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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唇壁蜂和紫壁蜂筑巢、访花行为和
传粉生态学的比较研究

杨龙龙　　徐环李　　吴燕如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要　连续 3年在苹果园内人工释放条件下对我国凹唇壁蜂 Osmia ex cavata Alfken 和紫壁蜂 O. j acoti

Cockerell的筑巢、访花行为和传粉生态学的观察研究表明, 两种壁蜂都能够在释放的果园区定居, 并选

择人工提供的巢管构筑巢室、采集蜂粮和产卵, 繁殖后代。同时, 对苹果花朵的采访专一性强, 可以为果

树提供有效的授粉服务, 替代人工授粉。两种壁蜂尽管利用的食物资源基本一样, 但是由于它们对巢管的

选择、采粉时间、访花部位及其行为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凹唇壁蜂活动起点温度低、日工作时间长、访花

速度快、定巢能力强, 其传粉效果明显地比紫壁蜂好, 是苹果园最有效的传粉昆虫。紫壁蜂的活动受气候

条件的影响较大, 更适合山区果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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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 nt inuously thr ee-years′investig at ion on nesting and forag ing behaviour and

po llinat ion ecolog y of tw o species of Chinese bees, Osmia ex cavata Alfken and O . j acoti

Cockerell released in apple o rchards show ed that the tw o species could be successfully set-

tled in the releasing or chard. M ated females of these two species are able to use suitable

tubes supplied by man in nest shelter s to co nst ruct cell part it ion w ith mud ( O . ex cavata)

or plant leav es ( O. j acoti ) , to pr ovide cells w ith apple pollen and nectar , and to pro pagate

during the f low ering period of the apples. T hey visit predo minant ly apple f low er s fo r cel l

pr ovision and sim ultaneo us pro vide effect iv e pollination for the host . Other behavior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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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such as the diameter nest tubes, fo raging tim e and duration, visit ing velocity ,

and posit ion select ion o f flo wers on cano pies ar e signif icant ly dif ferent betw een the two

species. Co mpar ed w ith O. j acoti , O. ex cavata begins to w o rk at a lo wer temper ature and

can v isit mo re f low ers each day. T he act ivity of O . j acoti can be easily affected by w eather

co ndit ions. T he dispersal by its pr enest ing femal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 f O . ex cavata. As

a r esult , O. ex cavata is more ef fective in apple po llinat ion and as a bet ter pollinator than

O. j acoti in apple o rchards.

Key words :　Osmia, nest ing , forag ing behaviour, pol linat ion ecolo gy .

壁蜂( Osmia)是众多的野生蜜蜂中被广泛用于为栽培植物传粉的重要类群之一
[ 1]
。早

在 50年代末期, 日本首先研究利用当地的角额壁蜂( Osmia cornif rons Rado szkow ski)为作

物授粉, 并成功地发展成为苹果和李的商业性传粉昆虫[ 2～4]。在美国, 为了满足果园种植

业的不断发展和意大利蜜蜂( Ap is mellif era L. )蜂群的下降所带来的对果树商业授粉用蜜

蜂的需要, 美国农部于 70年代初期开始从本国的野生蜜蜂中寻找适合于商业化的果园作

物的替代传粉昆虫, 发现蓝果园壁蜂( O. lignaria p rop inqua Cr esson)是苹果和李属植物的

潜在的传粉昆虫[ 5] , 并在苹果园和扁挑园分别做了进一步的野外实验研究 [ 6～12]。此外, 于

1977年还从欧洲引种了角额壁蜂( O. cornuta Latr. ) [ 13] , 与本土的 O. lignaria p rop inqua

做了对比实验。

我国于 1987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从日本引种角额壁蜂在河北省和山

东省释放成功 [ 14] , 同时诱集到 2种当地的野生壁蜂, 凹唇壁蜂 O. ex cavata Alfken和紫壁

蜂 O . j acoti Cockerell, 并对其生物学进行了观察
[ 15]。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壁蜂为

果树传粉, 必须对其筑巢、采粉行为和传粉生态学等进行深入研究, 为凹唇壁蜂和紫壁蜂

的科学管理和促进其传粉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野外工作于 1991年至 1993年分别在山东省威海市河西村和招远市鲁格庄苹果园进

