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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8日～4月10日  尽在WWW.PIPA.BE

乔斯.托内( Jos Thoné)

全部*鸽系拍卖

麒麟 (Kirin)
BE11-5010592

10次获得冠军
作育子代获得10项冠军

（没有重复）

卡亚 (Kajo)
BE12-5030102

2014年KBDB全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2015年KBDB全省短距离最佳赛

鸽冠军
14次获得100-400公里比赛冠军

（没有重复）

莎琪 (Sachi)
BE12-5030350

拉索特年全国19155羽冠军
23848羽最高分速

*不包括2015-2016年出生鸽

4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





比利时乔斯.托内
PIPA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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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斯.托内: 
好，更好，...最好

近年来乔斯.托内的赛鸽战队变得更加强大，每赛季他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这家鸽舍拥有一位天赋赛手和一支实力强大的鸽系收藏。

乔斯.托内的赛鸽生涯值得尊重和敬佩。
一切起源于岳父托马斯.彼达斯（Thomas 
Peeters），乔斯.托内曾经帮助他管理赛
鸽，乔斯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快他便有
了自己参赛的想法。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目
标：赢得冠军。不久他便成为了一位全职
鸽友，他可能是赛鸽运动中最早的全职鸽
友之一。很多其他鸽友也曾做过尝试但多
数都没有成功。

顶级成绩并没有秘密
乔斯一直都是领先赛鸽运动的榜样，他是
赛鸽运动雄心和激情的体现。他取得的惊
人成绩很难用简单语言描述。下面我们对
他取得的最佳成绩进行简单总结：

4项世界锦标赛冠军
6项金鸽奖头衔

5项奥林匹克代表鸽头衔
2项KBDB全国最佳鸽舍

7项全国赛冠军
2项国际赛冠军

12项全国大区冠军

成功跨越短距离到超长距离比赛:
艰苦的组合

乔斯是一位真正的全能赛手，不论在短距离和
巴塞罗那经典赛中他都能够赢得冠军。2015
年他收获了67项短距离到马拉松比赛的冠军。
他知道如何准备每场比赛并且让赛鸽在各级别
比赛中取得最佳成绩。这绝对是一个挑战，特
别是因为赛鸽运动在最近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
变化。参赛鸽分速极大提升，入赏名次在很短
时间内便决出完毕。如今的比赛通常都会很快
便落下帷幕。
这意味着鸽友也需要与时俱进，他们需要总是
领先对手一步。改进训练方法，更长时间和更
大强度的训练，这也对特殊日粮和不同的训练
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遮光, 补光, 完全鳏夫制
和更受欢迎的雌鸽赛都是现在每位顶级鸽友需
要跟进的节奏。现在的多数鸽友都需要一座设
施齐备的现代化鸽舍，赛鸽在这里能够适应气
候和不断变化的天气条件。这让他们能够达到
最好的状态并且可以根据每周特定比赛进行调
整。

无法跟上发展步伐的鸽友就会被淘汰。乔斯.托
内并非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赛鸽战队比原来更
强大，一直都在赢得重要的名次。我们来看看
2015年他的最佳成绩：

67项冠军

5项全国大区冠军

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冠军

KBDB全国综合最佳鸽舍亚军

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6位

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最佳鸽舍10位

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最佳鸽舍12位

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13位

KBDB全国短距离成鸽最佳鸽舍20位

现在鸽友终于有机会来引进乔斯最优秀的种鸽
来增强自己的鸽系实力。

祝大家好运！



5

部分顶级成绩

奥尔良 10.037羽 冠军
奥尔良 9.383羽 冠军
布瑞福  7.467羽 冠军
奥尔良 7.061羽 冠军
雷米斯  6.459羽 冠军
奥尔良 6.163羽 冠军
拿邦  5.870羽 冠军
拿邦  4.664羽 冠军
布瑞福  4.632羽 冠军
雷米斯  4.208羽 冠军
波治  3.727羽 冠军
维奇  3.425羽 冠军
莫伦  3.321羽 冠军
图利 3.075羽 冠军
摩林斯 2.971羽 冠军
亚精顿 2.958羽 冠军
波尔多  2.873羽 冠军
布瑞福  2.769羽 冠军
威尔森 2.658羽 冠军
盖雷 2.636羽 冠军
南图 2.606羽 冠军
波治  2.598羽 冠军
波治 2.545羽 冠军
查特路 2.186羽 冠军
圣维 (Saint Witz)  2.139羽 冠军
吉恩 2.060羽 冠军
亚精顿 20.538羽 亚军
维奇  11.510羽 亚军
波治  11.252羽 亚军
摩林科  7.776羽 亚军
波尔多  6.990羽 亚军
奥尔良 5.886羽 亚军
拿邦  5.870羽 亚军
波治  5.560羽 亚军
波治  5.187羽 亚军
亚精顿 4.861羽 亚军
拿邦  4.664羽 亚军
圣维 4.356羽 亚军
贾纳克 4.139羽 亚军
雷米斯  4.101羽 亚军
波治  18.657羽 季军
查特路 12.992羽 季军
盖雷 10.203羽 季军
奥尔良 10.037羽 季军
图勒 8.323羽 季军
奥尔良 6.317羽 季军
布瑞福  19.477羽 4位
拉索特年 16.297羽 4位
圣维 8.267羽 4位
亚精顿 6.984羽 4位
塞扎讷 5.860羽 4位
艾伦  5.846羽 4位
圣斯 5.785羽 4位

贾纳克 5.753羽 4位
波治  16.023羽 5位
波治 9.423羽 5位
奥尔良 7.061羽 5位
波治  6.467羽 5位
雷米斯  6.151羽 5位
波治  39.114羽 6位
拉索特年 16.897羽 6位
波治  9.893羽 6位
卡奥尔 5.441羽 6位
布瑞福  25.842羽 7位
波治  11.415羽 7位
布瑞福  11.038羽 7位
巴塞罗那 10.068羽 7位
利蒙治 9.671羽 7位
巴塞罗那 9.452羽 7位
奥尔良 6.898羽 7位
波尔多  6.043羽 7位
拿邦  5.929羽 7位
贾纳克 5.005羽 7位
亚精顿 5.001羽 7位
利蒙治 19.676羽8位
苏斯通 10.190羽8位
海德堡 (Heidelberg)  9.284羽8位
苏斯通 8.443羽8位
圣巴斯强 6.841羽8位
蒙托邦 6.187羽8位
塞扎讷 5.860羽8位
杜尔丹  5.671羽8位
贾纳克 5.233羽8位
盖雷 10.203羽9位
巴塞罗那 10.068羽9位
奥尔良 8.433羽9位
亚精顿 6.553羽9位
奥尔良 6.317羽9位
利蒙治 6.201羽9位
蒙托邦 6.187羽9位
南图 6.005羽9位
贾纳克 5.233羽9位
艾伦  15.627羽10位
奥尔良 11.811羽10位
波治  67.985羽11位
波尔多  8.220羽11位
波治  7.731羽11位
奥尔良 7.272羽11位
奥尔良 6.714羽11位
雷米斯  6.459羽11位
波品纳  6.246羽11位
奥尔良 5.886羽11位
波治  5.560羽11位
波治  23.957羽12位
亚精顿 23.900羽12位
巴塞罗那 20.129羽12位

