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胸散白蚁（Reticulitermes chinensis）属等翅目、鼻白蚁科、

散白蚁属，是 Snyder在 1923年定名发表的一个蚁种，模式产地

在四川省宜宾市。黑胸散白蚁在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北

京、天津、西安市危害房屋木结构，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北诸省（北

纬 40°以南）的主要害虫之一［1-3］。为有效控制黑胸散白蚁的危

害，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科学工作者和白蚁防治战线上的广

大职工就从生物学和防治学方面开展了研究［1，4-13］。

1 生活习性
1.1 蚁巢及蚁路 黑胸散白蚁蚁巢多建在建筑物内较粗的木

构件或地下残存的木料中，如墙内柱、屋顶梁檩入墙部分、门窗

框近地面处。典型的巢内部呈松散的蜂窝状，有白蚁用木屑粉、

土粒及其分泌物、排泄物混合物做成的大小不一的泡状腔室，蚁

巢外木材表面有用泥做成的通向四周的蚁路与被害物相连。因

其蚁巢内无明显的“王室”，故一般不易找到原始蚁王、蚁后。

黑胸散白蚁的蚁路多筑在被害物的表面或墙上，呈半月形

管状，短者数厘米，长者2～3 m不等，宽3～5 mm。新修的蚁路

外表潮湿，与土同色，内部均有白蚁往返活动。在个别蚁害严重

的地方，有时可发现下垂的管状蚁路，ϕ 3～4 mm，长5～30 cm，

这种罕见的蚁路易断，当空气潮湿或稍一触动，即与白蚁一同落

在土坑或地面上。除上述蚁路外，在地下或窑洞顶土层中筑有

ϕ 3～4 mm，与地面平行的蚁道，是白蚁来往于蚁巢与被害物之

间的主要通道，一般距地面30～50 cm。这种蚁道在挖坑诱杀时

常可发现，若在此处设坑引诱，10 d左右即可诱到大量白蚁［14］。

1.2 食物 黑胸散白蚁主要以干枯木材及植物纤维为食，但对

不同种类的木材有明显的选择性。在常用或常见的木材中，它

们最喜蛀食油松、华北落叶松。玉米秆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且

本身无异味，对白蚁有较强的引诱力。棉纤维及其制品均是白

蚁喜蛀之物，保存不当会被蛀坏［14］。

1.3 分飞 一年一度的分飞是白蚁生活史中大活动、大暴露的

环节。白蚁经过分飞、脱翅配对、找寻适宜场所建立新的群体繁

衍种族。在黑胸散白蚁严重危害的地方，每年均可从成熟的蚁

巢中产生一定数量的有翅成虫（有翅繁殖蚁），当外界条件适宜

时，即从原巢中经分飞孔飞出，另建新巢，繁殖后代。根据有翅

成虫的羽化早迟、分飞时间、分飞状况及与气象因子的关系，把整

个分飞期划分为分飞始期、分飞盛期和分飞末期3个阶段［1，8，14］。

2 新群体的建立和发展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新群体建立之初发展十分缓慢，其群内的个体都是工蚁和

兵蚁，均无繁殖能力，通常称为幼年群体。随年龄的增长，群体

中只有工蚁、兵蚁数量的增加，这种现象称之为群体的发展。群

体随年龄增长到一定时候，不但有工蚁、兵蚁数量的增加，而且

能分化产生具有翅芽的若蚁，进而羽化为有翅成虫，进行分飞繁

殖，称之为群体发育［1］。

新群体的建立和发展与温度、水、食物、土壤、活动空间等环

境条件有密切关系。水是黑胸散白蚁生命活动的基础，因此群

体对生活环境的湿度要求较高。蚁巢不具备家白蚁那种吸水

线，所以黑胸散白蚁在建筑物中营巢不大，而且在建筑较低处危

害。在建筑物的众多木构件中，只有较潮湿地方才是白蚁营巢

选择之处，而每处提供的食物是有限的，为寻求食源导致其迁巢

活动频频发生［15］。

群体庞大时或群体附近的食源与日益增长的虫口不相适应

时，单靠迁巢活动还难于平衡食物的供求关系。黑胸散白蚁还

要采取“群体分裂”的方式来适应其食物环境：即群体内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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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生殖蚁与一部分工蚁、兵蚁脱离原群体，成为一个独立生存

