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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粉的方式进行生产。番茄是甘肃设施产业第一大
熊蜂传粉可以显著提高设施番茄产量、

蔬菜作物，在设施蔬菜产业中的占比达 25%。笔者

改善果实品质、降低畸形果率，且成本显著低

以番茄为例，将近几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开展的

于人工激素喷花，生产上应掌握科学的熊蜂传

设施番茄熊蜂传粉及相应配套主要虫害绿色防控技

粉技术，并在虫害防治过程中注意保护熊蜂。

术集成工作总结如下。
1 设施番茄熊蜂传粉的优越性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戈壁面积辽阔、光照条件

1.1

设施番茄熊蜂传粉的生物学基础

和常见传

充足、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适合发展现代特色

粉蜂种蜜蜂相比，熊蜂声震传粉能力强，是设施番

戈壁农业。2020 年甘肃省设施农业总面积达 13.33

茄的高效传粉者。番茄花朵结构特殊，其雌蕊被雄

2

2

蕊包裹在内部，需要依靠外界振动作用，花粉才能

（115.05 万亩）
，
塑料大棚 5.67 万 hm（85.05 万亩）
，

从雄蕊花药中释放到雌蕊柱头上完成受精过程。熊

，其中日光温室 7.67 万 hm
万 hm （199.95 万亩）
2

2

。由于设施栽培环境
连栋温室 100 hm （1 500 亩）

蜂为采集番茄花粉，依靠身体高频率的振动，将番

相对封闭并且缺乏自然传粉昆虫，蜂类传粉成为设

茄花粉从花药中释放出来，花粉粒随着气流从雄蕊

施农业栽培过程中的必备措施。蜂类传粉可以显著

顶端的小孔飘落到熊蜂身体的绒毛上。在熊蜂采集

提高农作物产量并改善果实品质，但设施作物蜂传

花粉过程中，部分花粉粒会沉降在雌蕊柱头上，从

粉技术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普及率相对较低。由

而帮助番茄完成传粉受精，此过程称为声震传粉。

于当地蜂群不易购买、种植户缺乏相关技术培训等

蜜蜂声震传粉能力弱，且不喜采集大部分番茄品种

原因，目前该地区大部分设施作物，尤其是农民经

的花朵，无法完成设施番茄传粉工作。除此之外，

营的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等仍采用激素喷花、人工

熊蜂浑身绒毛，抗寒能力强，蜂群内部个体间信息
交流较弱，对温室封闭环境的适应性强，适合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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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番茄传粉。
1.2

熊蜂传粉对设施番茄产业的提质增效作用

设施番茄采用熊蜂传粉，不仅可以节约生产成
本，而且能显著提升果实品质，有助于提高产品的

基金项目：甘肃省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蜂业提质工程

市场竞争力，增加种植者收入。以 2020 年秋冬季

科研专项，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CAAS-ASTIP-2015-

节张掖市设施番茄试验示范生产基地为例，当地设

IAR）

施番茄 1 个生产周期一般保留 5 穗果，秋冬茬番茄

致谢：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贺超兴研究员的修改建议，
感谢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雷寨村、廿里堡村及甘肃河西甜美农

花期为 55～65 d（天）
。采用激素喷花时，每穗花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农业园区在试验示范方面的大力支持，感谢甘肃省

2
需要喷施 2 遍激素，按照每人每天喷施 667 m 、平

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张玉鑫研究员在熊蜂推广过程中的帮助。

均人工费每天 130 元、每次每 667 m2 喷施药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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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计算，整个生产周期每 667 m2 激素喷花成本