拉索特年 16.297羽12位
查特路 9.432羽12位
查特路 8.218羽12位
贾纳克 6.273羽12位
波品纳  6.246羽12位
圣斯 5.740羽12位
蒙特利玛 5.730羽12位
拉索特年 16.897羽13位
巴塞罗那 6.591羽13位
奥尔良 6.523羽13位
贾纳克 6.273羽13位
雷米斯  5.686羽13位
巴塞罗那 20.129羽14位
波治  16.950羽14位
查特路 14.082羽14位
奥尔良 12.001羽14位
奥尔良 11.776羽14位
圣维 8.267羽14位
查特路 8.218羽14位
波治  7.263羽14位
波治  6.771羽14位
雷米斯  6.459羽14位
亚精顿 6.299羽14位
拿邦  5.929羽14位
雷米斯  5.686羽14位
威尔森 5.582羽14位
波治  5.440羽14位
圣维 5.304羽14位
波治  5.252羽14位
波治  42.763羽15位
巴塞罗那 20.936羽15位
波治  12.549羽15位
圣维 8.267羽15位
布瑞福  7.471羽15位
苏雅克  7.315羽15位
查特路 5.993羽15位
卡奥尔 5.441羽15位
威尔森 5.357羽15位
巴塞罗那 13.502羽16位
波尔多  11.690羽16位
奥尔良 7.797羽16位
波品纳  7.198羽16位
拉索特年 5.105羽16位
亚精顿 5.001羽16位
蒙特利玛 10.195羽17位
圣维 8.267羽17位
巴塞罗那 5.682羽17位
查特路 13.791羽18位
莫城 9.271羽18位
利蒙治 8.952羽18位
亚精顿 8.095羽18位
奥尔良 7.336羽18位
奥尔良 6.898羽18位

波治  6.771羽18位
南图 6.005羽18位
查特路 5.993羽18位
亚精顿 5.927羽18位
卡奥尔 5.441羽18位
威尔森 5.304羽18位
奥尔良 10.037羽19位
奥尔良 8.924羽19位
马内  8.303羽19位
莫伦  7.627羽19位
摩林科 7.381羽19位
奥尔良 6.898羽19位
奥尔良 6.714羽19位
拉佛特 5.821羽19位
巴塞罗那 5.682羽19位
贾纳克 5.488羽 19位
南图 5.422羽 19位
巴塞罗那 13.161羽 20位
奥尔良 12.910羽 20位
奥尔良 10.471羽 20位
马赛 8.655羽 20位
波治  6.771羽 20位
奥尔良 6.714羽 20位
波治  5.806羽 20位
亚精顿 27.499羽21位
布瑞福  16.560羽21位
巴塞罗那 13.161羽21位
圣维 8.267羽21位
波城 7.608羽21位
蒙托邦 6.187羽21位
亚精顿 15.882羽22位
波尔多  11.690羽22位
利蒙治 9.952羽22位
波治  6.771羽22位
奥尔良 5.701羽22位
波治  5.560羽22位
圣维 5.304羽22位
波治  22.851羽 23位
波治  19.061羽 23位
图勒 8.323羽 23位
奥尔良  5.886羽 23位
巴塞罗那 13.343羽 24位
波治  12.529羽 24位
奥尔良 10.471羽 24位
波尔多  8.220羽 24位
奥尔良 7.395羽 24位
查特路 5.743羽 24位
查特路 14.082羽 25位
奥尔良 7.272羽 25位
蒙特利玛 5.730羽 25位
圣但尼 (St.Denis) 5.717羽 25位

拉索特年 19.155羽 冠军
拉索特年 5.087羽 冠军
威尔森 3.088羽 冠军
吉恩 2.463羽 冠军
图勒 2.387羽 亚军
马内   2.077羽 亚军
图勒 6.972羽 季军
贾纳克 5.576羽 季军
摩林斯 4.306羽 季军
贾纳克 2.441羽 4位
贾纳克 5.576羽5位
查特路 6.005羽7位
利蒙治 4.264羽7位
波治  5.856羽9位
阿让  6.045羽10位
波治  14.598羽11位
巴塞罗那 8.764羽11位
南图 5.381羽12位
波治  9.989羽16位
查特路 8.854羽17位
查特路 8.624羽17位
图勒 8.625羽18位
波治  9.989羽19位
吉恩 6.931羽22位
吉恩 5.599羽24位
摩林科  5.491羽25位
拉索特年 13.089羽27位
吉恩 6.931羽31位
波治  33.524羽32位
阿让  10.724羽32位
吉恩 6.931羽32位
吉恩 6.931羽36位
吉恩 6.931羽37位
摩林科  21.827羽39位
波治  33.524羽42位
南图 5.381羽42位
波治  9.989羽43位
南图 5.381羽43位
塞扎讷 5.993羽46位
奥尔良  6.637羽48位

2011-2015年间获得的顶级成绩2010年前获得的顶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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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刻

过去几年中最耀眼的时刻

2015年获得的辉煌成绩

4项世界锦标赛冠军

6项金鸽奖头衔

5项奥林匹克代表鸽头衔

2项KBDB全国最佳鸽舍

1项倚天精通全国最佳鸽舍

15项"比利时赛鸽" (LA COLOMBOPHILE BELGE) 全国最佳鸽舍冠军

13项"比利时赛鸽运动" (BELGISCH DUIVENSPORT) 全国最佳鸽舍冠军

12项全国冬季大区赛冠军

7项全国赛冠军

2项国际赛冠军

2015年共获得67项冠军

2015年获得5项全国大区冠军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最佳鸽舍冠军

2015年KBDB全国综合最佳鸽舍亚军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6位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最佳鸽舍10位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最佳鸽舍12位

2015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13位

2015年KBDB全国短距离成鸽和一岁鸽最佳鸽舍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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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空距公里数
奇梅 139

库万 131 

拉佛特 291

拉昂 201

梅泰 101

莫米尼斯 150

南图 290

奥斯坦德 187

雷米斯 226

塞扎讷 289

斯伦里罗 124

苏斯通 232

斯塔夫 105

250 km

短
距

离
地

图

奥斯坦德

梅泰
斯塔夫

斯伦里罗
库万

奇梅
莫米尼斯

拉昂

雷米斯

苏斯通

南图

拉佛特

塞扎讷

布鲁塞尔

巴黎

乔斯.托内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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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更快, 最快...
短

距
离

蒂雅 - Thea (卡亚的侄女)

BE12-5030332
2015年KBDB全省短距离最佳鸽舍冠军

（与“卡亚”一起获得）

威尔森全省1190羽冠军
雷米斯604羽冠军
雷米斯236羽冠军
苏尔丹152羽冠军
苏尔丹75羽冠军
苏尔丹66羽冠军
苏尔丹64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6005羽142位

威尔森全省冠军

7项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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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更快, 最快...
短

距
离

卡亚 (Kajo)
BE12-5030102 

2014年KBDB全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2015年KBDB全省短距离最佳鸽舍冠军
（与“蒂雅”一起获得）

2015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13位
14项100-400公里比赛冠军（没有重复）

拉昂760羽冠军
马内731羽冠军
拉昂229羽冠军
奇梅176羽冠军
奇梅174羽冠军
奇梅156羽冠军
马内139羽冠军
奇梅122羽冠军
奇梅108羽冠军
雷米斯108羽冠军
雷米斯100羽冠军
…
作育子代：BE14-2022167
雷米斯455羽冠军
苏尔丹1004羽亚军
奇梅765羽季军
苏尔丹1738羽5位
雷米斯915羽5位
奇梅204羽6位
苏尔丹2652羽21位

KBDB全省冠军和全国鸽王13位

14项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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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帝”家族

BE08-5061019 BE12-5030805

卡文帝 (Cavendish) * 卡瓦尔  (Caval)
卡文帝超级兄弟

2008年KBDB全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2008年LCB全国幼鸽组鸽王冠军
2008年鸽报全国鸽王冠军
库万557羽冠军
库万360羽冠军
库万242羽冠军
库万230羽冠军
库万213羽冠军
库万172羽冠军

