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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洲拥有 10 个以上西方蜜蜂亚种，每个亚种都可以细分为多个当地自然群体。这样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来源于长期的多样的气候和环境的自然选择。在人类开始饲养蜜蜂、防治蜜

蜂疾病之前，只有那些能够抵抗住病菌、寄生虫和环境变化的蜂群才能成功存活和繁衍。这

为开展抗病、抗逆（气候变化，植被变化）育种提供了丰富的遗传资源。 

虽然科学研究已证明，蜂群生物学特性的表现和生存能力强弱极强的依赖于是否能适应

当地的生活环境（极显著的基因和环境互作）。但目前在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很多地区，商业

养蜂主要利用卡蜂和意大利蜂的个别品系，导致资源多样性减少。特别是当他们和当地品种

的杂交后，会导致许多独特的基因的丢失。 

为了： 

1. 保护蜜蜂自然群体多样性； 

2. 提高和改良蜜蜂性状性能； 

3. 减少蜂群消失和对治疗的依赖。 

Smartbees 项目致力于培育和保护欧洲所有蜜蜂亚种，特别是那些至今未被重视的当地

蜂种。主要开展蜂群生物学性状测定、抗逆性状的鉴定、数据的统计评估和项目的有效管理。 

本项目成功实施，需所有参加单位和地方组织的共同努力。养蜂者、蜜蜂育种单位和科

学家需要共同合作，才能获得有效的群体规模，从而实现实验蜂王的交换、数据的有效管理

和评估、蜂王控制交配、种蜂王的销售等其他活动。 

本工作指南主要是为养蜂者制定了饲养规范。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建议，请联系我们。

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欧洲蜜蜂的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我们对参加此项目的蜂场和地方组织

（政府）表示深深的感谢。 



性状测定方法                                                          Uzunov, Büchler, Bienefeld 

欧洲蜜蜂育种者手册                                                        第一版，2015 年 4 月 

2 
www.smartbees.eu  

工作内容： 

Smartbees 项目重点在鉴定、选育和繁殖适应当地环境、拥有优秀的表现和抗螨蜂种。

本项目的实施要求各不同利益团体：养蜂者（育种工作人员）、地方政府、科学家有效合作。

虽然每个集团有各自的要求和目的，但在本项目中需要经常互相合作和协同推进。 

养蜂者：主要负责实验蜂场管理、开展蜂群性状测定、培育实验用蜂王。所有参与本项

目的、本地区的养蜂人须和专家一起同步完成这些工作，并同步收集性状测定数据，验证数

据的有效性。另外，也需要负责组织蜂王控制交尾，以及为实验蜂场分发蜂王。项目负责人

负责数据分析、育种值估计、为种蜂王选留提供科学依据。项目负责人同时也负责制定和落

实项目的推广任务，特别是组织对参与本项目的养蜂者和高级养蜂工进行培训。 

各地区育种工作内容 

 

养蜂员任务 集体任务 项目负责人任务 

蜂场（蜂群）管理 培训和扩展 

数据分析 

估计育种值 

蜂王选留 

蜂王交换 

培育蜂王 

数据收集和核实 

性状测定 

控制交尾 



性状测定方法                                                          Uzunov, Büchler, Bienefeld 

欧洲蜜蜂育种者手册                                                        第一版，2015 年 4 月 

3 
www.smartbees.eu  

蜂场管理 

蜂场地理位置 

测定蜂场应选择具有当地典型环境条件，有持续的蜜源和粉源的地区。另外，需要保证

蜂群有足够的饮用水、尽量少的外界影响因素（密集的农业或工业活动、高密度的蜂群等），

以及方便养蜂者生活。在开展性状测定期间可以转地放蜂，但要保证一个蜂场的所有蜂群一

起转地并转到同一场地。 

蜂场的规模 

每个测定蜂场的群数可以不同，根据当地的环境和养蜂者的能力而定。建议蜂群数量为

10-20 群。这是考虑到在蜂王自然交替、分蜂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蜂群损失情况下，仍能保证