较大。温湿度监测数据显示，该地区日光温室南北

约为 1 400 元。正常情况下，1 箱健康熊蜂（70～90

跨度较大时，温室内南北两侧温度差异较为明显。

2

只工蜂）可以为 667～1 000 m 番茄传粉，按每箱

如南北跨度为 15 m 的日光温室，在秋季及初冬季

熊蜂 35～45 d（天）的最低工作寿命保守计算，在

节，白天温室北侧靠近后墙位置的温度通常较南侧

番茄整个生产周期需要引入 2 次熊蜂，每箱熊蜂的

棚膜处高 5～10 ℃，而夜间南北两侧温度无显著差

2

售价为 400 元，即番茄整个生产周期每 667 m 熊

异，导致温室北侧昼夜温度波动大于温室南侧，故

蜂传粉成本为 530～800 元。从生产投入成本来看，

建议在此季节将熊蜂蜂箱坐南朝北放在温差波动较

熊蜂传粉成本显著低于人工激素喷花成本，且熊蜂

小的南侧棚膜处。在严寒冬季（外界温度低于 -10

传粉可以显著提高番茄单果质量、降低畸形果率、

℃时）
，温室北侧昼夜温差波动幅度减小，而南侧

改善果实品质（熊蜂传粉番茄的果肉饱满、种子数

棚膜处夜间温度偏低，不利于熊蜂繁殖，因此建议

量多、果实风味浓郁，图 1）
、降低灰霉病发生率。

在严寒季节将蜂箱坐北朝南放在温室北侧。蜂箱巢

经田间调查，2020 年张掖地区采用熊蜂传粉的番

门一律朝向番茄植株且巢门无枝叶遮挡。

茄果实品质优，口感好，收购价格为 4 元 · kg ，

2
一般 1 箱健康熊蜂可负责 667～1 000 m 的温

而激素喷花番茄的收购价格仅为 2 元 · kg-1，熊蜂

室番茄传粉工作。如果温室内只放 1 箱蜂，则放在

传粉番茄优质优价效果明显。

温室中间位置；如果放 2 箱及以上，则蜂箱均匀分

-1

散放置在温室相应位置。蜂箱摆放高度尽量和植株
开花高度保持一致，可以将蜂箱放在平稳的支架
上，如椅子、倒扣的水桶等。严寒季节，温室内夜
间温度低于 6 ℃时，夜间要在蜂箱上加盖保温物。
炎热季节，白天午后温室内温度超过 32 ℃时，要
及时打开上下通风口降温，在蜂箱上方搭设简单凉
图 1 激素喷花和熊蜂传粉的番茄果实比较

棚等，避免阳光直射蜂箱。
2.3

巢门开关

蜂箱放入温室后，先静置 20 min

2 设施番茄熊蜂传粉技术

（分）左右，待蜂群稳定后再打开巢门。一般蜂箱

2.1

熊蜂繁殖周期约 70 d（天）
，大批

巢门开关分为 3 种状态：只进不出、可进可出、完

量使用熊蜂时，应在番茄开花前 70～80 d（天）提

全关闭。在蜂群正常传粉期间，将巢门设置为可进

前预订。当温室内 10%～15% 的植株第 1 穗花上有

可出状态；需要搬移蜂箱时，应提前 1 h（小时）

1～2 朵开放时放入熊蜂进行传粉，建议在 7：00—

将巢门设置为只进不出状态，待熊蜂全部归巢后，

10：00 将熊蜂放入温室内指定位置。如果熊蜂在下

设置为完全关闭状态再搬移蜂箱。具体操作时需要

午或者夜间抵达园区，建议先放在温度为 10～25

仔细观察蜂箱巢门附近的文字或指示图形（图 2）
。

℃、无农药、无异味的隔离间过夜，第 2 天清晨再

禁止白天关闭蜂箱巢门后将蜂箱长时间放在温室

放入温室内。暂时存放熊蜂的房间光线尽量昏暗，

内，
熊蜂在巢门关闭且温度较高的情况下极易死亡。

夏天注意通风降温，冬天外界气温低于 6 ℃时注意

2.4

蜂箱保暖。

为熊蜂日常活动提供能量的碳水化合物来源，花粉

放蜂时间

定期喂食

熊蜂以花蜜和花粉为食，花蜜是

正常情况下，熊蜂在温室内的平均工作寿命为

是熊蜂繁育后代所需的蛋白质来源。由于番茄花只

35～45 d（天）
，建议根据番茄具体花期长短及实

有花粉，没有花蜜，应定期为熊蜂提供糖水饲料，

际授粉效果，适时补充新的蜂群。新的熊蜂蜂箱与

以延长蜂群寿命，保证传粉效果。正规厂家生产的

旧蜂箱不宜放置在一起，至少间隔 1～2 m。

熊蜂在出厂时均会配备 1～2 kg 的糖水，糖水存放

2.2

由于熊蜂群内个体数量较少，调

在蜂箱下部的糖水饲喂盒中，一些厂家为了避免运

节巢温能力较弱，外界温度波动太大不利于蜂群生

输过程中糖水洒漏，运输时会用盖子封闭糖水饲喂

长繁殖。河西走廊海拔较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盒上的饲喂孔。因此，收到熊蜂后首先要检查蜂箱

蜂箱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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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熊蜂蜂箱巢门开关方法

内的糖水盒盖子是否打开。一般情况下，蜂箱内的

被蜂蛰后，一般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红肿胀痛等轻度

糖水在 10～14 d（天）内会被熊蜂消耗完毕，使用

过敏反应，建议在被蜂蛰后尽快多饮用白开水，避

者要根据蜂箱上的糖水观察孔判断糖水的剩余量，

免剧烈运动或者吹冷风；若出现呼吸不畅、意识模

及时为蜂群补充糖水饲料。

糊、呕吐、大小便失禁等严重过敏反应，必须尽快

糖水为白砂糖和水按照 1∶1 的质量比配制而
成，浓度过低时糖水容易发霉变质，影响蜂群健康。

就医。
3 设施番茄主要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将饮用水加热烧开后，放入等质量的白砂糖，搅拌