作育子代和孙代获得12项冠军

登峰号 BE00-4443884
KBDB全国马拉松鸽王冠军

纳比 BE01-5010306
全兄姐奥林匹克金瓦获得奥林匹克

全能代表鸽
出自拿破仑X爱西丝

苏姬 BE99-5091083
同孵姐妹亚玛作育直女白雪公主

拿破仑姐妹直女

皇帝号姐妹 BE00-5041654
出自苏莫X伊娃

卡文帝之母
BE04-5026023

卡文帝之父 
BE05-5148195

半兄弟摩洛凯获得吉恩全省冠军

*=
不

参
加

本
场

拍
卖

顶级赛鸽

短
距

离

作育子代：
BE14-2022845
拉昂292羽冠军
拉昂1501羽4位
苏尔丹116羽6位

BE14-2022212
利蒙治全省368羽14位
吉恩579羽19位
奇梅1359羽21位

顶级赛鸽和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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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帝家族

BE14-2335668 BE12-5162160

安妮卡  (Anika)
卡文帝直女

卡文帝直女 (Daughter Cavendish)

作育子代：
BE15-2180130
蒙塔日466羽冠军
奇梅316羽亚军
雷米斯250羽季军

卡文帝 BE08-5061019
卡文帝

卡文帝 BE08-5061019
卡文帝

卡薇尔 BE09-5061756
顶级种鸽白雪公主回血，

白雪公主作育子代获得9次冠军

宝琳X瓦伦蒂诺直女
BE09-2027105

亚伯特.德瓦原舍  顶级种鸽

顶级种鸽

作育子代：
BE15-2180620 - 马克.凡诺克伦（MARC VANONCKELEN）
使翔
苏斯通446羽冠军
苏斯通274羽亚军
苏斯通233羽亚军
苏斯通314羽6位

短
距

离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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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帝家族

BE12-5162161

BE12-5030964

BE11-5010862

BE14-2023746

卡文帝直女 (Daughter Cavendish)

卡文帝直女 (Daughter Cavendish)

安珂 (Anke)

卡文帝直女 / 安妮卡同孵姐妹

卡文帝回血 (Inbred Cavendish)

卡文帝（Cavendish）
BE08-5061019

卡文帝

卡文帝
BE08-5061019

卡文帝

卡文帝
BE08-5061019

卡文帝

卡文帝
BE08-5061019

卡文帝

卡文帝直女X冬德拉
（白雪公主姐妹）

BE11-5010862

冬德拉 BE08-5061453
顶级种鸽白雪公主姐妹

芬妮卡的小女儿
DV073644-11-11

芬妮卡5000回血鸽皇家灰直女

宝琳X瓦伦蒂诺直女 BE09-2027105
亚伯特.德瓦原舍

顶级种鸽亚伯特.德瓦原舍  顶级种鸽短
距

离



13

白雪公主家族

BE03-5071209 BE08-5061656

白雪公主 (Avril) * 艾维洛斯  (Avrilios)
白雪公主兄弟/全兄弟弗罗斯特作育子代获得拉索特年全国23854羽冠军

20项冠军
2007年奥林匹克短距离冠军
2005-2006-2007年LC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2007年鸽报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2005-2006-2007年BDS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2007年AVR全国鸽王冠军
2005年全省短距离鸽王亚军
西欧短距离鸽王亚军

作育子代：
“阿普利亚”(Aprilia) - BE10-5031005 
马克.凡诺克伦（Marc Vanonckelen）使翔
亚精顿全省5745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22442羽5位
波治全省2890羽24位
BE11-5048299-赖恩德斯-达卡 (Reynders-Tack) 使翔
查特路全省1036羽1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2943羽77位
蒙吕松全省1985羽86位
BE11-5048339-赖恩德斯-达卡 (Reynders-Tack) 使翔
波治254羽冠军
奇梅152羽冠军
南图63羽冠军
南图425羽亚军
波治全国大区2030羽4位
波治全国19655羽58位
佛文斯183羽5位
吉恩191羽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2485羽30位
蒙吕松全省1985羽85位

沃拉
BE93-5010151

全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丹恩 BE87-5161887
超级种鸽-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

冠军超人直子

莎拉
BE97-5166322

奥尔良全省冠军-拿破仑直孙女

奈菲蒂 
BE93-5010028

波治全国雌鸽冠军-拿破仑姐妹

雅玛 BE04-5026023
白雪公主和席塔之母

苏姬全姐妹

白雪公主之父 
BE01-5010600

基础种鸽

*=
不

参
加

本
场

拍
卖

会

20项冠军

顶级种鸽

世界最快赛鸽

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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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公主家族

BE14-2022199 BE13-5020436

阿普罗  (Apro)
全兄弟阿普利亚-亚精顿全国22442羽5位

阿普利亚兄弟  (Brother Aprilia) 
亚精顿全国22442羽5位

艾维洛斯 BE08-5061656
顶级种鸽-阿普利亚之父

阿普利亚之母 BE04-5026720
出自苏莫X西妮

雷米斯228羽季军
吉恩174羽6位
波治全国大区921羽28位
吉恩全省1890羽2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700羽49位

作育

奇梅176羽亚军
奇梅896羽季军
波治全国大区1233羽5位
波治全国14496羽120位
蒙塔日239羽6位
吉恩235羽9位
吉恩全省3068羽65位

兄弟

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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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公主家族

BE08-5061909

艾薇莉娜 (Avrina)
白雪公主全姐妹 / 全兄弟弗罗斯特-作育子代获得拉索特年全国23854羽冠军

顶级种鸽

作育子代获得6项冠军
作育优秀孙代：
奇梅236羽亚军
蒙塔日517羽5位
吉恩全省3836羽6位
吉恩1190羽12位

BE14-2022260
奇梅167羽季军
奇梅765羽4位
雷米斯281羽8位
苏尔丹182羽13位

作育子代和曾孙代获得：
亚精顿全省冠军
亚精顿全国25949羽21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6630羽季军
2016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决赛8位
苏斯通984羽18位

BE08-5061453

冬德拉 (Toendra)
白雪公主姐妹 / 全兄弟弗罗斯特-作育子代获得拉索特年全国23854羽冠军

作育子代获得6项冠军

短
距

离



作育

BE10-5031937

伦迪 (Lundi)

作育子代获得：
亚精顿全省冠军
亚精顿全国25949羽21位

白雪公主家族

16

顶级种鸽

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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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022837

白雪公主家族

BE09-5061756

卡薇尔 (Cavell)
白雪公主回血

白雪公主直子BE08-5061930
半兄姐包括伊露娜, 天摇地动

艾薇莉亚 BE07-5080436
白雪公主姐妹

作育子代获得：
吉恩397羽冠军
查特路230羽冠军
苏尔丹121羽冠军
…

作育子代获得9项冠军

BE14-2022838

卡薇尔直女 (Daughter Cavell)

卡薇尔直子 (Son Cavell)

阿里王子
BE11-4097042

出自灰王子X  奥莉维亚-罗森.波斯

阿里王子 BE11-4097042
出自灰王子X  奥莉维亚-

罗森.波斯

卡薇尔
BE09-5061756

卡薇尔
BE09-5061756

作育

作育

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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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公主家族

萨杜斯X白雪公主直子
BE07-5080610

小飞戈直孙女
BE10-5031918

顶级赛鸽

贝琳娜 (Belina)
BE11-5010363

南图141羽冠军
梅泰43羽冠军
盖雷全国大区329羽4位
盖雷全省273羽40位
波治全国大区2030羽6位
波治全国19655羽84位
苏尔丹940羽11位
威尔森全省3088羽1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622羽14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1748羽51位
波治全国大区2113羽73位

与“卡亚”配对作育子代：
BE14-2022167

雷米斯455羽冠军
苏尔丹1004羽亚军
奇梅765羽季军
苏尔丹1738羽5位
雷米斯915羽5位
奇梅204羽6位
苏尔丹2652羽21位

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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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空距公里数
亚精顿 575

