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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克里克 (Gino Clicque)
全部鸽系拍卖*

拍卖会上线: 2017年2月20日  拍卖会结拍: 2017年3月4日和5日  尽在 WWW.PIPA.BE

比利时鸽坛超级明星鸽友之一

保留2016和2017年生鸽, 特别提供一轮为拍卖会特别作育的2016年生幼鸽





吉诺.克里克 (Gino Clicque) 
比利时韦弗尔海姆 (Wevelgem)

PIPA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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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克里克: 
比利时历史上最优秀的全能鸽舍之一

西佛莱芒的吉诺.克里克是比利时鸽坛的超级明星之一。这位成功鸽友以"海盗号" (Piraat)和"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为基础培育了一
支天赋鸽系, 其中"海盗号" 曾获得2008年KBDB全国中长距离鸽王季军, "超级王子" 曾获得2010年KBDB全国中长距离鸽王亚军。

吉诺还引入了一些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到自己的鸽系, 近年来这些引进让他赢得多项KBDB全国鸽王和全国冠军。吉诺正处在赛鸽生涯的巅峰, 现
在他决定将全部鸽系(2015年及以前出生)在PIPA拍卖, 这成为PIPA今年最受关注的拍卖会之一。我们为您带来了比利时最优秀的鸽系, 这也将成为
PIPA组织的最具轰动性的拍卖会之一。

最近几个赛季, 很多鸽友都已经对吉诺.克里克取得的众多佳绩耳熟能详, 
他最成功的冠军鸽都将在这场拍卖会亮相:
"黄金王子":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亚精婷娜": KBDB全国中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6位
"萨甘": KBDB全国中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8位
"亚历山德拉": 2014年KBDB全国中距离幼鸽组鸽王8位
"恶魔王子": 2014年蒙吕松全国19298羽冠军
"鲁迪王子": 2015年利蒙治II全国一岁鸽6272羽冠军和   
        14575羽最高分速
"加布里艾拉": 2016年阿让全国一岁鸽2932羽冠军和国际雌鸽冠军
"马里奥": 2014年利蒙治全国7221羽冠军
"奥林匹克公主" 的父母: "奥林匹克公主" 
为罗尼.梅腾: 获得2016年波治全国冠军
"恶魔王子" 的父母: 蒙吕松全国冠军
"加布里艾拉" 的父母: 阿让全国冠军
"萨甘" 的父母: KBDB全国鸽王8位

我们还将上线更多顶级种鸽和赛鸽, 包括大区和全省冠军、
全省鸽王和他们的父母。

吉诺从来没有出手过任何冠军鸽, 
这意味着他的每羽冠军鸽都会出
现在这场拍卖会。最受关注的明星
当然是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
岁鸽组鸽王冠军"黄金王子" (BE13-
3031767 Golden Prince), 他是最近
几个赛季比利时最具实力的长距离
赛鸽之一。事实上他是"超级王子" 
的直孙。在这场拍卖会中我们将上
线4羽全国冠军鸽, 这也充分说明了
这支鸽系的水平。这些拍卖鸽年龄
不大, 只有很少几羽是2009以及以
前出生的。
吉诺还将出售罗尼.梅腾(Ronny 
Menten)的波治全国冠军(45730羽
最高分速)的父母, 他们都是由吉诺
作育的。这羽冠军鸽的母亲为"超
级王子" 的最后一羽直女, 这也是吉

诺.克里克的众多在其他鸽友鸽
舍取得杰出成绩的赛鸽之一。
最后我们还将带来20羽盖比
原舍鸽, 其中3羽都作育了全国
冠军子代, 包括"鲁迪王子之母" 
(Mother Prince Rudy)。她是 "
鲁迪" 直女, 作育子代获得利蒙
治全国冠军。可以说吉诺.克里
克鸽系特别适合与其他血系杂
交。我们还将出售几羽老基础
鸽"海盗号"和"超级王子" 的后
代。
现在就是各位引进吉诺最佳种
鸽来增强自己鸽系实力的绝佳
良机。

祝您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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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名称 空距 (公里)
         亚精顿 485

         波治 417

         伯莱昂 251

         查特顿 331

         查特路 458

         克莱蒙 169

         贡比涅 173

         冯特内 295

         伊苏丹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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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名称 空距 (公里)
         阿让 762

         巴塞罗那 1048

         布瑞福 639

         卡奥尔 713

         盖雷 539

         贾纳克 616

         拉索特年 524

         莱邦纳 700

         利蒙治 606

         马赛 881

         蒙托邦 757

         蒙特利玛 707

         拿邦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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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赛绩

这场拍卖会包括:
4羽全国赛冠军

17羽全国赛前10位
9羽全省赛冠军

49羽冠军鸽
28羽"黄金王子" 的子代
16羽"超级王子" 的子代

8羽"海盗" 的子代
13羽"恶魔王子" 的子代

8羽"恶魔王子" 的兄弟/姐妹
10羽"鲁迪王子" 的子代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黄金王子" 
2012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冠军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2010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超级王子" 
2012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冠军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最佳鸽舍冠军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超级王子"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最佳鸽舍亚军
200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组鸽王季军-"海盗" 
2015年KBDB全国全能最佳鸽舍5位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幼鸽组最佳鸽舍5位
200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组最佳鸽舍5位
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6位-亚精婷娜
KBDB全国中小距离幼鸽组鸽王6位-"索尼亚"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7位
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8位-"萨甘"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幼鸽组鸽王8位- "亚历山德拉"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8位
2012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9位-帕查
2016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0位

蒙吕松全国 19,298 羽冠军
利蒙治全国 6,272 羽冠军 - 14,575 羽最高分速冠军
阿让全国2,932 羽冠军– 阿让国际冠军
卡奥尔全国 7,140 羽亚军
阿让全国 2,932羽亚军 – 阿让国际亚军
布瑞福全国3,850 羽季军
拉索特年全国2,548 羽季军
波治全国10,906 羽4位
波治全国 9,781 羽4位
莱邦纳全国5,890 羽4位
图勒全国5,731 羽4位
波治全国 22,476 羽5位
莱邦纳全国5,024 羽5位
亚精顿全国10,549 羽6位
苏雅克全国 5,282 羽6位
贾纳克全国 4,167 羽6位
蒙吕松全国19,298 羽7位
莱邦纳全国 6,658 羽7位
拉索特年全国 4,161 羽8位
蒙特利玛全国1,538 羽8位
波提尔全国 12,379 羽9位
拉索特年全国 6,205 羽9位
莱邦纳全国 5,890 羽9位
贾纳克全国3,879 羽10位
莱邦纳全国3,238 羽10位
查特路全国 29,591 羽11位
布瑞福全国5,929 羽13位
波治全国10,906 羽14位
拉索特年全国 11,236 羽14位
利蒙治全国 6,907 羽14位
伊苏丹全国 11,984 羽15位
盖雷全国 9,815 羽16位
蒙吕松全国 19,298 羽17位
盖雷全国  9,815 羽17位
莱邦纳全国  5,024 羽17位
波提尔全国 13,135 羽18位
贾纳克全国 3,904 羽18位
盖雷全国  1,913 羽18位
贾纳克全国  3,726 羽20位
卡奥尔全国6,164 羽21位

波品纳全国 5,254 羽22位
亚精顿全国11,223 羽23位
苏雅克全国7,760 羽27位
蒙托邦全国 6,822 羽27位
蒙吕松全国  19,298 羽28位
查特路全国16,479 羽28位
卡奥尔全国 6,164 羽28位
贾纳克全国  4,559 羽28位
拉索特年全国  4,161 羽28位
布瑞福全国 5,929 羽30位
利蒙治全国  14,211 羽33位
蒙托邦全国 4,327 羽33位
查特路全国 29,591 羽34位
蒙吕松全国  11,056 羽34位
查特路全国17,250 羽35位
卡奥尔全国 6,164 羽35位
苏雅克全国 7,760 羽36位
盖雷全国1,913 羽36位
盖雷全国 1,913 羽37位
亚精顿全国 12,449 羽38位
伊苏丹全国 11,984 羽38位
布瑞福全国 5,929 羽39位
拉索特年全国  9,760 羽40位
贾纳克全国  3,904 羽40位
伊苏丹全国 2,212 羽40位
图勒全国6,817 羽41位
莱邦纳全国  5,890 羽42位
亚精顿全国 5,763 羽42位 
图勒全国6,817 羽43位
贾纳克全国  3,904 羽44位
查特路全国20,330 羽45位
查特路全国 9,540 羽46位
布瑞福全国5,929 羽46位
蒙托邦全国 6,822 羽47位
布瑞福全国 8,331 羽48位
利蒙治全国  6,946 羽48位
拉索特年全国  11,236 羽49位
亚精顿全国 7,046 羽49位
波提尔全国 14,094 羽50位
利蒙治全国 6,907 羽50位

2010年至今获得的全国赛前50位成绩 2008-2016年KBDB
全国最佳和鸽王头衔

从2010年至今 
3项全国冠军

国际赛亚军和冠军

26次进入全国赛前10位

83次进入全国赛前10位

138次进入全国赛前100位

144项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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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1场

#1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4年比利时3场长距离 赛 最佳赛鸽
布瑞福全国3850羽季军
图勒全国5731羽4位
利蒙治全国6907羽14位

"古驰王子" (Gucci Prince) 
BE11-3008413

 超级王子直子-爱咬号直孙

"蒂娜" (Tina) 
BE11-3083255
盖比闪电号血系

范德玛勒.威尔弗雷德的波治全国冠军血系

父亲

母亲 作育

KBDB全国鸽王冠军

3次进入全国前8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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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兄弟

姐妹

莱尼 (Lenni)
BE11-3083211

汤米 (Tommy)
BE11-3083212

"蒂娜" 全兄弟

"蒂娜" 全兄弟
波提尔全国13813羽32位
查特路全国15902羽72位
拉索特年全国9548羽84位
作育子代获得贾纳克全国3904羽44位

1场
#3

1场
#4

蒂娜 (Tina)
BE11-3083255

"黄金王子" 之母

1场
# 

2A

毕卢直孙 (Grand出自 Bugno) 
BE06-3187595

毕卢获得波治全国13位和亚精顿全国17位

母亲
BE06-3002040

出自波治全国冠军直子X 闪电号直孙女
范德玛勒.威尔弗雷德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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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3-303191113

场
#1

蒙吕松全国一岁鸽19298羽冠军
全兄姐获得全国9.-17.-28.-62.