的新群体，或者在迁巢的同时，生殖蚁只带走部分群体成员进行

转移，在留下来的部分成员中产生补充生殖蚁，成为一个独立的

补充生殖蚁群体，化大为小，分散危害，而不筑结构复杂的大型

蚁巢集中居住［15，16］。

3 品级及品级分化的调节
白蚁是一类高度特化的社会性昆虫，整个群体是由工蚁、兵

蚁、若蚁和生殖蚁等不同的品级组成。已知属于生殖类型的有

原始型生殖蚁、翅鳞型、长翅芽型、短翅芽型、微翅芽型和无翅型

补充生殖蚁；属于非生殖类型的有工蚁和兵蚁；属于两者之间的

个体有兵蚁拟补充型生殖蚁和工蚁拟补充型生殖蚁。具有双重

品级特征的个体是潘演征［17］在成都市采集到的翅芽型兵蚁；还

有一种个体称为假工蚁，国内学者称之为假若蚁［18］。

长期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相继提出诸如“抑制学说”及类

似的看法来解释白蚁品级分化调节的机制。该学说主张，白蚁

的生殖个体和兵蚁等品级，能分泌各种外激素，内含抑制物质，

这些抑制性物质在巢群幼蚁间经过相互喂哺进行传播，使幼蚁

中生殖个体和兵蚁的发育受到抑制。在整个群体的发展过程

中，当种群逐步增大或生殖减退时，对于个别没有分化的幼蚁就

有免受抑制的机会，得到发育，增加该品级的个体数，使之达到

调节和平衡的作用［1，16，19］。

4 防治措施
4.1 预防措施 针对黑胸散白蚁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搞好

环境治理，破坏白蚁的生存条件，对于预防白蚁及控制其种群数

量的增长均有重要作用。

在农村环境条件下，经常清理地面及埋于地下的残留木材、

秸秆等，将木材等存放干燥处或隔离存放；建筑物主要木构件改

用钢筋混凝土制品，屋内地面用水泥硬化等措施，创造不利于白

蚁孳生的环境，均可取得较好的防蚁效果。建筑施工时药剂预

防主要抓基础和底层木构件处理，重在墙基两侧。此外，在白蚁

危害区，对运出的木材、家具等均应严格检查，以防人为传播，有

白蚁的农村可以玉米秆为材料对黑胸散白蚁进行诱杀［14，15］。

4.2 黑胸散白蚁的灭治 结合黑胸散白蚁的危害特点，目前对

其防治主要有喷洒药液、喷药粉和投放毒饵3种方法。

4.2.1 喷洒药液 由于黑胸散白蚁蚁路小而曲折，寻找蚁巢相

当困难，国内多采用液剂药杀，即在发现黑胸散白蚁的地方全面

喷洒药水，毒化白蚁活动地区的环境，使木材、土壤都含有一定

毒素，当白蚁继续活动和危害时，就会因吸收毒素及含毒水分中

毒死亡。

4.2.1.1 常用水剂种类 常用的水剂种类主要有20%天鹰杀白

蚁乳油、乐安居杀白蚁乳油、毒死蜱乳油、15%万洁杀白蚁乳油、

联苯菊酯乳油、氟虫腈乳油。

4.2.1.2 施药方法 ①高压注射。一般多用于木柱、门框、窗

框、生活用具等木构件及木材白蚁的灭治与预防。②喷涂：多用

于木构件及木材表面处理，喷涂时可直接使用注射枪，此时注射

枪起的作用，与机动喷雾器的喷枪相仿，机具工作压力酌情而

定。③倒喷：也称反喷，主要用于木地板底面的表面喷涂。先在

地板上每隔1.0～1.5 m的距离，用电钻钻ϕ 9 mm的反喷孔，将反

喷枪插入孔内，打开开关即可对地板底面进行喷涂，喷涂时应上

下反复移动和转动反喷枪，以增大喷涂面和覆盖面。

4.2.2 粉剂药杀 以往用于灭治散白蚁的粉剂是亚砷酸混合粉

剂，也用灭蚁灵混和粉剂。使用粉剂灭治黑胸散白蚁应注意以

下几点：①蚁害检查要仔细认真。不但要掌握已发现危害的木

构件和物品，更要查出尚未发现蚁害的部分，不让那些蚁害隐蔽

的木构件漏网，必须对建筑木构件和木质家具进行检查。②施

药要抓住时机，选好施药点。最佳施药点有严重受害处和分飞

孔 2处。严重受害处施药一般采用喷粉球施药，做到“施深、施

均、施散”。黑胸散白蚁的分飞期多出现在4－5月，分飞孔开启

时间约为 1个月，在这一时期进行分飞孔施药能使来往于蚁巢

和分飞孔间的白蚁沾染药物，既不开洞又不惊动群体，传递效果

也好。③药效检查与复查。药效检查一般在施药后 2 个月进

行，观察施药点有无白蚁活动，若还有蚁害存在要继续施药，重

复检查。药效复查一般在次年分飞期之后，若原受害物内已无

白蚁，又无新的危害迹象及分飞发生，即可确定该处蚁害已消

除；若发现新的分飞或受害物则应继续施药，继续检查与复查直

到蚁害得到有效控制。

4.2.3 诱杀法 目前随着灭蚁毒饵的研制与运用取得较大进

展，用毒饵剂诱杀散白蚁得到各地的广泛重视，也积累了不少成