波治 494 

查特路 547

吉恩 426

沙特 560

拉索特年 611

莫伦 333

内佛斯 482

奥尔良 436

圣斯 354

索尔顿 319

25
0 

km

250 km

425 km

600 km

800 km

 Agen 846

 Barcelone 1100

 Brive 718

 Cahors 787

 Dax 954

 Limoges 693

 Marseille 880

 Montauban 840

 Montélimar 722

 Narbonne 897
 Pau 967

 Perpignan 956

 Souillac 746

 St Vincent 967

莫伦 索尔顿

圣斯

奥尔良

吉恩

波治 内佛斯
查特路

亚精顿 沙特

拉索特年

布鲁塞尔

巴黎

乔斯.托内鸽舍

中
距

离
比

赛
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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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育种配对杜恩X 麒麟

啤酒喜德娜 BE06-5150801
喜德娜直子
顶级种鸽

宝琳X瓦伦蒂诺直女
BE09-2027105
亚伯特.德瓦原舍

顶级种鸽

杜恩 (Dwain)
BE11-5010059

杜恩X麒麟作育孙代包括：
卡琳 (KARIN) – BE13-5020510

5次冠军
吉恩全省2711羽6位

查特路全国1987羽42位
亚精顿全国19303羽179位

卡拉 (KARA) – BE13-5020509
6次冠军
波治全国9256羽60位
波治全国24019羽200位

杜恩X麒麟作育孙代包括：
米拉 (MIRA) - BE14-2022026

亚精顿全国大区1294羽冠军
盖雷全国大区746羽冠军
盖雷全国16262羽27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40羽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218羽8位
查特路全国1987羽116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1303羽1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269羽25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1509羽82位

BE14-2022499
波治全国大区1320羽48位
波治全国大区1233羽99位

BE14-2022500
波治全国大区1320羽19位
波治全国21522羽133位
波治全国大区1233羽105位 X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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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育种配对杜恩X 麒麟
中

距
离

麒麟 (Kirin)
BE11-5010592

图勒439羽冠军
利蒙治474羽冠军
莫伦171羽冠军
苏尔丹184羽冠军
莫伦148羽冠军
波治38羽冠军
波治全国14598羽11位
图勒全国7350羽15位
利蒙治全国17735羽62位
伊苏丹全国5670羽162位

X 波品纳阿布瑞歇直孙
BE09-4339384
马克.迪库克原舍

白雪公主直女  
BE09-5061500

顶级种鸽
半兄姐包括伊露娜, 天摇地动

10次冠军

顶级育种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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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恩X麒麟号子代

卡琳 (Karin)
BE13-5020510

吉恩354羽冠军
吉恩全省2711羽6位
查特路29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1987羽42位
亚精顿57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19303羽179位
苏尔丹57羽冠军
苏尔丹39羽冠军

5次冠军

全国42位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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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恩X麒麟号子代

卡拉 (Kara)
BE13-5020509

蒙塔日246羽冠军
苏尔丹150羽冠军
奇梅135羽冠军
波治77羽冠军
波治全国9256羽60位
吉恩84羽冠军
波治62羽冠军
波治全国24019羽200位

同孵姐妹

6次冠军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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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335625

杜恩X麒麟家族

BE12-5030568

凯伦 (Kiron)
麒麟半兄弟

卡拉直子 (Son Kara)

母亲卡拉获得6项冠军

莫伦323羽7位
奇梅228羽7位
吉恩全省1890羽48位
亚精顿全国7691羽88位
波治全省1347羽174位
亚精顿全国6801羽221位

BE14-2335646

麒麟直女 (Daughter Kirin)

卡拉和卡琳全姐妹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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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恩X麒麟家族

米拉 (Mira) 
BE14-2022026 
杜恩X 麒麟作育直孙女

亚精顿全国大区1294羽冠军
盖雷全国大区746羽冠军
盖雷全国16262羽27位
吉恩136羽亚军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40羽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218羽8位
查特路全国1987羽116位
苏尔丹548羽8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1303羽1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269羽25位
奇梅1939羽28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1509羽82位

7次进入全国大区前100位军

2次 获得全国大区冠军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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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022499 BE14-2022500

杜恩X 麒麟直孙 (Grandson Dwain x Kirin) 杜恩X 麒麟直孙 (Grandson Dwain x Kirin)

波治全国大区1320羽19位
波治全国21522羽133位
波治全国大区1233羽105位

波治全国大区1320羽48位
波治全国大区1233羽99位

杜恩X麒麟家族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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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福雷迪X珠塔王朝

BE06-5054821 BE08-5061667

珠塔佳女 (Jutta Too)国家III号 (Nationaal III)
“国家II号”直子

赖恩德斯-达卡基础种鸽
作育子代获得：
蒙吕松1009羽冠军
内佛斯958羽冠军
雷米斯358羽冠军
查特路275羽冠军
莫伦135羽冠军
蒙吕松121羽冠军
查特路82羽冠军
…

国家II号 BE01-6182211
2004年利蒙治全国冠军

奥蒂小姐X 拿破仑 
BE00-5041519

出自基础种鸽拿破仑
顶级种雌

X
小福雷迪 BE07-5080547

福雷迪直子
顶级种鸽

珠塔 BE03-5071667
顶级赛鸽和种鸽
直孙女“莎琪”

获得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赖恩德斯-达卡基础种鸽
作育子代和孙代获得12项冠军

顶级育种配对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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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

小福雷迪X珠塔王朝

BE10-5168760 BE10-5031657

竞赛丽达 (Racing Lida) 普罗迪 (Prodie)

小福雷迪 BE07-5080547
福雷迪直子
顶级种鸽

顶级种鸽

赖恩德斯-达卡使翔：
查特路82羽冠军
查特路全省1509羽32位
蒙吕松121羽冠军
蒙吕松全省1911羽33位
查特路275羽冠军
查特路全省1963羽41位
内佛斯全省958羽45位
摩林斯全省1299羽100位

作育子代“超级080”-
普拉图-诺尔斯（PLATTEEUW-NOELS）使翔   
波治163羽冠军
波治全国13588羽11位
雷米斯60羽冠军
盖雷全省1362羽34位
蒙吕松全省1508羽34位
亚精顿全省2416羽47位
查特路全省2066羽94位
盖雷全省1421羽104位
拉索特年全省1749羽107位

3项冠军

珠塔 BE03-5071667
顶级赛鸽和种鸽

直孙女“莎琪”获得拉索特年全
国冠军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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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手号直子 – 宾尼.史帝文
BE10-4129955

出自好手号X 情人号
小福雷迪X珠塔直女

BE09-5061852

柯恩 (Koen)
BE14-2022156

小福雷迪X 珠塔直孙
苏尔丹2146羽冠军
奇梅896羽冠军
苏尔丹691羽冠军
奇梅169羽冠军

小福雷迪X 珠塔王朝

4项冠军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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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9-5062190

小福雷迪王朝

BE09-5062189

小福雷迪 BE07-5080547
福雷迪直子
顶级种鸽

伊露娜直女
BE08-5061406

作育孙代BE15-2180091获得：
亚精顿全国大区471羽4位
伊苏丹全国大区267羽6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80羽2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462羽27位

BE13-5020044

普拉拉 (Prala)普拉罗 (Pralo)

伯爵 和小福雷迪直孙 
(Granson Crow & Pro Freddy)

同孵姐妹

作育子代BE14-2022708:
蒙特利玛1512羽15位

作育

利蒙治全国大区605羽8位
盖雷全国大区534羽29位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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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022846 BE11-5010287

波琳 (Prolien)诺姆斯X 波琳直女 (Daughter Normus x Prolien)