全国冠军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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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罗波天娜 (Robertina)
BE11-3008127 13

场
#3超级盖比 (Super Gaby)

BE12-3162870
直子"恶魔王子" 获得
蒙吕松全国一岁鸽组19298羽冠军
作育子代还获得
拉索特年全国6205羽9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17位
查特路全国22818羽28位

波治442羽冠军
直子"恶魔王子" 获得
蒙吕松全国一岁鸽组19298羽冠军
直孙"鲁迪王子" 获得
利蒙治全国冠军和14575羽最高分速

"迭戈" (Diego) 
BE07-3008347

鲁迪半兄弟

母亲
"希尔德" (Hilde) 
BE02-3255938

闪电号直女

"超级王子同孵姐妹直子" 
(Son Nestsister Super Prince)

BE09-3128131

母亲
"罗伯特直女" (Daughter Robert)  

BE04-3178402
直女可爱公主获得盖雷全国16262羽4位

父亲 父亲

13
场

#2

出自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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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Rudy’
BE14-3028072

利蒙治全国6272羽冠军
14575羽最高分速
祖父"超级王子" 获得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刘王子" (Liu Prince) 
BE12-3162776

出自超级王子X罗波天娜

"鲁迪王子之母" (Mother Prince Rudy)
BE13-3056232

盖比原舍-鲁迪直女

父亲

母亲

鲁迪王子 (Prince Rudy)
BE14-30280726场

#1

全国冠军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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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王子直子051 
(Mother Golden Prince 051) BE15-3152051 6场

#4鲁迪王子之母 (Mother Prince Rudy)
BE13-3056232

直子"鲁迪王子" 
利蒙治全国6272羽冠军
14575羽最高分速
子代"152-14" : 2015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亚军
父亲"鲁迪" 为盖比顶级种鸽

鲁迪王子半兄弟

母亲
"鲁迪王子之母" 

(Mother Prince Rudy) 
BE13-3056232

父亲

6场
#2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出自

作育

盖比原舍-鲁迪直女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母亲
"超级女王" (Super Queen) 

FR07-510175
超级种鸽摩利斯直女

父亲



14

加布里艾拉 (Gabriella)
BE15-30505709场

#1

阿让全国2932羽冠军
阿让国际雌鸽组2016羽冠军/国际赛9043羽9位
波治全省2227羽58位

国际赛冠军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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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蜘蛛侠同孵姐妹 
(Nestsister Spiderman) BE13-3031941 9场
#3盖比892 (Gaby 892)

BE12-3162892
直女"加布里艾拉" 获得
阿让全国2932羽冠军
阿让国际雌鸽组2016羽冠军/
国际赛9043羽9位
父亲为闪电号直子
母亲为海王星直女

直女"加布里艾拉" 获得
阿让全国2932羽冠军
阿让国际雌鸽2016羽冠军/
国际赛9043羽9位
本身获得: 杜尔斯全省3831羽70位
克莱蒙全省8250羽127位

母亲

父亲

9场
#2

同孵"蜘蛛侠" 获得
莱邦纳全国5024羽5位
蒙托邦4327羽33位
贾纳克全国4167羽63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66位

出自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艾波闪电" (Ebbo Bliksem) 
BE03-3240765
盖比闪电号直子

母亲
"泰莎" (Tessa) 

BE10-3047084
盖比海王星直女

父亲 "海盗754" (Piraat 754) BE12-3162754
海盗直子

子代获得全国5.-33.-55.-63.-66.-…

‘爱咬直女960" (Daughter Bijter 960)
BE08-3172960

爱咬号直女
吉诺男孩全姐妹 , 全姐妹直子新杰斯获
得利蒙治全国冠军, 鲁迪.狄萨尔使翔

直女茱迪公主获得
查特路全省3486羽13位
波治全国16859羽66位

子代年轻阿凡达获得
杜尔斯全省4165羽13位
杜尔斯全省3636羽14位
布洛瓦全省5246羽2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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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出自

海盗754 (Piraat 754)
BE12-3162754

加布里艾拉同孵姐妹 
(Nestsister Gabriella) BE15-3050569

超级种鸽 子代获得
莱邦纳全国5024羽5位
蒙托邦全国4327羽33位
波治全国21522羽55位
贾纳克全国4167羽63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66位
孙代获得
阿让国际赛冠军和全国冠军

同孵姐妹"加布里艾拉" 获得
2016年阿让全国2932羽冠军
2016年阿让国际赛冠军/国际一岁鸽9位

9场
#6

9场
#5

蜘蛛侠 (Spiderman)
BE13-3031942 9场

#4

莱邦纳全国5024羽5位
蒙托邦全国4327羽33位
贾纳克全国4167羽63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66位

同孵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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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波治全国45730羽冠军父母
超级王子直女522

(Daughter Super Prince 522) BE13-3031522 5场
#1路西恩530 (Lucien 530)

BE10-3163530
直女"奥林匹克公主" -罗尼.梅腾使翔
波治全国一岁鸽组10173羽冠军-45730羽最高分速
拉索特年全国一岁鸽组9580羽16位

直女奥林匹克公主-罗尼.梅腾使翔
波治全国一岁鸽组10173羽冠军-45730羽最高分速

拉索特年全国一岁鸽9580羽16位

"路西恩" (Lucien) BE06-3100789
超级种鸽

孙代获得全国1.-2.-2.-6.-9.-…

母亲
"飞戈直孙女998" 

(Granddaughter Figo 998)
BE08-3172998

超级种鸽 子(孙)代获得全国
1.-2.-2.-6.-9.-19.-68.-72.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全国4.-5.-6.-12.-…

母亲
"海盗直女470" (Daughter Piraat 470)

BE09-3171470

父亲 父亲

5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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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蒙治全国7221羽冠军-斯蒂凡.德斯鲁佛勒使翔
波治全省1258羽34位
亚精顿全国7046羽88位
子代"万豪" 获得
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组鸽王5位
子代"马里奥直女" 获得
贾纳克全国3904羽18位

"皮埃尔.阿梅耶" (Pierre Ameye) 
BE08-3003511

父亲

母亲

马里奥 (Mario)
BE11-3172003

全国冠军和全国鸽王冠军
19

场
#1

"红里德" (Rode Ridder) 
BE03-3014643
老多布拉尔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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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侠 (Spiderman) 
BE13-3031942

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加布里艾拉 (Gabriella) 
BE15-3050570
阿让国际冠军

鲁迪王子 (Prince Rudy) 
BE14-3028072

利蒙治全国6272羽冠军

刘王子 (Liu Prince) 
BE12-3162776

罗波天娜 (Robertina) 
BE11-3008127

罗伯特402 
(Robert 402) 

BE04-3178402

超级罗伯托
(Super Roberto) 

BE00-3148002

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3-3031911
蒙吕松全国冠军

"海盗" (Piraat) 
BE05-3188928

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波提尔 (Portier) 
BE09-3127950
波提尔全省冠军

"快乐18" (Happy 18) 
BE13-3031696
蒙吕松全省冠军

新杰斯 (New Jens) 
利蒙治全国13781羽冠军

鲁迪.狄萨尔

亚精婷娜 (Argentina) 
BE13-3031784

全国大中距离鸽王6位

铁血女郎 (Iron Lady) 
BE15-3050572

PIPA全国鸽王7位

萨甘 (Sagan) 
BE15-3050829

全国大中距离鸽王8位

艾薇 (Ivy) 
BE14-3028158

拉索特年全国9位

黄金明星 (Golden Star) 
BE13-3160522

国际超长距离鸽王冠军

无压力 (No Stress) 
BE11-3008318

蜘蛛侠同孵姐妹 
(Nestsis. Spiderman) 
BE13-3031941

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可爱公主 (Lovely Princess) 
BE14-3028012

