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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

(57)摘要

一种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它是使用

其中1块中间的上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上插槽，

另1块中间的下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下插槽的

中隔板，交叉安装在能够搁置二分之一巢框巢脾

的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其方法共分六步，包括

使用蜂箱、蜜蜂来源、组织调整、日常检查、扩大

群体、分出群体，以及早春饲养和作为普通蜜蜂

蜂箱使用。本发明不仅能够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

体，而且能够利用少量的蜜蜂不断地批量培育新

蜂王和贮备蜂王，处女王交配的成功率高，贮备

的蜂王存活率高，节省了繁殖蜜蜂和培育王的工

作量，管理简便，为获得当年蜜蜂产品收入、蜜蜂

种源收益、蜜蜂为农作物授粉打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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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第一步，用于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

的，使用其中1块中间的上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上插槽，另1块中间的下方有1条二分之一

长的下插槽的中隔板，交叉安装在能够搁置二分之一巢框巢脾的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中

隔板上的隔离片有隔王孔的面安装在外，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每方开放1个，同时饲养4

群蜜蜂群体，蜜蜂和蜂王从东、南、西、北方向的巢门孔进出巢箱；用于批量培育蜂王和贮备

蜂王的，在四分之一联体巢箱内，4块长方形蜂箱板的内面的右边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

2块中隔板的两面的左边均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在8条上述隔蜂板插槽中，分别插入4

块隔蜂板，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全部开放，同时饲养8群蜜蜂群体，蜜蜂和蜂王从东、南、

西、北方向的巢门孔进出巢箱；检查巢箱，确定每只蜂王只能够在自己的巢箱内活动，不能

够进入其它巢箱与另一只蜂王相互搏斗，确定蜜蜂们能够在各个巢箱中相互通过；四分之

一联体巢箱的4个角上各安装1只蜂箱脚，放置在四周开阔的露天中饲养，没有蜂箱脚的，放

置在四周开阔的露天凳子上或露天架子上、露天台阶上饲养，第二步，从同1群强壮的蜜蜂

群体中，提出多张能够从中心纵向分开使用的整体巢框巢脾，每张整体巢框巢脾上有2500

只蜜蜂和足够的蜂蜜及部分花粉、卵、幼虫、封盖子，第三步，将多张第二步中的整体巢框巢

脾从中心纵向分为多张二分之一巢框巢脾，多张二分之一巢框巢脾均等地搁置在四分之一

联体巢箱中，盖上田字形副盖板和正方形蜂箱盖，成多群弱小蜜蜂群体，每群弱小蜜蜂群体

其中1张巢脾的下部有1个成熟王台，没有成熟王台的，当天或第二天诱入1只处女王，第四

步，打开正方形蜂箱盖，逐一揭开田字形副盖板其中的四分之一小块，定期检查王台的出房

情况、处女王的交配情况、新王的产子情况，蜂王丢失的，及时补充处女王或成熟王台，出现

偏巢的，相互调整上面有蜜蜂没有蜂王的二分之一巢框巢脾，第五步，当蜜蜂群体在各自的

巢箱内蜜蜂数量增多时，加入相同的二分之一巢框巢础，供蜜蜂在二分之一巢框巢础上筑

造新的巢脾发展壮大，发展不均衡的，提出强群中有大面积封盖子的巢框巢脾与弱群中的

巢框巢脾对调，对调的巢框巢脾上有蜜蜂没有蜂王，使各群蜜蜂群体均衡发展，第六步，用

于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的，当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的4群蜜蜂群体分别达到快满箱时，第

一种方法是，从4群蜜蜂群体中，共同提出一半带有蜜蜂的二分之一巢框巢脾和1只蜂王，组

合成多张整体巢框巢脾，搁置在1个新的蜜蜂蜂箱中饲养，提走蜂王的无王群中，即时诱入

成熟王台或处女王，并按照上述第四步中的方法管理该群，巢箱中剩下一半的蜜蜂群体，按

照上述第五步中的方法管理，第二种方法是，将4群蜜蜂群体一次性全部提出，分别搁置在4

个新的蜜蜂蜂箱中饲养，空的四分之一联体巢箱按照上述第二步至第五步中的方法继续饲

养弱小蜜蜂群体；当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的4群蜜蜂群体分别再次达到快满箱时，重复第一