诺姆斯 BE12-5030527
顶级赛鸽

喜德娜I号和诺曼的图勒全
国冠军科尼亚克直孙

波琳 
BE11-5010287

小福雷迪 BE07-5080547
福雷迪直子
顶级种鸽

天摇地动直女X 人工
珠塔同孵兄弟

BE10-5031555

小福雷迪王朝

雷米斯855羽季军
梅泰105羽5位
蒙塔日239羽7位
拉昂229羽10位

作育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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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1-5010288 BE14-2022530

普罗妮 (Proni) 米娅 (Mia)

闪电号直孙
BE12-4159417
狄杰克战队原舍

普罗妮
BE11-5010288

顶级种鸽-作育子代获得5项冠军

小福雷迪王朝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53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大区1269羽10位
伊苏丹全国大区148羽12位
吉恩全省3068羽67位

作育

顶级种鸽

作育子代获得5项冠军
半姐妹米拉获得2项全国大区冠军

全国大区冠军
同孵姐妹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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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斯特 BE06-5150874
全姐妹白雪公主为短距离奥林匹克

代表鸽

珠莎 BE11-5010994
出自萨杜斯X珠塔

莎琪 (Sachi)
BE12-5030350

拉索特年全国19155羽冠军
23848羽最高分速
波治全国33524羽32位

莎琪-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顶级种鸽

顶级赛鸽

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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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3-5020773 BE13-5020111

颤栗号 (Thriller)
莎琪直子莎琪直女 (Daughter Sachi)

阿布瑞歇801直子
BE09-4263054

阿布瑞歇波品纳直孙

戈鲁诺 BE09-5061833
顶级种鸽-作育子代获得波城全省

冠军

莎琪
BE12-5030350

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莎琪
BE12-5030350

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莎琪子代

作育子代
BE15-2180413
苏尔丹799羽冠军（领先分速30米/分）

作育子代
BE15-2180016
拉昂1612羽4位
吉恩531羽4位
奇梅1459羽5位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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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022434

BE14-2335748

BE14-2022435

BE14-2335749

BE14-2022463

BE14-2335690

莎琪子代
莎琪直女 (Daughter Sachi)

出自莎琪X 卡文帝

莎琪直子 (Son Sachi) 
出自莎琪X 飞云

康妮 (Conny)
出自莎琪X 卡文帝

莎琪直子 (Son Sachi)
出自莎琪X 飞云

莎琪直子 (Son Sachi)
出自莎琪X卡文帝

莎琪直子 (Son Sachi)
出自莎琪X 红鹰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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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琪兄弟 (Brother Sachi) 

莎琪姐妹 (Sister Sachi)

莎琪兄弟 (Brother Sachi) 

莎琪半兄弟 (Halfbrother Sachi) 
出自弗罗斯特X冬德拉（白雪公主姐妹）

莎琪姐妹 (Sister Sachi)

莎琪半姐妹 (Halfsister Sachi)
出自弗罗斯特X珂萝

莎琪兄弟/姐妹

BE14-2335724 BE13-5021187 BE14-2335700

BE12-5165958BE12-5165986BE14-2335734
作育孙代：
2016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决赛8位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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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3-5020854 BE11-5010342

玛格特 (Margot)

莎琪家族

作育子代埃尔莎（ELSA）-
杰特.凡德利斯（JENTE VAN DRIESSCHE）使翔
2014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亚军
波治全省1861羽冠军
波治全国大区7739羽亚军
查特路323羽冠军
查特路全省1886羽4位
波治全国21522羽74位
查特路全国25710羽83位
作育子代冰冻号（FROZEN）-杰特.凡德利斯使翔
拿永735羽亚军
拿永411羽亚军
苏普斯193羽亚军
魁夫兰134羽亚军

作育

索契超级直子 (Super Son Sochi)
父亲索契为莎琪同孵兄弟

索契
BE12-5030349

拉索特年全国冠军莎琪同孵兄弟

伊露娜直子 
BE10-5031151

出自阿诺德X 波寇 X伊露娜

玛格特 
BE11-5010342

伊露娜和多拉玛直孙

邦克X 多拉玛直女
BE10-5031349

作育子代BE14-2022040:
亚精顿全国大区1294羽5位
盖雷全国大区746羽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269羽19位
吉恩全省4297羽23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1303羽52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229羽91位
波治全国大区1233羽112位
波治全国21522羽124位
作育孙代埃尔莎-杰特.凡德利斯使翔

中
距

离



39

BE13-5020668BE13-5020667

萨杜斯
BE04-5026096

萨斯直子

珠塔
BE03-5071667

萨斯直女

作育子代:
BE15-2180418 –马克.凡诺克伦使翔
苏斯通233羽冠军
苏斯通446羽亚军
苏斯通482羽4位

BE13-5020662

佩瑞娜 (Perina)帕瑞琳 (Perinie)

尝试号 (Try it)

同孵姐妹

作育子代BE14-2022210:
苏尔丹133羽9位
吉恩136羽14位
波治全国大区2301羽116位
查特路1068羽119位

姐妹

作育子代获得：
奇梅204羽冠军
苏尔丹172羽季军
盖雷222羽11位
拉昂178羽23位

莎琪的祖父母萨杜斯X珠塔作育子代-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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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3-5020397 BE13-5020046 BE12-5030337

托尔多 (Toldo)
出自萨杜斯X珠塔

法瑞拉 (Frina)
出自萨杜斯X珠塔

辛提亚 (Sintia)
出自萨杜斯X珠塔

BE12-5030338 BE13-5020396

萨尔多 (Sardo)

出自萨杜斯X珠塔
萨蒂娜 (Sardina)

出自萨杜斯X珠塔

莎琪的祖父母萨杜斯X珠塔作育子代-

作育子代获得：
苏尔丹131羽冠军
图利347羽季军

全兄姐BE12-5030482
(2015年飞失)：
波治118羽冠军
拉昂118羽冠军
雷米斯117羽冠军
莫伦607羽4位
南图1162羽8位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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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塔 (Sarita)
BE12-5030072

吉恩全省2463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434羽亚军
拉索特年去3184羽108位

多拉玛半兄弟 
BE10-5031196
天摇地动半兄弟

萨杜斯X珠塔直女
BE10-5031801

波治全国亚军多拉玛半姐妹

萨杜斯X 珠塔家族

全省冠军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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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1-5010615

珠塔的更多子代

BE11-5010050

菲塔 (Fitta)

小飞戈
BE02-3025837

飞戈兄弟

珠塔
BE03-5071667

萨斯直女

作育子代获得：
波治全国33524羽42位
作育孙代获得：
2014年库兹尼卡公棚赛冠军

BE11-5010616

朵琳娜 (Doriena)

朵琳 (Dorien)

多拉玛和天摇地动半兄弟
BE10-5031196

珠塔
BE03-5071667

萨斯直女

同孵姐妹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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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7-5080843 BE07-5080841

多莉 (Dori)真飞戈 (Real Figo)

甘波 BE03-5071609
顶级赛鸽

多拉玛同孵兄弟
BE05-5148431
出自邦克X珠塔

苏梅 BE03-5071630
顶级赛鸽

萝蜜 BE04-5026032
顶级赛鸽

珠塔家族

X
真飞戈X 多莉作育子代：
加达 (JADA)
拉索特年全省1165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17814羽69位
拉索特年全国4778羽95位
作育孙代：
“诺瓦之星”（NOVASTAR）-
马克.凡诺克伦使翔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德国弗洛里安.皮茨（FLORIAN PITZ）
的基础种鸽配对

顶级育种配对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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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7-5080801 BE10-5031908

阿瑞娜 (Arina)

天摇地动家族

作育子代：
斯特维雅 (STEVIA): 
6项冠军 
波提尔全国大区848羽18位
波治全国大区2113羽23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1618羽77位
亚精顿全国7691羽88位

震撼号 (Impact)

