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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蜜蜂 (A础 ceta~．2~-er(2／r．cz)是喜马拉雅山东部地 

区的土著蜂种，是我国及东南亚周边国家人工饲养最悠久 

的蜂种。开发利用东方蜜蜂的授粉资源．有利于促进山区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Partap等．1993；Cerv~cia．1997)。近 

年来一些研究表明，合理设置蜂场中蜂群之间的距离或农 

作区内蜂群的密度，能够提高授粉的效果(Jc~seph等，1985； 

Kevan等，1995)。但是，东方蜜蜂的个体较小，在花朵上 

停留的时间短，在 1 min内可栗访 1O～20个花朵 (Panda 

等，1988)；采集飞行的速度快，通常 1次野外采集平均耗 

时为 10--15rain(Maim等，1989)，很难跟踪其整个飞行 

过程。因此。有关东方蜜蜂采集分布的研究报道比较少。 

本文拟就东方蜜蜂采集野坝子 (Etsl~ltzia rugutosa)为例， 

初步探讨在不同方向上采集蜂的空间分布型及采集距离， 

为合理利用云南冬季野坝子蜜源提供借鉴。 

1 样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蚌场溉况与花期特点 菖河蜂场位于云南省姚安县东 

北部山区．北纬25‘24 ～25 54 ，东经 100‘56 ～101 34 ，海 

拔2 290～2 520m，气候温和，年均气温 15．3"C，降雨为 

800 mm以上 试验选择在第一分场进行 ，蜂场依山而建， 

山脉东西走向。背北朝南。试验期 (1997—11一O1～12— 

27)早季少雨，日最低气温 2 9℃，日最高气温 17 6℃， 

西南风，平均风速3nJs。冬季蜜源充足，以野坝子为主的 

多种唇形花科蜜源植物在此期问开花，花期长达 2个多月 

(10月中旬～L2月中旬) 在西向和南向，蜂场与冬闲耕地 

相连，野坝子分布零星；在东向和北向．野坝子连片分布， 

而且比较均匀。该蜂场共饲养东方蜜蜂34群 ，在蜂场周围 

2．0km范围内，毁有其他蜂场，也未观察到野生东方蜜 

蜂。 

1．2 调查取样方法 布样前在蜂场周围进行踏查，初步估 

计在东、南、西、北 4个方向上采集蜂可能的采集较远点。 

以蜂场为中心，沿东、南、西、北 4个方向每隔 50m取 1 

个圆形样方，圆形样方的半径为 1 m。根据地势并结音踏 

查结果。各方向上样方个数和观测^员数分别为 ：东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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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向 9．2；西向8，2；北向 13，3，即每个观测人员负责 4～5 

个样方。观测在上午9：00～12：oo之间蜂群出巢频次比较 

高而且稳定的时问进行。每隔 30rain观测 1次．记录5min 

内来此样方的采集蜂数和经过样方上空未载蜜粉出巢蜂数 

(飞行时离地面较高，飞行方 向是背向蜂场)。连续观测 5 

d，为减步不同样方观测误差，选择9：3O～10：oo，10：30～ 

l1：00，11：3O～12：oo三次各样方的观测值作为分析用。 

1．3 空阃分布型和采集距离的分析方法 ①空间分布型的 

分析方法：频次分布拟音是依据方向对45个样方的观测结 

果进行分级处理，即观测结果为⋯0。的属于⋯0。级，观测结果 

为“1 的属于⋯1’级，⋯⋯。对于某级的样方数小于 5时，归 

并到上一级，然后用泊松分布、负二项分布、奈曼 A型分布 

理论分布型公式进行拟合，并用T2值检验(取n=0．05)。聚 

集度采用 David＆ Moore(1954)聚集指标 I、Lloyd(1967)聚 

集度 M 。／m、1wao(1968)回归式、Cassie＆Kuno(1968)指数 

C 、Taylor(1978)幂法则。②采集范围的分析方法：依据连 

续 5 d日3攻共 15个数据的平均值来估计经过各方向样圆 

上空的飞行蜂数 运用“3S 原则(拉伊达法)耐估计值进行 

预处理。剔除异常值，并作正态分布适合性检验。根据试验 

变异函数公式计算离散样圆的变异函数值，采用指数模型进 

行拟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方向采集蚌空间分布与聚集指标 

根据 45个固定样方重复 15攻的观测结果，对东、南、 

西、北4个方向和整个蜂场全方位采集蜂的空间分布进行 

拟音，结果见表 L。 

由此可见。采集蜂在 4个方向和整个蜂场均不符音 

Poisson分布：在整个蜂场内采集的空间分布符音 Neymen— 

A型分布。但在各个方向上不都符台 Neymen-A型分布， 

只是 S、w 向符音该种分布 据此，认为采集蜂在 4个方 

向上符音负：二项分布，而总体上符合 Neymen—A型分布。 

聚集指标的测定结果见表 2。 

采 集蜂在4个方向和整个蜂场中』值、CA值均大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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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 ／j值均大于 1，所以均为聚集分布。东、北向聚集强 

度比南、西向大。所有的a均大于0．3均大于 1，说碉采集蜂 

的个体之间相互吸引，存着个体群。|qga均大于 0，b均大于 

1，表碉采集在任何密度下部是聚集的，且聚集强度随种群密 

度的升高而增加： 

2．2 四个方向上采集分布的范围 

用固定的45个样圆5 d共 15个数据的平均值来估算经 

过各样圆上空的采集飞行蜂数，经过平方根变换后的数据 

服从正态分布．各向变异函数计算结果见图 1。 

对采集飞行蜂的观测是了解蜂群采集分布范围一个 比 

较直接而客观的方法：从图中可以看到，采集蜂分布范围 

具有十分明显的方向性，在东、北向，试验变异函数随距 

离 h的增加 ，其变化的速度 比较小，即该方向上采集分布 

的相关性比较好，相应的分布范围比较大；在东向 500 m 

后，变异函数值 比较大，说明采集蜂分布范围约在离巢 500 

m；而北向变异函数变化有所不同，在500m以后，变异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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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逐渐下降，相关性反而加强，采集蜂数有增加的趋势， 

