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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席宝特-布恩斯
Sombreffe - Belgium

比利时获得最多KBDB头衔的鸽舍之一
2015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最佳鸽舍冠军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组鸽王冠军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2016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
2018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最佳鸽舍亚军
2018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2018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
2009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最佳鸽舍季军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组最佳鸽舍季军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
2013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4位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组鸽王4位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最佳鸽舍5位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7位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7位
2009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组鸽王8位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9位
2012年KBDB全国一岁鸽组最佳鸽舍9位



作育优秀子代：
“尼克”：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
王冠军，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代表鸽
和顶级种鸽
“劳达”：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代表鸽

作育优秀孙代：
“娜菲”：2017年亚精顿全国 21,915 羽季军  
“小尼克”：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鸽王9位
“莎琳”：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5位

母亲：世界铭鸽
“福雷迪”回血直女

父亲 : 出自“飞毛腿”X
“福雷迪”外孙女

第一种雌

BE10-5020438
罗森.波斯原舍

作育优秀孙代：
“娜菲”：2017年亚精顿全国 21,915 羽季军  
“小尼克”：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鸽王9位
“莎琳”：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5位

母亲：世界铭鸽
“福雷迪”回血直女

父亲 : 出自“飞毛腿”X
“福雷迪”外孙女

第一种雌

“奥德丽”-当今鸽坛最佳种雌之一

作育

“aud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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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
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B组代表鸽5位
波治全省1,415 羽冠军
洛里斯地区844 羽冠军
费依地区692 羽冠军
吉恩地区 1,024 羽亚军
洛里斯地区 865 羽亚军洛里斯地区 865 羽亚军
苏斯通地区539 羽亚军
波治全省 1,072 羽6位
波治全省 1,006 羽8位

母亲：“奥德丽”，
基础种雌, 子代“尼克”
获得KBDB全国小
中距离鸽王冠军

父亲：“511/13”,
倚天.梅尔浪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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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1123505

2016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
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B组代表鸽5位
波治全省1,415 羽冠军
洛里斯地区844 羽冠军
费依地区692 羽冠军
吉恩地区 1,024 羽亚军
洛里斯地区 865 羽亚军洛里斯地区 865 羽亚军
苏斯通地区539 羽亚军
波治全省 1,072 羽6位
波治全省 1,006 羽8位

母亲：“奥德丽”，
基础种雌, 子代“尼克”
获得KBDB全国小
中距离鸽王冠军

父亲：“511/13”,
倚天.梅尔浪原舍

BE14-1123505

“劳达”-“奥德丽”超级直子

“lauda”



BE12-8009528

母亲: “奥德丽”, 
基础种雌, 子代
“尼克”获得KBDB全
国小中距离鸽王冠军

父亲: “达利奥“, 全兄弟
“奇米”获得KBDB全国
中距离鸽王冠军, 
子代“尼克”获得KBDB全
国鸽王冠军

全兄弟“尼克”获得
2014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冠军

BE16-1161057
作育优秀子代包括：
“小麦克斯“：联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威尔森联省1866羽冠军, 尼韦尔联省3591
羽7位
父亲： “989/13”, 原基础种公”普罗斯“直孙
母亲：“尼寇”, “奥德丽”直女

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15位
亚精顿全国22712羽42位
波治全国28078羽78位

母亲: “尼寇”, 
“奥德丽”直女

父亲: “989/13”,
原基础种公
”普罗斯“直孙

“Nicole” “charline”

“奥德丽”的其他后代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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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3-8021424

母亲: “珍妮直孙女”,
盖雷全国2429羽5位

父亲: “尼克”,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
离成鸽王冠军，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
克A组代表鸽冠军

2014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9位
吉恩地区 1,438 羽季军
洛里斯地区 837 羽4位
吉恩地区 1,275 羽11位
萨布里斯全省 1,288 羽15位
波治全国 10,142 羽59位

