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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 2018 年 2 月 7 日起，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某荔枝果场内的 6 处放蜂点陆续出现中华蜜蜂批量死亡情

况。680 群中，有 430 群的采集蜂、内勤蜂或新出房幼蜂出现批量死亡，蜂群袭击率达 63.24%。检疫人员对死
亡原因展开紧急调查。通过问询蜂农、查看现场和实验室检测，发现蜜蜂死亡与周围 1.561 km 处一菜场使用哒
螨灵等农药存在密切关系，证实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农药中毒，而与蜜蜂疫病无关。结合此事件的损失估算，
对蜂农如何防止蜜蜂农药中毒给出了相关建议，为减少蜂农经济损失提供了帮助。
关键词：中华蜜蜂；检疫；农药中毒；紧急调查
中图分类号：S85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944X（2018）08-0006-05

DOI：10.3969/j.issn.1005-944X.2018.08.002

An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Intoxication Death of Apis Cerana Cerana Fabricius in Batches
Chen Yuhua1，Gan Zhaonian1，He Riwen1，Cai Yifan1，Zhang Haiming2，Li Yin3，Shen Dan1
（1. Guangzhou Animal Health Inspection Institution，Guangzhou，Guangdong
2. Guangzhou Agricultural Bureau，Guangzhou，Guangdong

510440，China；

510440，China；

3. China Animal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Center，Qingdao，Shandong

266032，China）

Abstract：Since February 7，2018，Apis cerana cerana Fabricius died successively in one litchi farm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Guangdong Province. Among the total 680 bee colonies，there were 430 colonies of which
the ﬁeld bees，house bees and juvenile bees died in batches，with the attack rate of 63.24%. Then，the death reason
was investigated by the inspectors. According to enquiry，ﬁeld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it was found that
the death of Apis cerana cerana Fabriciu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sage of pesticide such as pyridaben by a vegetable
market located around 1.561 km. Finally，the reason causing bee deaths was ﬁnally conﬁrmed as pesticide poisoning，
instead of other animal diseas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stimation of economic loss，some advice on how to prevent
the pesticide poisoning was put forward，which had offered some help for reducing the economic loss for beekeepers.
Key words：Apis cerana cerana Fabricius；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pesticide poisoning；emergency investigation

施用化学农药是当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主
[1]

称化学中毒，是养蜂生产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施用化学农药数量和范围

蜜蜂中毒后大多情况下会出现死亡。其中，外勤蜂

的日益扩大，在消灭有害昆虫的同时，对于蜜蜂等

大多死于田间，采集蜂带回毒物于箱内后，可毒死

授粉昆虫的危害也日趋严重

[2-3]

。蜜蜂农药中毒又

蜂箱内的蜜蜂幼虫及青年工蜂。中毒的蜂群群势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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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快速下降，甚至出现全群死亡 。
2018 年 3 月 13 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畜牧
兽医部门接到某荔枝果场内蜂农报告，称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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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7 日起陆续出现中华蜜蜂批量死亡情况。该
荔枝果场内共有中华蜜蜂 680 群，截至 2018 年 3
月 13 日，已有 430 群的采集蜂、内勤蜂或新出房
幼蜂出现批量死亡，蜂群袭击率为 63.24%。检疫
人员按照《蜜蜂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41 号）
相关要求，在现场展开了问询调查和现场查看，并
委托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蜜蜂与蜂产品研发
图1

中心实验室对《蜜蜂检疫规程》中的 5 种常见蜜蜂
疫病进行病原学镜检和 PCR 扩增检测。另外，委

实验室检测蜜蜂成年工蜂的大小蜂螨寄生情况

蜜蜂疫病的 PCR 扩增检测

1.4

PCR 引 物 设 计 参 照 Graaf 等

托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对该荔枝果场内
[6]

[5]