设施番茄常见虫害主要有白粉虱、蚜虫、斑潜

至白砂糖全部化开，糖水冷却至室温后再进行饲

蝇、蓟马、红蜘蛛等，应用熊蜂传粉技术，虫害防

喂。傍晚熊蜂回巢后关闭巢门，打开外层纸质蜂箱

治要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以选用

盖，将纸质蜂箱内部的塑料蜂箱整体拿出，糖水饲

抗病品种、无虫无毒种苗为生产关键，合理安排定

喂盒位于塑料蜂箱下面。拔出糖水饲喂口的滤芯，

植时间，避开粉虱等害虫高发期，在种植期间优先

将糖水灌入糖水盒中，然后重新拧上滤芯，再将塑

采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方法控制虫害，在必要条

料蜂箱原样放回，注意塑料蜂箱底部的凹槽要卡在

件下采用化学防治，并且优化用药时间及施药方法

下面的糖水滤芯上，盖上纸箱盖，第 2 天清晨再打

等，在有效防治虫害的同时降低农药施用对熊蜂的

开巢门。

危害。

2.5

传粉效果检查

熊蜂传粉后会在番茄花器官

3.1

选择番茄抗病品种，定植健康无虫种苗

根

中央的花药上留下浅褐色圆点状或者连片状的“吻

据当地种植与生产需要，优先选择抗病抗逆性强、

痕”
（图 3）
。正常情况下，熊蜂放入温室 3 d（天）

单产高、果实品质口感好的优良番茄品种；对于一

后会适应温室内部环境。在番茄花期，每隔 3 d

般种植户，由于缺乏育苗经验或者不具备育苗条

（天）左右检查熊蜂传粉效果，若每 10 朵花中有

件，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优质种苗，确保所购种

7～8 朵花药上有吻痕，说明传粉正常；若每 10 朵

苗未携带虫卵及病原菌。

花中仅 2～3 朵有吻痕，则要及时补充新熊蜂。

3.2

合 理 安 排 定 植 时 间， 错 开 虫 害 发 生 高 峰 期

目前，温室白粉虱及烟粉虱是设施番茄种植过程
中危害最为严重的害虫。一般情况下，河西走廊
地区 9—10 月为设施番茄粉虱发生高峰期，在制定
定植计划时要合理安排时间，番茄花期尽量错开
粉虱的发生高峰期，以降低防治成本，保障熊蜂
安全。
图 3 熊蜂传粉后的番茄花

2.6

3.3

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消除残存的病菌害

虫 计划种植番茄的温室，在夏季闲茬利用高温闷

熊蜂性情比蜜蜂温顺，一般不会

棚的方式消除土壤内及周边墙体上残留的病菌和害

主动攻击人，在田间工作时尽量避免碰触蜂箱，避

虫。高温闷棚前，先彻底清除温室内及温室外周边

免穿蓝色、黄色衣物，不使用香味浓郁的洗发水等。

的残留植株、杂草等，施用有机肥，深翻土壤然后

饲喂糖水时需穿戴蜂帽和较厚的手套，避免蜂蛰。

整平起垄，垄高 15～20 cm；在土壤表面覆盖地膜，

避免蜂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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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间大水漫灌，直至水面高出地面 3～5 cm；然后

3.4

放下棚膜并完全密封温室，利用日光照射使棚内迅

残留农药 针对设施番茄种植过程中发生较为严重

速升温，持续 20～30 d（天）
。闷棚期间可定期灌

的温室白粉虱、蚜虫、斑潜蝇等害虫，可以通过悬

水，保持棚内土壤湿润，提高闷棚效果。闷棚结束

挂黄板来实时监控棚内害虫发生情况，定期统计黄

前，在温室上下通风口及门口安装 60 目防虫网，

板上虫口密度，在害虫发生初期及时使用天敌昆虫

防止外界害虫进入温室，并在田间悬挂黄板，监控

或者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在番茄开花前 20 d（天）

并诱捕棚内残存的害虫。防虫网及黄板安装到位

及熊蜂传粉期间，除了不使用禁用农药，也要避免

后，揭去地膜，温室通风 5～7 d（天）
。翻耕前每

使用对熊蜂毒性大的农药，尽量选择天敌昆虫或者

2

优先选择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禁用高毒高

667 m 施生物菌肥（主要成分为解淀粉芽孢杆菌，

对熊蜂毒性相对较低、残留期短的农药（表 1）
。

有效活菌数≥ 100 亿个 · g ）10～20 kg，补充土壤

购买农药时，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商品，务必严

有益菌群数量，然后整地做畦，准备定植。

格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上的用药剂量、用药方式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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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设施番茄防治常见害虫的天敌昆虫及部分农药
害虫种类

