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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木材作为一种重要的原材料袁 以它们优良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尧 家具和室内装修等领域袁 然而白蚁的威胁

不仅缩短了木材的使用寿命袁 而且也限制了木材的应用领域遥 白蚁种类不同对木材的危害情况不一样袁 不同种类的木

材其抗蚁性也有区别遥 目前袁 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白蚁防治剂主要有砷制剂类尧 金属盐类尧 无机酸类尧 有机氯渊氟冤类尧
有机磷类尧 硅烷类尧 拟除虫菊酯类和有机杂环类等遥 无机白蚁防治剂和有机氯类因对人体和环境有害将逐渐遭到淘

汰袁 拟除虫菊酯类药剂是目前世界上白蚁防治剂中品种 多的一类药剂袁 有机杂环类和一剂多效的环保型药剂将是今

后的研究热点袁 对木材进行化学改性也将成为防治白蚁的一种方式遥 参 猿怨
关键词院 林业工程曰 木材曰 白蚁曰 药剂防治曰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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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具有独特的色尧 香尧 质尧 纹等特性袁 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尧 家具和室内装修等领域遥 木材在使

用过程中袁 易受菌虫危害袁 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白蚁袁 常使应用木材的建筑物遭受毁灭性的损

失咱员暂 遥 白蚁是世界性的重要害虫袁 有 野无牙老虎冶 之称遥 全世界造成危害的白蚁共有 员园愿 种袁 其中

主要蚁害种有 缘圆 种遥 在中国袁 造成经济损失较大的种类约有 圆园 种咱圆暂 遥 白蚁危害对象十分广泛袁 涉及

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袁 主要包括房屋建筑尧 水利工程尧 铁路交通尧 农林作物及园林绿化等方面遥 据估

计袁 我国白蚁危害房屋建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约 圆园 耀 圆缘 亿元曰 美国国家害虫控制协会 员怨怨远 年

统计袁 因白蚁危害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缘园 亿美元曰 在日本袁 白蚁破坏木结构的准确数字袁 一般

认为相当于火灾所造成的损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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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属等翅目 陨泽燥责贼藻则葬 的昆虫袁 有 苑 个科袁 分别为澳白蚁科 酝葬泽贼燥贼藻则皂蚤贼蚤凿葬藻袁 原白蚁科 栽藻则皂燥责泽蚤凿葬藻袁
木白蚁科 运葬造燥贼藻则皂蚤贼蚤凿葬藻袁 草白蚁科 匀燥凿燥贼藻则皂蚤贼蚤凿葬藻袁 鼻白蚁科 砸澡蚤灶燥贼藻则皂蚤贼蚤凿葬藻袁 齿白蚁科 杂藻则则蚤贼藻则皂蚤贼蚤凿葬藻袁
白蚁科 栽藻则皂蚤贼蚤凿葬藻遥 除了少数种类的白蚁侵害活的植物外袁 大部分的白蚁种类是消耗死的植物袁 常常

是木材遥 危害木材的白蚁主要有土白蚁属 韵凿燥灶贼燥贼藻则皂藻泽袁 大白蚁属 酝葬糟则燥贼藻则皂藻泽袁 乳白蚁属 悦燥责贼燥贼藻则皂藻泽袁
散白蚁属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袁 象白蚁属 晕葬泽怎贼蚤贼藻则皂藻泽袁 锯白蚁属 酝蚤糟则燥糟藻则燥贼藻则皂藻泽袁 木白蚁属 运葬造燥贼藻则皂藻泽袁 堆砂

白蚁属 悦则赠责贼燥藻则皂藻泽袁 新白蚁属 晕藻燥贼藻则皂藻泽袁 树白蚁属 郧造赠责贼燥藻则皂藻泽袁 原白蚁属 匀燥凿燥贼藻则皂燥责泽蚤泽袁 长鼻白蚁属

杂糟澡藻凿燥则澡蚤灶燥贼藻则皂藻泽 等属的白蚁遥 它们危害的树种有几百种袁 其中橡栎树 匝怎藻则糟怎泽 增葬则蚤葬遭蚤造蚤泽袁 柳杉

悦则赠责贼燥皂藻则蚤葬 枣燥则贼怎灶藻蚤袁 杉木 悦怎灶灶蚤灶早澡葬皂蚤葬 造葬灶糟藻燥造葬贼葬袁 银杏 郧蚤灶噪早燥 遭蚤造燥遭葬袁 桤木 粤造灶怎泽 灶藻责葬造藻灶泽蚤泽袁 黄檀

