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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蜜蜂养殖技术领域，具体的

说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病虫害发

生、提升蜂蜜品质的中华蜜蜂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活动式巢脾支撑架的主体呈ㄇ字状，巢脾支

撑架的主体设有管状横梁以及两个侧面支撑杆，

两个侧面支撑杆的上端分别与管状横梁的两端

连接，管状横梁具有中空管腔以及两端开口，蜂

箱侧壁上设置彼此对称的凹槽，承框柱穿过管状

横梁后两端分别架设在凹槽上，将活动式巢脾支

撑架架设在蜂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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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设有蜂箱以及活动式巢脾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活动式巢脾

支撑架的主体呈ㄇ字状，巢脾支撑架的主体设有管状横梁以及两个侧面支撑杆，两个侧面

支撑杆的上端分别与管状横梁的两端连接，管状横梁具有中空管腔以及两端开口，蜂箱侧

壁上设置彼此对称的凹槽，承框柱穿过管状横梁后两端分别架设在凹槽上，将活动式巢脾

支撑架架设在蜂箱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式巢脾支撑架

的两个侧面支撑杆的下端具有朝向活动式巢脾支撑架中心弯折的钩挂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式巢脾支撑架

管状横梁采用圆柱形管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状横梁采用管体

外壁下缘具有沿管体长度方向延伸的外凸缘的异型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巢脾支撑架的管状

横梁采用金属、塑料或竹木制成，侧面支撑杆采用非木质材料，以隔绝蜡螟幼虫上脾降低病

虫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状横梁的长度范

围为20-47cm，外径范围为5-33mm，侧面支撑杆高度范围为5-20cm，采用扁带状或圆柱形杆

体。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832397 U

2



中华蜜蜂养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蜜蜂养殖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管理效率、降

低病虫害发生、提升蜂蜜品质的中华蜜蜂养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华蜜蜂是我国的乡土蜂种，已有几千年的人工饲养历史。目前，中华蜜蜂有土法

饲养和活框饲养两种养殖方法。自人工养殖中华蜜蜂开始，广大蜂农均是采用仿野生的土

法饲养，其方法是将蜂群引入到人工做成的各种蜂巢中，这些蜂巢因地域不同，材料和制式

五花八门，包括掏空的树段，用木板制成的蜂桶、蜂箱，陶制的桶，竹条、柳条编制的桶，甚至

还有土洞、石洞等。蜂群在这些蜂巢中自由造脾，自我管理，与野生蜜蜂的生存模式几乎没

有什么差异。这种方法存在着很多不足，一是由于巢脾直接固定在蜂巢之上，给人们管理蜂

群带来很大的不便，无法直观、方便地检查蜂群、换王、分蜂。二是取蜜时必须用喷烟、振动

蜂巢等办法驱离蜜蜂，费时费力，还容易让蜂群产生应激，操作不当，蜂群易飞逃，还会引起

蜂场蜂群互盗。三是管理手法粗放，单群产蜜量低。四是取蜜时多是盲割，易将封盖蜜、水

蜜、花粉混杂，还易带进沾死的蜜蜂，影响蜂蜜品质。五是传统割蜜伤蜂伤子严重。

[0003] 为了改进土法养蜂的这些不足，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国一批科研人员和蜂

农开始仿效西方蜜蜂活框饲养法，试验活框饲养中华蜜蜂，并研发出了一系列为之配套的

巢框、巢箱。活框养中华蜂，由于巢脾可移动了，检查蜂群、换王、分蜂、取蜜都很方便，摇蜜

机等机具的配套使用，也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力地促进了中华蜜蜂养殖业的快速

发展。但活框养殖中华蜜蜂，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中华蜜蜂属半野性蜂种，驯化程度低，