2次进入全国前52位

年轻爱咬号同孵兄弟 
(Nestbr. Young Bijter) 
BE08-3172856

爱咬王子 (Prince Bijter) 
BE13-3160501

爱咬840 (Bijter 840) 
BE13-3031840

亚精婷娜之母 
(Mother Argentina) 
BE10-3163953

吉诺男孩 (Gino Boy) 
BE09-3171419

爱咬号 (Bijter) 
BE05-3192693

海盗754 (Piraat 754) 
BE12-3162754

海盗770 (Piraat 770) 
BE12-3162770

旅行者 (Hikker) 
BE12-3050299

彼得 (Peter) 
BE14-3028081
莱邦纳全国4位

阿曼达 (Amanda) 
BE15-3050641

全省全能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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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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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4
查特路全国14位

索尼亚 (Sonia) 
BE16-3107875

全国小中距离鸽王6位

海盗975 (Piraat 975) 
BE09-3127975

海盗140 (Piraat 140) 
BE12-3050140

玫瑰 (Rose) 
BE16-3107040

全省全能鸽王4位

亚精婷娜 (Argentina) 
BE13-3031784

全国大中距离鸽王6位

亚精顿男孩 
(Argenton Boy)

BE08-3172944

托比亚斯 (Tobias) 
BE06-3004383

朱莉特 (Juliette) 
BE14-3028466

拉索特年全国季军

朱莉 (July) 
BE12-3050211

速度号直女 
(Daughter Speedo) 
BE02-3249938

速度号 (Speedo) 
BE01-3224138

史佩微 (Spevi) 
BE02-3245393

芭琳娜 (Berline) 
BE97-3201817

"罗伯特" 子代

"罗伯特" 孙代

"罗伯特" 曾孙代

"罗伯特" 玄孙代

"罗伯特" 来孙代

参加本场拍卖

贝蒂 (Betty) 
BE13-3031674

全国最佳鸽舍功臣鸽

夏洛特 (Charlotte) 
BE13-3031695

全省短距离鸽王7位

快乐18兄弟 
(Brother Happy 18) 
BE13-3031607

蜘蛛侠 (Spiderman) 
BE13-3031942

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古驰王子 (Gucci Prince) 
BE11-3008413

佐拉 (Zora) 
BE10-3163723

萨甘之母
(Mother Sagan) 

BE12-3050356

 帕查 (Pacha) 
BE08-3172821

2012年最佳长距离赛鸽

帕查539 (Pacha 539) 
BE13-3031539

"萨甘" (Sagan) 
BE15-3050829

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BE14-3028139

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蜘蛛侠同孵姐妹 
(Nestsis. Spiderman) 
BE13-3031941

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快乐佐拉 (Happy Zora) 
BE14-3090076

全省大中距离鸽王5位 

加布里艾拉 (Gabriella) 
BE15-3050570
阿让国际冠军

闪电帕查 (Bliksy Pacha) 
BE15-3050595

波治全国大区11401羽冠军

"莱邦纳" (Libourne) 
BE10-3163967

3次进入全国前20位

爱咬960 (Bijter 960) 
BE08-3172960

爱咬068 (Bijter 068) 
BE09-3128068

齐达内 (Zidane) 
BE05-3188897

安洁莉娜 (Angelina) 
BE06-300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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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6位
杜尔斯全省2964羽亚军
蒙吕松全国19298羽7位
杜尔斯全省2948羽7位
波治全国大区3641羽48位
波提尔全国14094羽50位
克莱蒙全省6646羽77位
半兄姐"黄金明星" 获得: 
2015年国际超长距离鸽王冠军(3场比赛)

亚精婷娜 (Argentina)
BE13-3031784

神奇罗伯特血系
3场

#1

"亚精婷娜之母" (Mother Argentina)
BE10-3163953

黄金明星之母  爱咬号直女

父亲

母亲

"亚精顿男孩" (Argenton Boy) BE08-3172944
亚精顿全省5251羽亚军

波治全国9781羽4位
波治全国10906羽14位

罗伯特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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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罗伯特血系

兄弟

亚精顿男孩537  
(Argenton Boy 537) BE13-3160537

灰女郎 (Lady Blue)
BE14-3028170

"亚精婷娜" 和"阿坚达" 全兄弟
波治全国大区1792羽10位
克莱蒙全省8607羽16位
查特顿全省3316羽39位
布瑞福全国5952羽59位
利蒙治全国6492羽82位

蒙托邦全省1778羽6位
蒙吕松全国16982羽195位
贡比涅全省2486羽62位
莱邦纳全国5195羽113位
贾纳克全国4167羽197位

3场
#3

3场
#8

亚坚达 (Argenta)
BE13-3031783

"亚精婷娜" 同孵兄弟
波提尔全国14094羽85位
杜尔斯全省2964羽106位
布洛尼全省6773羽203位
贾纳克全国3741羽251位
冯特内全省5609羽295位

3场
#2

同孵姐妹

父亲:"亚精顿男孩兄弟" 
(Brother Argenton Boy)
BE13-3031986 罗伯特直孙
母亲: "黑085" (Black 085)
BE09-3112085 白腹号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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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甘 (Sagan)
BE15-3050829

神奇罗伯特血系
7场

#1

2016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8位
杜尔斯全省1248羽12位
亚精顿全省3339羽19位
拉索特年全省1370羽26位
查特路全国9540羽46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55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5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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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神奇罗伯特血系
萨甘之母 (Mother Sagan)

BE12-3050356 7场
#3爱咬王子 (Prince Bijter)

BE13-3160501
"萨甘" 之父 布洛瓦全省3317羽季军

母亲
"超级王子同孵姐妹" 

(Nestsister Super Prince)
BE08-3172901

"齐达内" (Zidane)
BE05-3188897

顶级赛鸽-KBDB全国最佳鸽舍5位功臣鸽

母亲
"阿努克" (Anouk)
BE06-3005670

亚精顿全省1524羽5位
盖雷全国10670羽8位

子代获得波治全省8423羽冠军

父亲 父亲

7场
#2

"爱咬号" (Bijter)
BE05-3192693

超级种鸽
罗伯特直孙-海盗号半兄弟

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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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罗伯特血系
吉诺男孩兄弟 (Brother Gino Boy)

BE10-3163998 14
场

#2莱邦纳 (Libourne)
BE10-3163967

2次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4位
莱邦纳全国6658羽7位
贾纳克全国3879羽10位
贾纳克全国3726羽20位
利蒙治全国18390羽97位
利蒙治全国8303羽204位

"吉诺男孩"兄弟
吉诺男孩作育直子"新杰斯" 为鲁迪.狄萨
尔获得利蒙治全国13781羽冠军
全兄姐包括如下顶级赛鸽和种鸽: 
"莱邦纳", "波提尔", "艾格勒小姐", 
"亚精婷娜之母", "年轻爱咬", ...

母亲

"莉安娜" (Liana)
BE05-3188726

父亲

14
场

#1

全兄弟

"爱咬号" (Bijter)
BE05-3192693

超级种鸽
罗伯特直孙-海盗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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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罗伯特血系
海盗753 (Piraat 753)

BE12-3162753
子代"海盗直孙608" 获得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同孵"海盗754" 
作育子代蜘蛛侠和蜘蛛侠同孵姐妹
"蜘蛛侠" 同孵作育子代
"加布里艾拉" 获得阿让全国冠军

9场
#7海盗直孙608 (Grandson Piraat 608)

BE15-3050608
布瑞福全国5929羽46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128位
利蒙治全国6946羽138位

9场
#8

作育

母亲
"海盗直女753" (Daughter Piraat 753)

BE12-3162753

父亲
"超级王子直子521" 

(Son Super Prince 521)
BE13-3031521

超级王子X 海盗直女

"海盗"(Piraat)
BE05-3188928

200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母亲
"超级王子同孵姐妹" 

(Nestsister Super Prince)
BE08-3172901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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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快乐18之母" (Mother Happy 18)
BE09-3128085

子代获得全国8.-28.-28.-34.-78.-195.-…

"波提尔" (Portier)
BE09-3127950

波提尔全省冠军 爱咬号直子
全兄弟吉诺男孩, 作育子代新杰斯获得

利蒙治全国冠军

神奇罗伯特血系
夏洛特 (Charlotte)

BE13-3031695
快乐18 (Happy 18)

BE13-3031696
KBDB全省鸽王4位
蒙吕松全省1167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4161羽8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29位
蒙吕松全国11056羽34位
盖雷全国大区1913羽36位
波治全国大区3461羽40位

KBDB全省短距离7位
克莱蒙574羽冠军
冯特内508羽冠军
克莱蒙9282羽13位
拉索特年全省1173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4161羽28位
冯特内全省5735羽33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41位
克莱蒙全省8607羽47位
冯特内全省5609羽52位

2场
#1

同孵姐妹

2场
#2

全省鸽王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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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罗伯特血系

KBDB全省短距离7位
克莱蒙574羽冠军
冯特内508羽冠军
克莱蒙9282羽13位
拉索特年全省1173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4161羽28位
冯特内全省5735羽33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41位
克莱蒙全省8607羽47位
冯特内全省5609羽52位

X

佐拉 (Zora)
BE10-3163723 12

场
#2快乐18兄弟 (Brother Happy 18)

BE13-3031607
克莱蒙全省5830羽11位
冯特内全省6376羽108位
冯特内全省5918羽203位
作育子代: 
"快乐佐拉" 获得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4位