阅葬造遭藻则早蚤葬 澡怎责藻葬灶葬袁 女贞 蕴蚤早怎泽则贼怎皂 造怎糟蚤凿怎皂袁 榧树 栽燥则则藻赠葬 早则葬灶凿蚤泽袁 楠木 孕澡燥藻遭藻 扎澡藻灶灶葬灶 等 猿园 多种树木

受害较为明显遥
不同国家和地区袁 白蚁种类和数量有所区别遥 在我国袁 广西已鉴定的有 源 科 员苑 属 远远 种咱猿暂 袁 福建

省为 源 科 员怨 属 苑缘 种咱源暂 袁 安徽省为 猿 科 员员 属 缘圆 种咱缘暂 袁 西北地区渊包括陕西尧 青海尧 甘肃尧 宁夏尧 新

疆冤为 源 科 苑 属 员苑 种咱远暂 袁 浙江省为 源 科 员苑 属 缘怨 种咱苑暂 袁 江苏省为 猿 科 远 属 圆猿 种袁 江汉平原为 猿 科 苑 属

圆圆 种遥 造成危害的优势种往往因地区而异袁 例如袁 在广东及华南地区袁 危害农林作物的 主要种类

是台湾乳白蚁 悦燥责贼燥贼藻则皂藻泽 枣燥则皂燥泽葬灶怎泽曰 在华东地区袁 黄胸散白蚁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 泽责藻则葬贼怎泽 是 常见的危害

种曰 西南地区的成都尧 重庆等地以黑胸散白蚁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为重要曰 热带地区的海南则以

截头堆砂白蚁 悦则赠责贼燥藻则皂藻泽 凿燥皂藻泽贼蚤糟怎泽 为主咱愿暂 遥 在美国袁 除阿拉斯加以外袁 其余各州均有白蚁危害袁 且

相当普遍和严重遥 美国现已发现白蚁 源 科 员苑 属 源缘 种袁 其中袁 麻头砂白蚁 悦则赠责贼燥藻则皂藻泽 遭则藻增蚤泽袁 小楹白蚁

陨灶糟蚤泽蚤贼藻则皂藻泽 皂蚤灶燥则袁 台湾乳白蚁袁 北美散白蚁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 枣造葬增蚤责藻泽 和西方散白蚁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 澡藻泽责藻则怎泽 等
缘 种白蚁为严重危害种曰 此外袁 斯氏楹白蚁 陨灶糟蚤泽蚤贼藻则皂藻泽 泽灶赠凿藻则蚤袁 胡氏边白蚁 酝葬则早蚤灶蚤贼藻则皂藻泽 澡怎遭遭葬则凿蚤袁 金

色异白蚁 匀藻则藻则燥贼藻则皂藻泽 葬怎则藻怎泽 和美黑胫散白蚁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 贼蚤遭蚤葬造蚤泽 等 源 种白蚁的危害也比较严重咱怨暂 遥 在

中非破坏木材的白蚁种类有大白蚁尧 土白蚁尧 蛮白蚁 酝蚤糟则燥贼藻则皂藻泽 和乳白蚁咱员园暂等遥
不同树种的木材袁 对白蚁的抗性也不一样遥 一般说来袁 木材的硬度和密度越大袁 其抗蚁性也越

好遥 另外袁 有一些树种袁 木材细胞中的内含物可能对白蚁有驱避尧 毒性或拒食等作用遥 例如袁 黄扁柏

悦澡葬皂葬藻糟赠责葬则蚤泽 灶燥燥贼噪葬贼藻灶泽蚤泽 和红崖柏 栽澡怎躁葬 责造蚤糟葬贼葬 的心材具有天然强抗蚁性以及抵抗真菌的能力咱员员 原 员源暂 袁
其心材抽提物与其抗白蚁与抗真菌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咱员缘暂 遥 萜类物质是 常在木材抽提物中发现的

