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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蜂箱，包括一个箱

盖、箱体、蜂脾、蜂巢门，蜂脾排列悬挂在蜂箱中，

箱体分为大区和小区，大区和小区之间用隔板完

全隔开。大区的宽就是小区的长度。大区与小区

的蜂脾垂直分布，大区的蜂脾与小区的蜂脾规格

相同，蜂脾可以互相转移。大区存放强蜜蜂群，小

区放弱蜜蜂群，当大区的蜂王死亡的时候，大区

可以向小区借蜂王。大区的工蜂数量不够的时

候，可以将小区的蜂籽拿到大区去孵化。存放蜂

脾的箱体两侧设有向内凹陷的台阶，与蜂脾的挂

耳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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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蜂箱，包括一个箱盖、箱体、蜂脾、蜂巢门，蜂脾排列悬挂在蜂箱中，其特征

在于：箱体包括大区和小区，大区和小区之间用隔板完全隔开；还包括吊板，吊板设置在大

区中线性阵列的蜂脾的两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区的蜂脾与所述小区的蜂

脾规格相同，蜂脾可以互相转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区与所述小区分别设有蜂

巢门，大区的蜂巢门设置在长方形箱体的短边面，小区的蜂巢门设置在箱体的两个侧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分为基层箱体与上层箱

体，上层箱体叠放在基层箱体之上，上层箱体没有箱底，与基层箱体叠加使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上层箱体与所述基层箱体

之间还设有隔王板。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箱体可以同时叠加多

层，隔王板设置在箱体层中，隔王板上方的箱体是储蜜区，隔王板下方的箱体是蜂王繁殖

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箱盖的侧面有透气孔，在蜂箱转

运时，通风透气，降低搬运造成蜜蜂的死亡率。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在箱盖与箱体之间还设有防虫

网，还能避免其他昆虫爬进蜂箱，避免外部污染。

9.根据权利要求4～6任一所述的一种新型蜂箱，其特征在于：从上层箱体到下层箱体，

同一个区内，蜂脾的数量呈递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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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蜂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养蜂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新型蜂箱。

背景技术

[0002] 蜜蜂养殖是一个传统行业，蜂箱作为蜜蜂的家是养蜂不可或缺的工具。蜂箱中居

住着成千上万只蜜蜂，传统的蜂箱大多为单一长方形蜂箱，存在的缺陷：(1)中华蜜蜂由于

蜂王个体差异，天生就存在强群体和弱群体，如果都放在等大的蜂箱中饲养，弱群体的蜂箱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必然存在产量不高的情况，非常不利于大规模养殖。(2)在养殖蜜蜂过程

中管理非常麻烦，产蜜区与繁殖区在一起，不方便清理蜂箱内蜜蜂的粪便和蜜蜂残留物，也

不方便消毒和预防，这就导致蜜蜂很容易滋生疾病，对蜜蜂产卵和蜜蜂产蜜都会产生影响，

轻微的蜂群减少，蜂王感染，蜂王易到储蜜区产卵，蜂蜜减产和质量低；(3)再就是割蜜损害

幼蜂严重，因为蜂箱里面蜂巢成熟蜜和蜂巢幼蜂连在一起，而幼蜂蜂巢又长在成熟蜜蜂巢

下面，要想割取上面的蜂蜜，必须先把表面的蜂蜡割掉，割蜜刀很容易割到封盖的幼蜂，也

有些幼蜂的蜂巢未封蜡盖，在摇蜜机里很容易甩出来,导致第二个花期蜂群减少，蜂蜜减

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新型蜂箱，将强群与弱群放

在不同规格的蜂箱中，将产蜜区域繁殖区分隔开，提高产蜜量和蜂蜜品质，避免了收割蜂蜜

造成蜂籽死亡。

[0004] 一种新型蜂箱，包括一个箱盖、箱体、蜂脾、蜂巢门，蜂脾排列悬挂在蜂箱中，箱体

分为大区和小区，大区和小区之间用隔板完全隔开。大区的宽就是小区的长度。大区与小区

的蜂脾垂直分布，大区的蜂脾与小区的蜂脾规格相同，蜂脾可以互相转移。大区存放强蜜蜂

群，小区放弱蜜蜂群，当大区的蜂王死亡的时候，大区可以向小区借蜂王。大区的工蜂数量

不够的时候，可以将小区的蜂籽拿到大区去孵化。存放蜂脾的箱体两侧设有向内凹陷的台

阶，与蜂脾的挂耳相对应。

[0005] 大区与小区分别设有蜂巢门，大区的蜂巢门设置在长方形箱体的短边面，小区的

蜂巢门设置在箱体的两个侧面，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打开一个小区的蜂巢门或两个蜂巢门，

避免因为障碍物阻挡而使得蜂巢门被堵住。大区的蜂巢门与小区的蜂巢门设置在不同的方

向，可以防止工蜂在回巢的时候迷失巢门。

[0006] 进一步的，箱体分为基层箱体与上层箱体，上层箱体叠放在基层箱体之上，上层箱

体没有箱底，与基层箱体叠加使用。在上层箱体与基层箱体之间还设有隔王板。基层箱体设

有蜂巢门。上层箱体的内空间比底层箱体矮0.5～2厘米。基层箱体是繁殖区，上层箱体是储

蜜区。中蜂的特性是在上层储存蜂蜜，下层留给蜂王产籽，通过这种分层结构，能很好的区

分产蜜区与产籽区，实现了蜜籽分离。当花期过去的时候，可以随时拆除上层箱体，方便运

输，在蜂蜜高产的时候，上层箱体可以多摆放一些蜂脾，用来储蜜，在蜂蜜低产的时候，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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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可以少摆放一些蜂脾，蜜蜂将这些蜂脾储满的时间缩短，缩短采蜜周期，保证蜂蜜质