作育子代
BE12-5030267:
拉昂344羽冠军
奇梅307羽冠军
盖雷全国大区1186羽28位
蒙吕松全国21827羽39位

卡萨诺瓦 BE06-5150217
顶级赛鸽

2006和2007年KBDB全省中距离
鸽王冠军

天摇地动 BE06-5150043
2006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2009年多特蒙德奥林匹克冠军
4项冠军

人造珠塔同孵姐妹–
人造珠塔为珠塔姐妹

BE03-5071666
顶级赛鸽和种鸽

天摇地动之母
BE00-5271057

顶级赛鸽

顶级种鸽顶级种鸽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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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和孙代获得2项全国大区冠军

BE08-5061982 BE12-5120425

坎莎 (Kanza)

最终号 BE06-5150413
出自苏莫X 奥林匹克吉瓦

作育子代获得8项冠军

天摇地动半兄弟
BE10-5031200

拿破仑回血

天摇地动之母 
BE00-5271057

顶级赛鸽

坎茨直女 BE08-5061432
顶级种鸽

天摇地动家族

查特路全国大区1118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19691羽16位

小白鼻雌 (Witneusje)
“天摇地动”半姐妹

全国大区冠军

顶级种鸽

中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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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空距公里数
布瑞福 692

卡奥尔 822 

贾纳克 732

利蒙治 659

蒙托邦 841

蒙特利玛 720

苏雅克 746

阿让 827

巴塞罗那 1108

达克斯 917

马赛 858

拿邦 872

波城 969

波品纳 950

圣维仙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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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品纳

马赛

巴塞罗那

蒙特利玛

乔斯.托内鸽舍

布鲁塞尔

巴黎

西班牙

长
距

离
和

马
拉

松
比

赛
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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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德娜王朝
喜德娜1号 (Sedna I)

BE04-5026055

作育孙代和曾孙代获得：
拉索特年全国13089羽冠军
盖雷全国大区2222羽冠军
波提尔全国大区冠军
查特路全国大区冠军
2013年盖雷全国大区冠军
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冠军
内佛斯全省冠军
蒙托邦全省冠军
2009年波城全省冠军
2013年波城全省冠军
2013年拿邦全省冠军
2013年图勒全省冠军

国际赛冠军
本身获得：

    拿邦国际赛5870羽冠军
西欧国家杯马拉松冠军

LCB全国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AVR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KBDB全省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贾纳克半全国5005羽7位

圣维仙全国10020羽206位

蒙托邦全国冠军-
马克和吉尔特.波林 (Marc & Geert Polllin) -喜德娜1号孙代

圣维仙全国冠军-
马克和吉尔特.波林-喜德娜1号曾孙代

阿让国际赛亚军-
狄杰克战队-喜德娜1号曾孙代
KBDB马拉松全国鸽王亚军-

狄杰克战队-喜德娜1号曾孙代

顶级种鸽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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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6-5150431 BE12-5030699

漂亮喜德娜 (Beauty Sedna)

喜德娜子代
仙都 (Sendo)

喜德娜2号之父
BE98-5001452

顶级种鸽

普拉罗
BE09-5062189
小福雷迪直子

喜德娜1号
BE04-5026055

基础种鸽

喜德娜1号
BE04-5026055

基础种鸽

作育子代 
BE15-2180091:
亚精顿全国大区471羽4位
伊苏丹全国大区267羽6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80羽2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462羽27位

作育子代：
诺姆斯 (NORMUS) – BE12-5030527:
查特路全国大区653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6005羽7位
盖雷全国大区859羽11位
图勒全国大区1864羽13位
图勒全国5976羽93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1618羽31位
波治全国大区1239羽49位

顶级种鸽顶级种鸽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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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里诺 (Serino) 
出自伯爵X喜德娜

巴洛斯 (Baros) 
喜德娜直子

克劳妮 (Crowny)
出自伯爵X喜德娜

特伦蒂 (Trendie) 
出自普拉罗X 喜德娜

辛蒂娅 (Syntia) 
出自伯爵X喜德娜

三九号 (Tripple 9) 
出自伯爵X喜德娜

喜德娜子代

BE12-5030700 BE13-5020999 BE13-5021000

BE13-5020868BE14-2022273BE14-2023000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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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德娜子代

BE14-2022514

BE13-5020600

BE14-2022712

BE14-2022399

BE13-5020599

BE14-2022400

喜德娜直子 (Son Sedna) 
出自加拉克斯 (Galax, 爱克半兄弟) X喜德娜

爱迪妮 (Ednie) 
出自哈拉X喜德娜

喜德娜直女 (Daughter Sedna)
出自加拉克斯 (Galax, 爱克半兄弟) X喜德娜

利兹 (Lizy)
出自哈拉X喜德娜

爱德娜 (Edna)
出自哈拉X喜德娜

哈丽特 (Harriet) 
出自哈拉X喜德娜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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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7-5080683 BE10-5031978

爱瑞卡之母 (Mother Erica)

出自阿诺德X波寇
BE98-5075723

赛摩斯  –喜德娜1号直子
BE05-5148801
顶级赛鸽和种鸽

喜德娜2号半姐妹
BE02-5051599
小莫林纳半姐妹

喜德娜1号
BE04-5026055

基础种鸽

X
作育子代获得：
2015年日本Aiyki no Tomo Japan 公棚赛冠军

作育子代爱瑞卡：
拿邦全省601羽冠军
拿邦全国3942羽15位
奇梅149羽冠军
布瑞福全省27位
布瑞福全国8647羽236位
吉恩全省2711羽31位
卡奥尔全省869羽40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451羽121位

喜德娜子代
菲比奥 (Febio)

爱瑞卡之父

顶级育种配对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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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瑞卡兄弟/姐妹

BE14-2335725

BE14- 2022058

BE14-2335756

BE14-2022059

爱瑞卡姐妹 (Sister Erica)

爱瑞卡半姐妹 (Halfsister Erica)

爱瑞卡姐妹 (Sister Erica)

爱瑞卡半兄弟 (Halfbrother Erica)

哈拉
BE04-5142908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哈拉
BE04-5142908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爱瑞卡之母
BE10-5031978

喜德娜回血

爱瑞卡之母
BE10-5031978

喜德娜回血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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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德娜家族

赛摩斯 (Sedmos)
BE05-5148801

作育子代获得：
2009年波城全省冠军
波城国际赛7608羽21位
卡奥尔全省1044羽4位
卡奥尔全国5441羽15位
贾纳克半全国5576羽5位
蒙特利玛8040羽86位

作育孙代获得：
莱邦纳全省1078羽9位
卡奥尔全国8570羽7位
吉恩全省4295羽14位
波治全省2804羽14位
亚精顿全省865羽15位
波治全省1551羽16位
盖雷全国13089羽27位
波治全国14598羽73位
摩林斯2678羽94位
波治全国16771羽126位

顶级种鸽

苏莫
BE94-5018042

顶级种鸽

喜德娜1号
BE04-5026055

基础种鸽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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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7-5080450BE11-5010596

地滚球 (Grounder)
喜德娜直孙

喜德娜同孵兄弟直女 (Daughter Nestbrother Sedna)

出自喜德娜同孵兄弟X卡比尔

蒙托邦全国大区417羽5位
拉索特年全国4699羽23位
伊苏丹全国大区726羽35位
贾纳克全国大区1238羽3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1615羽86位

BE12-5030238

淹没号 (Drown)

喜德娜家族

利蒙治257羽冠军
布瑞福74羽冠军
圣维仙全省383羽11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1615羽2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15009羽139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118羽41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1900羽46位

作育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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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蒙治257羽冠军
布瑞福74羽冠军
圣维仙全省383羽11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1615羽2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15009羽139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118羽41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1900羽46位