行。两地的果园都位于低山缓坡上, 栽培的品种主要有富士、国光和红香蕉等。每个果园

各选择 2块面积约 1 hm
2 的果树区, 中间相隔 50 m。在早春季节苹果开花之前 5～7 d, 按

照每公顷均匀设置 15个巢箱, 朝向东南。每个巢箱放置 6～8捆芦苇杆、每捆 50 根芦苇

杆、长 13～15 cm、内径 4～9 mm、一端有结, 分上下两层排列在巢箱内。每个巢箱释放

100头越冬蜂茧。凹唇壁蜂和紫壁蜂分别释放在两个果树区内。

在壁蜂从越冬茧中羽化以后, 开始观测凹唇壁蜂和紫壁蜂雌蜂对巢管的选择性、筑巢

和采集蜂粮的行为。在苹果花期, 注重观测和比较两处壁蜂开始访花的时间、访花部位、

频率和在花朵上收集花粉的行为和持续的时间等, 并分析凹唇壁蜂和紫壁蜂蜂粮中苹果花

粉的比例。苹果花期结束以后, 分别调查凹唇壁蜂和紫壁蜂放蜂区内果树树冠上部和下部

的花序座果率和花朵座果率以便对其传粉效果进行比较。

2　结果

2. 1　筑巢行为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在果园中释放以后, 雌蜂通常在 3～4 d内即可破茧而出, 并在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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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集中巡飞婚配, 交尾后的雌蜂即开始选择标记适合的巢管筑巢。凹唇壁蜂能够在内径

5～9 mm 的管内筑巢, 并以 6. 5 m m 左右的巢管最多; 紫壁蜂则选择内径 4～8 mm 的巢管

筑巢, 且以大约 5. 5 m m 内径的巢管为最好(如图 1所示)。然后, 雌蜂即行清理巢管, 为进

一步构筑巢室、采集蜂粮和产卵繁殖做准备。

图 1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对巢管内径的选择( 1991年)