超级种鸽
作育优秀子代: 
"快乐佐拉" -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4位
"亚历山德拉" -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6位
"亚历山大" -伊苏丹全国15位和布瑞福全国39位
"阿莱甘德拉" -亚精顿全省4位和杜尔斯全省28位

"齐达内" (Zidane)
BE05-3188897

顶级赛鸽-KBDB全国最佳鸽舍5位功臣鸽

母亲
"艾丽雅直女997" (Daughter Elia 997)

BE07-3013997
戈恩芮娜最后直女

父亲

2场
#5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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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罗伯特血系
亚历山大 (Alexander)

BE15-3050584

阿莱甘德拉 (Alegandra)
BE15-3050507

快乐佐拉 (Happy Zora)
BE14-3090076

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BE14-3028139

2场
#6

12
场

#1

12
场

#3
12

场
#4

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4位
杜尔斯全省1722羽7位
杜尔斯全省1416羽8位
波治全省523羽8位
拉索特年全国2548羽68位
查特路全国25126羽115位
亚精顿全国9228羽229位

"快乐佐拉" 半姐妹
"阿莱甘德洛" (鲁迪.狄萨尔原舍) X "佐拉"
KBDB全国长距离幼鸽组鸽王冠军
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8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732羽5位
杜尔斯全国大区4436羽2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3956羽79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877羽80位

快乐的佐拉半兄弟
"阿莱甘德洛" (鲁迪.狄萨尔原舍)X "佐拉" 
伊苏丹全国11984羽15位
布瑞福全国5929羽39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123位

"快乐佐拉" 半姐妹
"阿莱甘德洛" (鲁迪.狄萨尔原舍) X "佐拉"
亚精顿全省529羽4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28位
克莱蒙全省7471羽36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111位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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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神奇罗伯特血系
海盗140 (Piraat 140)

BE12-3050140 10
场

#7比利时小姐兄弟 
(Brother Miss Belgium) BE12-2080203

亚伯特.德瓦原舍
"比利时小姐" 获得: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3场全国赛)
布洛瓦全省2413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17017羽10位
亚精顿全国22442羽29位
波治全国30748羽51位

"比利时小姐兄弟" X "海盗140" 作育子代包括: 
-"索尼娅" 
201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6巍峨
-"罗斯" 
2016年KBDB全省全能鸽王幼鸽组4位

"海盗" 直女
查特路全国22718羽冠军半姐妹

"海盗" (Piraat)
BE05-3188928

200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母亲
"海盗" (Piraat)

BE05-3188928
200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父亲

10
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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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神奇罗伯特血系
莉莉 (Lili)

BE12-3112415 8场
#3旅行者 (Hikker)

BE12-3050299
"阿曼达" 之父
本身获得
冯特内322羽冠军-冯特内全省4802羽9位

"阿曼达" 之母

母亲 母亲

父亲 父亲

8场
#2

"海盗" (Piraat)
BE05-3188928

200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年轻闪电号" (Young Bliksem)
BE10-3100127

林伯格的 "灰鸽王" 和盖比的 "闪电号" 孙代

年轻柯克雌(Young Kerkduifje)
NL08-1548996

基斯.波西瓦柯克雌直女

"50直女" (Daughter 50)
BE09-3129719

爱力克.佛曼德超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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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阿曼达 (Amanda)
BE15-3050641

神奇罗伯特血系
8场

#1

2016年KBDB全省全能鸽王冠军
2016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杜尔斯全省4939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29591羽11位
亚精顿全国11223羽23位
波治全国大区1890羽45位
蒙吕松全省1206羽4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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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托比亚斯" (Tobias) BE06-3004383

"罗伯特直子" (Son Robert) - 海盗半兄弟
超级种鸽-亚精顿男孩之父

"简妮" (Jenny)
BE06-3131096

亚精顿男孩之母-飞戈血统

X

朱莉 (July)
BE12-3050211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Nestbrother Super Bolt) BE10-3086721

本身获得: 
盖雷全省3318羽6位
圣君尼全省1364羽22位
全兄弟"亚精顿男孩" 获得
亚精顿全省5251羽亚军
波治全国9781羽4位
波治全国10906羽14位

16
场

#8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作育优秀子代: 
-"伊达" 
查特顿全省4579羽4位
查特顿全省2587羽7位
杜尔斯全省6083羽13位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X 朱莉作育优秀子代: 
-"灰博尔特" 
冯特内382羽冠军-冯特内全省5056羽9位
-"朱莉直子" 
卡奥尔全国6164羽61位
莱邦纳全国5890羽124位
-"朱莉特" 
拉索特年全国2548羽季军

3场
#4

神奇罗伯特血系

母亲

父亲

"超级博尔特之母" (Mother Super Bolt)
BE04-3100831

飞戈X 盖比

"库尔斯" (Cools)
BE03-3056509
盖比闪电号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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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获得: 
盖雷全省3318羽6位
圣君尼全省1364羽22位
全兄弟"亚精顿男孩" 获得
亚精顿全省5251羽亚军
波治全国9781羽4位
波治全国10906羽14位

父母

朱莉直子 (Son July)
BE14-3028204

伊达 (Ida)
BE15-3050622

朱莉特 (Juliette)
BE14-3028466

灰博尔特 (Blue Bolt)
BE14-3156980

3场
#5

16
场

#1
1

16
场

#1
0

16
场

#7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X  "朱莉"
拉索特年全国2548羽季军
查特顿全省1267羽21位
亚精顿全国2418羽160位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X "朱莉" 
冯特内382羽冠军-冯特内全省5056羽9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26位
杜尔斯全省1722羽109位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X "朱莉" 
卡奥尔全国6164羽61位
盖雷全国大区2707羽67位
莱邦纳全国5890羽124位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X "盖比闪电号回归225" 
查特顿4579羽4位
查特顿全省2587羽7位
杜尔斯全省6083羽13位
查特路全省1902羽26位

父母

神奇罗伯特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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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索米尔 (The Saumur)
BE14-3156994

索米尔之父 (Father Saumur)
BE13-3031823

索米尔全省512羽冠军
波治全省523羽15位
波治全省1415羽20位
杜尔斯全省1169羽32位

14
场

#5

14
场

#4

作出

作育

神奇罗伯特血系

"爱咬号直子"(Son Bijter)
BE10-3163638

"疯狂男孩姐妹" (Sister Crazy Boy)
BE11-300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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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米尔全省512羽冠军
波治全省523羽15位
波治全省1415羽20位
杜尔斯全省1169羽32位

贝蒂 (Betty)
BE13-303167414

场
#3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最佳鸽舍功臣鸽
2014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2013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12位
杜尔斯全省2964羽季军
杜尔斯全省3813羽15位
波治全省3039羽24位
波治全国大区3461羽44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555羽67位
尼韦尔全国大区1337羽74位
杜尔斯全省5697羽109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126位
作育子代
"索米尔" 获得索米尔全省冠军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x 
"年轻柯克雌" (Young Kerkduifje)

BE11-3008425
超级王子直女

父亲

母亲

"爱咬号" (Bijter)
BE05-3192693

超级种鸽  罗伯特直孙-海盗半兄弟

神奇罗伯特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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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年轻波提尔" (Portier Junior)

BE11-3008135
波提尔直子-爱咬号直孙  超级赛鸽

"迪迪设计" (Didi Design)
BE09-3127490
红菲利普之母

母亲

父亲
"佛斯豪特268" (Verschoot 268)

BE13-3003268
乔尔.佛斯豪特原舍-鸽王1号直孙

"铁血女郎之母" (Mother Iron Lady)
BE13-3031840

爱咬号直女-超级王子直孙女

红菲利普半姐妹 (Halfsister Red Filip)
BE14-3028075

铁血女郎 (Iron Lady)
BE15-3050572

杜尔斯全省3831羽12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3956羽37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113位
"红菲利普" 获得
卡奥尔全国7140羽亚军
苏雅克全国5282羽6位
莱邦纳全国6658羽56位
贾纳克3726羽61位

14
场

#8

2015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组鸽王4位
2015年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7位-6场全国赛
亚精顿全省2264羽25位
查特路全省4392羽86位
伊苏丹全省2593羽129位
杜尔斯全省5313羽132位

2场
#1

7

神奇罗伯特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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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斯全省3831羽12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3956羽37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113位
"红菲利普" 获得
卡奥尔全国7140羽亚军
苏雅克全国5282羽6位
莱邦纳全国6658羽56位
贾纳克3726羽61位

海盗770 (Piraat 770)
BE12-3162770

波城小姐 (Miss Pau)
BE11-3125765

"海盗" 直子
"彼得" 之父

父亲: "海盗" (Piraat) BE05-3188928
2008年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母亲: "比利时公主" (Belgium Princess)
BE11-3008432
出自超级王子X 比利时小姐

"彼得" 之母

父亲: "伯拉德072/06半兄弟" (Halfbrother 072/06 Bourlard)
BE09-9107389
橘郡全国冠军直孙
母亲: "伯拉德利蒙治全国冠军直女" 
(Daughter 1. Nat. Limoges Bourlard)
BE08-3038092
父亲利蒙治号获得利蒙治全国12268羽冠军