母亲: “690/14”， 
“黑钻石”和吉林克斯“全国号”
直孙女

父亲: “409/14”，
“奥林匹克尼克”直子

BE16-116105 亚精顿全省2009羽亚军
尼韦尔半全国5997羽季军
波治全国28078羽46位

母亲: “奥德丽”，基础种雌，
“尼克”之母

父亲: “刘易斯”，
超级种鸽和原基础种鸽“波斯”
回血直子

BE11-8006196 作育优秀子代：
“娜菲”：亚精顿全国
21915羽季军

“奥德丽”的其他后代

“nico jr”

“daughter audrey 196”

“nancy”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
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B组代表鸽
波治全国21522羽17位
查特路全国18658羽49位
波治全国14498羽55位

母亲: “132/09”，
顶级种雌

父亲: “维克多”，
顶级赛鸽和种鸽

“vikie”

BE14-1011784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
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B组代表鸽
波治全国21522羽17位
查特路全国18658羽49位
波治全国14498羽55位

母亲: “132/09”，
顶级种雌

父亲: “维克多”，
顶级赛鸽和种鸽

“维姬”-奥林匹克和KBDB标志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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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9-8023782

母亲: “露娜直女”， 
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
冠军的祖母

父亲: “567/08”，
顶级赛鸽和种鸽,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
“尼尔斯”直子

作育优秀子代：
“维姬”: 2015年KBDB全国
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

“victor” “chanel”

BE10-8016269

“chanel”

母亲: “露娜”, 全兄弟
“奇米”获得KBDB全
国中距离鸽王冠军，
子代“萝拉”获得KBDB全
国鸽王季军

父亲: “灰闪电号直孙”

作育优秀子代：
“小麦克斯“:
2016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亚军
“萝拉半姐妹”:
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奇迹017半姐妹”:
盖雷全国大区盖雷全国大区3047羽冠军和顶级种雌

作育

“维姬”-奥林匹克和KBDB标志鸽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7位
查特路全国25710羽38位
盖雷全国16262羽53位
波治全国14496羽71位

“sylvie”

BE14-1123569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7位
查特路全国25710羽38位
盖雷全国16262羽53位
波治全国14496羽71位

母亲: “席尔维所向无敌雌”，
顶级种雌和“白头席维斯特”
直女

父亲: “534/13”,
顶级种鸽, “知名17号”和
“乔伊斯小姐”血系

席尔维”-KBDB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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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

BE13-8021534

X作育

母亲: “小好手雌直女”
-“灰王子”
迄今为止最佳直女

父亲: “佛巴塞特配对直子”，
“知名17号直子”X
“乔伊斯小姐”

作育优秀孙代：
“索莱尼”：波治全省991羽冠军，
尼韦尔联省5997羽4位
半兄弟“麦克斯之父”

BE12-6323143
巴特.吉林克斯原舍

X
母亲: “黄金迪克雌”，
双重直孙女

父亲: “白头席维斯特”，
巴特.吉林克斯标志种鸽

作育子代获得：
“席尔维”: 2015年KBDB全
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7位
“076/15”：波治联省2673羽冠军

“席尔维”-KBDB明星

“father sylvie” “sylver kannibaatje”



作育优秀子代：
“蒂亚姆”: 亚精顿全国21915羽冠军/
25927羽最高分速

母亲: “模特”, 
出自速霸龙基础配对
“拉夫”X“爱丽丝”

父亲: “小洛伊”,
法兰斯.速霸龙曾经的最
佳赛鸽

X“father 1. nat”

BE13-8021509
倚天.帝卢原舍

母亲: “模特”, 
出自速霸龙基础配对
“拉夫”X“爱丽丝”

X
亚精顿全国21915羽冠军“蒂亚姆”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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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
“蒂亚姆”: 亚精顿全国21915羽冠军/
25927羽最高分速
作育孙代：
“644/17”: 查特路全国27081羽4位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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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
“蒂亚姆”: 亚精顿全国21915羽冠军/
25927羽最高分速
作育孙代：
“644/17”: 查特路全国27081羽4位X“mother thiam”

