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中蜂继箱饲养技术分析
赵小强
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DOI:10.32629/as.v3i3.1821
[摘 要] 继箱养蜂指的是将蜂巢与继箱相互叠加的一种蜜蜂养殖方式,是利用蜜蜂的生活方式和习性
实现蜂蜜产值增加的有效手段。本文根据蜜蜂的生活习性和适应环境,综合分析了培育适龄采集蜂的方
法,并且以此为研究基础探索新王培育、组织继箱群建立以及继箱排列模式等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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