种或第二种方法，至每一年的秋末季节；用于批量培育蜂王的，当处女王交配成功产卵后捉

走产卵蜂王，捉走产卵蜂王的无王群中，即时诱入成熟王台或处女王，需要更多产卵蜂王

时，重复地捉走产卵蜂王和重复地诱入成熟王台或处女王，至每一年的秋末季节；用于贮备

蜂王的，捉走蜂王的无王群中，不必诱入成熟王台或处女王，取出该群中的隔蜂板合并该

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该方法第一步中的四

分之一联体巢箱，用于早春季节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的，取出箱中的隔蜂板，中隔板上的

隔离片无孔洞的面安装在外，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随意开放，安放位置随意选择，检查巢

箱，确定蜜蜂和蜂王都只能够在自己的巢箱内活动，不能够进入其它巢箱相互搏斗，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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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按照上述第五步，4群蜜蜂群体分别达到快满箱时一次性全部提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该方法第一步中的四

分之一联体巢箱，用于作为普通蜜蜂蜂箱使用的，取出箱中的隔蜂板，箱中交叉安装的2块

中隔板平行安装，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随意开放，蜂箱的安放位置和箱中搁置的整体巢

框巢脾随意选择；先作为普通蜜蜂蜂箱使用，准备以后转变为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或批

量培育蜂王和贮备蜂王的，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全部开放，放置在四周开阔的露天中饲

养，箱中搁置能够从中心纵向分开使用的整体巢框巢脾。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该方法的第三步中，

每群弱小蜜蜂群体其中1张巢脾的下部能够没有成熟王台和不必诱入处女王，能够在每群

弱小蜜蜂群体中，各诱入1只产卵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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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人工饲养蜜蜂的方法，尤其是能够使用二分之一的巢框巢脾利用

多只蜂王在同一个蜜蜂蜂箱中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的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蜜蜂属群居性昆虫，它们以群体气味来确定是本群蜜蜂还是它群蜜蜂，非本群的

蜜蜂在一起会相互搏斗致死。通常，每群独立的蜜蜂群体由1000～50000只蜜蜂组成，群体

中的蜜蜂也叫工作蜂，工作蜂体形小，它们负责出巢采集蜂蜜和花粉，以及在巢内辅乳幼

虫、酿制蜂蜜、饲喂蜂王等工作；群体中的蜂王体形大，唯有它才能够产受精卵使群体繁衍，

每群蜜蜂群体中只有唯一的1只；群体中的雄蜂，它们仅在每年的春季出现，与蜂王进行交

配后的雄蜂会立刻死亡，由此可见，一只蜂王和众多的蜜蜂们在一起即是一群蜜蜂群体。蜜

蜂群体的自然生活规律是：在每一年的早春开始繁殖蜜蜂时和春末夏初人为地分蜂(将1个

强壮的蜜蜂群体人为地分为2个或多个弱小蜜蜂群体来繁殖蜜蜂种源的叫人为分蜂)后，蜜

蜂群体十分弱小仅有1000～5000只蜜蜂，弱小的蜜蜂群体不仅不能够生产蜂蜜、蜂乳、花粉

等蜂产品，而且不能够抵御盗蜂、敌害、疾病的发生，使用怎样的蜜蜂蜂箱和怎样的饲养方

法来饲养弱小的蜜蜂群体，以使它们能够快速地繁殖成强壮群体，达到拥有20000～50000

只蜜蜂，是获得当年蜜蜂产品收入和蜜蜂种源收益，以及蜜蜂为农作物授粉的关键所在，也

是蜜蜂群体防盗蜂、防敌害、防疾病的重要措施，是每一位养蜂者一直渴望解决的技术难

题。公知的蜜蜂活动巢框是一个内空长425毫米，内空宽205毫米，厚27毫米的长方形木质框

架，蜜蜂在巢框中筑造蜜蜂巢脾，在巢脾上繁殖后代和贮存蜂蜜(每张巢脾上拥有2500只蜜

蜂)，多张巢框巢脾排列在一起为一个蜜蜂群体，很显然，这种长方形的巢框巢脾，不能够使

弱小的蜜蜂群体结团恒温(繁殖期蜂团内部温度需要保持在34～35度)  快速地繁殖成强壮

群体。一种既能够从巢框中心纵向分开使用又不影响组合使用的纵向分合式蜜蜂活动巢框

(中国专利号：CN201310519406.6，本公司股东发明)，这种分开后的二分之一巢框巢脾，有

利于弱小的蜜蜂群体结团恒温，能够使早春的和新分的弱小蜜蜂群体快速地繁殖成强壮群

体。但是，现有蜜蜂蜂箱的结构是，由2块平面的左右箱板和2块能搁置蜜蜂巢框耳的前后箱

板，组合成1个长方形的箱框，在箱框下面固定1块木质箱底板，盖上蜂箱盖组成蜂箱，蜂箱

内空长465毫米，内空宽380毫米，内空高260毫米，箱中共搁置10张整体的巢框巢脾。由此可

见，现有的蜜蜂蜂箱和现有的养蜂方法都不能够使用二分之一的巢框巢脾利用多只蜂王在

同一个蜜蜂蜂箱中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也不能够利用少量的蜜蜂不断地培育新蜂王，

