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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

的养蜂方法，应用于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包括

以下步骤：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制作、蜜粉子

脾的安装、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日常

管理、蜂蜜收取；中蜂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饲养，

根据不同时节对蜜蜂群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以及

根据各个巢框上层的蜂蜜全部封盖成熟，进行割

取，逐层的上推，并在下层加入新的滑套。其有益

效果是该饲养方法适合中蜂生物学特性、简洁高

效、适用性强的蜂箱及配套巢框，提高养蜂效率，

增加养蜂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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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其特征在于，应用于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

包括以下步骤：

(一)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准备：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由箱体(1)、底板(2)、箱盖(3)

和至少一个巢框(4)构成；巢框(4)包括上框梁(42)、两根侧边条(41)、下框梁(43)和多根滑

套(44)，上框梁(42)、两根侧边条(41)和下框梁(43)一体浇铸成型，形成框架结构；将两根

侧边条(41)上分别嵌套上数量相等的滑套(44)，滑套长110mm，并套在侧边条上自由滑动，

再将上框梁(42)安装于两根侧边条(41)的顶端；

(二)蜜粉子脾的安装：选取至少一个巢框(4)，将郎氏蜂箱的蜜粉子脾粘附于巢框(4)

中上部分的两侧滑套(44)上；

(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将箱体(1)放置于底板(2)上，然后将安装好蜜粉

子脾的巢框(4)安放于箱体(1)中，再选取多个未安装蜜粉子脾的巢框(4)间距布置于安装

好蜜粉子脾的巢框(4)的两侧，引入蜂群，然后盖上箱盖(3)；

(四)日常管理：平时在箱体(1)外观察，当发现蜂群出现异常情况、越冬、繁蜂、换王、分

群、取蜜时才打开箱盖(3)进行管理；

(五)蜂蜜收取：预估蜂蜜成熟的时间，打开箱盖(3)，依次取出巢框(4)，将上面第一层

滑套(44)的巢蜜取出，然后在巢框(4)的底部装入新的滑套(44)，再将巢框(4)重新放入箱

体(1)，并盖上箱盖(3)；

打开箱盖(3)，依次取出巢框(4)进行观察，当巢框(4)上面的第二层滑套(44)及下层滑

套(44)有部分装上巢蜜时，上面第一层滑套(44)处的巢蜜封盖，即为上面第一层滑套(44)

处的巢蜜成熟；从巢框(4)中取巢蜜时用配套设计的支架，固定好两根侧边条(41)，切割上

面第一层滑套(44)的巢蜜，使第一层滑套(44)的巢蜜与下面层滑套(44)的巢蜜分割，割巢

蜜应整齐，然后取下第一层的两个滑套(44)；再将下面层的滑套(44)沿滑槽(421)向上推至

上框梁(42)处，在底层装上新的或清理干净的滑套(44)，重新放入箱体(1)，并盖上箱盖

(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步骤中，相邻的两个巢框(4)间距布置的距离为0.8～

1.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步骤中，选择外界蜜粉源丰富的季节，将蜜蜂引入

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若外界蜜粉不足，用糖浆对蜂群进行饲喂，将糖浆存放于储蜜槽

(42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四)日常管理的步骤中，打开箱盖(3)进行管理，包括依次取出巢框(4)，对巢框(4)上各层

滑套(44)的蜂巢上的蜜蜂、蜂蛹进行观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四)日常管理的步骤中，根据不同时间节点对箱体(1)内的巢脾数量进行相应的增或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其特征在于，对箱体

(1)内的巢脾数量进行相应的增或减，增或减巢脾数量，是根据蜜蜂数量的多少，若观察到

箱体内存在未筑巢的巢框(4)以及存在边脾未爬满蜜蜂的巢框(4)时，蜜蜂数量少，将未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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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的巢框(4)取出；观察到箱体(1)内所有巢框(4)都筑满巢后，蜜蜂数量增加，再重新加入