BE15-3025050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亚精顿全国21915羽冠军“蒂亚姆”的父母

母亲: “阿玛莉亚”，
贺尔曼-裘斯特的
“里欧”直孙女

父亲: “快闪闪电号”，
超级种鸽, “新福雷迪”
直子和“闪电号”直孙



作育子代：
“胜利号”: 2018年KBDB全
国中小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 XX“胜利号”

圣斯地区798 羽冠军
吉恩地区1,050 羽亚军
摩林斯全省 757 羽6位
波治全国8,978 羽114位
波治联省2,938 羽亚军

BE11-8030585
 

母亲: “奇迹017”，
盖雷全国大区3047
羽冠军和顶级种雌

父亲: “法奇”, 
顶级赛鸽和种鸽，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
代表鸽“尼尔斯”直子

XX“胜利号”
圣斯地区798 羽冠军
吉恩地区1,050 羽亚军
摩林斯全省 757 羽6位
波治全国8,978 羽114位
波治联省2,938 羽亚军

母亲: “奇迹017”，
盖雷全国大区3047
羽冠军和顶级种雌

父亲: “法奇”, 
顶级赛鸽和种鸽，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
代表鸽“尼尔斯”直子

2018年KBDB全国鸽王季军“胜利号”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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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3. nat ace 2018”



作育子代：
“胜利号”: 2018年KBDB全
国中小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XX获得：

吉恩地区251 羽冠军
威尔森联省 1,866 羽6位
费依地区 1,304 羽7位

全国38,456 羽10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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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刘易斯直女”，
超级种鸽

父亲：“708/11”，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5
位半兄弟

作育子代：
“胜利号”: 2018年KBDB全
国中小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XX获得：

吉恩地区251 羽冠军
威尔森联省 1,866 羽6位
费依地区 1,304 羽7位

全国38,456 羽107位

母亲: “刘易斯直女”，
超级种鸽

父亲：“708/11”，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5
位半兄弟

“mother 3. nat ace 2018”

FR15-344620
塞巴斯蒂安.克莱森原舍
100%席宝特-布恩斯）

2018年全国鸽王季军的父母



2017年利蒙治I全国14937羽19位
2017年利蒙治II全国9162羽108位
全兄姐“超级67”:
PIPA排行榜3场全国大中距
离赛最佳赛鸽亚军

BE14-1123543

2017年利蒙治I全国14937羽19位
2017年利蒙治II全国9162羽108位
全兄姐“超级67”:
PIPA排行榜3场全国大中距
离赛最佳赛鸽亚军

其他顶级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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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奶酪小子”、
“爱克”和“新福雷迪”血统

父亲: “鹰眼”全兄弟

“marco”



作育子代：
“麦克斯”: 2017年KBDB全
国中小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
“席尔维之父”的半兄弟

BE13-8021502
PIPA菁英育种中心原舍（作为鸽蛋引进）

作育子代：
“麦克斯”: 2017年KBDB全
国中小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
“席尔维之父”的半兄弟

BE13-8021502
PIPA菁英育种中心原舍（作为鸽蛋引进）

母亲: “灰王子直孙女”父亲:
“佛巴塞特配对直子”,
出自“知名17号直子”
X“乔伊斯小姐”

其他顶级鸽

15

“father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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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派翠克.杜普伊斯
Belgium

2018年6月, 派翠克.杜普伊斯获得查特路全国
27081羽4位（全国大区6511羽亚军), 获奖鸽父
亲出自“蒂亚姆之母”, “蒂亚姆”获得亚精顿全国
21915羽冠军（25927羽最高分速）。