功的经验。毒饵诱杀法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对建筑物无破坏，

是灭治黑胸散白蚁的一种好方法。目前主要使用由氟虫胺和氟

铃脲等制成的对环保和人身健康有利的诱饵剂。

4.2.3.1 诱杀法的主要方式

（1）杉木块诱杀：将杉木块平放在黑胸散白蚁出入的地面诱

集，如发现木板有白蚁危害时，可轻轻将木板挑起，迅速对板下

喷施药水或灭蚁粉，然后按原状放下木板。

（2）诱杀桩：用8 cm×10 cm×28 cm的杉木做成诱杀桩，从

中间劈为4块用铁丝上下捆住，在离被害物1.0～1.5 m处埋入土

内，木桩上端距地面10 cm，覆土盖平，10 d左右检查，如已有白

蚁取食喷灭蚁粉灭杀。

（3）诱集箱：将松木块钉成一定大小的木箱，其大小可视施

工要求而定。箱内整齐排列一定数量的松木片和松木块，其数

量一般为木箱体积的 2/3。木片可平叠放入箱内以便检查和喷

入灭蚁粉剂。诱集箱可置于地面，也可埋入土壤下 10 cm 左

右。埋入土下的诱集箱，箱上面铺上塑料膜并封上泥土，定期开

箱检查，待诱到一定数量的白蚁后喷入灭蚁粉剂。

（4）毒饵管诱杀：毒饵用玉米秆粉和灭蚁灵按 3∶ 1 比例拌

匀，加适量蜂蜜调和而成。用长 5 cm左右，ϕ 1 cm的塑料管装

入毒饵后两端加热封闭待用。使用时，剪开塑料管封口，投放在

白蚁活动场所或对准放在挑开缺口的蚁路上，用湿泥严密封口；也

可在有蚁害的房屋周围设置诱集坑，坑内同时投放毒饵，1个月后

见效。

（5）灭蚁灵诱饵剂诱杀：在历年有白蚁分飞或活动危害处轻

拨开一个小洞，大小以能投饵为宜，向内塞入诱饵剂后，用废纸、

湿土封闭孔口保持其原来环境，1个月后检查白蚁死亡情况。

4.2.3.2 诱杀的注意事项 投放诱杀材料效果最好的地方是黑

胸散白蚁的取食点，在取食点无法确定或各种引诱物无法达到

取食点的房屋建筑内，就应利用白蚁蚁道引诱白蚁。理想的诱

杀季节一般在4月下旬至9月下旬，其间应避开梅雨季节，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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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杀材料发生霉变影响效果。彻底消除已经造成的灾害较为艰

难，应大力推广诱集施药和灭蚁毒饵的运用，采取两步法施药，先

用灭蚁药剂灭蚁，后用防蚁药剂防蚁，治蚁与防蚁相结合［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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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从PCO从业人员的构成（包括从业年限、年龄比例、文

化程度）、培训状况、工资水平和健康风险等方面对目前国内

PCO行业的从业人员状况做一总结。我国有害生物控制业尚

处于起步、创业阶段，许多方面均不够成熟，与国外发达国家和

地区的虫控业相比有着显著的差距。目前，从业人员从业年限

短、年龄跨度大、资历浅、文化水平低、稳定性差、受专业培训及

继续教育缺乏，在工资待遇及职业评价上存有意见。这些情况

及现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行业良好形象的

树立；同时，也正反映出我国PCO行业的不成熟与不规范，并在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随着我国PCO市场逐渐成熟与

规范、需求不断扩大，政府与公众的重视与认可程度不断加强，

国外先进理念与管理经验不断涌入，PCO从业人员各个方面的

情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随着经验丰富的老员工数量逐渐上

升，拥有高学历的新成员不断加入，行业协会及企业内部的专

业培训及继续教育工作逐渐正规化、正常化，从业人员的整体

素质将会不断提高，有害生物防制服务质量也会改善，我国

PCO行业也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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