有足够的蜂群，至少能开展一个季节的测定。同时也考虑到了数据统计分析的需要和养蜂员

的能力。 

蜂王的来源 

比较不同来源的蜂王是任何一个蜜蜂育种模型的重点。每个测试地点至少 3 组不同遗传

背景的蜂王（如果可能，一组蜂王应该来自育种者的种群）。每个组由姐妹蜂王组成，最好

是同一批培育的蜂王，并且在相同的环境下交配。每个蜂王应该进行标记，并开展个体独有

的育种编号的登记（包括地区、品种、出生日期等信息），以保证一一对应和今后的系统识

别。 

蜂群排列 

为了保证每个待测蜂群都能公平、客观的比较，来自不同姐妹组的蜂王应该随机分布在

待测蜂场。 

 

 

 

 

 

蜂箱要求 

使用当地或者通用的活框蜂箱，并确保可以识别每个蜂箱的零件。同时，在同一个待测

区域，蜂箱必须要使用同一个型号。评价自然落螨需要使用带有窗纱底板的蜂箱。 

 

图 1 待测蜂群实例 

蜂箱的巢口朝向应该随机排序的

方式排列，另外蜂箱应当用不同的颜色

来标记，这样会减少迷巢蜂，也减少人

为误差，提高受测蜂群评价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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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蜂群管理 

蜂群管理应该使用传统或者当地常用的方法，保证每个蜂群自然发展的需求。另外，应

该尽量减少操作的次数，同时也要满足蜂群发展的需求，例如，及时增加巢础和继箱、及时

取蜜、始终保持蜂脾相称、秋季饲喂等。蜂群管理能显著影响测定的结果，因此，每次测定

所有蜂群均需使用统一的标准方法。必须记录所用的方法和操作内容。 

建立待测蜂群 

推荐建立待测蜂群的方法是使用笼蜂(1.2-2.0 kg)。通过这种方法，减少了污染其他疾病

的机会。另外，也可以通过换王建立待测蜂群，或者提取 2-3 框蜂建立一个交尾群。在建立

待测蜂群的时候（春天或初夏），所有的待测蜂群应该同时治疗蜂螨，保证统一的、无偏的

初始感染率。 

蜂群操作 

蜂群每年的发展受到地区气候、食物的多少、遗传背景的显著影响。应尽量减少蜂群相

关的操作。因此，促进春繁、抑制分蜂、增加产蜜量、越冬和疾病防控等方法，应该适应当

地的条件和传统的方法。由此保证了评价的客观性和鉴定出表现更好的蜂群。 

分蜂的预防和控制 

群内足够的空间，适当的通风等，能保证蜂群在适宜的环境中发展，可预防分蜂，也减

少了待测蜂群的损失。 

如果分蜂趋势很明显（在蜂群内看到多个王台），应该使用传统的方法或适于当地的方

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减少丢失蜂王和蜂群的负面损失。可以用暂时分群或移走蜂王的办法解

决分蜂趋势，但等分蜂趋势减弱后需合并回原群，确保最终蜂数和子脾数没有减少。 

预防和控制分蜂的方法应该与项目管理保持一致。 

疾病的监测和控制 

建议按照通用的生物安全守则的要求和良好的养蜂习惯来控制蜜蜂疾病。这里列举了一

些可参考的方法以减少待测蜂群疾病的出现。 

1. 严格限制待测蜂群之间和待测蜂场之间任何物品的交流； 

2. 避免蜂群密度过高（同一地区蜂场数不宜过高，同一蜂场内蜂群数不宜过高）； 

3. 使用没有被感染的设备和工具； 

4. 阻止盗蜂和不同蜂群之间蜜蜂的互串； 

5. 春、夏、秋三季蜂群内至少保证有 5-8 公斤的食物； 

6. 定期检查蜂群，尽早识别异常的健康状况； 

7. 剔除测定蜂场内感染或者高度感染疾病的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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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疾病所采取的方法应同项目管理的要求保持一致 

鉴定蜂群对蜂螨的抗性是 Smartbees 项目一个重要任务。因此，需要使用详细的方法监

测和控制至少一年的蜂螨的情况。夏季待测蜂群要每月检查一次蜂群感染情况，目的是鉴定

出感染率低于一定阈值的抗性蜂群。被鉴定有抗性的蜂群过冬时将不使用治疗蜂螨的措施。

成功越冬的蜂群，也就是到第二年春天时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将被选择用于进一步的育种

过程。 

 

图 2 感染的蜜蜂 

基于阈值的蜂螨控制 

测定区域内蜂群的蜂螨感染率需持续监控，必要时应移走或治疗感染率高的蜂群。这将

会减少蜂螨在蜂群间的传播机率（多米诺效应），也有助于我们鉴定有抗性的蜂群。 

推荐监测蜂群蜂螨感染情况的方法是“糖霜方法”，适合蜂场使用。 

 