Fig . 1　S election of tubes in inner diameter

nested by O. ex cavata and O . j acoti

　　与壁蜂属的其它种类相似, 凹唇壁蜂

完成巢管的标记和清洁以后, 离开巢管外

出, 寻找靠近水沟或比较潮湿的地方的泥

源, 用上颚挖取泥团作为构筑巢室隔墙和

封盖巢管口的材料。泥团带回巢管后, 用

上颚在巢管的底部或靠近底部处做成覆盖

整个管孔的凹型薄隔墙。紫壁蜂与凹唇壁

蜂筑巢行为相似, 只是利用植物叶片嚼啐

成浆状营造巢室隔墙和巢管的封盖, 而不

使用湿泥。

第 1个巢室隔墙造好后, 雌蜂开始访

花, 采集花粉和花蜜, 制作花粉团, 为巢

室储备蜂粮。蜂粮由花粉和花蜜混合而

成, 最初覆盖整个巢室隔墙。随着花粉团的不断扩大, 其前端逐渐变窄呈斜面状, 这样可

使雌蜂靠近并把剩下的花粉团堆集在原有的蜂粮上面。采集蜂粮的雌蜂完成一次访花后回

巢时, 首先钻入巢管, 将蜜囊中的花蜜吐出到蜂粮的表面, 然后, 雌蜂退出巢管, 转动身

体, 匍匐后退第 2次进入巢管, 通过后足迅速地刮动将花粉直接存放在用蜂蜜润湿的蜂粮

表面。雌蜂再离开巢管继续采集花粉和花蜜。

当花粉团积累到足够大时, 雌蜂访花不再收集花粉, 而是吸取大量的花蜜, 将其覆盖

到块状蜂粮的表面, 使整个蜂粮浸没在花蜜中。这种采蜜行为通常需要两次的来回。第 2

次吐蜜后, 雌蜂退出巢室, 调整身体的方向, 再次退入巢管, 弯动腹部, 产出 1粒卵到蜂粮

表面的花蜜中。产完卵以后, 雌蜂立即开始在紧靠第 1个巢室的前面用泥(凹唇壁蜂)或植

物叶浆(紫壁蜂)构筑第 2个完全相同的巢室隔墙, 为第 2个巢室采集蜂粮, 产卵 1粒, 然

后再构筑 新的巢室, 直到一个巢管中营造一排大约 4～8个(凹唇壁蜂)或 10～15个 (紫壁

蜂)巢室为止。最后, 雌蜂用泥或叶浆把巢管口封盖住, 重新选择下一个巢管, 继续筑巢。

在放蜂的果园里, 由于交尾后的雌蜂并不总是在其被释放的巢箱内选择适合的巢管内

筑巢, 经常会有一部分雌蜂婚配后迁飞扩散到附近的巢箱定居, 其中有一些凹唇壁蜂到紫

壁蜂释放区的巢箱内筑巢, 而有些紫壁蜂则在凹唇壁蜂释放的巢箱内筑巢。但是, 两种壁

蜂因为自身定巢和扩散习性的不同而在对方巢箱内筑巢的比例表现出差别。在凹唇壁蜂释

放的巢箱里, 紫壁蜂筑巢封管的数量占整个巢箱封管总数的 16. 2% , 而凹唇壁蜂相应值只

有 8. 7%, 两者相差近 1倍。由此可以推断,凹唇壁蜂的定巢能力比紫壁蜂强。

因为凹唇壁蜂能够比紫壁蜂在较低的气温下活动, 在苹果花期的前一阶段筑巢和访花

十分活跃, 即使在阴天也可外出采集蜂粮。到苹果开花的后期, 由于花源有限, 凹唇壁蜂

开始封盖没有巢室的空管, 花期结束后, 雌蜂的生命活动也基本上完成。而紫壁蜂在苹果

开花初期活动较差, 遇到阴雨天气时完全停止访花, 但该蜂在花期后期活动频繁。苹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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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落后, 紫壁蜂可以飞到果园外的开花植物上继续采集蜂粮。

2. 2　访花行为

在自然界, 当气温达到 12～13℃时, 凹唇壁蜂即可开始访花, 而紫壁蜂在气温 15℃以

上时方可活动。在较好的气候条件下, 凹唇壁蜂从 6∶30起即可外出活动, 筑巢采粉, 并

且一直持续到傍晚 18∶30。紫壁蜂在一天中, 经常要在上午 8∶20才开始活动, 而且需要

在巢管口或其附近晒过太阳方可外出访花, 在中午 12∶00～13∶00最为活跃。傍晚 17∶

30 以后, 很少见到紫壁蜂继续活动(图 2)。如果在苹果花期遇到阴天多风, 气温低时, 紫

壁蜂的采粉活动一般会停止。

　　在观察壁蜂的采粉行为时, 发现凹唇壁蜂比紫壁蜂对树冠不同部位的花序更具有选择

性。凹唇壁蜂常常在树冠的中部和下部访花, 少数可以从下部的花朵采访到树冠上部, 其

上部访花数占总访花数的 21%左右。而紫壁蜂在树冠上、下部位的花朵上采粉频率没有明

显的差别, 分别为 53. 9%和 46. 1% (图 3)。

　　　图 2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日采粉活动规律

　　　　Fig . 2　Daily foraging f light pat ter ns

　　　　 of O . ex cavata an d O . j ac oti ( 1991年)

　　　图 3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访花部位的选择率

　　　Fig. 3　Percentage of selection of f low er

　　　 p os it ion vis ited by O. excavata and

　　　O . j acot i ( 1993)

表 1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访花　

行为的比较( 1992～1993)　

　　Table 1　Foraging behavior of O. excavata and O. j acoti

种类

S pecies

访花速度

Foragin g s peed

( flowers /m in. )

平均数

M ean

持续时间

Duration

(s / f low er)

O. excavata 10～16 13. 1 2～4

O. j acot i 7～12 9. 6 3～6

　　在访花速度上, 凹唇壁蜂为 10～16朵/

min, 平均 13朵/ m in。雌蜂可以直接落在花

朵中央的花蕊上, 口器插入花蕊的基部吸取

花蜜, 同时用中、后足迅速刮刷雄蕊, 将花

粉收集在腹毛刷上。这种行为在花上一般可

以持续大约 2～4 s, 并且能够有效地用中、

后足和腹部触及柱头, 达到为苹果传粉的目

的。紫壁蜂的访花速度是 7～12朵/ min, 平

均约 9. 6朵/ min, 在花朵上可以活动 3～6 s

其行为与凹唇壁蜂相似, 只是体形较小, 传粉效果不如凹唇壁蜂(表 1)。

另外, 两种壁蜂携带花粉回巢的比例也明显不同。在上午 9∶00～9∶30、下午 1∶00

～1∶30和 4∶00～4∶30等 3个时间段观察, 凹唇壁蜂携粉回巢次数占总回巢数的百分比

率均高于紫壁蜂的比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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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访花过程中

携粉回巢率的比较( % , 1993 年)

Table 2　Percentage of foraging flight with pollen

and nectar in O. excavata and O. j acot

时间

T ime

9∶00～

9∶30

13∶00～

13∶30

16∶00～

16∶30

平均

( M ean)

