必要的浪费；2)不能

很好地利用零星蜜源，饲料消耗较大；3)抗逆性差，不耐寒，易患幼虫病；4)盗性较强，定向

力较差，容易迷巢；5)越冬性能较差，躲避敌害的能力差，易感染幼虫病，不能抵抗害虫蜂

螨，需人工帮助防螨。而且目前意蜂长期处于近亲繁殖和混杂繁殖，带来意蜂在较大范围内

种性退化和蜂群衰退，优良性状丧失，其经济性状很大程度上不如纯种，有的养蜂蜂群甚至

失去生产应用价值。

[0003] 经研究表明，杂交品种往往比它的双亲表现出更强大的生长速率和代谢功能，导

致器官发达、体型增大、产量提高，或者表现在抗病力、成活力、生殖力、生存力等的提高。因

此考虑采用品系杂交育种的方式，恢复意蜂优良性状和保持意蜂良好的经济性状。如发明

专利CN201110247002.7公开了一种蜜蜂的繁育方法，通过选取性质优良的华北中蜂、意大

利蜂和东北黑蜂作为父母本，繁育出具备高产、抗寒、抗螨、防病的稳定优良性质的蜜蜂作

为蜂种，再经科学合理饲喂饲料，促使蜜蜂健康发育，降低发病率，提高蜂蜜的品质和食用

安全性。由于中蜂、意大利蜂和东北黑蜂属于不同的生物物种，其杂交的方式对于蜜蜂性状

的恢复及加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该专利中并未具体提及。

[0004] 如专利CN200610010920.7公开了一种东方蜜蜂－西方蜜蜂杂交种培育方法，以东

方蜂王为♀本，西方蜜蜂雄蜂为♂本，用人工授精方法或自然交尾方法进行杂交，培育出东

方蜜蜂－西方蜜蜂杂交种。该方法使东方蜜蜂蜂王可以与西方蜜蜂雄蜂进行杂交，但是在

品种的选择方面并未进行优化，并不能显著改善目前存在的种性退化和蜂群衰退的问题，

所得杂交种性状不稳定，无法达到育种目标所要求的新品系。

[0005] 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是

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

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它蜂种

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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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综合考虑意蜂及黑蜂的优缺点，利用杂交技术结合特殊的育种方法开展蜜蜂提纯

复壮和品系杂交育种，在恢复意蜂优良性状的同时，又涵盖黑蜂的优点，也即培育出性情温

和、适应性强、维持大群强裙、高产抗病、性状均衡的高品系蜜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养殖方

法，采用意蜂与黑蜂杂交选育的方式，培育出性情温和、适应性强、维持大群强裙、高产抗

病、性状均衡的高品系，解决传统种蜂选种种性混杂，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若干代以后后代

遗传性状不能保持原有亲本所表现的优良特性及蜂种退化的问题。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1)将意大利蜂王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2～5天孵化成幼虫，利用蜂蜡制造王台，把孵化的

意大利蜂幼虫分别移植到该王台，并放进黑蜂蜂箱进行意大利蜂培育，使意大利蜂幼虫介

入黑蜂成份；2)利用黑蜂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2～5天孵化成幼虫，移入王台，放进意大利蜂

箱进入黑蜂培育，使黑蜂介入意大利蜂成份；3)经过10～15天时间，把黑蜂箱内的意大利蜂

幼虫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把意大利蜂箱内黑蜂幼虫培育成黑蜂雄蜂；4)交配，将

步骤3)中出世4～10天后的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引入与黑蜂雄蜂互相交配，5～7天产卵；5)