10
场

#1
0

10
场

#1
1

彼得 (Peter)
BE14-3028081

莱邦纳全国5890羽4位

10
场

#9

父母 X

神奇罗伯特血系

莱邦纳全国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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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力克.林伯格合作育种
作育子代: 
蓬图瓦兹全省10712羽8位
"黄金王子" 获得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4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鸽(3场比赛)
布瑞福全国3850羽季军
图勒全国5731羽4位
利蒙治全国6907羽14位
"神奇092" 获得
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贾纳克全国3741羽季军
图勒全国5731羽8位
盖雷全国9815羽64位
查特路全国12071羽124位
作育子代: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5位

神奇王子 (Magic Prince)
BE15-305066815

场
#1

"神奇092" (Magic 092) BE13-2022092
爱力克.林伯格原舍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父亲

母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黄金王子" 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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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王子" 子代
黄金王子直女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5-3050672

黄金王子直女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5-3050806

黄金王子直女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4-3156960

黄金王子直女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5-3050804

18
场

#1
4

15
场

#8

14
场

#6
15

场
#9

"黄金王子" 首羽直女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海盗直女975" (Daughter Piraat 975)
BE09-3127975
子代获得查特路全国22818羽14位
出自海盗X 阿努克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贝蒂" (Betty)
BE13-3031674
爱咬直女-超级王子直孙女
获得全省季军-15.-49.-65.-…
2014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2013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12位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艾瑞卡" (Erica)
BE13-3128353
艾瑞克.丹尼斯的苏雅克全国冠军直女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露西" (Lucy)
BE09-3171437
顶级种鸽路西恩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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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王子" 子代
黄金王子直女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5-3148532

黄金王子直子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5-3050521

黄金王子直女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5-3148534

黄金王子直女
(Daughter Golden Prince) BE15-3148518

1场
#6

1场
#5

17
场

#5
1场

#7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黄金明星" (Golden Star)
BE13-3160522
2015年国际超长距离鸽王冠军-3场比赛
出自红菲利普X 亚精婷娜之母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贝蒂" (Betty)
BE13-3031674
爱咬直女-超级王子直孙女
获得全省季军-15.-49.-65.-…
2014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2013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12位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露西" (Lucy)
BE09-3171437
顶级种鸽路西恩直女

父亲: "黄金王子" (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亚精婷娜" (Argentina)
BE13-3031784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6位
爱咬号直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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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王子" 子代

同孵兄弟

克里斯王子 (Chris Prince)
BE12-3050012

克里斯塔 (Christa)
BE12-3050026

"超级王子" 直子
查特路全国冠军半兄弟 
作育子代: 
2016年比利时大师赛鸽王6位
查特路全国5868羽101位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克里斯雌" (Chris Duivin)
BE07-3038761
子代获得2010年查特路全国22718羽冠军

"超级王子" 直女
查特路全国冠军半姐妹
作育子代获得: 
查特顿全省4275羽6位
莱邦纳全国3238羽10位

10
场

#1
1场

#1
1

灰王子 (Blue Prince)
BE12-3050011 10

场
#2

"超级王子直子" 
查特路全国冠军半兄弟
作育子代: 
"可爱公主" , 罗尼.梅腾使翔获得: 
盖雷全国16262羽4位
查特路全国25710羽42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3207羽153位
蒙吕松全国16982羽185位

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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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罗贝娃2号" (Robeva 2) BE06-3004382

罗伯特直女
超级种鸽-2010年泰国FCI世界冠军之母

"超级王子"子代
卡雷拉 (Carrera Prince)

BE11-3008418

黑王子 (Black Prince)
BE13-3031524

超级王子直子
作育子代: 
查特顿全省4579羽28位
蓬图瓦兹全省12624羽71位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飞戈直孙女998" 
(Granddaughter Figo 998)
BE08-3172998
超级种鸽
作育(孙)子代获得全国1.-2.-6.-19.-68.-72.

"超级王子" 直子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小黑雌782" (Zwartje 782)
BE05-3188782
波治全国14535羽冠军速度号鸽系

1场
#9

8场
#9

钻石王子 (Diamond Prince)
BE11-3008416

"超级王子" 直子
作育子代获得: 
杜尔斯251羽冠军-杜尔斯全省2786羽亚军
冯特内682羽冠军-冯特内全省6376羽22位
查特路全省3594羽32位
杜尔斯全省6400羽34位
波治全省2899羽34位
利蒙治全国6907羽97位

15
场

#2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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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王子" 子代
超级王子直女518 

(Daughter Super Prince 518) BE13-3031518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海盗307直女" (Daughter Piraat 307)
BE11-3008307
KBDB全国鸽王季军海盗号直女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艾米" (Amy)
BE11-3008144
海盗直孙女

7场
#7

1场
#1

0

法拉利王子 (Ferrari Prince)
BE13-3031517 8场

#8

"超级王子" 直子 
作育子代: 
布瑞福全国5929羽30位
查特路全省2791羽48位
波治全省5855羽67位
拉索特年全省3876羽93位
拉索特年全国9580羽96位
拉斯特年全国9760羽141位

超级王子直子527 
(Son Super Prince 527) BE13-3031527

同孵兄弟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爱咬直女437" (Daughter Bijter 437)

BE11-3008437
爱咬号直女, 

利蒙治全国冠军吉诺男孩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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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王子" 子代
超级王子直女502 

(Daughter Super Prince 502) BE13-3031502

扬子王子 (Yangtze Prince)
BE14-3028098

全姐妹"茱迪公主" 获得
查特路全省3486羽13位
波治全国16859羽66位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爱咬直女960" (Daughter Bijter 960)
BE08-3172960
全兄弟"吉诺男孩" 
-作育子代获得利蒙治全国冠军, 
鲁迪.狄萨尔使翔
茱迪公主之母
子代年轻阿凡达获得全省13.-14.-25.

欧洲最后一羽超级王子直子
"萨甘" 半兄弟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萨甘之母" (Mother Sagan)
BE12-3050356
萨甘获得2016年KBDB
全省各级和全国大中距离鸽王8位

7场
#5

7场
#4

超级王子X 帕查直女 
(Super Prince x Daughter Pacha) BE13-3031515

作育子代:  
波治全国19889羽16位

7场
#6

母亲
"帕查直女792" (Daughter Pacha 792)

BE12-3162792
帕恰直女-海盗号直孙女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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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王子" 子代
超级王子X 闪电 

(Super Prince x Bliksy) BE13-3031513
作育子代: 
莱邦纳全国5890羽80位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母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作育子代获得: 
波治全国28087羽192位

15
场

#1
7

15
场

#1
8

超级王子直子087 
(Son Super Prince 087) BE14-3028087 1场

#8

冯特内245羽4位
克莱蒙328羽5位
冯特内259羽6位
查特路311羽10位
盖雷全省2834羽87位
查特路全省5063羽103位

超级王子X 闪电 
(Super Prince x Bliksy) BE13-3031514

同孵姐妹

母亲
"齐达内直女" (Daughter Zidane)

BE12-3050355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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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公主 (Olympic Princess)

BE15-3050843

神奇路西恩血系

不参加拍卖-罗尼.梅腾使翔
波治全国一岁鸽10173羽冠军
-45730羽最高分速
拉索特年全国一岁鸽9580羽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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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BE08-3172902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获得全国4.-5.-6.-12.-…

"海盗直女470" (Daughter Piraat 470)
BE09-3171470

母亲

父亲
"路西恩" (Lucien) BE06-3100789

超级种鸽
孙代获得全国1.-2.-2.-6.-9.-…

"飞戈998" (Figo 998) BE08-3172998
飞戈直孙女

子(孙)代获得全国1.-2.-2.-6.-9.-19

X

神奇路西恩血系
超级王子直女522 

(Daughter Super Prince 522) BE13-3031522
路西恩530 (Lucien 530)

BE10-3163530
作育直女"奥林匹克公主" 

5场
#2

奥林匹克公主之父
作育子代: 
波治全国45730羽冠军
杜尔斯全省4939羽6位
2015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7位
蒙吕松全省1778羽15位
杜尔斯全省6083羽15位
拉索特年全国9580羽16位
查特路全省4579羽21位
贾纳克全国4559羽28位
冯特内全省933羽32位
波治全省523羽36位
杜尔斯全省3831羽39位

5场
#1

出自



50

神奇路西恩血系
奥林匹克公主姐妹 

(Sister Olympic Princess) BE15-3050612 5场
#4奥林匹克公主姐妹 

(Sister Olympic Princess) BE15-3050611
杜尔斯全省6083羽15位
查特路全省4579羽21位
冯特内933羽32位
拉索特年全省2739羽79位

克莱蒙150羽4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6位
克莱蒙344羽14位
伊苏丹全省2593羽121位

5场
#3

同孵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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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150羽4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6位
克莱蒙344羽14位
伊苏丹全省2593羽121位

母亲

父亲

"克里斯319" (Chris 319)
BE12-3050319

神奇路西恩血系
雅克布 (Jacoba)

BE14-3028113
乌尔苏拉 (Ursella)

BE14-3028114
"奥林匹克公主" 半姐妹 
蒙吕松全省1778羽15位
贾纳克全国4559羽28位
杜尔斯全省2122羽60位
杜尔斯全省2463羽128位

5场
#7

"奥林匹克公主" 半姐妹
2015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7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3956羽10位
波治全省523羽36位
杜尔斯全省3831羽39位
杜尔斯全省2122羽56位
蒙吕松全省1778羽71位
贡比涅全省2486羽85位
拉索特年全国6205羽107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348羽166位

5场
#6

同孵姐妹 "路西恩530" (Lucien 530)
BE10-3163530

超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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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获得: 
莱邦纳全国6658羽68位
卡奥尔全国8348羽72位
利蒙治全国14211羽118位
作育子代包括: -"红菲利普" 
卡奥尔全国7140羽亚军
苏雅克全国5282羽6位
莱邦纳全国6658羽56位
贾纳克全国3726羽61位
利蒙治全国18390羽262位
-"露西亚" 
2016年阿让全国2932羽亚军
2016年阿让国际雌鸽亚军/国际一岁鸽16位
波治全国大区2227羽63位
亚精顿其实2264羽102位
-"露西亚姐妹" 
拉索特年全国9位

年轻路西恩 
(Young Lucien) BE09-3128071

神奇路西恩血系
4场

#2

"飞戈直孙女998" (Granddaughter Figo 998)
BE08-3172998 超级种鸽

子(孙)代获得全国1.-2.-6.-19.-68.-72.

