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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简要介绍了蜜蜂的生活方式 (独栖性、社会性和盗寄生性)、全年的生活周期;

筑巢地点的选择和建造巢房的工艺; 采食花粉、花蜜的习性和酿蜜的过程; 蜜蜂种群内部
及与植物间的信息传递方式: 化学通讯是主要藉化学信息物质保持蜂群的内在联系; 行为
和物理通讯, 主要是通过蜜蜂的“舞蹈”和光、声等因素传递蜜源植物的方位及距离等。
　　关键词　蜜蜂　行为

　　蜜蜂是膜翅目蜜蜂总科的通称, 该总科世界已知

有 20 000 多种, 中国已知有近 1 000 种。人们常见的家

养蜜蜂, 仅是其中的两种——西方蜜蜂 (又称西蜂或意

蜂) 和东方蜜蜂 (又称中蜂) , 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野生蜜

峰。

蜜蜂是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昆虫资源。蜜蜂

所产的蜂蜜、王浆、蜂蜡、蜂花粉和蜂胶等, 是人们常用

的滋补、保健和药用品。我国是世界养蜂大国, 蜂群数、

蜂蜜和王浆的贸易额均居世界第 1 位, 经济效益可观,

而蜜蜂为各种作物传粉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比蜂产品要

大得多。国内外研究报道, 认为蜜蜂为多种作物传粉可

提高产量 20% 左右。美国 1980 年统计, 蜜蜂为作物传

粉所获直接与间接经济效益要超过蜂产品 (蜂蜜等) 收

益的 100 多倍。有的专家估计, 蜜蜂传粉对作物增产的

效益要大于害虫为害造成的损失。国际上租赁蜂群有

计划地为作物传粉, 是一种新兴商业活动, 一般投效益

比为 1∶50 强。

了解蜜蜂生命中多种多样的活动行为, 不但可深

入揭示蜜蜂生活的奥秘, 更重要的是为保护和开发利

用蜜蜂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蜜蜂的生活方式和年周期

1. 1　生活方式　根据蜜蜂采食、筑巢、集群和繁殖等

特性, 经过长期适应和演化, 其生活方式分化为独栖

性、社会性和盗寄生性 3 类。独栖性是大多数野生蜜蜂

的生活方式, 其成蜂除雌雄形态有别外, 雌蜂并无形态

上的差异, 也无职能上的分工。成熟的雌蜂独立建巢,

一个小生境内可能有千余巢群, 但所有巢室都是独立

不相干的, 一般幼蜂成熟前, 雌蜂已相继死亡, 亲代和

子代无接触。社会性是指营社会性生活的蜜蜂, 根据其

演化程度, 又分为初级社会性和高级社会性两类。初级

社会性的雌蜂虽无形态上的差异, 但个体大小、生理、

行为和职能则有不同。产卵雌蜂体较大, 有类似“蜂王”