新的巢框(4)。

7.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五)蜂蜜收取的步骤中，两根侧边条(41)的下面的滑套(44)向上推时，两侧滑套(44)推动

的速度和推动的位移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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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蜜蜂饲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华蜜蜂（简称中蜂）是我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具有嗅觉灵敏、擅于采集零星蜜粉

源等特性，适合我国广大山区、丘区饲养，其生产的优质蜂蜜和传花授粉的生态价值，是西

方蜜蜂（简称西蜂）无法取代的。然而许多地方由于缺乏科学的饲养管理技术，仍保留了延

续上千年的圆桶旧法养蜂习惯，难以克服蜂群飞逃、病害防控等问题，无法规模化饲养，经

济效益低下。

[0003] 十八世纪美国养蜂家郎斯特罗什发明了活框蜂箱用于饲养西蜂，活框即用木材或

塑料通过人工制造成矩形方框，让蜜蜂将单张蜂巢修筑在框内，形成的巢脾可以移动，便于

将巢脾提出查看蜂群繁育、病害等情况，且取蜜不毁坏蜂巢，巢脾可多次重复使用，蜂蜜产

量明显提高，且病敌害可防可控。这种活框蜂箱及配套养蜂技术，于十九世纪初传入我国用

于饲养中蜂，与圆桶蜂箱相比，虽在蜂群的饲养管理、繁育分蜂、产蜜量等方面具有相对优

势，但对养蜂员的饲养管理技术要求高，对广大文化水平较低的山区农民及而言，短时间内

难以全面掌握，盲目大面积推广，往往适得其反；另外，郎氏活框蜂箱也不完全适宜中蜂的

生物学特性，用郎氏活框蜂箱饲养中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非常必要为山区养蜂农民

设计一款适合中蜂生物学特性、简洁高效、适用性强的蜂箱及配套巢框，提高养蜂效率，增

加养蜂效益。

[0004] （一）中蜂生物学特性

[0005] 1. 中蜂对巢脾“喜新厌旧”

[0006] “喜新厌旧”是中蜂根据生活需要对巢脾选择的标准，与其生殖繁衍质量密切相

关。中蜂对老旧的巢脾，要么主动进攻，咬而毁之，重造新巢；要么弃而逃之，在病虫害滋生、

蔓延、抵抗无力的情况下，则整群蜂迁居，另选新址，重新贮巢。

[0007] 2.“喜静忌动、结团而居”

[0008] 中蜂“喜静忌动、结团而居”的习性能够更加有效躲避敌害，是长期进化选择的结

果。生活在树洞、岩石洞中的野生中蜂，通常根据洞的形状将蜂巢筑为半球形，在无人“管

理”的情况下，不仅群强、产量高，而且病害少。

[0009] 3.巢脾“上部贮蜜、下部育子”区域功能划分明确

[0010] 中蜂巢脾的功能为：上方用于储存蜂蜜和蜂粮，下方用于繁衍后代，这是中蜂对蜂

巢功能区域划分的具体表现。中蜂一般从蜂巢顶部连接物处自上向下筑巢，在树洞中的野

生蜂群，外界蜜粉源充足时，只要蜂团下方有足够的空间，蜂群就会不断往下筑造新脾，老

脾用于贮存蜂蜜，新脾用于繁衍后代。

[0011] （二）格子蜂箱饲养与活框饲养法的缺点

[0012] 1.格子蜂箱饲养法存在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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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一是无法开箱检查，难以准确判断蜂群内部情况，无法做出精准的管理措施。如分

蜂、造脾、育王、产子等情况掌握不及时，常出现一群蜂在分蜂季节连续分蜂两三次，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0014] 二是蜂蜜质量控制不严格。采收蜂蜜时必需等到最上面一层全部封盖后才能取

蜜，采收周期较长，稍有不慎，就容易将边脾的未成熟蜂蜜一同取出，影响蜂蜜的质量。

[0015] 三是不便于病虫害的预防和治疗。蜂群内部情况只能通过箱外观察估计，无法精

准掌握蜜蜂的生长、繁殖及病虫害情况，难于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0016] 2.活框饲养法的缺点