喜德娜家族

阿玛塔 (Armata)
BE14-2022187

蒙特利玛全国1512羽季军
利蒙治全国大区391羽亚军
利蒙治全国6272羽216位
苏尔丹909羽16位
雷米斯1484羽61位
波治全国大区1233羽77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1028羽85位
图勒全国大区1014羽143位

KBDB全国鸽王6位

艾维洛斯
BE08-5061656

顶级种鸽-阿普利亚之父

伯爵半兄弟
BE09-5061214

金花直子

赛摩斯X喜德娜直女
BE08-5061512

喜德娜回血

伊露娜和天摇地动姐妹
BE07-5080058

阿玛塔之母
BE10-5031240

阿玛塔之父
BE09-5061266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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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蒂诺
BE92-5335439

顶级种鸽

金花
BE02-5051102

2004年布瑞福全国雌鸽冠军

伯爵 (The Crow)
BE05-5148626

作育子代：
奥斯坦德384羽冠军
波尔多国际赛10717羽32位
阿让全国4362羽35位
波治全国14598羽73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6099羽88位
作育孙代：
图勒全省666羽冠军
图勒全国6974羽季军
拉索特年全国13089羽27位
波治全国33524羽42位
盖雷全国15007羽52位

顶级种鸽

伯爵王朝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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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3-5020748 BE11-5010355

格里兹亚诺 (Griziliano)

伯爵
BE05-5148626

基础种鸽

伯爵
BE05-5148626

基础种鸽

哈拉回血
BE08-5084559

哈拉直女X哈拉姐妹

喜德娜回血
BE10-5031553

出自喜德娜X席德按兄弟

蒙托邦全国大区417羽6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1748羽26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1388羽47位
图勒全国大区1864羽108位

伯爵直女 (Daughter Crow)

伯爵子代

全兄姐
BE10-5031544:
波尔多国际赛10717羽32位
阿让国际赛11227羽64位
阿让国际赛11444羽214位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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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2-5030943

BE13-5020778

BE12-5030942

BE14-2022970

伯爵子代
马里诺伯爵 (Marino Crow)

出自伯爵X 欧元小玛莉欧

伯爵直子 (Son Crow)
出自伯爵X内利（Nelly，与普拉图父子合作育种）

马里欧伯爵 (Mario Crow)

出自伯爵X欧元小玛莉欧

伯爵直女 (Daughter Crow)
出自伯爵X 弗洛里安姐妹 (Sister Florian, 诺曼)

作育子代 
BE13-5020044:
利蒙治全国大区605羽8位
盖雷全国大区534羽29位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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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2-5030363BE07-5080082
2011年波兰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蒙特利玛全省1309羽冠军
贾纳克半全国2335羽9位
马赛全国3586羽30位
马赛国际赛11833羽85位
吉恩全省5079羽68位
马赛全国3340羽80位
马赛国际赛10333羽189位

BE13-5020728

法莉恩 (Farien)法罗 (Faro)

法比安 (Fabien)

作育

波提尔全国大区569羽冠军
利蒙治全国大区5228羽79位
拉索特年全国4144羽86位
拉索特年全国19155羽173位
蒙吕松全国21827羽287位

作育

查特路全国大区1451羽6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40羽7位
盖雷全国大区859羽21位

法罗家族

顶级种鸽
奥林匹克代表鸽

全国大区冠军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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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335659 

BE14-2341866

BE14-2335663 

BE14-2341867

法罗家族
法罗直子 (Son Faro)

出自法罗X 法罗X珠塔直女

法比安直女 (Daughter Farien)

出自法比安 X杜兰

法罗直子 (Son Faro)

出自法罗X 法罗X珠塔直女

法比安直女 (Daughter Farien)

出自法比安 X杜兰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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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0-5031817 BE13-5020405

白维尼1号 (White Winnie I)

鹰眼 
BE07-2135106

2007-2009年比利时最佳全能赛鸽

银波治雌
BE08-4255066
马克.迪库克原舍

苏尔丹182羽冠军
苏尔丹107羽冠军
苏尔丹70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40羽亚军
蒙吕松全国大区1009羽107位

红鹰家族

作育子代
-“杜兰”（TULLAN）:
图勒全省666羽冠军
图勒全国6972羽季军
布瑞福全省703羽11位
2014年比利时大师赛19位

红鹰 (Red Eagle)
林伯格鹰眼号超级直子

作育

子代获得4项冠军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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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3-5020250BE13-5020406

白维尼2号 (White Winnie II)
红鹰直女

雷迪 (Ready)
红鹰直子

苏尔丹108羽季军
吉恩174羽5位
苏尔丹175羽7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53羽8位
盖雷全国大区859羽30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751羽30位
吉恩全省2711羽74位

BE14-2022417

鹰眼其他子代

奇梅225羽亚军
苏尔丹220羽亚军
盖雷全国大区859羽季军
苏尔丹175羽5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395羽11位

红鹰直子 (Son Red Eagle)
比利时大师赛19位全兄弟

兄弟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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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022656BE07-5126756

隆河人 (Rhone Man)

大丹迪
BE00-5128704

作育子代获得4项冠军-杰夫.迪瑞德

佐罗超级直女 BE03-3028205
作育子代获得4项全省冠军

菲利普.诺曼父子原舍

Route du Rhone全国鸽王亚军
橘郡全国4865羽9位
橘郡全国8040羽32位
作育子代 
BE15-2180247:
波治158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80羽15位

图勒全国8621羽22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229羽42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1294羽46位

2011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亚军功臣鸽
橘郡全国4443羽18位
莱邦纳全国6767羽42位
卡奥尔全国8105羽208位

BE09-4263054

贾纳克直孙 (Grandson Jarnac)

贾纳克直子–贾纳克半全国冠军
BE10-5180410

马歇尔.佛伦帝  原舍

阿布瑞歇波品纳直子
BE07-4138801

超级种鸽  利蒙治直孙

413女郎 BE13-5090413
全兄姐黄金13获得13项冠军

马歇尔.佛伦帝原舍

超级种鸽
BE06-4140108
马克.迪库克原舍

其他超长距离赛鸽

801直子 (Son 801)

马克.迪库克原舍

长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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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迪拉获得 2项国际赛冠军

娜迪拉 (Nadira)
DV05286-03-2824

2006年卡卡松国际雌鸽冠军
卡卡松国际赛10323羽6位
波品纳国际雌鸽冠军
波品纳国际14904羽4位
2005年马赛全国157位

顶级种鸽

黑波尔
BE98-4520443

绩优鸽王巴塞罗那1号半兄弟

塞西尔/希瑟直子
DV04900-97-776

顶级赛鸽

绩优鸽王巴塞罗那1号半姐妹 
BE97-4581267

午夜女郎
DV04900-97-779

顶级赛鸽

弗莉达
DV0709-98-2191

波依
BE99-4523380

2项国际赛冠军

马
拉

松



65

BE10-5031987BE10-5031749

娜蒂娜 (Nadina)

戈鲁诺
BE09-5061833

顶级种鸽

娜迪拉
DV05286-03-2824

作育子代 
BE12-5030280:
波治全国大区9989羽43位
波治全国33524羽93位
奥尔良1313羽51位
半兄姐获得：
2013年波城全省冠军
利蒙治全省7位
拿邦国际赛95位

作育子代 BE14-2022280:
盖雷全国大区894羽35位
杜尔斯全国大区865羽58位
半姐妹获得:
贾纳克半全国5576羽5位
卡奥尔全国7608羽15位
波城国际赛5441羽21位

BE13-5020558

纳多米 (Nadromi)

赛摩斯
BE05-5148801

顶级种鸽

赛摩斯
BE05-5148801

顶级种鸽

娜迪拉
DV05286-03-2824

娜迪拉
DV05286-03-2824

纳迪罗 (Nadiro)