抵抗白蚁和真菌的化合物咱员远暂 遥 我国常见的强抗蚁性的木材包括院 子京 酝葬造凿澡怎糟葬 澡葬蚤灶葬灶藻灶泽蚤泽袁 荔枝

蕴蚤贼糟澡蚤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青皮 灾葬贼蚤糟葬 葬泽贼则燥贼则蚤糟澡葬袁 柚木 栽藻糟贼燥灶葬 早则葬灶凿蚤泽袁 枣 在蚤扎蚤责澡怎泽 躁怎躁怎遭葬 等曰 弱抗蚁性的木材

有院 马尾松 孕蚤灶怎泽 皂葬泽泽燥灶蚤葬灶葬袁 云南松 孕蚤灶怎泽 赠怎灶灶葬灶藻灶泽蚤泽袁 樟子松 孕蚤灶怎泽 泽赠造增藻泽贼则蚤泽袁 枫香 蕴蚤择怎蚤凿葬皂遭葬
枣燥则皂燥泽葬灶葬袁 云杉 孕蚤糟藻葬 葬泽责藻则葬贼葬袁 泡桐 孕葬怎造燥憎灶蚤葬 枣燥则贼怎灶藻蚤 等咱员苑暂 遥
员郾 圆摇 白蚁危害木材的主要方式及特点

白蚁对取食的树木有一定的嗜好性袁 各种树木的树皮尧 木材所含的纤维素量和树木所含的某些生

化物质袁 均可影响白蚁的取食遥 白蚁喜食的树种袁 其皮层含糖量比较高袁 枝条含糖量与白蚁危害程度

有明显的相关性咱苑暂 遥 很多研究表明袁 由褐腐菌引起的腐烂木材袁 适宜白蚁的消化从而提高白蚁的生

活能力咱员愿暂 遥 一般来说袁 白蚁种类不同袁 对树木的危害情况也不一样遥 如肖若散白蚁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
葬枣枣蚤灶蚤泽 常在浅土层下危害杉木的根系曰 土白蚁主要危害地表部分袁 蛀食树皮表层和韧皮部袁 使林木输

导组织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袁 导致树木长势衰弱曰 散白蚁喜危害伐桩和树势衰弱的林木袁 使林木更加

衰弱袁 终枯死遥 台湾乳白蚁以蛀食木质部为主袁 所以在树木表面发现蚁害现象较少袁 但对树木的危

害却很大遥 黑翅土白蚁 韵凿燥灶贼燥贼藻则皂藻泽 枣燥则皂燥泽葬灶怎泽 和黄翅大白蚁 酝葬糟则燥贼藻则皂藻泽 遭葬则灶藻赠蚤 一般先危害树干表皮

和木栓层袁 后期才逐渐向木质部深入遥 一般黄翅大白蚁侵入树干内部的位置比黑翅土白蚁更深遥 黄胸

散白蚁通常从离树木主干较近的枯死枝桠处侵入危害袁 它首先危害表皮内的浅木质层袁 经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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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袁 逐渐深入木质部危害遥
圆摇 木材防白蚁药剂研究状况

圆郾 员摇 木材防白蚁药剂发展状况

木材防白蚁药剂可分为无机类防蚁药剂和有机类防蚁药剂遥 无机防治剂包括砷制剂尧 金属盐类和

无机酸类遥 目前袁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袁 砷制剂将逐渐遭到淘汰遥 用硼酸处理过的木料能抵抗所

有白蚁尧 蛀木甲虫和木匠蚁危害袁 但对已有白蚁危害的地方袁 防治作用不明显遥
早使用的有机类防蚁药剂主要是有机氯类药剂袁 从诞生到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一直是各国 主要的

白蚁防治剂袁 但因这类药剂在环境中难以降解袁 残效期长袁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极大威胁袁 已遭到

淘汰遥 圆园园员 年国际社会共同签署了旨在全面淘汰氯丹尧 灭蚁灵等有机氯农药的叶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曳渊简称叶孕韵孕泽 公约曳冤遥
在美国袁 氯丹被禁用后袁 毒死蜱渊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冤成为第一个上市取代氯丹的产品遥 在 圆园 世