图 3 糖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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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测定 

性状测定是评价蜂王和蜂群性状表现的方法。性状测定包括普通的性状测定，例如蜂群

群势、蜂蜜产量、攻击性、分蜂行为等。除了这些传统的性状，在 Smartbees 项目中一个特

别的重点就是蜂群对蜂螨抗性的鉴定。 

时间和过程 

测定蜂群建立后至少 40 天才能开始性状测定（给一定的时间更新蜂群）。测定开始于秋

季，并在来年春季或夏季流蜜期继续测定。每年需要至少 3 次测定记录数据，以便用于蜂王

育种值估计和随后的选种。另外，蜂螨感染率是通过监测早春蜂螨自然死亡率来估计，并在

夏季每个月对蜜蜂感染情况进行新的抽样检测。性状测定在最后一次收蜜后结束，同时收集

数据。测定蜂群（包括蜂王）应该一直保留到下一年换王并建立了新的测定群的时候。 

测定的性状/参数 

蜂群遗传评估的 8 个测定性状和参数（表 1）。 

表 1.性状/参数，方法，评分标准，测定参数的值和时间（改自 Büchler et al, 2013） 

性状/参数 方法/等级 评分单位 时间/频率 

群势 巢框覆盖蜜蜂和卵的数目 框数 秋季，春季和夏季 

防御行为 1=有攻击性； 

2=可控制； 

3=温顺； 

4=很温顺； 

1-4 分※
 秋季，春季和夏季 

镇静性（蜜蜂在巢

脾上的行为） 

1=离开巢脾； 

2=聚集在巢脾的边缘； 

3=在巢脾的移动； 

4=镇静，静止； 

1-4 分※
 秋季，春季和夏季 

分蜂行为 1=强烈的分蜂性； 

2=中度的分蜂性； 

3=轻微的分蜂性； 

4=没有分蜂趋势； 

1-4 分※
 分蜂季节 

蜂蜜产量 蜂蜜净重 Kg 每次收蜜之后 

蜂螨自然死亡率 带窗纱的底板 每天落螨数目 春季 2-3 周 

蜂群蜂螨感染率 糖霜法 (50g 蜜蜂) 感染蜜蜂的百分率 从 6月到秋季每月 

清理行为 针扎或者冷冻封盖子 幼虫被清理的百分率 每个季节 2 次 

※评分可以使用中间值； 

以上性状测定方法的更多细节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看：www.smartbees-fp7.eu/extension 

http://www.smartbees-fp7.eu/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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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性状测定应该在统一的条件下进行。尤其是对于攻击性和分蜂行为，同一个测

定地点的所有蜂群需要在同一天用同一个人进行测定（图 4）。 

 

数据记录和保存 

文件的管理和性状测定的记录对育种项目非常重要（图 5）。数据记录的一致性和准确

性是建立蜂王育种值估计数据库的基础。目前使用的国际数据库 www.beebreed.eu 是唯一一

个在线数据库，使用这个网站可以轻松在线录入数据，验证和存储欧洲所有测定地点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应该通过区域负责人的检查后在线传输。 

 

图 5 Smartbees 记录卡 

 

 

 

http://www.beebree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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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值估计和蜂王选留 

不同姐妹蜂王、在不同测试地点的正确、统一的性状测定，可以使蜂王的育种值更加准

确。另外，还需要蜂王的系谱信息、祖先的性状测定数据以及亲属的性状测定数据（图 6）。

测定蜂王的登记和排序对所有参与的育种者和养蜂者是公开的。 

 

图 6 www.beebreed.eu 

交尾控制 

选育速度可以通过蜂王人工授精或者建立一系列交尾场加快，选出的优良蜂王放在交尾

场作为父群生产雄蜂。在项目管理中，应该细化雄蜂群和交尾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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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 

这个项目是由欧盟第 7 框架第 6 个工作任务支持的，全名：“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Resilient Bee Populations”简称“smartbees”。 

欧洲蜜蜂养殖者，育王场，研究所，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以及对 smartbees 项目感

兴趣的人可联系以下人员： 

 

项目总负责人      性状测定子项目负责人     项目协调员  

 