天敌昆虫

对熊蜂相对低毒农药

对熊蜂高毒农药

蔬菜种植禁用农药

白粉虱

丽蚜小蜂、烟盲蝽

D- 柠檬烯、螺虫乙酯、啶虫脒

蚜虫

异色瓢虫、龟纹瓢虫、菜
蚜茧蜂

绿僵菌、苦参碱、矿物油、啶虫
脒、吡蚜酮、噻虫啉、抗蚜威

斑潜蝇

烟盲蝽、姬小蜂、潜蝇茧
蜂

灭蝇胺、灭蝇醚

蓟马

东亚小花蝽、斯氏钝绥螨

白僵菌、乙基多杀菌素

红蜘蛛

智利小植绥螨、巴氏新小
绥螨、加州新小绥螨

苦参碱、噻螨酮

吡虫啉、噻虫嗪、噻虫胺、
烯啶虫胺、阿维菌素、甲
基谷硫磷、二嗪磷、百治
磷、异丙威、联苯菊酯、
苄呋菊酯、苄呋烯菊酯、
甲萘威、氟氯氰菊酯、三
氟氯氰菊酯、氯氰菊酯、
苯氰菊酯、溴氰菊酯、苄
氯菊酯、除螨灵、螺螨酯

甲基异柳磷、涕灭威、克百威、甲
拌磷、特丁硫磷、甲胺磷、甲基对
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甲
基硫环磷、治螟磷、内吸磷、灭线
磷、硫环磷、蝇毒磷、地虫硫磷、
氯唑磷、苯线磷、灭多威、硫线磷、
硫丹、溴甲烷、毒死蜱、三唑磷、
杀扑磷、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
乐果、氟虫胺、氟虫腈

药时间，科学合理使用农药。

全性高于粗糙喷雾。

3.5

3.6

优化用药时间及方法，减轻农药对熊蜂危害

合理调控温湿度，创造良好光照条件

适合

在熊蜂传粉期间若必须使用化学农药，应尽量在

熊蜂生活和工作的最佳温度为 15～32 ℃，相对湿

番茄开花间隔期用药，即前一穗花的盛花期结束，

度为 30%～80%。天气晴朗的中午需及时打开通风

后一穗花尚未全开时用药。在施药前一天，天黑前

口，将温室内温度控制在 32 ℃以下；严寒冬季需

1 h（小时）将蜂箱巢门提前调整为只进不出模式，

将温室最低温度控制在 6 ℃以上。冬季夜间需要

待熊蜂全部归巢后完全关闭巢门，将蜂箱转移到无

使用升温块时，升温块距离蜂箱至少 2 m 以上。

农药的隔离间（禁止将熊蜂放在与温室连通的过道

棚内要注意适当通风，以补充氧气，排出二氧化

内）
，施药 3 d（天）后，蜂箱原位放回即可。每次

碳，避免熊蜂缺氧死亡。在番茄定植 5～7 d（天）

施药结束后，及时将农药包装袋、配置药液的容器、

后大水浇透，此后采取滴灌的方式，棚内湿度过

喷雾器等移出温室。使用水肥剂等营养液时，无需

大不利于熊蜂生长和采集花粉，也容易引发番茄

将熊蜂搬出温室。

病害。

不同农药剂型及施药方式对熊蜂危害程度不

熊蜂等昆虫在访花、归巢过程中依靠太阳光短

一。同种农药的微囊粒粉剂对熊蜂危害最大。由于

波光进行定位，选择棚膜时优先使用短波光透过率

该剂型的农药颗粒大小和植物花粉粒大小相近，当

高的棚膜，并且定期洗刷棚膜上的尘土，提高棚膜

直接采用喷粉法用药时，熊蜂在访花过程中容易将

透光率。秋冬季节，傍晚需要盖保温被保温时，先

农药颗粒当作花粉而采集回巢内饲喂幼虫，直接危

将保温被降落到棚膜 2/3 处，停留 20 min（分）左

害蜂群发育。与喷粉方式相比，农药喷雾对熊蜂安

右，待熊蜂适应温室内变暗的光线环境且回巢后，

全性较高，其中水剂安全性高于乳油，细腻喷雾安

再将保温被全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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