的作用, 其余雌蜂则司采食和筑巢。蜂群由小到大, 生

活在一个群体内。高级社会性最典型的是家养蜜蜂, 蜂

群中等级分化明显, 蜂王、工蜂和雄蜂三者在形态、生

理和行为上都明显不同, 社会分工严格, 其中工蜂最劳

累, 它们根据不同生长发育期, 从事清理巢房、泌浆哺

育、采食酿蜜、泌蜡筑巢、调节巢温和保卫巢群等职能。

蜂巢较固定, 可连续多年利用。蜂群内亲代和子代关系

很密切。盗寄生性是指某些野生蜜蜂自身不筑巢不贮

粮, 而是潜入其他蜜蜂 (寄主蜂) 已筑好的巢内寄生, 将

寄主蜂杀死, 其幼蜂靠寄主蜂贮存的蜂糖而生长发育,

它们是有害的类群。隧蜂科和蜜蜂科中的很多种类营

盗寄生生活。它们可选择亲缘关系较近的同一科内的

蜜蜂为寄主, 也可选不同科的蜜蜂。

1. 2　年周期　蜜蜂的年周期大致可分一年一代、一年

多代和连续繁殖等类型。一年一代的多为独栖性蜜蜂,

其中又可分为春季、夏初秋和晚秋初冬三类型。春季类

型: 种类较少, 全年活动最早, 例如北方 3 月份就出现

的黑颚条蜂和 4 月出现的几种壁蜂等; 夏初秋类型: 5

～ 8 月上中旬, 多种作物相继开花, 是切叶蜂类、彩带蜂

类、木蜂类和隧蜂类等多种蜜蜂的活动期; 晚秋初冬类

型: 此类蜜蜂也较少, 例如南方油茶 10 月下旬才开花,

为油茶传粉的几种地蜂和几种分舌蜂出土活动。 1 年

多代的常见于一些初级社会性蜜蜂, 例如一些隧蜂 1

年可繁殖 3 代, 越冬雌蜂产卵产生的第 1 代都是雌蜂,

扩大繁殖后的第 2 代也是雌蜂, 第 3 代是有性世代, 受

精雌蜂再进入越冬状态。连续繁殖的典型是家养蜜蜂,

它们世代划分不明显, 而是连续繁殖。一群蜂中虽每天

有成百上千头工蜂死亡, 但寿命长达 2～ 3 年的蜂王则

可连续产卵繁殖后代, 1 个优良蜂王在蜜源充足期每昼

夜可产卵达 1 500 粒以上。同一巢内老蜂不断死亡、子

蜂不断产生。

2　蜜蜂的筑巢

2. 1　奇异的巢穴　野生蜜蜂的巢穴复杂多变, 其中在

土内筑穴者居多, 荒芜的土丘、地埂、沟渠或土墙处都

可掘穴筑巢, 1 个巢内可有多个巢室, 巢口呈圆的小丘

状。植物质的孔洞也是野蜜蜂筑巢的场所, 例如木梁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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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窗、竹、朽木、枯树或植物茎秆等都可经过加工而成