孵化：将步骤4)经过10～18天孵化，培育出新品系杂交蜜蜂。本发明繁育方法科学，将互相

介入的意蜂及黑蜂作为父母本，利用杂交技术结合特殊的育种方法开展蜜蜂提纯复壮和品

系杂交育种，在恢复意蜂优良性状的同时，又涵盖了黑蜂的优点，培育出的蜂种具有采集力

强、品性温和、适应性强、维持大群强群、高产抗病、耐寒、性状均衡等特点。

[0009] 优选的，步骤1)所述意大利蜂幼虫是以国内本地意蜂雄蜂作为父本与引进的澳意

蜂王作为母本杂交培育的高产抗病意蜂新品系，所述本地意蜂选自高产的意蜂蜂群经过纯

系繁育后培育的雄蜂。这样使得意蜂的性状更加突出、遗传性状稳定，可充分利用本地意蜂

与澳意蜜蜂的杂交优势，培育出与育种目标所要求的意蜂新品系，实现稳产高产。

[0010] 优选的，步骤1)所述意大利蜂幼虫是以国内本地意蜂蜂王作为母本与引进澳意雄

蜂作为父本杂交培育的高产抗病意蜂新品系，所述本地意蜂选自优良的意蜂蜂群经过纯系

繁育后培育的蜂王。作用同上。

[0011] 优选的，所述黑蜂选自优良的黑蜂蜂群经过纯系繁育后的蜂种，为高品系杂交蜜

蜂奠定基础。

[0012] 优选的，所述蜂箱内温度保持在26～29℃，相对湿度为70～75％。控制蜂箱内的温

度及相对湿度，促进蜜蜂的繁殖，提高蜂蜜的产量及品质。

[0013] 优选的，所述繁育方法包括蜂箱除螨：在繁育蜜蜂前，于蜂箱内均匀喷撒稀释后的

杀螨剂，间隔2～3月，再于蜂箱外部和底部喷撒稀释后的杀螨剂。本发明定期对蜂箱施用杀

螨剂，采用指定方法定期喷洒，不会对蜂箱中的蜂蜜造成危害，还可及时去除蜂箱中蜂螨，

减少蜂螨所带来的危害。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本发明的繁育方法安全可靠，选取互

相介入性质优良的意蜂与东北黑蜂作为父母本，经科学繁育出具备稳定优良性质的蜂种，

提高了蜜蜂品种抗病力，免疫力；(2)本发明的蜂种结合了意大利蜜蜂和黑蜂两者的优点，

具有采集力强、品性温和、适应性强、维持大群强群、高产抗病、耐寒、性状均衡等性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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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蜂和东北黑蜂杂交培育的品种抗病性强、高产，所产蜂蜜的质量和产量均能得到提高，其

中蜂蜜、王浆产量均可提高10％～50％，收益具有助农增收的重大意义，从而推动我国蜜蜂

资源的开发和养蜂业的发展；(4)本发明杂交蜜蜂采花范围广，行程远，黑意杂交一代采集

能力和繁殖能力都很好，尤其是春繁起群快。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16] 实施例1

[0017] 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1)将意大利蜂王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3天孵化成幼虫，利用蜂蜡制造王台，把孵化

的意大利蜂幼虫分别移植到该王台，并放进黑蜂蜂箱进行意大利蜂培育，使意大利蜂幼虫

介入黑蜂成份；

[0019] 2)利用黑蜂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5天孵化成幼虫，移入王台，放进意大利蜂箱进入

黑蜂培育，使黑蜂介入意大利蜂成份；所述黑蜂选自优良的黑蜂蜂群。

[0020] 3)经过12天时间，把黑蜂箱内的意大利蜂幼虫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把

意大利蜂箱内黑蜂幼虫培育成黑蜂雄蜂；

[0021] 4)交配，将步骤3)中出世5天后的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引入与黑蜂雄蜂互相交配，

5天产卵；

[0022] 5)孵化：将步骤4)经过15天孵化，培育出新品系杂交蜜蜂。

[0023] 所述蜂箱内温度保持在26℃，相对湿度为72％。

[0024] 实施例2

[0025] 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6] 1)将意大利蜂王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5天孵化成幼虫，利用蜂蜡制造王台，把孵化

的意大利蜂幼虫分别移植到该王台，并放进黑蜂蜂箱进行意大利蜂培育，使意大利蜂幼虫

介入黑蜂成份；所述意大利蜂幼虫是以国内本地意蜂雄蜂作为父本与引进的澳意蜂王作为

母本杂交培育的高产抗病意蜂新品系，所述本地意蜂选自高产的意蜂蜂群经过纯系繁育后

培育的雄蜂；

[0027] 2)利用黑蜂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4天孵化成幼虫，移入王台，放进意大利蜂箱进入

黑蜂培育，使黑蜂介入意大利蜂成份；

[0028] 3)经过15天时间，把黑蜂箱内的意大利蜂幼虫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把

意大利蜂箱内黑蜂幼虫培育成黑蜂雄蜂，所述黑蜂选自优良的黑蜂蜂群经过纯系繁育后的

蜂种；

[0029] 4)交配，将步骤3)中出世4天后的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引入与黑蜂雄蜂互相交配，