活框养蜂法中经常运用的管理手段，比如开箱提脾检查、抖蜂摇蜜容易让蜜蜂离脾，离脾后

较长时间才能重新上脾；对于每日需要哺育1700次以上的蜜蜂幼子，会因失去蜂群哺育降

低幼蜂体质，严重的会诱发幼虫病发生。二是中华蜜蜂有喜新脾厌老脾的习性，活框饲养中

华蜜蜂，完全剥夺了蜂群自我造脾的自由，而人工加减脾时限性又很强，加早了，脾多于蜂

易使蜂群受病虫害侵扰，加晚了，又易产生缀脾。在活框蜂脾中，往往蜜、粉、子共存，也不方

便淘汰掉老脾。三是活框取蜜必须脱蜂后才能进行，操作麻烦，劳动强度大，现场取蜜如果

操作不当还易引起蜂群互盗。四是活框蜜取蜜周期短，容易与西方活框蜜混淆，消费者不太

认同，蜂蜜价值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提出了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管理效

率、降低病虫害发生的中华蜜蜂养殖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措施达到：

[0006] 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设有蜂箱以及活动式巢脾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活动式巢

脾支撑架的主体呈ㄇ字状，巢脾支撑架的主体设有管状横梁以及两个侧面支撑杆，两个侧

面支撑杆的上端分别与管状横梁的两端连接，管状横梁具有中空管腔以及两端开口，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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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上设置彼此对称的凹槽，承框柱穿过管状横梁后两端分别架设在凹槽上，将活动式巢

脾支撑架架设在蜂箱内。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述活动式巢脾支撑架的两个侧面支撑杆的下端具有朝向活动式巢

脾支撑架中心弯折的钩挂部，用于完成多个活动式巢脾支撑架的级联。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活动式巢脾支撑架管状横梁采用圆柱形管腔，进一步为了适应中

华蜜蜂喜欢在底端建造巢脾的特性，管状横梁采用管体外壁下缘具有沿管体长度方向延伸

的外凸缘的异型管，如截面呈倒置的水滴状的异型管、截面呈纺锤状或橄榄状的异型管等。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巢脾支撑架的管状横梁采用金属、塑料或竹木制成，侧面支撑杆

优选采用非木质材料，以隔绝蜡螟幼虫上脾，降低病虫害。

[0010] 本实用新型所述管状横梁的长度范围为20-47cm，外径范围为5-33mm，侧面支撑杆

高度范围为5-20cm，采用扁带状或圆柱形杆体。

[0011]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利用上述养殖装置，执行以下内容：设置多级巢脾支撑系

统，根据需要，选用至少两个巢脾支撑架，上部巢脾支撑架中侧面支撑杆的下端，钩挂在下

侧巢脾支撑架的管状横梁两端完成级联；将获得的多级巢脾支撑系统按3cm-3.5cm的巢间

距，用金属、塑料、无机合成材料或竹木制成的细棒状承框柱，穿过最上面的管状横梁管腔

后，架设在蜂箱承框槽内，完成多级巢脾支撑系统的架设；中华蜂自由建造巢脾；由于巢脾

支撑架中管状横梁的下缘设计为圆形或倒三角形，符合中华蜜蜂喜欢在底端造脾的特性，

能引导蜂群沿圆管或倒三角的下缘整齐造脾；并可以充分发挥蜂群的自我管理能力，按照

蜂群需要自由造脾；在需要检查蜂群、换王、分蜂时，提出多级巢脾支撑系统进行操作，取蜜

时，将多级巢脾支撑系统提起，在要分离的部位将承框柱插入当前位置对应的巢脾支撑架

管状横梁管腔后，架设在承框槽上，这时蜜脾单独暴露在蜂箱之上，用吹气或蜂扫的方法驱

离蜜蜂，用割蜜工具分离开蜜脾与新的顶框梁的连接处，取下蜜脾装箱；在割完蜜后的多级

巢脾支撑系统底部再连接上一个新的巢脾支撑架，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巢脾循环系统。