父亲

母亲

"路西恩" (Lucien) BE06-3100789
超级种鸽

孙代获得全国1.-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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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菲利普 (Red Filip)
BE11-30081534场

#1

作出

卡奥尔全国7140羽亚军
苏雅克全国5282羽6位
莱邦纳全国6658羽56位
贾纳克全国3726羽61位
利蒙治全国18390羽262位
作育子代: 
"黄金明星" : 
2015年国际超长距离鸽王冠军(3场比赛)

神奇路西恩血系

"迪迪设计" (Didi Design)
BE09-3127490
红菲利普之母

父亲

母亲

"年轻路西恩" (Young Lucien)
BE09-3128071

超级种鸽路西恩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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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路西恩血系
盖雷小姐姐妹 

(Sister Miss Gueret) BE14-3028092

范内肯 (Van Eycken)
BE11-2201694

莱邦纳全国5890羽42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877羽136位
盖雷全国大区2707羽144位

罗伯特.范内肯原舍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安迪" 直女
"波利斯" 直孙女

父亲: "安迪" (Andy)
BE07-2141440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母亲: "玛莉亚" (Maria)
BE10-2070510
马赛国际赛冠军"波利斯" 直女

4场
#7

4场
#8

盖雷小姐 (Miss Gueret)
BE14-3028181

盖雷全省1952羽冠军-3921羽最高分速
杜尔斯全省2463羽106位
杜尔斯全省3831羽129位
蒙吕松全省1778羽136位

4场
#6

作育

作育

母亲
"范内肯" (Van Eycken) 

BE11-2201694
超级种鸽

父亲
"年轻路西恩" (Young Lucien)

BE09-3128071
超级种鸽路西恩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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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路西恩血系
露西亚同孵姐妹 (Nestsister Lucia)

BE15-3050610
露西亚 (Lucia)
BE15-3050609

"红菲利普" 半姐妹

4场
#4

"红菲利普" 半姐妹
阿让全国2932羽亚军
阿让国际雌鸽2016羽亚军/国际一岁鸽9043羽16位
波治全国大区2227羽63位
亚精顿全省2264羽102位

4场
#5

同孵姐妹

母亲

父亲
"年轻路西恩" (Young Lucien)

BE09-3128071
超级种鸽路西恩直子

"伊凡直女" (Daughter Yvan)
BE11-3008197

飞戈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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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和鲁迪血系: 恶魔王子的兄弟/姐妹
恶魔王子姐妹 

(Sister Devil Prince) BE13-3031863

恶魔王子姐妹 
(Sister Devil Prince) BE15-3050516

全兄姐获得全国1.-9.-17.-28.-62 
杜尔斯全省2964羽89位
作育子代获得
布瑞福全国30位
同孵姐妹获得
波提尔全国62位

全兄姐获得全国1.-9.-17.-28.-62.
查特路全省4392羽97位

13
场

#9
 

13
场

#6

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3-3031911

拿邦全国一岁鸽19298羽冠军
全兄姐获得全国9.-17.-28.-62.

13
场

#1

母亲
"罗波天娜" (Robertina)

BE11-3008127
超级种鸽

罗伯特直孙女和超级王子同孵姐妹

父亲
"超级盖比" (Super Gaby)

BE12-3162870
超级种鸽  闪电号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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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和鲁迪血系: 恶魔王子的兄弟/姐妹
恶魔王子姐妹 

(Sister Devil Prince) BE15-3152047

恶魔王子兄弟 
(Brother Devil Prince) BE15-3152059

恶魔王子姐妹 
(Sister Devil Prince) BE14-3090085

恶魔王子姐妹 
(Sister Devil Prince) BE15-3152060

6场
#9

13
场

#7

13
场

#8
6场

#1
7

全兄姐获得全国1.-9.-17.-28.-62. 全兄姐获得全国1.-9.-17.-28.-62.

全兄姐获得全国1.-9.-17.-28.-62.全兄姐获得全国1.-9.-17.-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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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恶魔王子" 子代
恶魔王子直女499 

(Daughter Devil Prince 499) BE14-3028499

恶魔王子直女016 
(Daughter Devil Prince 016) BE15-3152016

作育子代: 
贾纳克全国3904羽44位
利蒙治全国6946羽161位

父亲: "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1-3008413
蒙吕松全国19298羽冠军
母亲: "超级王子直女502" 
(Daughter Super Prince 502)
BE13-3031502
超级王子直女-爱咬号直孙女

13
场

#1
4

18
场

#1
1

恶魔王子直女954 
(Daughter Devil Prince 954) BE14-3156954

黄金王子半姐妹

1场
#1

3

姐妹母亲
"蒂娜" (Tina)

BE11-3083255
黄金王子之母

父亲
"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1-3008413
蒙吕松全国19298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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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恶魔王子" 子代
恶魔王子首羽直女989 

(First Daughter Devil Prince 989) BE14-3156989
半兄弟姐妹: 
-"哈泽德" 
蒙特利玛全国8位
-"丘比特" 
利蒙治全国6946羽48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53位

13
场

#1
1

13
场

#1
2

恶魔王子直女505 
(Daughter Devil Prince 505) BE15-3050505 13

场
#1

0

本身获得: 
波治全省2227羽50位

恶魔王子首羽直子 
(First Son Devil Prince) BE14-3156990

兄弟

父亲: "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1-3008413
蒙吕松全国19298羽冠军
母亲: "亚伯公主" (Aelbrecht Princess)
BE12-3050043
超级种鸽, 子代获得全国8.-35.-96.
超级王子直孙女

母亲
"超级王子直女518" 

(Daughter Super Prince 518)
BE13-3031502

超级王子直女-海盗直孙女

父亲
"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1-3008413
蒙吕松全国19298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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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超级盖比" 子代
超级盖比 (Super Gaby)

BE12-3162870 13
场

#2艾薇 (Ivy)
BE14-3028158

恶魔王子半姐妹
拉索特年全国6205羽9位
杜尔斯全国大区4436羽43位
盖雷全省2834羽59位

作育子代"恶魔王子" 获得
蒙吕松全国一岁鸽19298羽冠军
作育子代获得
拉索特年全国6205羽9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17位
查特路全国22818羽28位

"迭戈" (Diego)
BE07-3008347

盖比原舍-鲁迪半兄弟

母亲
"希尔德" (Hilde)
BE02-3255938

盖比原舍-闪电号直女

父亲

13
场

#5

母亲
"无压力" (No Stress)

BE11-3008318
超级种鸽, 子代获得全国9.-13.-28.-40.

爱咬号直孙女

父亲
"超级盖比" (Super Gaby)

BE12-3162870
超级种鸽  闪电号直孙

作出



61

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超级盖比" 子代
超级盖比直子 (Son Super Gaby)

BE15-3050797
蒂娜翻版 (Copy Tina)

BE15-3050800
"恶魔王子" 半兄弟
半兄姐获得全国1.-9.-17.-28.-62.-…

1场
#2

"恶魔王子" 和"黄金王子" 半姐妹
半兄姐获得全国1.-3.-4.-9.-14.-17.-28.-62.-…

6场
#1

0

母亲
"蒂娜" (Tina) BE11-3083255

黄金王子之母

父亲
"超级盖比" (Super Gaby)

BE12-3162870
超级种鸽, 子代获得全国1.-9.-17.-28.-62.

闪电号直孙

母亲
"盖比斯巴达克斯" (Gaby Spartacus)

BE13-3056242
闪电号直孙女

父亲
"超级盖比" (Super Gaby)

BE12-3162870
超级种鸽, 子代获得全国1.-9.-17.-28.-62.