更不能够利用少量的蜜蜂贮备蜂王。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的蜜蜂蜂箱和现有的养蜂方法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田

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该田字形蜜蜂蜂箱的使用方法不仅能够使用二分之一的巢框巢

脾利用多只蜂王在同一个蜜蜂蜂箱中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而且能够利用少量的蜜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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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培育新蜂王和贮备蜂王，并且能够使该田字形蜜蜂蜂箱作为普通蜜蜂蜂箱使用。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由木质板材或复合板材和金属板材

制成，按照2个二分之一巢框巢脾一字形排列所需要的长度和巢框巢脾所需要的高度，制成

4块长方形蜂箱板，4块长方形蜂箱板的内上口各有1条搁置巢框耳的巢框耳台阶，下口的左

边和右边各有1个巢门孔，4块长方形蜂箱板的内面的右边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4块长

方形蜂箱板组合成1个正方形箱框，正方形箱框下面固定1块正方形底板组成正方形蜜蜂巢

箱，正方形蜜蜂巢箱中交叉安装2块中隔板，成能够搁置二分之一巢框巢脾的四分之一联体

巢箱，隔蜂板插槽中分别插入4块上方的两端有隔板耳的隔蜂板，2块中隔板的长度和高度

与正方形蜜蜂巢箱内空的长度和高度相等，2块中隔板上口的两边各有1条巢框耳台阶缺

口，下口的两边各有1条蜜蜂互通缺口，蜜蜂互通缺口的长度短于巢框耳台阶缺口的长度，

巢框耳台阶缺口和蜜蜂互通缺口的中心线上各有1条隔离片插槽，隔离片插槽中安装有能

够变换功能的隔离片，隔离片由金属板材制成，隔离片的上方有蜜蜂能够相互通过蜂王不

能通过的长条形或圆形隔王孔，隔离片的下方无孔洞，隔离片上有隔王孔的面安装在外时

蜜蜂能够相互通过，隔离片上无孔洞的面安装在外时蜜蜂不能相互通过，2块中隔板的两面

的左边均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其中1块中隔板中间的上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上插槽，

另1块中隔板中间的下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下插槽，四分之一联体巢箱的上口有4块拼凑

在一起与上口尺寸相等的田字形副盖板，田字形副盖板上面盖上正方形蜂箱盖组成田字形

蜜蜂蜂箱。该4块长方形蜂箱板和2块中隔板的高度能够高于二分之一巢框巢脾高度的50～

250毫米，用于饲养巢脾下部为半圆形的弱小蜜蜂群体，为自然饲养蜜蜂群体的提供蜜蜂种

源。

[0005]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是：第一步，用于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的，使用其中1块中间

的上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上插槽，另1块中间的下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下插槽的中隔板，

交叉安装在能够搁置二分之一巢框巢脾的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中隔板上的隔离片有隔王

孔的面安装在外，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每方开放1个，同时饲养4群蜜蜂群体，蜜蜂和蜂王

从东、南、西、北方向的巢门孔进出巢箱；用于批量培育蜂王和贮备蜂王的，在四分之一联体

巢箱内，4块长方形蜂箱板的内面的右边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2块中隔板的两面的左边

均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在8条上述隔蜂板插槽中，分别插入4块隔蜂板，巢箱底部四方

的巢门孔全部开放，同时饲养8群蜜蜂群体，蜜蜂和蜂王从东、南、西、北方向的巢门孔进出

巢箱；检查巢箱，确定每只蜂王只能够在自己的巢箱内活动，不能够进入其它巢箱与另一只

蜂王相互搏斗，确定蜜蜂们能够在各个巢箱中相互通过；四分之一联体巢箱的4个角上各安

装1只蜂箱脚，放置在四周开阔的露天中饲养，没有蜂箱脚的，放置在四周开阔的露天凳子

上或露天架子上、露天台阶上饲养，第二步，从同1群强壮的蜜蜂群体中，提出多张能够从中

心纵向分开使用的整体巢框巢脾，每张整体巢框巢脾上有2500只蜜蜂和足够的蜂蜜及部分

花粉、卵、幼虫、封盖子，第三步，将多张第二步中的整体巢框巢脾从中心纵向分为多张二分

之一巢框巢脾，多张二分之一巢框巢脾均等地搁置在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盖上田字形副