量。

[0007] 更进一步的，上层箱体可以同时叠加多层。隔王板根据需要设置在箱体层中，隔王

板上方的箱体是储蜜区，隔王板下方的箱体是蜂王繁殖区。

[0008] 优选的，还包括吊板，吊板设置在大区中线性阵列的蜂脾的两侧。蜂脾阵列的两侧

都设有吊板，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避免蜜蜂在蜂脾以外的地方筑巢，形成

赘脾。小区因为空间本来就小，保温效果好，蜜蜂数量少，不太容易形成赘脾，

[0009] 优选的，箱盖的侧面有透气孔，在蜂箱转运时，通风透气，降低搬运造成蜜蜂的死

亡率。

[0010] 可选的，在箱盖与箱体之间还设有防虫网，还能避免其他昆虫爬进蜂箱，避免外部

污染。

[0011] 优选的，从上层箱体到下层箱体，同一个区内，蜂脾的数量呈递减排列。这种设置

符合中蜂的生活习性，上层产蜜，下层产籽，能提高蜜的产量，同时能提高蜂王的产籽量。有

利于蜂群的长大变大。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3] 图1是实施例1‑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箱体示意图。

[0014] 图2是实施例1‑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箱体、蜂脾、吊板装配结构示意

图。

[0015] 图3是实施例2‑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箱体、隔王板装配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实施例1‑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箱盖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实施例1‑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吊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实施例1‑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蜂脾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实施例2‑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上层箱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是实施例1‑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防虫网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是实施例2‑3中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新型蜂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箱盖；2，箱体；3，蜂脾；211，大区；212，小区；213，大区蜂巢门；214小区蜂

巢门；4，隔王板；5，吊板；6，防虫网；21，基层箱体；22，上层箱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实施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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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

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如图所示，一种新型蜂箱，包括一个箱盖1、箱体2、蜂脾3、蜂巢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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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蜂脾3排列悬挂在蜂箱中，箱体2分为大区211和小区212，大区211和小区212之间

用隔板完全隔开。箱体2的内围空间长47cm，宽33cm,高18cm,其中大区211长33cm，宽33cm,

小区212长33cm,宽12cm。存放蜂脾3的箱体2两侧设有向内凹陷的台阶，与蜂脾3的挂耳相对

应。蜂脾3的主体长31cm,高15.5cm,蜂脾3的挂耳长34.5cm,凹陷的台阶宽1cm,高2cm。

[0026] 大区211与小区212的蜂脾3垂直分布，大区211的蜂脾3与小区212的蜂脾3规格相

同，蜂脾3可以互相转移。大区211存放强蜜蜂群，小区212放弱蜜蜂群，当大区211的蜂王死

亡的时候，大区211可以向小区212借蜂王。大区211的工蜂数量不够的时候，可以将小区212

的蜂籽拿到大区211去孵化。大区211设有大区蜂巢门213，小区212设有小区蜂巢门214，大

区蜂巢门213设置在长方形箱体2的短边面，小区蜂巢门214设置在箱体2的两个侧面，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打开一个小区蜂巢门214，避免因为障碍物阻挡而使得蜂巢门被堵住。大区蜂

巢门213与小区蜂巢门214设置在不同的方向，可以防止工蜂在回巢的时候迷失巢门。

[0027] 还包括吊板5，吊板5设置在大区211中蜂脾3阵列的两侧。蜂脾3阵列的两侧都设有

吊板5，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避免蜜蜂在蜂脾3以外的地方筑巢，形成赘

脾。小区212因为空间本来就小，保温效果好，蜜蜂数量少，不太容易形成赘脾。

[0028] 实施例2：如图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增加了上层箱体22，实施例1的箱体2作

为基层箱体21，上层箱体22叠放在基层箱体21之上，上层箱体22没有箱底，与基层箱体21叠

加使用。上层箱体22高17cm在上层箱体22与基层箱体21之间还设有隔王板4,隔王板4允许

工蜂通过，个头较大的蜂王不能通过。基层箱体21设有蜂巢门。上层箱体22的内空间比基层

箱体21矮0.5～2厘米。基层箱体21是繁殖区，上层箱体22是储蜜区。中蜂的特性是在上层储

存蜂蜜，下层留给蜂王产籽，通过这种分层结构，能很好的区分产蜜区与产籽区，实现了蜜

籽分离。当花期过去的时候，可以随时拆除上层箱体22，方便运输，在蜂蜜高产的时候，上层

箱体22可以多摆放一些蜂脾3，用来储蜜，在蜂蜜低产的时候，上层箱体22可以少摆放一些

蜂脾3，蜜蜂将这些蜂脾3储满的时间缩短，缩短采蜜周期，保证蜂蜜质量。

[0029] 实施例3：上层箱体22同时叠加2层或3层。隔王板4根据需要设置在箱体连接层中，

隔王板4上方的箱体是储蜜区，隔王板4下方的箱体是蜂王繁殖区。

[0030] 从上层箱体22到下层箱体，同一个区内，蜂脾的数量呈递减排列。这种设置符合中

蜂的生活习性，上层产蜜，下层产籽，能提高蜜的产量，同时能提高蜂王的产籽量。有利于蜂

群的长大变强。

[0031] 箱盖1的侧面有透气孔，在蜂箱转运时，通风透气，降低搬运造成蜜蜂的死亡率。

[0032] 在箱盖1与箱体之间还设有防虫网6，还能避免其他昆虫爬进蜂箱，避免外部污染。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4102794 U

5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214102794 U

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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