[0012] 本实用新型根据中华蜜蜂喜将蜂蜜贮存在粉、子脾上方的特性，提供了一种能够

在取蜜时尽量减少对蜜蜂幼子干扰的多级巢脾支撑系统，实现了蜜粉、蜜子分离，不仅可以

取到纯净的封盖成熟蜜睥，提升了蜂蜜的品质；而且在每次取蜜时，蜜蜂不会长时间被驱离

蜜蜂幼子巢脾，有效避免蜜蜂幼子失温；除此之外，每次取蜜同时也带走老巢，顺应了中华

蜜蜂喜欢新脾厌弃老脾的习性，实现了在去掉老巢的同时紧脾让蜂群密集的目标，可减轻

蜂群病虫害的发生，从而杜绝化学药物对蜂产品的污染，实现了有机生产。

[0013] 本实用新型在整个管理过程中无抖蜂、剧烈驱蜂操作，蜂群不易产生应激，减少了

病害，也会减少飞逃；由于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多级巢脾支撑系统是将多个小的巢脾支撑

架组合成一个巢脾支撑系统，将巢脾支撑架分解后就成为一个个小巢脾，可以很方便地置

于配套的横式蜂箱内，实现立式、卧式箱通用、互换，也可以用这些小巢脾组成交尾群，育王

会更容易；蜜脾提出后可运至居所或销售终端滤出蜂蜜，取蜜过程更卫生，也更直观，会让

消费者更放心，更喜欢购买。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1(a)是蜂箱的纵向剖视图，图1(b)是蜂

箱内设置多组多级巢脾支撑系统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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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巢脾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多级巢脾支撑系统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管状横梁的一种截面示意图。

[0018]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管状横梁的另一种截面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蜂箱  1、巢脾支撑架  2、管状横梁  3、侧面支撑杆  4、凹槽  5、承框柱  6、

钩挂部  7、圆柱形管管腔截面  8、异型管管腔截面  9。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如附图1及附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中华蜜蜂养殖装置，设有蜂箱1以及

活动式巢脾支撑架2，其特征在于活动式巢脾支撑架2的主体呈ㄇ字状，巢脾支撑架2的主体

设有管状横梁3以及两个侧面支撑杆4，两个侧面支撑杆4的上端分别与管状横梁3的两端连

接，管状横梁3具有中空管腔以及两端开口，蜂箱1侧壁上设置彼此对称的凹槽5，承框柱6穿

过管状横梁3后两端分别架设在凹槽5上，将活动式巢脾支撑架2架设在蜂箱1内。

[0022] 本实用新型所述活动式巢脾支撑架2的两个侧面支撑杆4的下端具有朝向活动式

巢脾支撑架2中心弯折的钩挂部7，用于完成多个活动式巢脾支撑架2的级联。

[0023] 本实用新型所述活动式巢脾支撑架管状横梁3采用圆柱形管腔，进一步为了适应

中华蜜蜂喜欢在底端建造巢脾的特性，管状横梁采用管体外壁下缘具有沿管体长度方向延

伸的外凸缘的异型管，如截面呈倒置的水滴状的异型管、截面呈纺锤状或橄榄状的异型管

等。

[0024] 本实用新型所述巢脾支撑架2的管状横梁采用金属、塑料或竹木制成，侧面支撑杆

优选采用非木质材料，以隔绝蜡螟幼虫上脾，降低病虫害。

[0025] 本实用新型所述管状横梁3的长度范围为20-47cm，外径范围为5-33mm，侧面支撑

杆高度范围为5-20cm，采用扁带状或圆柱形杆体。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附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多级巢脾支撑系统，其中在蜂箱1中设置纵向彼

