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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涉

及蜜蜂养殖技术领域。该方法利用中西蜂的幼蜂

组成小核群，将育王台或处女王送入小核群中，

使得蜂王在小核群中产卵、化虫，有效解决了中

蜂采用大群培育蜂王成功率低和削弱原群生产

力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蜂王产卵后逃群的难

题，进而提升了培养中蜂蜂王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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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将育王台或处女王放在小核

群内培育，所述小核群为中蜂和西蜂的幼蜂混合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核群中中蜂和西蜂

的数量比为1:0.8‑1.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核群中的幼蜂总数

量为1000‑2000只。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核群中中蜂和西蜂

比例为1:1，每个小核群中幼蜂总数量为1000或2000只。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核群的中蜂和西蜂

均为工蜂。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小核群中

放置有巢脾。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述巢脾包括西蜂巢脾和中

蜂巢脾，所述西蜂巢脾的数量为1‑2张，所述中蜂巢脾的数量为2‑3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核群通过如下方法

组建：将麻醉处理后的西蜂与麻醉处理后的中蜂混合，每隔20‑30天向小核群内补充500‑

800只西蜂幼蜂，得到所述小核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麻醉处理所用的麻醉

剂为二氧化碳；处理时间为2‑5min。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育王台放在小核

群前还包括清理王台，所述清理王台包括如下步骤：

先将王台清理后，王台内移入西蜂蜂王幼虫，放西蜂育王群哺育20‑30小时后，将西蜂

幼虫移出，再将中蜂幼虫移入王台，将移入中蜂幼虫后的王台放入中蜂育王群中，培育获得

成熟的育王台。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蜂幼虫为2‑4日

龄幼虫。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处女王置于小核

群内培育后，使处女王在所述小核群中产卵，并使卵发育为中蜂幼虫。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将产

卵化虫的中蜂蜂王取出，再将处女王重新送入小核群内，培育产卵蜂王。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402897 B

2



一种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蜜蜂养殖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华蜜蜂(简称中蜂Apis  cerana  cerana  Fabricius)是我国特有的野生物种，千

万年来生息在我国的大地上。饲养中蜂是一项传统特色养殖产业，其不仅能够为人们开拓

致富路，向社会提供丰富的蜂产品，而且还能够利用其授粉促进农林牧业增产增收、提质增

效，是我国自然生态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也是利国利民有益于全社会的事业。

[0003] 中蜂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蜂种，但是饲养技术落后于西方蜜蜂(简称西蜂Apis 

mellifera  Linnaeus)，尤其在蜂王的培育技术方面。国内有许多大型西蜂育王场，并通过

销售蜂王获取较高的效益。但由于中蜂无子脾，易逃群等特性，在大量培育蜂王方面比西方

蜜蜂要有难度，也是国内尚无大型中蜂育王场的原因，要使中蜂形成规范化、产业化，发挥

其中蜂的优势，必须在中蜂育王技术上有新的突破，否则将阻碍中蜂产业的发展。因此，提

供一种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至关重要。

[0004] 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该方法利用少量中西蜂的幼蜂

组成小核群，将育王台或处女王送入小核群中，使得蜂王在小核群中产卵、化虫，有效解决

了中蜂采用大群培育蜂王成功率低和削弱原群生产了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蜂王产卵后逃

群的难题，进而提升了培养中蜂蜂王的数量。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上述方法包括：将育王台或处女王放在小核群内培育，

小核群为中蜂和西蜂的幼蜂混合群。

[0008] 通过组建中西幼蜂的小核群可以同时产生西方蜂王浆和中方蜂王浆，有效改善蜂

王浆的营养成分，提升蜂王幼虫的培育成功率，此外，通过西蜂耐大群，不易飞逃的特性，有

效解决了蜂王产卵后逃逸的问题。利用小群的特性也不易削弱原群的生产力。

[0009]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方法可直接将蜂王的王台置于小核群中培育

产卵蜂王。

[0010]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小核群中中蜂和西蜂的数量比为1∶0.8‑1.2；

[0011] 优选的，小核群中的幼蜂总数量为1000‑2000只；

[0012] 优选的，小核群中中蜂和西蜂比例为1∶1，每个小核群中幼蜂总数量为1000或2000

只。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最小核群的工蜂数量，小核群中西蜂幼蜂的数量

需要定期进行补充。

[0013] 进一步地，本申请采用中西蜂幼蜂作为小核群，利用西方蜜蜂维持大群的特性，防

止了工蜂的逃逸，若单纯采用中蜂幼蜂作为小核群，容易造成小核群数量的大幅变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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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蜂王的培育。