蜂巢穴, 它们多用湿泥团或混有唾液的植物碎叶筑成

巢室和封闭巢口, 常见蔷薇科植物被咬成圆形的叶片,

就是切叶蜂的筑穴材料。有些隧蜂、壁蜂和叶舌蜂等自

身不筑建巢穴, 而是用废异的小哺乳动物旧洞、蛞蝓的

旧壳、鸟的废巢和石洞等作为巢穴。有些蜜蜂的巢是裸

露的, 例如石蜂用唾液粘合小砂石将巢粘在石头上; 黄

斑蜂的巢是挂在植物的茎秆上; 黑小蜜蜂的巢筑在低

矮的小灌木树枝上; 大蜜蜂的巢则筑在高大的树上, 远

看像鸟巢; 黑大蜜蜂则在很高而陡峭的岩壁上筑巢, 一

个个蜂巢倒挂在石壁上, 给当地人采收蜜造成很大困

难。

2. 2　高级建筑师　家养蜜蜂的巢非常精致, 它是由蜂

蜡筑成的巢脾和巢房组成, 巢房是蜂巢的基本单位, 呈

正六棱形, 从正面看, 每个巢房均呈六边形, 底面由 3

个菱面组成。每个菱形的钝角和锐角分别是 109°28′和

70°32′, 每两个菱形面的夹角为 120°, 每个巢房的体积

几乎都是 0. 25cm 3, 且 1 个蜂群一昼夜就可建成几千个

同样的巢房。蜜蜂筑巢房的高度准确性和科学性, 不愧

为世上最高明的“建筑师”。马克思曾说过:“蜜蜂建筑

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蜂巢已成

了建筑仿生学的重要依据。由于蜂巢结构具有材料重

量轻、强度大、隔热、隔湿和隔音等特点, 已被广泛应用

在飞机、火箭和建筑结构上。

3　蜜蜂的采食

3. 1　蜜蜂的食性　蜜蜂中绝大多数都是以花粉和花

蜜为食, 并兼采树胶、水和无机盐等, 部分种类采食植

物油, 例如宽痣蜂属的一些种类, 常采食报春花科珍珠

菜属植物的花油。据蜜蜂采访植物的多寡, 可将其分为

单食性、寡食性和多食性 3 类。单食性: 指 1 种蜜蜂仅

采访同一种植物的花, 是高度特化的类群, 其分布范围

仅限于被采访植物的分布区, 例如大分舌蜂及油茶地

蜂只采访油茶花; 矢车菊地蜂只采访矢车菊等, 这种单

食性蜜蜂有时也采访另一种植物的花, 但仅是吸食花

蜜, 不起传粉作用。寡食性: 指同一种蜜蜂可采访几种

亲缘关系较近的植物的花, 例如冠地蜂可采访几种柳

属植物的花; 山黎豆地蜂的采访植物, 限于几种野豌豆

属植物。多食性: 即同一种蜜蜂可采访多种植物, 多随

植物的不同花期而转换采访对象, 这类蜜蜂最多, 例如

蜜蜂亚科和隧蜂科的大部分, 切叶蜂科的部分种类等,

两种家养蜜蜂是典型的多食性蜜蜂。

3. 2　采食的行为　大多数蜜蜂都是日出性昆虫, 常因

气温变化和开花情况而有不同的活动盛期, 例如西蜂

在午间高温时很少活动, 切叶蜂则在当日温度最高时

频繁活动, 一些熊蜂是在温度较低的早晨或黄昏前最

活跃。

家蜜蜂采食活动范围较大, 一般在方圆 1 000m 左

右, 当蜜源缺乏时, 其活动范围可远达 4 000 多m。它们

往返于花丛与蜂巢之间, 将吸满了蜜囊的花蜜和密集

在花粉篮、腹毛刷及体毛上的花粉携带回巢。西蜂一般

日出动十几次, 每次可访花数十至数百朵不等, 可带回

花粉 12～ 29m g, 花蜜 20～ 70m g。

蜜蜂采回的花粉。含有花蜜及唾液, 使花粉粘成团

状, 在菌群和酶的作用下, 经过一系列生物生化反应,

成为可吸收利用的蜂粮, 是幼蜂的主要食料。采回的花

蜜则要经过转化和浓缩的酿蜜过程。即采集蜂返巢后,

吐出花蜜口对口地把花蜜授给内勤蜂, 内勤蜂经过对

花蜜的反复吸吐, 渗入了唾液, 唾液中的转化酶则促使

花蜜中的蔗糖转化为葡萄糖和果糖, 因内勤蜂同时振

翅扇风, 水分也浓缩在 20% 以下, 就酿造成为成熟的蜂

蜜, 以备工蜂使用。除两种家蜜蜂外, 一些社会性蜜蜂

也可酿蜜, 例如印度的商品蜜中, 有 1ö3 是大蜜蜂蜜。6

～ 12 日龄的工蜂分泌的王浆, 是饲育蜂王和 3 日内幼

蜂的食料。蜜蜂采集植物的树脂, 经加工而成蜂胶, 具

有闭封蜂巢、防腐抗病和保护蜂群的重要作用。

4　蜜蜂的信息传递

蜜蜂在其种群内部以及与植物间的信息传递方式

非常复杂, 可概括为化学、行为和物理等3种通讯方式。

4. 1　化学通讯　是种群内部传递信息的主要形式。它

的介质是信息素, 或称外激素, 它是蜜蜂向体外分泌释

放的一种微量化学信息物质。例如西蜂的信息素主要

以蜂王和工蜂信息素为主, 还有雄蜂和蜂子信息素。蜂

王信息素由蜂王释放, 是影响蜂群井然有序开展各项

活动的重要因素, 它可抑制工蜂卵巢发育, 阻止工蜂建

造王台, 分蜂时可吸引众多工蜂飞向新巢, 还可引诱雄

蜂前来交配等。工蜂信息素有引导、报警和示踪等作

用, 当侦察蜂发现蜜源和水源时, 回巢释放那氏信息素
(又称引导信息素) , 以引导其他工蜂出访, 分蜂时还可

引导工蜂飞向新巢, 用人工合成的那氏信息素, 可引诱

工蜂前往访花, 以起到传粉作用。报警信息素有两种作

用, 一是当蜂群受到侵犯时, 则报警促使同巢工蜂奋起

自卫, 击退敌人; 二是当工蜂用螫刺攻击时, 释放报警

信息素于“敌人”身上, 使其他蜂也去追击“敌人”, 当人

们被 1 个蜜蜂螫刺时, 常召来更多蜜蜂螫刺, 就是这个

道理。雄蜂信息素主要起导航作用, 还可引诱蜂王前来

交配。蜂子信息素使工蜂便于识别子蜂, 还可刺激工蜂

多产王浆。

从植物花朵中散发出的萜类有味香的化学物质,

对蜜蜂有一定的引诱力, 例如杜松萜烯中的一个异构

体, 能使地蜂产生极强的行为反应。

4. 2　行为通讯　蜜蜂特有的一种通讯方式是蜂舞, 即

利用不同跑步轨迹和腹部不同摆动频率表现的舞蹈动

作, 以传递各种信息。西蜂的舞蹈有圆舞和摆尾舞, 还

有中间类型新月舞 (又称镰刀舞)。圆舞是蜜蜂在巢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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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体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改进
许光武 (郧县第一中学 湖北郧县 442500)