O. ex cavata 52. 3 64. 2 70. 1 62. 2

O. j ac oti 34. 1 41. 7 33. 3 36. 4

　　在苹果园盛花期间,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

对苹果树花朵的采访专一性很强。通过对两

种壁蜂巢室中蜂粮的成分进行分析后表明,

凹唇壁蜂采集的花粉团中, 苹果花粉占花粉

总量的94. 5% , 紫壁蜂采集的苹果花粉占花

粉总量的 91. 4% (据周伟儒)。

2. 3　传粉效果

利用套袋的方法比较两种壁蜂访花一次

的座果率, 凹唇壁蜂为 68. 8% , 紫壁蜂为

63. 1% , 没有明显差别 [ 15]。但是, 在开放的条件下, 凹唇壁蜂释放区和紫壁蜂释放区富士

苹果在树冠上部顶枝和下层侧枝的花序座果率和花朵座果率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表

3)。凹唇壁蜂传粉区树冠下层的花序座果率和花朵座果率均明显高于树冠上层, 而紫壁蜂

区树冠上层下层的花序座果率和花朵座果率差别不大, 上层略高于下层, 这与两种壁蜂对

访花部位的选择行为正好相一致。

表 3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传粉效果的比较( 1993 年)

Table 3　Camparison of pol lination effectiveness　

between O. excavata and O. j acoti　

种类

S pecies

树冠下层座果率 ( % )

　Fr uit s et rat io

　on lower canopy

　1)花序 　2)花朵

树冠上层座果率( % )

　Fruit set rat io

　on upper can op y

　1)花序 　2)花朵
O. ex cava-

ta
64. 8 21. 5 42. 5 11. 5

O. j acoti 50. 7 14. 3 61. 8 16. 2

　1) Inf lorecences　　2) Flow ers

3　讨论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是苹果树有效的传粉

昆虫。在自然界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这两种

壁蜂的生活史特别是成虫的生命活动已经与

蔷薇科的许多植物包括苹果、梨、桃、杏和

樱桃等栽培植物的花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果园内合理释放和科学管理的条件下, 凹

唇壁蜂和紫壁蜂均能够选择人工提供的适宜

的巢管筑巢、采集蜂粮和繁育后代, 对苹果

花的采粉专一性极强。

在两种壁蜂之间, 由于凹唇壁蜂的活动起点温度( 13～13℃)比紫壁蜂所需温度( 15℃)

低, 因此在自然界里, 凹唇壁蜂在苹果花期还未开始之前即可活动, 并且在一天中的活动

时间也比紫壁蜂要长 3～4h
[ 15]
。同时, 凹唇壁蜂访花速度较快, 个体相对较大, 在花上收

集花粉和吸取花蜜的行为更有利于作物的授粉。此外, 凹唇壁蜂在其释放的果园区定居筑

巢的能力比紫壁蜂强, 繁殖系数高, 是果园最有效的传粉昆虫。凹唇壁蜂又因其更多地选

择树冠下部的花朵, 所以, 在其被释放的果园区树冠下部的花朵和花序座果率均高于树冠

上部。

紫壁蜂的筑巢和采访行为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 由其访花速度、采集行为、日活动

时间和频率以及访花一次座果率等所决定的综合传粉能力只有凹唇壁蜂的约 60%。但是,

紫壁蜂在苹果花中、后期的访花行为比较活跃, 利用零散花朵的能力较强, 又因其筑巢材

料为植物的叶片而不用泥, 更适合在山区及缺水的果园使用。只要在苹果花期天气较好,

也同样能够有效地为苹果传授花粉。而且, 紫壁蜂对树冠上、下部位花朵的选择性不强,

其被释放区果树的座果率在树冠上、下层分布较凹唇壁蜂的均匀。

与人工授粉相比, 释放两种壁蜂的果园区苹果的座果率高, 树冠上下部位结果分布均

匀, 叶果比和枝果比更加合理, 能够充分发挥果树的生产潜力, 显著提高果品的产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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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同时节省人力,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如果将凹唇壁蜂和紫壁蜂一起释放, 管理完善, 完

全可以为果树提供足够的授粉条件。

凹唇壁蜂和紫壁蜂同时在一个果园中释放时, 由于它们在活动的时间、空间、筑巢和

采粉行为及其它生态学特性方面特别是对树冠上花朵部位的选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因

此, 在人工释放条件下, 仍然能够同时完成各自的生命活动, 使物种继续繁衍。但是, 凹唇

壁蜂和紫壁蜂利用的食物资源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难免存在着竞争。特别是当食物短缺

时, 两个物种的种群是否还能够继续长期共同存在, 以及食物资源竞争的程度及其对种群

的影响和动态趋势等, 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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