[0014] 小核群中的中蜂和西蜂均为工蜂。

[0015] 在小核群中放置有巢脾；

[0016] 优选的，巢脾包括西蜂巢脾和中蜂巢脾，西蜂巢脾的数量为1‑2张，中蜂巢脾的数

量为2‑3张。

[0017]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小核群包括在一个小核群内放置1‑2张西蜂

巢脾和2‑3张中蜂巢脾。采用西蜂巢脾和中蜂巢脾搭配的方式，有利于西蜂工蜂和中蜂工蜂

分别对应在西蜂巢脾和中蜂巢脾中储存蜂蜜，花粉，蜂王浆，保证了蜂王幼虫的食物来源，

间接提升了蜂王培育的成功率。

[0018] 巢脾是蜜蜂用蜂蜡修造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由几片到几十片巢脾组成蜜蜂的蜂

巢。工蜂将蜂蜜、花粉储存在巢脾的巢房里。它们还用蜂胶磨光巢房，以供蜂王在其中产卵。

蜜蜂幼虫在巢房里被哺育长大，吐丝作茧化蛹。因此，巢脾所含的成分很复杂，蜂蜜、蜂蜡、

蜂花粉、蜂王浆、蜂胶、蜜蜂茧衣、幼虫分泌物等所具有的成分，巢脾里可能都存在。中华蜜

蜂和西方蜜蜂的蜂巢都含有许多片平行的垂直巢脾，西方蜜蜂的巢脾与巢脾之间的距离约

为0.5英寸。中华蜜蜂巢脾间的距离要比西方蜜蜂更为紧密。西方蜜蜂的巢脾较大，西方蜜

蜂幼蜂不易飞逃。

[0019]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小核群通过如下方法组建：将麻醉处理后的

西蜂与麻醉处理后的中蜂混合，每隔20‑30天向小核群内补充500‑800只西蜂幼蜂，得到小

核群；

[0020] 优选的，麻醉处理所用的麻醉剂为二氧化碳，处理时间为2‑5min。

[0021] 通过二氧化碳处理可以使西蜂和中蜂暂时处于昏迷状态，有利于后续小核群的构

建。在二氧化碳处理后，西蜂和中蜂能在3‑5min内苏醒，并不影响西蜂和中蜂的生活特性。

液态二氧化碳的释放量为20‑50ml。每隔20～30天向小核群内补充西蜂幼蜂，防止小核群中

西蜂幼蜂数量锐减，导致蜂王的育王成功率下降。

[0022]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育王台放在小核群前还包括清理王台，清理王台

包括如下步骤：

[0023] 先将王台清理后，王台内移入西蜂幼虫，在西蜂育王群哺育20‑30小时后，将西蜂

幼虫移出，再将中蜂幼虫移入王台，将移入中蜂幼虫后的王台放入中蜂育王群中，培育获得

成熟的育王台。

[0024] 通过西蜂幼蜂和中蜂幼蜂交替清理王台，既可以在王台中产生西方蜂王浆，也可

以在王台中产生中蜂蜂王浆，通过营养结构的杂交，可以有效改善中蜂的习性，进一步地降

低了蜂王产卵后逃逸的几率。

[0025]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西蜂幼虫为2‑4日龄幼虫；

[0026] 优选的，中蜂幼虫为3日龄幼虫。

[0027] 采用西蜂群进行王台的清理可以有效利用幼虫不恋旧巢和不排斥新巢的特性，有

效提升王台清理的效率。

[0028]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培育获得产卵化虫的蜂王时期为5‑7月。

[0029]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将处女王置于小核群内培育后，使处女王在

所述小核群中产卵，并使卵发育为中蜂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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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方法还包括：

[0031] 用于发育成产卵、化虫的中蜂蜂王通过如下方法得到：

[0032] 将处女王置于小核群内培育后，使处女王在小核群中产卵，并使卵发育成中蜂的

幼虫。将蜂王产卵、化虫后取出后，可以将新产卵蜂王直接用于销售或寄送，也可以将产卵、

化虫后的蜂王诱入大群中，利用新的蜂王产卵好的优势，繁殖强群进行生产。有利于大规模

的扩大蜂王的培育数量，也有利于发挥中蜂的生产潜能，大幅提高饲养中蜂的经济效益。

[0033] 在本发明应用较佳的实施例中，上述方法培育蜂王成功率为75‑85％。

[003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培育中蜂蜂王的方法，该方法用少量中西蜂的幼蜂组成小核

群，将育王台或处女王送入小核群中，使得蜂王在小核群中产卵、化虫，通过改善蜂王浆的

营养成分，有效解决了中蜂采用大群培育蜂王成功率低和削弱原群生产了的矛盾，同时也

解决了蜂王产卵后逃群的难题，进而提升了培养中蜂蜂王的数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

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

品。

[0037]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8] 实施例1

[003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中蜂蜂王的培育方法。具体包括如下依次进行的步骤：