5～7天产卵；

[0030] 5)孵化：将步骤4)经过12天孵化，培育出新品系杂交蜜蜂。

[0031] 所述蜂箱内温度保持在28℃，相对湿度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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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实施例3

[0033] 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将意大利蜂王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2天孵化成幼虫，利用蜂蜡制造王台，把孵化

的意大利蜂幼虫分别移植到该王台，并放进黑蜂蜂箱进行意大利蜂培育，使意大利蜂幼虫

介入黑蜂成份；所述意大利蜂幼虫是以国内本地意蜂蜂王作为母本与引进澳意雄蜂作为父

本杂交培育的高产抗病意蜂新品系，所述本地意蜂选自优良的意蜂蜂群经过纯系繁育后培

育的蜂王；

[0035] 2)利用黑蜂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3天孵化成幼虫，移入王台，放进意大利蜂箱进入

黑蜂培育，使黑蜂介入意大利蜂成份；

[0036] 3)经过10天时间，把黑蜂箱内的意大利蜂幼虫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把

意大利蜂箱内黑蜂幼虫培育成黑蜂雄蜂，所述黑蜂选自优良的黑蜂蜂群经过纯系繁育后的

蜂种；

[0037] 4)交配，将步骤3)中出世10天后的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引入与黑蜂雄蜂互相交

配，5～7天产卵；

[0038] 5)孵化：将步骤4)经过18天孵化，培育出新品系杂交蜜蜂。

[0039] 所述蜂箱内温度保持在29℃，相对湿度为70％。

[0040] 实施例4

[0041] 一种高产高抗蜜蜂的繁育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1)将意大利蜂王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4天孵化成幼虫，利用蜂蜡制造王台，把孵化

的意大利蜂幼虫分别移植到该王台，并放进黑蜂蜂箱进行意大利蜂培育，使意大利蜂幼虫

介入黑蜂成份；

[0043] 所述意大利蜂幼虫：以国内本地意蜂蜂王作为母本与引进澳意雄蜂作为父本杂交

培育的高产抗病意蜂幼虫，将意大利蜂幼虫孵化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以国内本

地意蜂蜂王作为父本与引进澳意雄蜂作为母本杂交培育的高产抗病意蜂幼虫，将意大利蜂

幼虫孵化培育成为意大利雄蜂；将所述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与意大利雄蜂自然交尾产卵孵

化，即可得到步骤1)所述意大利蜂幼虫。

[0044] 2)利用黑蜂产出的卵在蜂箱孵化2天孵化成幼虫，移入王台，放进意大利蜂箱进入

黑蜂培育，使黑蜂介入意大利蜂成份；

[0045] 3)经过14天时间，把黑蜂箱内的意大利蜂幼虫培育成为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把

意大利蜂箱内黑蜂幼虫培育成黑蜂雄蜂，所述黑蜂选自优良的黑蜂蜂群经过纯系繁育后的

蜂种；

[0046] 4)交配，将步骤3)中出世8天后的意大利蜜蜂雌性蜂王引入与黑蜂雄蜂互相交配，

5～7天产卵；

[0047] 5)孵化：将步骤4)经过10天孵化，培育出新品系杂交蜜蜂。

[0048] 所述蜂箱内温度保持在27℃，相对湿度为73％。

[0049] 在华中地区某蜜蜂养殖场，将本发明实施例1-4所得蜂种分别放入同种规格蜂箱

中饲养，经过一年的饲养后，所得蜜蜂及蜂蜜产品与普通繁育方法所得蜂蜜进行对比，蜂蜜

的产量和质量情况，以及蜜蜂的采集能力、抗寒性和抗病性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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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所得杂交种的外貌特征明显，遗传性能稳定，在蜜蜂产量

和后代的品质方面均明显优于原意蜂和黑蜂。以后发展起来的蜂群，在蜂种繁殖数量、花粉

采集、产蜜量和抗病力等方面优于原意蜂和黑蜂蜂群。本发明繁育方法简单，能够解决传统

种蜂选种种性混杂，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若干代以后后代遗传性状不能保持原有亲本所表

现的优良特性及蜂种退化的问题，在提高蜂群的繁殖速度和蜂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同时，

也大大提高蜂农的经济收入和养蜂积极性，促进中国蜂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加快解决“三

农”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005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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