盖板和正方形蜂箱盖，成多群弱小蜜蜂群体，每群弱小蜜蜂群体其中1张巢脾的下部有1个

成熟王台，没有成熟王台的，当天或第二天诱入1只处女王，第四步，打开正方形蜂箱盖，逐

一揭开田字形副盖板其中的四分之一小块，定期检查王台的出房情况、处女王的交配情况、

新王的产子情况，蜂王丢失的，及时补充处女王或成熟王台，出现偏巢的，相互调整上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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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没有蜂王的二分之一巢框巢脾，第五步，当蜜蜂群体在各自的巢箱内蜜蜂数量增多时，

加入相同的二分之一巢框巢础，供蜜蜂在二分之一巢框巢础上筑造新的巢脾发展壮大，发

展不均衡的，提出强群中有大面积封盖子的巢框巢脾与弱群中的巢框巢脾对调，对调的巢

框巢脾上有蜜蜂没有蜂王，使各群蜜蜂群体均衡发展，第六步，用于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

的，当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的4群蜜蜂群体分别达到快满箱时，第一种方法是，从4群蜜蜂群

体中，共同提出一半带有蜜蜂的二分之一巢框巢脾和1只蜂王，组合成多张整体巢框巢脾，

搁置在1个新的蜜蜂蜂箱中饲养，提走蜂王的无王群中，即时诱入成熟王台或处女王，并按

照上述第四步中的方法管理该群，巢箱中剩下一半的蜜蜂群体，按照上述第五步中的方法

管理，第二种方法是，将4群蜜蜂群体一次性全部提出，分别搁置在4个新的蜜蜂蜂箱中饲

养，空的四分之一联体巢箱按照上述第二步至第五步中的方法继续饲养弱小蜜蜂群体；当

四分之一联体巢箱中的4群蜜蜂群体分别再次达到快满箱时，重复第一种或第二种方法，至

每一年的秋末季节；用于批量培育蜂王的，当处女王交配成功产卵后捉走产卵蜂王，捉走产

卵蜂王的无王群中，即时诱入成熟王台或处女王，需要更多产卵蜂王时，重复地捉走产卵蜂

王和重复地诱入成熟王台或处女王，至每一年的秋末季节；用于贮备蜂王的，捉走蜂王的无

王群中，不必诱入成熟王台或处女王，取出该群中的隔蜂板合并该群。该方法第一步中的四

分之一联体巢箱，用于早春季节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的，取出箱中的隔蜂板，中隔板上的

隔离片无孔洞的面安装在外，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随意开放，安放位置随意选择，检查巢

箱，确定蜜蜂和蜂王都只能够在自己的巢箱内活动，不能够进入其它巢箱相互搏斗，日常管

理按照上述第五步，4群蜜蜂群体分别达到快满箱时一次性全部提出；该方法第一步中的四

分之一联体巢箱，用于作为普通蜜蜂蜂箱使用的，取出箱中的隔蜂板，箱中交叉安装的2块

中隔板平行安装，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随意开放，蜂箱的安放位置和箱中搁置的整体巢

框巢脾随意选择；先作为普通蜜蜂蜂箱使用，准备以后转变为快速繁殖弱小蜜蜂群体或批

量培育蜂王和贮备蜂王的，巢箱底部四方的巢门孔全部开放，放置在四周开阔的露天中饲

养，箱中搁置能够从中心纵向分开使用的整体巢框巢脾；该方法的第三步中，每群弱小蜜蜂

群体其中1张巢脾的下部能够没有成熟王台和不必诱入处女王，能够在每群弱小蜜蜂群体

中，各诱入1只产卵蜂王。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能够使用二分之一巢框巢脾，使多群弱小蜜蜂群体