和 Forsgren

的死亡蜜蜂、蜂蜜和花粉，以及周围菜场的蔬菜样

等

本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查找引起中华蜜蜂批量死亡

合成。利用 E.Z.N.A.® Insect DNA Kit，提取幼虫

的原因。

或成年工蜂的组织 DNA，以美洲幼虫腐臭病和欧

1

洲幼虫腐臭病病原的特异性引物进行 PCR 扩增。

方法

1.1

的报道，引物均由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PCR 扩增体系均为：2×PCR Master Mix 12.5 µL，

病例定义
疑似病例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5 日，

10 μmol/L 的上下游引物各 1.0 µL，DNA 模板 2.0 µL，

广州市花都区出现死亡数量异常增多的蜂群（蜂群

再补足灭菌 ddH2O 至总体积 25 μL。PCR 扩增程

中个体死亡数量超过 30%）。

序为：94 ℃变性 3 min，35 个循环（94 ℃变性 30 s，

1.1.2

55 ℃退火 30 s，72 ℃延伸 60 s），最后 72 ℃延伸

1.1.1

确诊病例

经实验室检测确定为农药含量

超标的疑似病例。

10 min。PCR 反应结束后，用 1% 的琼脂糖凝胶电

1.2

泳检测扩增结果。每次扩增反应均设置阴性对照，

现场调查
通过问询蜂农，了解该荔枝果场内近期有无

使用农药史，以及该果场周围的农作物种植情况；

且试验重复 3 次以上。
1.5

同时对该果场内所有蜂群的来源及用药史进行问

蜂群及周围蔬菜样本的农药残留检测

荔枝果场内 6 处放蜂点的新死亡蜜蜂、死亡较久蜜

询，并检查蜂群临床表现。
1.3

蜂、蜂蜜和花粉各 1 份，周边村民种植的结球甘蓝

蜜蜂疫病的病原学镜检
对美洲幼虫腐臭病，参照 Graaf 等

委托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检测该

[5]

报道的

2 份。检测项目为甲胺磷、氯菊酯、氯氰菊酯、啶

[6]

方法；对欧洲幼虫腐臭病，参照 Forsgren 等

报

虫脒、哒螨灵、苯醚甲环唑、嘧霉胺、灭蝇胺、甲

道的方法；对蜜蜂孢子虫病，参照 Fries 等

[7]

报道

霜灵、霜霉威、多效唑、氯吡脲、氯虫苯甲酰胺、

的方法；对蜜蜂白垩病，参照 Aronstein 等

[8]

报道

醚菊酯、虫酰肼、吡唑醚菌酯等 72 种农药残留。

的方法。在显微镜下进行检查。

1.6

蜜蜂蜂螨病：对蜜蜂幼虫，从 2 个以上子脾中

数据分析
运用 Excel 201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随机抽取 50 只蜂蛹，在解剖镜下（或其它方式）逐

并对此事件进行损失估算。

个检查蜂蛹体表有无蜂螨寄生；对成年工蜂，随机

2

抽取 5 群蜜蜂，从每个蜂群中随机抽取 50 只成年工

2.1

蜂，置于 50 mL 离心管内，再加入 40 mL 75% 酒精（图

结果与分析
放蜂场地的空间分布
经 了 解， 该 荔 枝 果 场 位 于 N23°29′5″，

1-A），涡旋振荡 30 s 后，逐一挑出所有成年工蜂，

E113°21′59″，海拔 50 m，周围多为住宅小区和鱼塘。

检查成年工蜂的蜂螨寄生情况（图 1-B）。

果场内共有 6 处放蜂点，分别饲养 86、71、131、
7

104、128 和 160 群中华蜜蜂，分属于 6 户蜂农个

蜂箱盖、副盖，发现巢脾、巢框、箱壁和箱底的蜜

体户。蜂场周边 3 km 范围内有 1 个蔬菜种植基地，

蜂无异常行为；提取子脾，发现子脾上卵虫排列整

距蜂场约 1.6 km（图 2）。

齐、色泽正常。
2.5

蜜蜂疫病的病原学镜检

2.5.1

美洲和欧洲幼虫腐臭病

本次抽检的 5 个

蜜蜂幼虫样本中，均未发现有革兰氏阳性的游离状
杆菌芽孢（图 4-A），以及 0.5 μm×1.0 μm，革兰
氏阳性的单个、短链或呈簇状排列的披针形球菌（图
4-B），表明抽检样本中无美洲和欧洲幼虫腐臭病
病原。
图2