比利时艾力克.克努德
Belgium

2018年获得莱邦纳全国一岁鸽2887羽冠军,
全国冠军的父亲为席宝特-布恩斯原舍,
出自“维克波斯“X“灰闪电号”X帝卢血统混血后代。

比利时文森特.德芙里斯豪尔
Belgium

获得2018年波治全国20284羽18位，
75%席宝特-布恩斯血统！

比利时胡玛勒尔兄弟
Belgium

两兄弟获得2014年KBDB全国短距离一
岁鸽组鸽王5位, 父亲为席宝特-布恩斯原舍
是鸽舍几年前最优秀的赛鸽之一,
因为他获得了5项冠军。比赛生涯结束后被转入
种鸽舍, 他已经成为一羽优秀种鸽。

比利时尤利.莱蒙斯
Belgium

2012年席宝特-布恩斯全舍拍卖会，
他引进了“奥林匹克阿尔法”, 此前这羽种鸽已经
作育子代“蕾哈娜” 获得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
代表鸽。这羽“奥林匹克阿尔法”成为莱蒙斯鸽舍
的最佳和现役种公，
作育子代获得拉索特年全国3167羽5
位和图勒全国大区6位，孙代位和图勒全国大区6位，孙代“946/16” 
获得2016年比利时4场全国赛最佳幼鸽6位。
“奥林匹克阿尔法”的后代在世界各地的公棚赛表
现也十分出色。

美国登迪多/吉姆.贾布勒
usa

“卡奈尔”, 席宝特-布恩斯原舍雌鸽 
(出自老基础血系) 作育子代 “西葛” 可能是美国
最优秀的公棚赛种鸽。
“西葛”作育子代：
‘LG-1’ :2014年美国印第安纳经典公棚赛冠军
“邦德女郎”: 2015年美国印第安纳经典公棚赛冠军
“西葛”作育孙代：“西葛”作育孙代：
‘AU-987’ :美国奥马哈Grain Belt经典大赛冠军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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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比利时阿得里安.米瑞巴尔

Belgium

席宝特-布恩斯原舍雌鸽 (“维克波斯“的直孙女) 
作育子代获得2016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5
位和2016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10位。
另外一羽席宝特-布恩斯原舍雌鸽 
(BE11-8006279的同窝姐妹, BE11-8006279
在本场拍卖会）作育孙代“将军”获得2016和
2017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8位。2017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8位。
这羽雌鸽作育孙代“康纳”获得2018年利蒙治全
国15789羽14位

比利时佛斯普利特-库瑟
Belgium

他们的黄金配对雌鸽是一羽席宝特-
布恩斯原舍鸽，这对配对作育了下列冠军：
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查特路全国22254羽4位
波治全国大区4381羽6位
尼韦尔半全国5997羽30位

比利时赫哥.佛拉敏克
Belgium

2014年他获得波提尔全国大区冠军和全国亚军，
这羽赛鸽的父亲为50%席宝特-布恩斯血统，
也是“碧玉”的全兄弟，在2012年席宝特-布恩斯全
舍拍卖会引进。比利时蒙苏.米勒

比利时皮尔森-巴威
Belgium

这家联合鸽舍在引入席宝特-布恩斯血系后非常成功。
他们的‘906/12’获得3项全省冠军，
他的父亲就是席宝特-布恩斯原舍鸽。
这羽“906/12”今年作育孙代“603/16”，
获得2018年瓦朗斯全省冠军。
‘905/12’(“906/12”的同窝兄弟）
作育子代作育子代‘686/13’获得2014年波治全省冠军。
比利时赫哥.佛拉敏克

比利时蒙苏.米勒
Belgium

2014年这位卢森堡省鸽友获得KBDB全
国短距离幼鸽组鸽王6位，获奖鸽为50%席宝特-
布恩斯血统。这羽赛鸽的母亲为席宝特-
布恩斯的老基础种公“波斯”的直女。

比利时米歇尔.欧文
Belgium

他的鸽系基本以席宝特-布恩斯血统组建
(大部分是“波斯”血系), 他获得2项2014年
全国最佳成绩: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7
位和KBDB全国短距离幼鸽组最佳鸽舍7位，
这些成绩都要得益于席宝特-布恩斯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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