娜迪拉直子
马

拉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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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2022933BE10-5031620

选择号 (Tria)

丹尼.瓦根尼德的2008
年巴塞罗那国际冠军之父

NL95-1682051

娜迪拉直女
BE09-5186778

巴塞罗那国际赛23708羽冠军半姐妹，
丹尼.瓦根尼德（DANNY VAGENENDE）

BE14-2022934

纳瑞塔 (Narita)

伯爵
BE05-5148626

基础种鸽

伯爵
BE05-5148626

基础种鸽

娜迪拉
DV05286-03-2824

娜迪拉
DV05286-03-2824

罗达 (Rodar)

娜迪拉直子
马

拉
松



67

BE06-6181481

BE14-2335766

BE13-5020757

BE14-2335767

迪士尼姐妹 (Sister Disney)迪士尼姐妹 (Sister Disney)

迪斯尼家族
灰迭戈 (Blue Diego)

迪士尼之父/范欧沃克原舍
迪卡 (Dica)

迪士尼姐妹

迪士尼获得：
2010-2011-2012全国金翼鸽王亚军
巴塞罗那全国12641羽27位
巴塞罗那全国11590羽134位

马
拉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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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0-5032011

BE13-5020964

BE09-5061833

BE12-5030967

柯尔半兄弟 (Halfbrother Cor)

卡洛琳 (Caroline)
戈鲁诺 (Giruno)

出自栋梁号 (Girder)  X 伊露娜

希特 (Seat) 

赛摩斯直女

2014年铜翼奖
莱邦纳全省1008羽8位
巴塞罗那全国8764羽11位
巴塞罗那国际赛21169羽38位
巴塞罗那全国10542羽73位
巴塞罗那国际25294羽144位

半兄弟“柯尔”获得：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波品纳全国7752羽季军
巴塞罗那全国11484羽25位
作育子代：
布瑞福全国9049羽59位

“戈鲁诺”作育子代：
2013年波城全省各级
利蒙治全省7位
拿邦国际赛11000羽95位
“戈鲁诺”作育孙代：
蒙吕松全国大区3154羽冠军

作育子代
BE13-5020134:
查特路全国大区1684羽34位
波治大区1730羽47位

其他马拉松顶级鸽
马

拉
松



“戈鲁诺”作育子代：
2013年波城全省各级
利蒙治全省7位
拿邦国际赛11000羽95位
“戈鲁诺”作育孙代：
蒙吕松全国大区3154羽冠军

作育子代
BE13-5020134:
查特路全国大区1684羽34位
波治大区1730羽47位

优秀援外成绩
马克和吉尔特.波林 

(Marc & Geert Pollin), 比利时
凭借"喜德娜"孙代获得2015年蒙托邦全国冠军,  

还凭借"喜德娜"曾孙获得2015年圣维仙全国冠军

狄杰克战队 (Team De Jaeger), 比利时
凭借"喜德娜"曾孙获得2015年阿让国际赛亚军和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罗讷德.洛德威克 (Ronald Lodewijckx), 
比利时

凭借"波寇", "金花" , "喜德娜"血系赢得马赛国际赛
冠军

弗兰森.弗兰西斯 (Francis Franssen), 
比利时

凭借"波寇", "金花" , "喜德娜"血系赢得圣维仙全国冠
军和阿让全国亚军

海因茨.埃默里希 ( Heinz Emmerich), 
德国

凭借"波寇", "金花" , "喜德娜"血系赢得巴塞罗那全国
冠军

马克.凡诺克伦 (Marc Vanonckelen), 
比利时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冠军拥有75%的乔斯.托内血
统, 出自"喜德娜", "珠塔", "白雪公主"等血系。

凭借100%乔斯.托内赛鸽 (出自"小福雷迪"X"珠塔")
赢得2014年KBDB全国中长距离幼鸽组鸽王季军

菲利普和尼古拉斯.诺曼 
(Filip & Nicolas Norman), 比利时

当今鸽系的基础雄鸽"弗洛里安" (Florian)的父亲为
乔斯托内血统鸽。他的父亲出自"国家II号"。 "弗洛
里安"本身作育子代"震撼佛洛莱恩" (Impact Florian)

获得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马克.迪库克 (Marc De Cock), 比利时
作育子代"新鹰眼号"获得卡奥尔全省冠军, 出自一羽

小福雷迪X珠塔作育的乔斯.托内血统种鸽
赖恩德斯-达卡 (Reynders-Tack), 比利时

凭借乔斯.托内血统鸽赢得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
吉尔特.诺尔斯 (Gert Noels), 比利时

凭借乔斯.托内作育的赛鸽赢得2014年波兰库兹尼卡
公棚赛冠军。冠军鸽父亲为"小福雷迪" (Pro Freddy)直
孙, 赢得3项全省冠军, 2015年KBDB全省最佳鸽舍冠

军, 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9位…
阿里.欧倍德 (Ali Obaed), 伊拉克

凭借乔斯.托内作育赛鸽赢得南非百万美元大赛决赛
8位。母亲出自"莎琪"半兄弟X "卡文帝"半姐妹。

亨利& 盖伊.拜尔茨 
(Henri & Guy Baerts), 比利时

他们凭借乔斯托内血统鸽赢得了KBDB全国长距离
最佳鸽舍冠军。此外他们还应的了图勒全国4位, 波

品纳国际赛20位等。
亨里克.博温特 (Henrik Boh Vinther),

丹麦
他凭借"栋梁号", "伊露娜", "法罗","天摇地动", "赛摩

斯"和"莎琪"的姐妹获得丹麦52区最佳鸽舍冠军
罗尼.梅腾 (Ronny Menten), 比利时

凭借"白雪公主"血系赢得波治全国季军, 盖雷全国5
位, 波治全国13位, 查特路全国35位等。

杰特.凡德利斯 (Jente Van Driessche),
比利时

他拥有一羽真正的鸽王雌鸽"埃尔莎", 她是100%乔
斯.托内血统, 拥有"弗罗斯特", "珠塔","多拉玛","白雪

公主"和很多世界级乔斯.托内名鸽血统。她赢得了很
多赛绩, 包括波治全国大区亚军, 波治全国74位, 查

特路全国大区25位, 查特路全国83位等。

弗洛里安.皮茨 (Florian Pitz), 德国
他拥有"真飞戈"X"多莉"的子代和孙代, 赢得了惠翔
公棚赛德国参赛鸽冠军 (赢得1万欧元奖金)和RV威

斯巴登多项鸽王头衔。

3D家族 (Famille 3D),比利时
凭借"喜德娜"回血鸽获得利蒙治全国大区冠军, 利蒙

治全国季军

托顿家族 (Thornton & Family), 英国
他们凭借"卡文帝"的后代取得了令人

印象深刻的成绩

马歇尔.佛伦帝 (Marcel Vierendeels), 
比利时

他的短距离鸽王"白拉利特" (White Ralet)为"白雪公
主"回血, 赢得8项短距离赛冠军。

陈凌霄 (Sky Chen), 中国
他的"珠塔"后代在中国公棚赛表现出色：北京爱亚

卡普公棚和西安威力公棚

乔斯.托内每天都在收到新的援外佳绩。
很明显上面列出的成绩只是托内鸽系在全世界取得

成功的一部分。



摄影: 鸽摄影团队（"白雪公主" - 116摄影）
设计: K10平面设计

地图: 比利时赛鸽地图 (格雷瓜尔.温克 Gregoire Vincke): http://tiny.cc/beprmap





比利时总部地址：
PIPA Trading BVBA
Eentveldstraat 18
9910 Knesselare
BELGIUM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139 1041 6479   
微信ID: shuping866
台灣: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中囯/台灣總代理: 卢娜 
中囯: 136 0041 4206  
微信ID: Luna2669
台灣: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