[0017] 一是单张巢脾面积过大，且横向放置。因中蜂群势小于西蜂，仅有西蜂的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的蜂量，且喜欢结团而居。横向放置的郎氏标准巢框不利于中蜂结为半球状的

蜂团，影响了其巢温调节和病敌害防卫。

[0018] 二是技术难掌握。由于饲养管理技术繁杂，注意细节多，加之蜂农文化水平不高，

难以全面掌握，病虫害严重，蜂群难以良性发展，无法发挥中蜂的生产优势。

[0019] 三是蜂蜜品质难控制。活框饲养时巢脾上的成熟蜜区和非成熟蜜区没有分开，取

蜜时将非成熟蜂蜜混入商品蜜中，导致生产的分离蜜浓度不高，市场售价比不上与土法饲

养产的全封盖成熟蜜。

发明内容

[0020]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蜜蜂饲养法的缺陷，目的在于提供一

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以适应中蜂的生物学习性，生产高质量成熟蜂蜜，最

大限度地发挥中蜂的生产优势，提高养蜂生产效率和效益。

[0021]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22] 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应用于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包括以下

步骤：

[0023] （一）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准备：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由箱体、底板、箱盖和至少

一个巢框构成；巢框包括上框梁、两根侧边条、下框梁和多根滑套，上框梁、两根侧边条和下

框梁一体浇铸成型，形成框架结构；将两根侧边条上分别嵌套上数量相等的滑套，再将上框

梁安装于两根侧边条的顶端；

[0024] （二）蜜粉子脾的安装：选取至少一个巢框，将郎氏蜂箱的蜜粉子脾粘附于巢框中

间部分的两侧滑套上；

[0025] （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将箱体放置于底板上，然后将安装好蜜粉子

脾的巢框安放于箱体中，再选取多个未安装蜜粉子脾的巢框间距，布置于安装好蜜粉子脾

的巢框的两侧，然后盖上箱盖；

[0026] （四）日常管理：平时在箱体外观察，当发现蜂群出现异常情况、越冬、繁蜂、换王、

分群、取蜜时才打开箱盖进行管理；

[0027] （五）蜂蜜收取：预估蜂蜜成熟的时间，打开箱盖，依次取出巢框，将上面第一层滑

套的巢蜜取出，然后在巢框的底部装入新的滑套，再将巢框重新放入箱体，并盖上箱盖。

[0028] 进一步地，所述（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步骤中，相邻的两个巢框间

距布置的距离为0.8~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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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进一步地，所述（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步骤中，选择外界蜜粉源丰

富的季节，将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若外界蜜粉不足，用糖浆对蜜蜂进行饲喂，将

糖浆存放于储蜜槽。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四）日常管理的步骤中，打开箱盖进行管理，包括依次取出巢框，

对巢框上各层滑套的蜂巢上的蜜蜂、蜂蛹进行观察。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四）日常管理的步骤中，根据不同时间节点对箱体内的巢脾数量