闪电号直孙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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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灰所向无敌" (Blue Kannibaal)

BE11-2018427
闪电号直孙女

父亲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盖比超级种鸽

鲁迪227 (Rudy 227)
BE13-3056227

"鲁迪" 直子
"超级罗密欧" 和"新闪电号" 半兄弟
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25710羽370位
波治全国19376羽379位

18
场

#2 鲁迪特228 (Rudette 228)
BE13-3056228 18

场
#1

6

"鲁迪" 直女
"超级罗密欧" 和"新闪电号" 的半姐妹
子代获得: 
蓬图瓦兹全省10712羽50位同孵兄弟

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传奇种鸽"鲁迪" 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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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传奇种鸽"鲁迪" 子代
鲁迪王子之母 (Mother Prince Rudy)

BE13-3056232
鲁迪特231 (Rudette 231)

BE13-3056231
作育直子"鲁迪王子" 获得
利蒙治全国6272羽冠军
还获得14575羽最高分速
作育子代: 
152-14获得2015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亚军
076-16: 拉索特年全省3876羽5位
盖比顶级种鸽"鲁迪" 直女

6场
#3

"鲁迪" 直女
"超级罗密欧" 和"新闪电号" 的半姐妹
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6205羽106位
查特路全省5063羽227位

6场
#2

同孵姐妹

母亲
"超级女王" (Super Queen)

FR07-510175
超级种鸽摩利斯直女

父亲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盖比超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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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传奇种鸽"鲁迪" 子代
鲁迪236 (Rudy 236)

BE13-3056236
"鲁迪" 直子
"超级罗密欧" 和"新闪电号" 的半兄弟
子代获得: 
杜尔斯全省4939羽24位
伊苏丹全国38位
查特路全省5374羽41位
蒙吕松全省1206羽44位
盖雷全国大区2707羽77位
拉索特年全国5929羽115位

17
场

#1 鲁迪特235 (Rudette 235)
BE13-3056235 17

场
#2

"鲁迪" 直女
"超级罗密欧" 和"新闪电号" 的半姐妹

同孵兄弟

母亲
"莉莉" (Lily) BE09-3095066
KBDB全国鸽王7位迪克直女

父亲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盖比超级种鸽



盖比闪电号和鲁迪鸽系: 传奇种鸽"鲁迪" 子代

母亲
"斑点海王星" (Geschelpt Neptunus)

BE10-3047071
海王星直女-冠军直孙女

父亲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盖比超级种鸽

"鲁迪" 直子
"超级罗密欧" 和"新闪电号" 的半兄弟
子代获得: 
莱邦纳全国5890羽9位

鲁迪681 (Rudy 681)
BE13-3148681 18

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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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血系
闪电雌 (Bliksy)

BE12-3162891

盖比229 (Gaby 229)
BE12-3088229

作育子代: 
2016年比利时大师鸽王6位

父亲: "铁达时" (Titus)
BE06-1267005
白腹号回血-顶级种鸽
子代米歇尔全国号获得全国鸽王12位
母亲: "戴维达" (Davida)
BE07-7479070
飞戈回血

作育子代: 
杜尔斯394羽冠军
波城全省541羽26位
莱邦纳全国3238羽126位

9场
#1

1
17

场
#4

盖比892 (Gaby 892)
BE12-3162892

作育子代"加布里艾拉" 
2016年阿让全国2932羽冠军
阿让国际赛雌鸽2016羽冠军和国际赛9043羽9位
父亲为"闪电号" 直子
母亲为"海王星" 直女

9场
#2

母亲
"泰莎" (Tessa)

BE10-3047084
盖比海王星直女

父亲
"艾波闪电" ( Ebbo Bliksem)

BE03-3240765
盖比闪电号直子 同孵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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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闪电号直孙693" (Grandson Bliksem 693)

BE13-3148693

"亚伯公主" (Aelbrecht Princess)
BE12-3050043

超级王子直孙女  超级种鸽

盖比闪电号血系
强壮闪电号 (Strong Bliksem)

BE14-3028143
盖比693 (Gaby 693)

BE13-3148693
卡奥尔全国6164羽28位
图勒全国6101羽140位
利蒙治全国6272羽321位

18
场

#5

闪电号直孙
作育子代: 
图勒全省1028羽9位
卡奥尔全国6164羽28位
波治全国30108羽96位
图勒全国6101羽140位

18
场

#6

作出

母亲
"玛蒂娜" (Martina)
BE05-2076701

父亲
"闪电号归来" (Returned Bliksem)

BE05-3006569
闪电号直子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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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血系
超级盖比 (Super Gaby)

BE12-3162870
作育子代"恶魔王子" 获得
蒙吕松全国一岁鸽19298羽冠军
作育子代获得
拉索特年全国6205羽9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17位
查特路全国22818羽28位

13
场

#2

盖比869 (Gaby 869)
BE12-3162869

超级盖比同孵兄弟

作出: "迭戈" (Diego)
BE07-3008347
盖比原舍-鲁迪半兄弟
母亲: "希尔德" (Hilde)
BE02-3255938
盖比原舍-闪电号直女

13
场

#4

盖比193 (Gaby 193)
BE13-3056193

闪电号直孙
作育子代: 
查特顿全省2587羽6位
查特路全国22818羽16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48位
杜尔斯全国24097羽251位

18
场

#7

母亲
"夏奇拉" (Shakira)
BE11-2018430
闪电号直孙女

父亲
"闪电号归来" (Returned Bliksem)

BE05-3006569
闪电号直子  顶级种鸽同孵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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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兄弟

伊达 (Ida)
BE15-3050622

盖比回归225 (Gaby Returned 225)
BE13-3056225

查特路全省4579羽4位
查特顿全省2587羽7位
杜尔斯全省6083羽13位
查特路全省1902羽26位

16
场

#9

16
场

#7

母亲
"雅克布" (Jacoba)
BE11-2018422
闪电号直孙女

父亲
"闪电号归来" (Returned Bliksem)

BE05-3006569
闪电号直子
顶级种鸽

母亲
"盖比归来525" (Gaby Returned 225)

BE13-3056225

父亲
"超级博尔特同孵兄弟" 

(Nestbrother Super Bolt)
BE10-3086721

白腹号鸽系

盖比闪电号血系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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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血系

X

闪电帕查之母 (Mother Bliksy Pacha)
BE13-3056226

帕查直子539 (Son Pacha 539)
BE13-3031539

闪电号直孙女
作育子代获得: 
波治全国大区11401羽冠军
贾纳克全国4167羽6位

16
场

#3

16
场

#2

母亲
"无压力" (No Stress)

BE11-3008318
超级种鸽, 子代获得全国9.-13.-28.-40.

爱咬号直孙女

父亲
"帕查" (Pacha)

BE08-3172821
2012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鸽

母亲
"雅克布" (Jacoba)BE11-2018422

闪电号直孙女

父亲
"闪电号归来" (Returned Bliksem)

BE05-3006569
闪电号直子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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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闪电号血系

闪电号直孙女
作育子代获得: 
波治全国大区11401羽冠军
贾纳克全国4167羽6位

闪电帕查 (Bliksy Pacha)
BE15-3050595

波治全国大区11401羽冠军
查特顿全省4579羽5位
杜尔斯全省5313羽58位
杜尔斯全省6083羽58位

16
场

#1 贾纳克 (The Jarnac)
BE14-3028078 16

场
#4

闪电帕查半兄弟
贾纳克全国4167羽6位
莱邦纳全国5195羽122位
卡奥尔全国6164羽189位
利蒙治全国6272羽229位

母亲
"闪电帕查之母" (Mother Bliksy Pacha)

BE13-3056226
闪电号直孙女

父亲
"年轻波提尔" (Portier Junior)

BE11-3008135
波提尔直子-爱咬号直孙  超级赛鸽半姐妹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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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闪电号459" (Bliksem 459)

BE11-42911459
闪电号直孙女

父亲
BE13-3031521

(Son Super Prince x Daughter Piraat)
超级王子直子X 海盗直女

母亲

"塔玛拉" (Tamara) BE06-3008009
闪电号直女

父亲
"尼斯特" (Nesten)
BE04-3001596

盖比闪电号血系
闪电号459 (Bliksem 459)

BE11-4291459
闪电号直孙女
作育子代: 
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6位
杜尔斯全省5313羽18位
布洛尼全省2947羽19位
查特顿全省2976羽29位
亚精顿全国12449羽38位
克莱蒙全省7471羽40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43位

18
场

#3 超级王子直孙女 
(Granddaughter Super Prince) BE15-3050604 18

场
#4

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6位
杜尔斯全省5313羽18位
布洛尼全省2947羽19位
查特顿全省2976羽29位
亚精顿全国12449羽38位
克莱蒙全省7471羽40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43位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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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6位
杜尔斯全省5313羽18位
布洛尼全省2947羽19位
查特顿全省2976羽29位
亚精顿全国12449羽38位
克莱蒙全省7471羽40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4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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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迪王子直女 
(Daughter Prince Rudy) BE15-3002946

鲁迪王子直子 (Son Prince Rudy)
BE15-3152095

鲁迪王子 (Prince Rudy)
BE14-3028072

鲁迪王子直女 
(Daughter Prince Rudy) BE15-3152057

6场
#1

6场
#7

6场
#5

利蒙治全国6272羽冠军
14575羽最高分速

父亲: "鲁迪公主" (Prince Rudy)
BE14-3028072
利蒙治全国14575羽冠军
母亲:  "魔鬼号" (The Monster)
BE13-3160536
顶级赛鸽-2次获得全国前21位
超级王子直孙女

父亲: "鲁迪公主" (Prince Rudy)
BE14-3028072
利蒙治全国14575羽冠军
母亲:  "灰女郎" (Lady Blue)
BE14-3028170
顶级赛鸽-罗伯特鸽系