在同1个田字形的蜜蜂蜂箱中共同生存繁殖，因而它们的群体气味必然始终保持一致，蜜蜂

们必然不会在一起相互搏斗致死，符合蜜蜂们以群体气味来确定是本群蜜蜂还是它群蜜蜂

的自然生活习性；多群弱小蜜蜂群体在同1个蜜蜂蜂箱中共同生存繁殖，它们必然能够相互

保温，必然有利于它们在繁殖期蜂团内部温度保持在34～35度繁殖后代的需要，从而避免

了恶劣气温对弱小蜜蜂群体的伤害，也避免了早春低温天气和平常日夜温差变化造成弱小

蜜蜂群体发展缓慢，很显然，本发明不仅能够使早春的和新分的弱小蜜蜂群体快速地繁殖

成强壮群体，而且能够利用少量的蜜蜂不断地批量培育新蜂王和贮备蜂王。使之不仅为养

蜂者获得当年蜜蜂产品收入、提高蜜蜂种源收益、蜜蜂为农作物授粉打好了基础和有利于

蜜蜂群体防盗蜂、防敌害、防疾病，而且大大加快了弱小蜜蜂群体繁殖成强壮群体的速度，

提高了处女王交配的成功率，贮备的蜂王存活率高，节省了繁殖蜜蜂和培育蜂王的工作量，

管理简便，解决了每一位养蜂者一直渴望解决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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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08] 图1是长方形蜂箱板的构造图。

[0009] 图2是正方形蜜蜂巢箱的结构图。

[0010] 图3是正方形蜜蜂巢箱中交叉安装2块中隔板的结构图。

[0011] 图4是在隔蜂板插槽中分别插入4块隔蜂板的结构图。

[0012] 图5是隔蜂板的构造图。

[0013] 图6是其中1块中隔板的构造图。

[0014] 图7是另1块中隔板的构造图。

[0015] 图8是中隔板上的隔离片插槽中安装隔离片的演示图。

[0016] 图9是隔离片的构造图。

[0017]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图。

[0018] 图11是作为普通蜜蜂蜂箱使用的演示图。

[0019] 图中1.长方形蜂箱板，2.巢框耳台阶，3.巢门孔，4.隔蜂板插槽，5.正方形底板，6. 

四分之一联体巢箱，7.中隔板，8.隔板耳，9.隔蜂板，10.巢框耳台阶缺口，11.蜜蜂互通缺

口，12.隔离片插槽，13.上插槽，14.下插槽，15.隔离片，16.隔王孔，17.田字形副盖板，18.

正方形蜂箱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图1中，4块长方形蜂箱板1的内上口各有1条搁置巢框耳的巢框耳台阶2，下口的

左边和右边各有1个巢门孔3，4块长方形蜂箱板的内面的右边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4。

[0021] 在图2中，4块长方形蜂箱板1组合成1个正方形箱框，正方形箱框下面固定1块正方

形底板5组成正方形蜜蜂巢箱。

[0022] 在图3中，正方形蜜蜂巢箱中交叉安装2块中隔板7，成能够搁置二分之一巢框巢脾

的四分之一联体巢箱6。

[0023] 在图4中，隔蜂板插槽4中分别插入4块上方的两端有隔板耳8的隔蜂板9。

[0024] 在图5中，是两端有隔板耳8的隔蜂板9。

[0025] 在图6中，2块中隔板7的长度和高度与正方形蜜蜂巢箱6内空的长度和高度相等，2

块中隔板7上口的两边各有1条巢框耳台阶缺口10，下口的两边各有1条蜜蜂互通缺口11，蜜

蜂互通缺口11的长度短于巢框耳台阶缺口10的长度，巢框耳台阶缺口10和蜜蜂互通缺口11

的中心线上各有1条隔离片插槽12，2块中隔板7的两面的左边均有1条纵向的隔蜂板插槽4，

其中1块中隔板7中间的上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上插槽13。

[0026] 在图7中，另1块中隔板7中间的下方有1条二分之一长的下插槽14。

[0027] 在图8中，中隔板7上的隔离片插槽12中安装有能够变换功能的隔离片15。左边是，

隔离片15上有隔王孔16的面安装在外时蜜蜂能够相互通过，右边是，隔离片15上无孔洞的

面安装在外时蜜蜂不能相互通过。

[0028] 在图9中，隔离片15由金属板材制成，隔离片15的上方有蜜蜂能够相互通过蜂王不

能通过的长条形或圆形隔王孔16，隔离片15的下方无孔洞。

[0029] 在图10所示实施例中，四分之一联体巢箱6的上口有4块拼凑在一起与上口尺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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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田字形副盖板17，田字形副盖板17上面盖上正方形蜂箱盖18组成田字形蜜蜂蜂箱。

[0030] 在图11中，该方法第一步中的四分之一联体巢箱6，用于作为普通蜜蜂蜂箱使用

的，取出箱中的隔蜂板9，箱中交叉安装的2块中隔板7平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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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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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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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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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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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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