进行相应的增或减，增加巢脾数量的方式，是根据蜜蜂数量的多少，将箱体内未筑巢的巢框

以及边脾未爬满蜜蜂的巢框取出，等到蜂群数量增加后，将所有巢框筑满巢后，再重新加入

新的巢框。

[0032] 进一步地，对箱体内的巢脾数量进行相应的增或减，增或减巢脾数量，是根据蜜蜂

数量的多少，若观察到箱体内存在未筑巢的巢框以及存在边脾未爬满蜜蜂的巢框时，蜜蜂

数量少，将未筑巢的巢框取出；观察到箱体内所有巢框都筑满巢后，说明蜜蜂数量增加，再

重新加入新的巢框。

[0033] 进一步地，所述（五）蜂蜜收取的步骤中，还包括，打开箱盖，依次取出巢框进行观

察，当巢框上面的第二层滑套及下层滑套有部分装上巢蜜时，上面第一层滑套处的巢蜜封

盖，即为上面第一层滑套处的巢蜜成熟。

[0034] 进一步地，所述（五）蜂蜜收取的步骤中，从巢框中取巢蜜时用配套设计的托盘，固

定好两根侧边条，切割上面第一层滑套的巢蜜，使第一层滑套的巢蜜与下面层滑套的巢蜜

分割，割巢蜜应整齐，然后取下第一层的两个滑套；再将下面层的滑套沿滑槽向上推至上框

梁处，在底层装上新的或清理干净的滑套，重新放入箱体，并盖上箱盖。

[0035] 进一步地，所述（五）蜂蜜收取的步骤中，两根侧边条的下面的滑套向上推时，两侧

滑套推动的速度和推动的位移相一致。

[003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

箱的养蜂方法，较目前的饲养法年产蜜量可以提高1~2倍，其产蜜量高于活框饲养法。因单

群管理时间大幅减少，单人管理蜂群数可成倍增加，管理更加高效，养蜂经济效益随之提

高。

[0037] 具体对比如下：

[0038] 1.与目前饲养法相比具有的优势

[0039] （1）取蜜不毁坏子脾。目前饲养法的蜂群因巢脾上部蜜区与箱盖紧密相连，蜜区和

子区巢脾连为一体，取蜜时，将蜜区割下后，育子区巢脾随之取下，不能再放回，不得已而毁

之。而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不用毁坏子脾，只需割取含有成熟蜜的蜜巢。

[0040] （2）蜂蜜产量更高。采取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较目前饲养法取

蜜方便，取蜜次数增加，单群产蜜量提高。

[0041] （3）病敌害可防可控。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让蜜蜂根据自身的

需要，在箱内呈球形向下筑巢，利于工蜂护脾。另外，在越冬、春繁等重要时间节点，可以人

为增减巢脾，利于蜂群抵御病敌害。

[0042] （4）饲养管理更高效。有利于对蜂群进行检查，及时了解蜂群内部情况，控制分蜂，

防止自然分蜂；有利于人工分蜂，对蜂群进行管理；有利人工选育蜂王，方便组织交尾群，防

止蜂种退化；在筑巢时不用巢础，筑出的巢脾更加卫生、安全，所取的成熟封盖蜜脾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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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出售。

[0043] 2.与活框饲养法相比具有的优势

[0044] （1）易强群饲养，单产高

[0045] 一次性放置满巢框，平时只在箱外观察，不开箱检查，只在蜂群情况异常、越冬、繁

殖、换王、分群、取蜜时才开箱，较少打扰蜜蜂正常生活，顺其自然，任蜜蜂自由生活和发展，

充分营造适应蜜蜂“喜静忌动”生物学特性的生活环境，从而将外界干扰降到了最低限度，

实现了人与蜂和谐相处，为人性化管理蜂群创造了条件。

[0046] 另一方面，蜂箱较高，巢框较高窄，且巢框不拉铁线，蜜蜂在外界具备蜜粉源的条

件下，就会充分发挥其筑造新脾的本能，不断往下筑造新脾。以筑造新脾为原点，将引发蜂

巢内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新脾刺激了蜂王产卵的积极性，虫卵需要哺育，又激发了工蜂外出

采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蜂群快速发展成为强群，抗病能力提高，轻而夺取蜂蜜高产

和稳产。取蜜后，下方巢脾向上推移到已割取的巢蜜位置，又为蜂群向下筑造新脾腾出了空

间，有效地解决了取蜜和育子的矛盾。

[0047] （2）单群管理时间少，技术要求低

[0048] 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较活框饲养法简单，每个蜂农可以管理几

倍于用郎氏蜂箱饲养的蜂群，这样可以扩大养殖规模，提高蜂蜜产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0049] （3）适宜中蜂生物学特性，蜂群抗逆性更高。充分利用中蜂“上部储粮，下部繁衍”