　　本实验是高中生物必做实验之一。根据我地区的实

际情况, 为了使学生更好、更快、更安全节约地做好实

验, 我们做了一些改进, 取得了较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改进的内容

1. 1　提取色素　取校园草坪中青草 5g 剪碎放于研钵

中, 加二氧化硅和碳酸钙各 1ö4 牛角匙, 充分研磨后再

加入无水酒精 2m l 迅速研磨。然后用一块干净的细纱布

叠成 2～ 4 层, 铺于直径 6cm 的培养皿上, 将研磨后的

叶片匀浆倒在纱布上, 收拢纱布用力挤捏, 即可在培养

皿中收集到色深液浓的色素滤液, 盖好培养皿盖待用。

1. 2　制备滤纸条　将干燥处理的滤纸顺纸纹方向剪成

10cm ×1cm 的纸条, 在纸条的一端 0. 5cm 处锥一小孔,

另一端剪去内角 (剪角时最好使其与端线成 75～ 80°的

夹角)。

1. 3　划滤液细线　在滤纸条剪角的一端 1cm 处用塑

胶薄片一边蘸取色素滤液按印, 如此反复 3～ 5 次, 即可

得到一条细、齐、匀的滤液细线, 比用毛细吸管省时省

力, 效果好。

1. 4　分离色素　用滴管取 3～ 4m l 四氯化碳于大试管

中, 然后将划好线的滤纸条挂于带钩的大试管塞上, 调

节好滤纸条与四氯化碳液面的距离, 使滤纸条能接触到

四氯化碳液, 并把塞子塞好 (注意不要让滤纸条靠到试

管壁上)。约过 10m in 便可看到 4 条色素带。

2　改进后的优点

2. 1　减少了有毒物质对学生的毒害　改进后的实验,

提取液用无水酒精, 层析液用四氯化碳, 大大减少了有

毒物质对学生的毒害, 保护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2. 2　节省了教师准备实验的时间　改用四氯化碳作层

析液, 老师就不必在实验前配制丙酮、石油醚和苯的混

合液作层析液了。这样不仅减少了有害物质对老师的毒

害, 还节省了老师准备实验的时间, 从而提高了工作效

率。

2. 3　缩短了学生实验时间　改进后的实验省去了用铅

笔画线和吹干滤液线的过程, 此外在收取色素液时直接

用纱布挤捏, 容易收集到滤液, 这样就缩短了学生实验

的时间, 更有利于他们观察、思考、分析实验现象。

2. 4　实验效果明显　用青草作实验材料, 用无水酒精

作色素提取液, 用四氯化碳作层料液, 色素分离效果好,

色素带齐全且清晰明显,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实验兴

趣。

3　注意问题

如果两个班连续做此实验, 那么前一个班做完实验

后不要清洗纱布、研钵、培养皿, 只需把纱布、研钵中的

叶片碎屑清理干净即可, 不然将这些东西打湿以后会影

响下一个班的实验效果。
(BW )

上用快而短的步伐作小范围圆圈跑步 (快速爬行) , 在

舞圈中央, 经常左右改变方向, 其轨迹是圆的。摆尾舞
(又称“8”字舞) 是蜜蜂跑动的同时, 迅速摆动尾部, 在

一边跑一个半圆, 然后急转弯转向另一边跑另一个半

圆, 两个半圆合成“8”字形。新月舞其轨迹似半月形。蜜

蜂利用舞蹈方式告诉同伙蜜源的距离和方向。一般蜜

源在 100m 以内, 由圆舞和新月舞表示, 超过 100m 则

用摆尾舞表示, 其距离又与摆尾频率有关, 例如蜜源约

100m 时, 15s 可重复摆尾舞 10 次, 蜜源约 200m 时, 15s

内重复 8 次, 当蜜源超过 1km 时 15s 仅完成 1 次摆尾

舞。蜜蜂舞蹈垂直向上跑时, 表示向太阳方间飞, 而向

下跑时, 则表示背太阳方向飞, 以起定向作用。已知蜜

蜂属的 6 种蜜蜂都以舞蹈方式传递蜜源信息, 但方式

和频率都有不同。

4. 3　物理通讯　蜜蜂可用光和声传递信息。蜜蜂视觉

系统很敏感, 花的颜色对蜜蜂有信号作用, 黄色和蓝色

花以及能反射紫外线的花, 对蜜蜂有引诱力, 其次是紫

和白色花, 对红色不敏感, 是红色盲。蜜蜂的单眼是光

强度的感受器, 可决定蜜蜂早出和晚归的时间。蜜蜂的

复眼由 6 300 个小眼组成, 每个小眼都是一个小的偏振

光分析器, 蜜蜂根据太阳的偏振光确定太阳方位, 从而

以太阳为定向, 指示蜜源的方向。靠偏振光定向的优点

是当阴天时仍起作用。蜜蜂振翅飞翔时, 发出一种“呼

呼”声, 分蜂时, 此声可引导蜜蜂飞向新巢。蜜蜂舞蹈

时, 发出间断的“特尔—特”声音, 与寻觅蜜源和指示蜜

源距离有关。

蜜蜂的信息传递, 类似“语言”, 是很复杂的过程,

各种化学、行为和物理等因素, 多是相辅相成起综合作

用的, 例如蜜蜂的访花行为是信息素、舞蹈、振翅声、太

阳偏振光以及花的颜色和气味等共同起作用的, 其中

有些奥妙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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