此级联的三个巢脾支撑架2，最上端巢脾支撑架1的管状横梁3经承框柱6支撑架设在蜂箱1

内，蜂箱1内侧对应设置用于架设条形支撑框柱6的承框槽(钩挂凹槽5)；蜂箱1的顶部和底

部分别设置活动箱盖和活动底板，巢脾支撑架的管状横梁3采用直径20毫米的不锈钢管(截

面如附图4所示)，长度300毫米；侧面支撑杆采用12号不锈钢丝制成，上端直接焊接于管状

横梁3的不锈钢管两端的下侧，下端向内折弯一厘米形成钩挂部7，折弯后高50-200mm，由3

个支撑架单体相联，用上面一组的两个不锈钢弯钩卡在下面一组的不锈钢横梁管内，组成

一个完整的巢脾支撑系统。

[0028] 使用时，将巢脾支撑系统按照330毫米的巢间距，用长350mm的8号铁丝做承框柱，

穿过最上面的管状横梁3的圆管内，置于蜂箱承框槽内；由于管状横梁3下缘设计为圆形，符

合中华蜜蜂喜欢在底端造脾的特性，能引导蜂群沿圆管下缘整齐造脾；由于承框柱也是圆

形，所以能够保证巢脾支撑系统始终垂直于地面，使得蜂群能做出整齐的巢脾；多级巢脾支

撑系统是一次性置入，可以充分发挥蜂群的自我管理能力，可按照蜂群需要自由造脾。通过

运用这种方法，可减少过多的人工干预对蜂群的影响，也有利于巢温的稳定；在需要检查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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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换王、分蜂、取蜜时，可以提出巢脾支撑系统进行操作。

[0029] 由于采用了3节巢脾支撑架联接模式，更容易获得完全封盖的纯蜜脾，提升蜂蜜品

质。取蜜时，将一个巢脾支撑系统提起，在要分离的部位将承框柱插入上框梁的不锈钢管内

腔，固定在承框槽上，这时蜜脾单独暴露在巢箱之上，用吹气或蜂扫的方法驱离蜜蜂，用割

蜜工具分离开蜜脾与新的顶框梁的连接处，取下蜜脾装箱。然后在割完蜜后的支撑系统底

部再连接上一个新的巢脾支撑架，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巢脾循环系统。

[0030] 本实施例中蜂箱箱体的一面距箱底250毫米处开巢门；蜂箱的长、宽、高内径分别

为330X330X530mm，可内置十组巢脾支撑系统，在开巢门的箱板及相对的箱板上等距33毫米

开半圆形承框槽。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多级巢脾支撑系统，其中在蜂箱1中设置纵向彼此级联的三个

巢脾支撑架2，最上端巢脾支撑架1的管状横梁3经承框柱6支撑架设在蜂箱1内，蜂箱1内侧

对应设置用于架设条形支撑框柱6的承框槽(钩挂凹槽5)；蜂箱1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设置活

动箱盖和活动底板，巢脾支撑架的管状横梁3采用采用管体外壁下缘具有沿管体长度方向

延伸的外凸缘的异型管，如附图5所示本例采用截面呈倒置的水滴状的异型管。

[0033] 采用本实施例中的管状横梁3更易于为中华蜜蜂建造巢脾提供凸出的底端，能引

导蜂群沿异型管外凸的下缘整齐造脾；保证巢脾支撑系统始终垂直于地面，使得蜂群能做

出整齐的巢脾。

[0034]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1)采用一次性预置巢脾支撑系统，

在顺应中华蜜蜂喜造新脾的同时，大幅度减少了蜂农管理蜂群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管理效

率，更适合规模化经营；(2)多节巢脾支撑架系统的设计，实现了蜜粉、蜜子分离，可以取到

纯净的封盖成熟蜜睥，提升了蜂蜜的品质；(3)每次取蜜同时也带走老巢，实现了在去掉老

巢的同时紧脾让蜂群密集的目标，可减轻蜂群病虫害的发生，从而杜绝化学药物对蜂产品

的污染，实现了有机生产；(4)由于本方法在整个管理过程中无抖蜂、剧烈驱蜂操作，蜂群不

易产生应激，减少了病害，也会减少飞逃；(5)本方法是将多个小的巢脾支撑架组合成一个

巢脾支撑系统，将巢脾支撑架分解后就成为一个个小巢脾，可以很方便地置于配套的横式

蜂箱内，实现立式、卧式箱通用、互换；也可以用这些小巢脾组成交尾群，育王会更容易；(6)

本方法蜜脾提出后可运至居所或销售终端滤出蜂蜜，取蜜过程更卫生，也更直观，会让消费

者更放心，更喜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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