2.2

放蜂场地位置及空间分布

蜂群受害情况
由于蜂农没有详细记录每日蜂群受害情况，

因此无法绘制详细的流行曲线，只能根据 6 个蜂农
的回忆，以 7 d（1 周）为时间段，绘制了蜂群受
害流行曲线（图 3）。

图4

2.5.2

美洲和欧洲幼虫腐臭病病原学镜检结果

蜜蜂孢子虫病

本次抽检的 5 个蜜蜂成年

工蜂肠道样本中，均未发现有卵圆近米粒形、边缘
灰暗的蜜蜂微孢子虫，说明镜检样本中无蜜蜂孢子
虫病病原。
图3

蜂群受害流行曲线

经统计，该荔枝果场内共有中华蜜蜂 680 群，

2.5.3

蜜蜂白垩病

此次抽查的 5 箱蜂群中，均

未发现有白垩病状虫尸，显微镜下亦未发现白色棉
絮菌丝和充满孢子球的子囊，说明样本中无蜜蜂白

其中 430 群出现采集蜂、内勤蜂或新出房幼蜂批量

垩病病原。

死亡情况，蜂群袭击率为 63.24%。

2.5.4

2.3

次抽检的 50 个蜂蛹和所有成年工蜂中，均未有大

菜场、荔枝果场及蜂农用药情况
经了解，距该荔枝果场约 1.6 km 处的菜场以

生产叶菜类蔬菜为主，主要品种有菜心、小白菜、

蜜蜂蜂螨病

现场及实验室检查发现，本

小蜂螨寄生情况。
2.6

蜜蜂疫病病原的 PCR 扩增检测
PCR 扩增反应后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见图

花椰菜、油麦菜和结球甘蓝等。从 2018 年 1 月起，
该菜场陆续有零星使用农药的情况，而近 3 个月内，

5。从图 5 中可以看出，本次抽检的 5 个蜜蜂幼虫

该荔枝果场及蜂农均未有使用农药或蜂药的情况。

DNA 样本中，美洲幼虫腐臭病（图 5-A）和欧洲

2.4

幼虫腐臭病（图 5-B）的 PCR 扩增检测结果皆为阴

2.4.1

蜂群临床检查情况
箱外观察

多数巢门口均有死蜂。死亡较

久的蜜蜂中，有的舌已吐出，有的蜷着身体，但未
发现有爬蜂或翅残缺不全的幼蜂。
2.4.2
8

箱内观察

随机抽取 5 群蜜蜂，依次打开

性，表明抽检样本中无美洲和欧洲幼虫腐臭病病原。
2.7

蜂群及周围蔬菜样本的农药残留检测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的检测报告显

示，新死亡蜜蜂和死亡较久蜜蜂样本中均可检出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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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类杀菌剂，目前已用于 100 多种作物，仅次于嘧
菌酯，是全球第二大杀菌剂

[11]

。当前研究表明，

吡唑醚菌酯施药 1、3、7 和 15 d 后，对蜜蜂的死
亡率与清水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说明吡唑醚菌酯
对蜜蜂是安全的，不会引发蜜蜂的农药中毒

[12]

。

哒螨灵（Pyridaben）是一种新型高效、广谱、
低毒的杀螨杀虫剂，主要通过抑制肌肉组织、神经
M. DL 2000 Maker；“−”阴性对照；
1~5. 随机抽取的 5 个蜜蜂幼虫样本；
A. 美洲幼虫腐臭病；B. 欧洲幼虫腐臭病

图5

美洲和欧洲幼虫腐臭病的 PCR 扩增检测结果

组织和电子传递系统染色体 I 中谷氨酸脱氢酶的合
成，从而抑制害螨的呼吸代谢

[13]