等生物学特性，高窄的蜂箱空间利于蜂群护脾，病害少，不用抗生素等药物。生产的成熟蜂

蜜，浓度高质量好，更加卫生安全，深受消费者喜爱。

附图说明

[0050]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

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51] 图1为本发明应用的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结构爆炸视图。

[0052] 图2为本发明应用的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部件4的装配图。

[0053] 图3为本发明应用的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部件4的结构爆炸视图。

[0054] 附图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55] 1‑箱体，2‑底板，3‑箱盖，4‑巢框，41‑侧边条，42‑上框梁，421‑滑槽，422‑储蜜槽，

43‑下框梁，44‑滑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

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57] 在以下描述中，为了提供对本发明的透彻理解阐述了大量特定细节。然而，对于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不必采用这些特定细节来实行本发明。在其他实例中，为

了避免混淆本发明，未具体描述公知的结构、电路、材料或方法。

[0058] 在整个说明书中，对“一个实施例”、“实施例”、“一个示例”或“示例”的提及意味

着：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被包含在本发明至少一个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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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个说明书的各个地方出现的短语“一个实施例”、“实施例”、“一个示例”或“示例”

不一定都指同一实施例或示例。此外，可以以任何适当的组合和、或子组合将特定的特征、

结构或特性组合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此外，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此

提供的示图都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且示图不一定是按比例绘制的。这里使用的术语“和/

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列出的项目的任何和所有组合。

[005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前”、“后”、“左”、“右”、“上”、“下”、“竖

直”、“水平”、“高”、“低”“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

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

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实施例

[0060] 如图1~2所示，本发明一种运用循环组合巢框蜂箱的养蜂方法，应用于循环组合巢

框饲养箱，包括以下步骤：

[0061] （一）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准备：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由箱体1、底板2、箱盖3和

至少一个巢框4构成；巢框4包括上框梁42、两根侧边条41、下框梁43和多根滑套44，上框梁

42、两根侧边条41和下框梁43一体浇铸成型，形成框架结构；将两根侧边条41上分别嵌套上

数量相等的滑套44，再将上框梁42安装于两根侧边条41的顶端；

[0062] 作为一优选的实施例：

[0063] 箱体1：内围长320mm，内围宽244mm,高500mm，在蜂箱下长的一方开具巢门；箱体板

厚20mm。

[0064] 箱盖3：内围长370mm，宽294mm，高65mm，板厚15mm，箱盖宽的两侧各开一个长

294mm，高10mm的通风孔31。

[0065] 底板2：长400mm，宽370mm，板厚15mm。

[0066] 2. 巢框4的制作

[0067] 上框梁42长260mm，宽25mm，厚20mm，两端连接部长20mm。

[0068] 侧边条41中间是长460mm、宽20mm、厚10mm实心矩形条作为中轴，连接上框梁42处

的长20mm部分；一根滑套长110mm、宽25mm、厚15mm，套在侧边条41上自由滑动。本实施例每

根侧边条41嵌套四根滑套。

[0069] （二）蜜粉子脾的安装：选取至少一个巢框4，将郎氏蜂箱的蜜粉子脾粘附于巢框4

中间部分的两侧滑套44上；

[0070] （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将箱体1放置于底板2上，然后将安装好蜜粉

子脾的巢框4竖直的安放于箱体1的中间部位，再选取未安装蜜粉子脾的巢框4间距地布置

于安装好蜜粉子脾的巢框4的两侧，直到箱体1内摆放满巢框4，然后盖上箱盖3；

[0071] 本实施例中，选取8个巢框4，将箱体1内部摆满，不用加隔板，按照0.8~1.0cm的间

距布置，选取部分巢框4装好子脾，8个巢框4不用全部装好子脾，选取部分巢框4装好子脾即

可。

[0072] （四）日常管理：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待蜜蜂安定下来后，平时不再去开