常见问题 

1. 为什么 SMARTBEES 育种项目需要我的参与？ 

蜜蜂优良性状的体现取决于它们对原产地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要在原产地进行

测定和选育，当地蜂业人员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2. 我需要培训吗？ 

是的。所有参加本项目的养蜂者都需要参加培训以便在当地开展性状测定。通过指南、

培训班、电子报、网站等形式发布实时信息，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够了解项目的最新进展。 

3. 对于测定和育种工作我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蜂群管理需要的时间大致相当于平常的蜂群管理。然而，需要另外一些时间对蜂群的蜂

螨情况进行监测和控制，进行清理行为的测定并记录数据。 

4. 这项工作能够提高和改进我的养蜂效益有多少？ 

很多。通过直接参与，你可以改良你的蜂群，这会帮助你提高蜂产品产量和养蜂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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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MARTBEES 项目会结束吗？ 

通过 SMARTBEES 项目，我们已经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蜂业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关注于欧

洲蜂业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平台，这个平台将会持续稳定的发展，为增强欧洲地方蜜蜂群

体的抗性和优良性状的挖掘继续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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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本手册是基于长期的专业经验以及文章、指南、网站和科技文献（见下表），供参阅。 

虚拟测定蜂场：www.smartbees-fp7.eu/extension 

SMARTBEES 网站: www.smartbees-fp7.eu 

蜜蜂育种网站：www.beebreed.eu 

培育和选留蜂王的标准方法：Büchler et al., 2013, Journal of Apicultural Research, 52(1) 

(www.ibra.org.uk) 

Methodenhandbunch (2013). Arbeitsgemeinschaft Toleranzzycht – AGT (www.toleranzzucht.de)  

欧洲抗螨育种：Büchler et al., 2010, Apidologie 41: 393-408 (www.link.springer.com).  

蜂螨的管理（2013），食物和环境的影响（www.defra.gov.uk.fera） 

蜜蜂育种的持续研究网站（www.beebreeding.net） 

自查列表 

通过这个列表，你可以快速检查你是否能够参加 SMARTBEES 项目。 

问题 是 否 

你是否对保护地方蜜蜂品种感兴趣？   

你有时间做蜂群的性状测定吗？   

你可以为本项目提供 10-20 群蜂用于测定吗？   

你可以遵守本手册的操作规范吗？   

你愿意参加相关培训和讲座吗？   

你愿意与其他蜂业人员分享你的经验和知识吗？   

 

 

 

 

 

 

 

 

 

 

 

照片来源：Schuller 博士，R. M. Francies, R. Büchler, A. Uzunov 

致谢：感谢以下人员提供的帮助：Bjorn Dahle, Magnus Ljung, Per Kryger, Cecilia Costa, 

Katherine Roberts, Bruno Binder-Köllhofer and Jakob Wegener。 

http://www.smartbees-fp7.eu/
http://www.beebreed.eu/
http://www.ibra.org.uk/
http://www.toleranzzucht.de/
http://www.link.springer.com/
http://www.defra.gov.uk.fera/
http://www.beebreed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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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SMARTBEES 项目（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Resilient Bee Population）是一个由德国

国家蜜蜂研究所牵头组织的、欧洲其他研究所和专家参加的欧盟第 7 框架下的项目（项目名

称：“保护蜜蜂遗传多样性和持续发展”，项目期限：4 年）。目的是改良提高蜜蜂性状和健

康水平，保护欧洲蜜蜂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我们的目标和任务 

第 6 工作任务负责地方蜜蜂群体的测定和选育，包括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不同蜂群的性状

测定和基于育种值的选种和育种。我们的任务是整合养蜂者、提高地方品种的养殖，实施欧

洲所有蜂种的育种，以保护欧洲蜜蜂多样性，提高地方品种的抗性和生产效率，这保证了养

蜂业的持续发展以及蜜蜂在农业和自然中授粉的作用。 

联系我们 

欧洲蜜蜂养殖者，育王场，研究所，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以及对 smartbees 项目感

兴趣的人可联系以下人员： 

Aleksandar Uzunov 博士，aleksandar.uzunov@llh.hessen.de 

Ralph Büchler 博士，ralph.buechler@llh.hessen.de 

                   

                黑森州农科院 

                蜜蜂研究所，Erlenstrasse 9, 35274 Kirchhain, 德国 

                电话：++49 6422940611，传真：++496422940633 

                www.bieneninstitut-kirchhain.de 

 

 

 

 

 

 

                     

本项目技术发展和展示由欧盟第 7 框架项目支持，项目号为 61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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