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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广西白蚁的专著,共分十三章,内容包

括:概论,广西的自然地理概况,广西白蚁的生态地理分布,白蚁的形

态特征,白蚁的生物学特性,白蚁的行为,白蚁的生态学特性,广西白

蚁的分类,房屋建筑白蚁的预防技术,房屋建筑白蚁的监控技术,房

屋建筑白蚁的防治,水库、水坝白蚁的危害及防治,农林白蚁的危害

及防治。全书记述了广西白蚁4科25属130种,并提供分种检索表,
附有各种白蚁的形态特征及生态图200多幅;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经

验与新技术的紧密结合,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运用于建筑物、园

林绿化树木及江河堤坝等方面的最新白蚁防治技术。本书既可供从事

白蚁防治与研究、农林植物保护和仓储管理的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

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或作为培训教材使用,也可供建筑、水利、通信、
交通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参考。



序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正南方,北部与贵州、湖南为邻,西部

连接云南,并与越南接壤,东与广东相接,南则面向北部湾。地形以丘

陵山地为主,北部几座大山构成向南弯曲的弧形山脉。整个地貌略成

盆地状,稍向南倾斜。西北方向由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隆起,阻

挡了寒冷、干旱气流的袭击,南面直接承受北部湾海洋气流的吹拂。
北回归线由东部梧州开始,沿着浔江一直往西,横贯广西中部,最后

穿过那坡县进入云南。广西气候温热,降水充沛,温暖潮湿适宜生物

的繁衍生息。白蚁的类群十分复杂,种类极其多样。过去虽然做过一

些考察,也描述过一些种类,但工作仍十分有限,所记载种类缺乏系

统性和全面性,很难反映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蚁区系的真实状况。
南宁市白蚁防治所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韦戈等同志为首

组织了多次考察。考察队深入广西各个山地进行长期的实地考察,系

统地收集广西各地的白蚁标本,又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现出版 《广
西白蚁》。该书共描述了广西白蚁4科25属130种,全面勾勒出广西白

蚁区系总面貌。特别对于危害房屋和堤坝的白蚁种类做了深入的描述,
这将直接推动广西白蚁的治理。

《广西白蚁》的出版不仅丰富了我国等翅目昆虫生物学特性和区系

演替的研究,而且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开展白蚁综合治理也将发挥积极

作用。作为科学文献的积累,本书的创作出版将为我国等翅目昆虫分

类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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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白蚁属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等翅目,是古老的社会性昆虫。它虽然

形态较为原始、变态简单,但在进化史上却形成了极其独特的行为习

性,使得这一古老类群得以生存、繁衍、发展及进化。白蚁喜温好湿,
广泛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低海拔的各个地区,尤以近赤道两旁的陆

地和岛屿上更为密集,种类更多样,巢群更为庞大复杂。现已知,全球

白蚁种类约3000种,我国记载有476种,约占全球总种数的15.8%。
因气候、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分布于我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白蚁种类多寡各不相同,其中广西最多,达130种,云南次之,有

125种,广东有69种,海南有65种,福建有70种,四川有61种,贵

州有48种。
白蚁是世界五大重要害虫之一,全球50%的陆地面积有其踪迹,

中国40%的陆地面积有其分布。然而,白蚁虽然种类多,但能造成经

济损失的种类仅占总种数的1/20。由于白蚁的危害具有隐蔽性、普遍

性和严重性的特点,通常不易察觉,而一旦发现其危害,则已造成了

不可挽回的损失,往往在灾难发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白蚁危害的严

重性。白蚁的危害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人民衣食行住的各个方

面。如广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区的台湾乳白蚁 (家白蚁),不仅危害房舍、
仓库、储存物资、图书资料、实验室设备及材料、体育馆、船只、火车

厢、地下电缆,还为害果树、林木、农作物,甚至会危害军事设施和枪

支弹药等。又如黑翅土白蚁,在江河横堤、水库土坝内筑巢,造成空

洞,每当洪水泛滥时,造成堤塌坝垮,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

胁。早在2200多年前,我国韩非子就已在 《喻老篇》上记载有 “千里

之堤,以蝼蚁之穴溃”。近年来,广西甘蔗、板栗、速生桉等重要地方

支柱产业遭受白蚁严重为害的报道屡见不鲜。
《广西白蚁》除着重介绍广西白蚁的种类、生态地理分布之外,还

结合有关白蚁问题,介绍白蚁的经济价值、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行

为、生态特征、分类鉴别,并介绍一些主要为害种类的综合治理的新

方法、新技术和新药剂,总结以往对白蚁的防治经验和教训,寻找一

些安全、有效、简单易行的治理方法,以便有效除治蚁害或更好地开

发利用白蚁。
《广西白蚁》能编写成著离不开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尤其儆研究

员、林日钊先生,广西大学农学院胡少波教授、冯远斌教授,广西生态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原广西林业技术学校)蒋家文教授,柳州市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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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所黄熙盛高级工程师等多位专家学者大量的前期工作基础,我国

白蚁分类专家尤其伟教授、陈世骧教授、蔡邦华教授、夏凯龄研究员、
李桂祥研究员等对广西白蚁进行的多次系统调查,丰富了广西的白蚁

种类及分布资料,在此特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南宁市科技局、南宁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广西大学等有关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广西大学农学

院张永强教授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

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宁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的科技经

费资助 (本项目编号:201002040B),特此致谢。
由于编写时间短促,加上作者学识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

免,恳切希望各位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编者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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