箱查看蜂群生产生活情况，只在箱体1外观察，当发现蜂群出现异常情况、越冬、繁蜂、换王、

分群、取蜜时才打开箱盖3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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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五）蜂蜜收取：预估蜂蜜成熟的时间，到时间时打开箱盖3，依次取出巢框4，对其

观察，当巢框4上面的第二层滑套44及以下区间有部分装上巢蜜，上面第一层滑套44处的巢

蜜全部封盖成熟时，就可以将上面第一层滑套44的巢蜜取出。从巢框4中取巢蜜时用配套设

计的托盘，固定好两根侧边条41，切割上面第一层滑套44的巢蜜，使第一层滑套44的巢蜜与

下面层滑套44的巢蜜分割，割巢蜜应整齐，然后取下第一层的两个滑套44；再将下面层的滑

套44沿滑槽421向上推至上框梁42处，在底层装上新的或清理干净的滑套44，重新放入箱体

1，并盖上箱盖3。

[0074] 本发明通过以上方法，应用多个巢框4，每个巢框4应用组装式的结构，充分利用了

中蜂的“喜新厌旧”、“喜静忌动”、“结团而居”、巢脾“上部储粮、下部繁衍”  、“向下筑造球形

新脾”的生物学习性，实现了取蜜不毁坏子脾，单位空间内蜂蜜产量更高，根据不同时节人

为增减巢脾，有利于增强蜂群抵御病敌害以及使饲养管理更高效。

[007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步骤中，相邻的两个

巢框4间距摆放的距离为0.8~1.0cm。

[0076] 采用以上方法，将相邻的两个巢框4间距摆放距离为0.8~1.0cm，便于饲养时，单个

巢框4取出时，不影响其相邻的巢框4，并保证了箱体1内的安装的巢框4的数量。

[007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三）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的步骤中，选择外界蜜

粉源丰富的季节，将蜜蜂引入循环组合巢框饲养箱，若外界蜜粉不足，用糖浆对蜜蜂进行饲

喂，将糖浆存放于储蜜槽422。

[0078] 采用以上方法，可进一步提高过箱的成功率，防止过箱后的蜜蜂飞逃。

[007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四）日常管理的步骤中，打开箱盖3进行管理，包括依次取

出巢框4，对巢框4上各层滑套44的蜂巢上的蜜蜂、蜂蛹进行观察。

[0080] 采用以上方法，开箱检查十分便利，可以精准地判断出蜂群内部情况，进而做出精

准的管理措施。如分蜂、造脾、育王、产子等情况进行及时的掌握。

[008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四）日常管理的步骤中，根据不同时间节点对箱体1内的巢

脾数量进行相应的增或减，对箱体1内的巢脾数量进行相应的增或减，增或减巢脾数量，是

根据蜜蜂数量的多少，若观察到箱体内存在未筑巢的巢框4以及存在边脾未爬满蜜蜂的巢

框4时，将未筑巢的巢框4取出；观察到箱体1内所有巢框4都筑满巢后，说明蜂群数量增加，

再重新加入新的巢框4。

[0082] 采用以上方法，对蜂群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更加有利于蜂群抵御病敌害。

[0083] 在一些实施例中，对箱体1内的巢脾数量进行相应的增或减，增加巢脾数量的方式

通过将箱体1内未筑巢的巢框4取出，粘附上蜜粉子脾，然后再放入箱体1内，或者选取一个

新的无巢脾的巢框4粘附上蜜粉子脾，与箱体1内未筑巢的巢框4进行替换；减少巢脾数量的

方式通过选取一个新的无巢脾的巢框4与箱体1内筑有巢的巢框4进行替换。

[0084] 采用以上方法，十分灵活地对箱体1内的蜂群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008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五）蜂蜜收取的步骤中，两根侧边条41的下面的滑套44向

上推时，两侧滑套44推动的速度和推动的位移相一致。

[0086] 采用以上方法，使两侧滑套44推动的速度和推动的位移相一致，以防止破坏两侧

滑套44之间的巢脾。

[0087]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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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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