[0040] 1.将30王台置于育王框上，先将王台清理后，在每个王台中移入西方蜜蜂的幼虫1

只，放西蜂育王群哺育24小时后，将王台中的西方蜜蜂幼虫取出，将王台中移入中蜂种用群

三日龄的中蜂幼虫，将移虫后的育王框放入中蜂育王群中进行培育蜂王，备用。

[0041] 2.构建小核群。在两个密封袋中分别装入经二氧化碳处理后的500只中蜂和500只

西蜂幼蜂，将中蜂幼蜂置于中蜂巢脾内，西蜂幼蜂置于西蜂巢脾内，将中蜂巢脾和西蜂巢脾

置于同一蜂巢中。保证小核群中饲料充足。

[0042] 3 .将步骤1中成熟的王台导入步骤2的小核群内，使小核群中的中西幼蜂哺喂蜂

王，待蜂王交尾后，抓出产卵、化虫的蜂王诱入大群或者进行销售。再将小核群中重新送入

处女王，重复利用小核群进行培育产卵蜂王。

[0043] 将小核群置于饲养中蜂大群的附近，这样有利于小核群中的处女王与大群中的种

用雄蜂交配，提升蜂王交尾成功率。此外，需要严格控制西方蜜蜂中的雄蜂数量。

[0044] 培育成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0045] 培育成功率＝培育出的蜂王数目/王台数目。

[0046] 计算蜂王的培育成功率为80％，步骤3中获得的蜂王为24只。

[0047] 实施例2

[0048] 1.构建小核群。在两个密封袋中分别装入经二氧化碳处理后的1000只中蜂和1000

只西蜂幼蜂，将中蜂幼蜂置于中蜂巢脾内，西蜂幼蜂置于西蜂巢脾内，将中蜂巢脾和西蜂巢

脾置于同一蜂巢中。保证小核群中饲料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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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2.将30个处女王导入步骤1的小核群内，使处女王在小核群内交尾产卵，待蜂王产

的卵在3天内化虫后，抓出产卵、化虫的蜂王诱入大群或者进行销售。获得的蜂王为20只。

[0050] 对比例1

[0051] 1 .构建小核群。在两个密封袋中分别装入经二氧化碳处理后的2000只中蜂幼蜂，

将中蜂幼蜂置于中蜂巢脾内，将中蜂巢脾置于同一蜂巢中。保证小核群中饲料充足。

[0052] 2.将处女王导入步骤1的小核群内，使处女王在小核群内交尾产卵，待蜂王产的卵

在3天内化虫后，抓出产卵、化虫蜂王诱入大群或者进行销售。获得的蜂王为10只。

[0053] 对比例2

[0054] 1 .构建小核群。在密封袋中装入经二氧化碳处理后的2000只西蜂幼虫，将西蜂幼

虫置于西蜂巢脾内，将西蜂巢脾置于同一蜂巢中。保证小核群中饲料充足。

[0055] 2.将处女王导入步骤1的小核群内，使处女王在小核群内交尾产卵，待蜂王产的卵

在3天内化虫后，抓出产卵、化虫的蜂王诱入大群或者进行销售。获得的蜂王为3只。

[0056] 对比例3

[0057] 1 .构建小核群。在两个密封袋中分别装入经二氧化碳处理后的500只中蜂和1000

只西蜂幼虫，将中蜂幼虫置于中蜂巢脾内，西蜂幼虫置于西蜂巢脾内，将中蜂巢脾和西蜂巢

脾置于同一蜂巢中。保证小核群中饲料充足。

[0058] 2.将处女王导入步骤1的小核群内，使处女王在小核群内交尾产卵，待蜂王产的卵

在3天内化虫后，抓出产卵、化虫的蜂王诱入大群或者进行销售。获得的蜂王为17只。

[0059] 由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获得蜂王数量可知，将育王台置于小核群中培育出的蜂王

数量要高于处女王置于小核群中培育出的蜂王数量。而中蜂和西蜂构成的小核群显著提升

了蜂王的产出数量。当中蜂和西蜂的幼蜂数量趋于1∶1时，更有利于蜂王的培育。

[0060] 本发明利用小核群可以培养大量的中蜂蜂王，满足养蜂者购买中蜂蜂王的需求，

为饲养中蜂的强群提供了有力保障。利用小核群培育中蜂蜂王，以最少的投入，可以获取更

高的经济效益。通过本发明提供的培育中蜂的技术推动了中蜂产业的发展。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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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