。其杀螨特性为：

对害螨具有很强的触杀作用，速效性好，害螨在接

唑醚菌酯和哒螨灵这两种农药，而蜂蜜、蜂花粉和

触药液 1 h 内即被麻痹击倒，停止爬行或危害；持

结球甘蓝样本中均无农药残留检出。其中，新死亡

效期较长，在幼螨及第一若螨期使用，一般药效期

和死亡较久蜜蜂样本中的吡唑醚菌酯检测值分别为

[14]
[15]
可达 1 个月，甚至达 50 d 。据何杏等 报道，

0.007 8 mg/kg 和 0.019 mg/kg，而新死亡和死亡较

20% 的哒螨灵可湿性粉剂对中华蜜蜂的半致死浓

久蜜蜂样本中的哒螨灵检测值分别为 0.004 5 mg/kg

度（LC50）为 3.072 mg/L，对蜜蜂来说为高毒。

和 0.009 9 mg/kg。

本次中华蜜蜂批量死亡事件中的新死亡蜜蜂和死亡

3

较久蜜蜂样本中均含有一定浓度的哒螨灵残留，再

损失估算
按受害的 430 群中华蜜蜂中，每群损失 1 脾，

结合死亡较久蜜蜂“有的舌已吐出，有的卷着身体”

100 元 / 脾（流蜜期的市价）计算，此次事件造成

这一临床表现，推断引起蜜蜂批量死亡的可能原因

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43 000 元；按 1 个荔枝流蜜期，

为哒螨灵等农药引起的蜜蜂中毒。

每脾中华蜜蜂能产蜜 2~3 kg，80 元 /kg（荔枝蜜的

避免蜜蜂农药中毒的关键是做好预防

[4，16]

。

零售价）估算，此次蜜蜂批量死亡造成间接经济损

主要预防措施有：①周边农户施用农药的时机应

失为 68 800~103 200 元。

与蜜蜂采蜜时间错开，在花期施用农药，施药农

4

户应提前 1 周左右通知周边 5 km 内的养蜂者。②

讨论
依据《蜜蜂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41 号），

根据施药情况，对蜂群采取保护措施。用布将蜂

经过现场调查、蜜蜂疫病的病原学镜检和蜜蜂疫病

箱盖上，暂时关闭巢门，但要给蜜蜂通风和喂水。

的 PCR 扩增检测，证明此次蜜蜂批量死亡并非《蜜

对施用残留期长或毒性大的施药区，应尽快把蜂

蜂检疫规程》中的五种常见蜜蜂检疫性病害导致的。

场撤离到 5 km 以外的安全区。③施用农药尽量采

蔬菜基地 2018 年 1 月初开始不间断使用农药，

取统一行动，杜绝零星用药，在植物开花期施药

2 月初油菜花盛开，而 2 月 7 日蜜蜂大量死亡，蜂

应选择蜜蜂出巢前或晚间施药最安全。④严禁蜂

群出现大面积受害，这说明蜜蜂批量死亡与农药使

农使用喷过农药的喷雾器喷蜂，不用装过农药的

用在时间上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且蜂农种植的荔枝

车厢装运蜂群，禁止在有农药污染水源附近放蜂。

树 3 月 18 日开花后，蜂群不需要远距离飞行至蔬

5

菜基地采蜜，蜜蜂死亡数量和蜂群受害程度急剧下
降，也说明蜜蜂批量死亡与蔬菜基地使用农药有关。
吡唑醚菌酯和哒螨灵是当前在蔬菜和水果生
产中均可以使用的农药

[9-10]

结论
该事件经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最终确定

为哒螨灵等农药引起的蜜蜂中毒，通过分析和排查
可能的病因，最终认定是由距蜂场约 1.6 km 的蔬

。其中，吡唑醚菌酯

菜种植基地使用农药导致的。因此，要做好蜜蜂农

（Pyraclostrobin）是兼具吡唑结构的甲氧基丙烯酸

（下转第 28 页）
9

因此，需尽快开发一种快速特异的检测方法，用于
屠宰场（点）致病菌的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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