分布范围相对大一些，约在离巢 600 m处。在西、南向采 

集蜂分布的变异函数上升比较快，即在西向 250m范围内 

和南向 350m范围内相关性 比较好，该范围是采集蜂的主 

要活动分布区。 

对采集蜂在东、南、西、北 4个方向上变异函数变化 

用指数模型拟合，理论变异函数的参数见表 3。表中 c 反 

映了在各个方向上采集蜂数量．B反映了变异函数的变异 

程度， 说明相关范围的大小。 

由表 3可知，采集分布倾向于东、北 向．而在西向的 

倾向性比较小；相关性程度较高的是东 向，图 1也反映出 

这种情况，且在北、西这 2个方向上，变异函数值并非是 

逐渐上升，而是在到达一定距离后，变异函数开始变小， 

从而该方向上总体的变异比较大；西、南向在比较小的范 

围内相关，理论拟合最大范围 矗值在 500 m以下。从总体 

上来看，东、北向的相关范围比较好， 值比较大．最大范 

围理论值超过 1 000m。从本次研究的蜂场概况来看 ．该蜂 

场傍山而建，山脉是 自西向东的走向，蜂场背北朝南，南 

北向坡度较陡，在西、南向是大片冬闲耕地与山野相连． 

野坝子分布零星．以及云南多西南风等因素，是造成采集 

蜂在西向和南向这2个方向上采集范围稍小的重要原因。相对 

而 言，这些因素在东向和北向的作用较小，例如，在北向虽然 

裹 3 理论变异函教指教横垂拟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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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较大，但是蜜源植物比较多而且连片，采集分布范围 

稍远．离巢约为6OOm。 

3 讨 论 

3．1 在蜂场全方位上，采集蜂的分布符合奈曼 A型分布， 

说明东方蜜蜂在野外采集时存在着个体群，而且个体群之 

间以及个体群内部的个体之间是均匀分布的 C 值反映出 

采集蜂在 4个方向上分布的数量差异不大．在 4个方向第 1 

个样圆 (离巢 50 m)的观测值分别为493、468、347、457。在 

东、南、西、北 4个方向上，采集蜂的分布符台负二项分布， 

说明采集蜂在 4个方向上均为集群分布。从 B值看，采集 

蜂的聚集强度都是随着分布密度 的增加而增加，个体之间 

相互吸引，有强的趋同行为。据此，可以认为 4个方向之 

间，采集蜂的分布是彼此独立的；在 4个方向上 ，采集蜂 

的分布又是相互吸引的 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由于环境 

因素所致还是采集蜂本身固有的生活习性所为，尚无比较 

好的方法予以判定，很可能与采集蜂以太阳确定食源方位 

有关，蜂群定位本能和行为趋同可能是这种分布格局形成 

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 ，蜂授粉蜂群的 “+”形摆布可 

能有利于蜜蜂采集 

3．2 印度学者 Punch／hewa等 (1985)通过观测采集蜂的蜂 

舞速度与采集蜜源的距离，认为东方蜜蜂采集飞行距离很 

少超过 500 m。杨冠煌 (1987)在蜂场周围缺少蜜源的情况 

下，观覆I到东方蜜蜂采集的最远距离为 1．5 km。刘方邻等 

(1998)在外界相对缺少大宗蜜源的情况下，用定点饲喂的 

方法诱覆I东方蜜蜂采集距离，最大覆I定值为 2．0 km。从此 

次拟合理论变异函数的结果表 明，最大理论范围是在 E向 

离巢 1 565m处，实际观覆I采集蜂的分布范围约为离巢 500 

m：由此可见，东方蜜蜂采集距离一般在离场较近处约 500 

m，采集距离较远处约为离巢 1 500--2 000m。自然观测结 

果与试验诱测和理论拟台结果的差异说明了影响东方蜜蜂 

采集距离的因素比较多而且复杂，正如前述的蜂场地形地 

势、风向风速、蜜源植物分 布概况等因素的综台作用：因 

此，在东方蜜蜂给农作物授粉时，选择蜂箱的地点应考虑 

农作物开花特点和农作区的地形地势等因素 

3．3 采集蜂的空间分布结构比较复杂，在 250m范围内， 

4个方向上变异函数基本重台，表明有很好的空间结构：但 

在此范围外，变异函数变化出现不规则，主要表现在 3个 

方面：①采集距离在各个方向上不同，存在远近差异；② 

在各个方向上，采集蜂数量随离场距离增加而减少的速度 

存在快慢差异，变化的形式有 渐变和突变不同；③各个方 

向采集蜂聚集的强度及其随采集蜂分布密度变化的速度也 

不同，以致采集蜂的空间分布结构比较差。空间结构的复 

杂性是否与采集蜂飞行搜索路径以及蜜粉植物分布有关． 

目前还不清楚 因此，尚需深八研究采集蜂的空间结构性． 

探讨采集蜂搜索路径与农作区作物布局的关系，为利用蜜 

蜂给作物授粉地区改 良耕作制度和多种作物问作轮作的布 

局提供依据，也可以帮助理解蜂群的自组织行为 

致 谢 本文是在导师何大愚副研究员、匡邦都教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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