半姐妹"索尼亚" , KBDB全国中短距离鸽王6位
半姐妹"玫瑰" , KBDB全省全能鸽王4位

父亲: "鲁迪王子" (Prince Rudy) BE14-3028072
利蒙治全国14575羽冠军
母亲: "海盗140" (Piraat 140)
BE12-3050140 
海盗直女
超级种鸽-子代获得KBDB全国鸽王6位

鲁迪王子子代

PA
RT

 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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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最佳长距离赛鸽"帕查" 子代
帕查987 (Pacha 987)

BE13-3031987
"帕查" 直子
"帕查" 获得: 
2012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鸽
苏雅克全国7760羽27位
图勒全国6817羽41位
蒙托邦全国6822羽47位
卡奥尔全国8651羽75位

5场
#1

0 帕查998 (Pacha 988)
BE13-3031988 5场

#1
1

母亲

"范内肯" (Van Eycken) BE11-2201694
超级种鸽, 盖雷小姐之母

父亲
"帕查" (Pacha) BE08-3172821
2012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鸽

同孵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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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查直女 (Daughter Pacha)
BE13-3031692

帕查直女 (Daughter Pacha)
BE12-3050038

蒙吕松全国19298羽63位
杜尔斯全省2964羽88位
波提尔全国14094羽170位

子代获得: 
莱邦纳全国5890羽9位
拉索特年全国9580羽96位

5场
#1

2

7场
#1

2

母亲
"翻版超级王子" (Copy Super Prince)

BE08-3172879

父亲
"帕查" (Pacha) 

BE08-3172821
2012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鸽

母亲
"超级王子同孵姐妹" 

(Nestsister Super Prince)
BE08-3172901

父亲
"帕查" (Pacha) 

BE08-3172821
2012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鸽

2012年最佳长距离赛鸽"帕查" 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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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科特DV" (Kurt DV) BE12-3112488

科特.普拉图原舍
顶级种鸽-子代获得KBDB

全省长距离鸽王4位

母亲

"威利男孩之母" (Mother Willy Boy)
BE11-3057401

白腹号鸽系

父亲
"寇克拉尔454" (Cockelaere 454)

BE11-3057454
白腹号鸽系

蒙吕松全国19298羽63位
杜尔斯全省2964羽88位
波提尔全国14094羽170位

威利男孩 (Willy Boy)
BE12-3091431

波提尔全国12379羽9位
波治全省2899羽15位
波治全省1664羽43位
冯特内全省6150羽108位
奥尔良全省1991羽121位
波提尔全国13135羽185位
盖雷全国7681羽232位

19
场

#7 帕查直孙女 (Granddaughter Pacha)
BE13-3163264 8场

#1
5

杜尔斯全省411羽季军
波治全省523羽33位
克莱蒙全省9282羽50位
卡奥尔全国6154羽66位
杜尔斯全省5697羽80位
蒙吕松全省1167羽101位

其他顶级鸽

父亲
"年轻帕查" (Young Pacha)

BE11-3008068
帕查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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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亚伯特王子" (Aelbrecht Princess)
BE12-3050043

超级种鸽-子代获得全国8.-35.-96.
超级王子直孙女

父亲
"范胡克639" (Van Hoecke 639)

BE12-3004639
超级种鸽-子代获得全国

13.-16.-35.-40.-126. 

纳达尔 (Nadal)
BE13-3031876

魔鬼号 (The Monster)
BE13-3160536

卡奥尔全国6164羽35位
利蒙治全国15009羽126位
拉索特年全国9136羽142位
半兄弟"泰森" 获得
布瑞福全国5929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40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175位

超级王子直孙女
冯特内933羽冠军
莱邦纳全国5024羽14位
卡奥尔全国6164羽21位
杜尔斯全省4939羽136位
阿让全国3524羽199位

15
场

#7

12
场

#1
6

母亲
"帕拉X 亚精顿女孩" (Para x Argenton Girl)

BE06-3005711
飞戈鸽系

父亲
"超级王子" X "罗贝瓦2号" 
(Super Prince x Robeva 2)

BE11-3008408
超级王子直子-罗伯特直孙

其他顶级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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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亚伯特981" (Aelbrecht 981) 

BE09-4114981
马赛X 小飞飞回血

"比利时公主" (Belgium Princess)
BE11-3008432

出自超级王子X 比利时小姐

X

卡奥尔全国6164羽35位
利蒙治全国15009羽126位
拉索特年全国9136羽142位
半兄弟"泰森" 获得
布瑞福全国5929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40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175位

超级威尔弗雷德 (Super Wilfried)
BE13-3032899 11

场
#9 亚伯特公主 (Aelbrecht Princess)

BE12-3050043 11
场

#8

作育子代: 
-"哈泽德" 
蒙特利玛全国大区冠军
全国1538羽8位
-"纳达尔" 
卡奥尔全国6164羽35位
利蒙治全国15009羽126位
拉索特年全国9136羽142位
-"强壮闪电号" 
卡奥尔全国6164羽28位
图勒全国6101羽140位
利蒙治全国6272羽321位

其他顶级鸽

作育子代: 
-"哈泽德" 
蒙特利玛全国大区冠军
全国1538羽8位
-"丘比特" 
利蒙治全国6946羽48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53位
-"超级维尔福雷迪直子" 
蒙特利玛全国1538羽45位
利蒙治全国6946羽23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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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丘比特 (Cupido)
BE15-3050588

利蒙治全国6946羽48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53位

超级王子直孙
蒙特利玛全国1538羽45位
利蒙治全国6946羽233位

父亲: "超级威尔弗雷德" (Super Wilfried)
BE13-3032899 顶级种鸽
母亲: "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x "年轻柯克雌" (Young Kerkduifje)
BE11-3008425
超级王子直女

11
场

#1
0

11
场

#1
1

哈泽德 (Hazard)
BE15-3050560 11

场
#7

蒙特利玛全国大区冠军
蒙特利玛全国1538羽8位

超级威尔弗雷德直子 
(Son Super Wilfried) BE15-3050587

兄弟

其他顶级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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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胡克639 (Van Hoecke 639)
BE12-3004639

无压力 (No Stress)
BE11-3008318

"爱咬号" 直孙女 
作育子代: "泰森" : 
布瑞福全国5929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40位
-"艾薇" : 
拉索特年全国6205羽9位
作育孙代: "闪电帕查" 
波治全国大区11401羽冠军

作育子代: 
-"泰森" : 
布瑞福全国5929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40位
-"纳达尔" : 
卡奥尔全国6164羽35位
利蒙治全国15009羽126位
拉索特年全国9136羽142位

11
场

#2
11

场
#3

泰森 (Tyson)
BE15-3050504

布瑞福全国5929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40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175位

11
场

#1

其他顶级鸽

父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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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安卡直女" (Daughter Anka)

BE08-3172954
罗伯特直孙女

父亲
"黑262" (Black 262) BE11-3055262

超级种鸽

黑262 (Black 262)
BE11-3055262

爱黛儿 (Adele)
BE13-3031803

作育子代: 
KBDB全国最佳鸽舍冠军功臣鸽
2014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尼韦尔全国大区1337羽14位
查特顿全省4003羽15位
盖雷全国9817羽17位
杜尔斯全省2122羽40位
盖雷全国大区2707羽62位
杜尔斯全省5697羽84位
波治全省3700羽88位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最佳鸽舍冠军功臣鸽
尼韦尔全国大区1337羽14位
盖雷全国9817羽17位
杜尔斯全省5697羽84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3297羽152位

19
场

#1
2

19
场

#1
1

其他顶级鸽

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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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 
KBDB全国最佳鸽舍冠军功臣鸽
2014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尼韦尔全国大区1337羽14位
查特顿全省4003羽15位
盖雷全国9817羽17位
杜尔斯全省2122羽40位
盖雷全国大区2707羽62位
杜尔斯全省5697羽84位
波治全省3700羽88位

杰西卡 (Jessica)
BE14-3028123

2014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查特顿全省4003羽15位
杜尔斯全省2122羽40位
盖雷全国大区2707羽62位
波治全省3700羽88位

19
场

#9 杰西卡同孵兄弟 
(Nestbrother Jessica) BE14-3028124 PA

RT
 1

9 
# 

10

查特路全国大区3956羽
盖雷全国大区2707羽238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248羽247位

母亲
"博列洛同孵姐妹" (Nestsister Bolero)

BE08-3172927
母亲为海盗姐妹

父亲
"黑262" (Black 262) BE11-3055262

超级种鸽

其他顶级鸽

同孵兄弟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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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利蒙治全国冠军马里奥的子代
丹尼拉 (Daniella)

BE13-3047545
马里奥 (Mario)

BE11-3172003
波品纳全国5254羽22位利蒙治全国7221羽冠军-斯蒂凡.德斯鲁佛勒使翔

波治全省1258羽34位
亚精顿全国7046羽88位

19
场

#1

19
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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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蒙治全国冠军马里奥的子代

半姐妹

万豪 (Mariott)
BE15-3050534

2015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5位
查特路全国17250羽35位
波治全省5855羽77位
杜尔斯全省5313羽124位

19
场

#3 马里奥直女 (Daughter Mario)
BE15-3050662 19

场
#4

马里奥X 超级博尔特姐妹
贾纳克全国3904羽18位
利蒙治全国6945羽229位

波品纳全国5254羽22位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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