纪 愿园 年代末至 怨园 年代初袁 以毒死蜱为有效成分的杀虫剂曾占美国白蚁防治剂的 苑缘豫 咱员怨暂 遥 然而有机

磷类农药对人畜毒性较大袁 这类农药能引起人体胆碱酯酶的抑制袁 蓄积于神经系统后导致恶心尧 头

晕袁 甚至神志不清袁 高浓度暴露可造成呼吸麻痹和死亡遥 圆园园园 年 远 月 愿 日美国环保局官员宣布袁 在

圆园园园 年末停止毒死蜱在住宅地尧 花园尧 现有住宅和公共领域内使用袁 于 圆园园源 年末停止毒死蜱在新建

住宅和建筑物中作为杀白蚁剂使用袁 已注册的替代品包括氯氰菊酯尧 氯菊酯尧 吡虫啉尧 氟虫腈尧 硅

酸尧 残杀威尧 氟铃脲尧 氟虫脲和伏蚁腙等 员缘 种产品咱圆园暂 遥
氟虫胺是一种有机氟杀虫剂袁 由美国 郧则蚤枣枣蚤灶 公司在 员怨愿怨 年开发生产袁 属低毒型杀虫剂遥 氟虫胺

对台湾乳白蚁具有较好的毒杀作用咱圆员袁圆圆暂 袁 对散白蚁击倒速度缓慢袁 有一定的传毒能力袁 无驱避性咱圆猿暂 遥
拟除虫菊酯类药剂是目前世界上白蚁防治剂中品种 多的一类药剂遥 此种药剂相对低毒袁 环境相

容性较好袁 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白蚁防治剂的主打品种咱圆源暂 遥 晕葬灶凿蚤遭葬 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一系列实

验室试验证明袁 阅则葬早灶藻贼 猿愿园 耘悦 渊有效成分为氯菊酯冤 对地栖性白蚁中的大乳白蚁 悦燥责贼燥贼藻则皂藻泽
糟怎则增蚤早灶葬贼澡怎泽袁 干木白蚁中的丘额砂白蚁 悦则赠责贼燥贼藻则皂藻泽 糟赠灶燥糟藻责澡葬造怎泽 及其他主要蛀木害虫有效袁 可用于防

治乳白蚁属袁 异白蚁属 匀藻则藻则燥贼藻则皂藻泽袁 散白蚁属袁 动白蚁属 在燥燥贼藻则皂燥责泽蚤泽 白蚁遥 月蚤枣造藻曾 圆源园 耘悦 渊有效成分

为联苯菊酯冤可防治加工好的木料尧 胶合板及藤条中的各种白蚁袁 包括乳白蚁属尧 异白蚁属尧 散白蚁

属和动白蚁属白蚁袁 使用剂量低袁 有效期长咱怨暂 遥 李小鹰等咱圆缘暂 用不同质量浓度的溴氰菊酯处理木材并

用不同物理因子处理袁 经 源 葬 野外埋设试验得出经 员圆缘 皂早窑蕴 原员溴氰菊酯处理的木材可获得 猿 葬 以上的

防白蚁效果遥 张方耀等咱圆远暂报道了在松木块表面以渊员员园 依 员园冤 早窑皂 原圆的量涂上 猿员郾 圆缘 皂早窑蕴 原员的高氰戊

菊酯时袁 乳白蚁虽然能危害袁 但与对照相比袁 危害率明显降低袁 死亡率明显升高遥 当高氰戊菊酯质量

浓度等于或大于 远圆郾 缘 皂早援 蕴 原员时袁 乳白蚁不能危害袁 而且大量死亡遥 当高氰戊菊酯质量浓度为 猿员郾 圆缘
皂早窑蕴 原员时袁 黄肢散白蚁 砸藻贼蚤糟怎造蚤贼藻则皂藻泽 枣造葬遭蚤糟藻责泽葬 即不能危害袁 而且大量死亡遥

有机杂环类农药的创制也是目前的研究热点袁 氟虫腈和吡虫啉即是其中的代表遥 氟虫腈只需 缘园
耀圆园园 早窑澡皂 原圆即可控制白蚁遥 员怨怨圆 年德国开发了吡虫啉防治白蚁的新制剂 孕则藻皂蚤泽藻袁 园郾 缘 耀 猿郾 园 早窑蕴 原员

处理可有效预防白蚁 缘 葬 以上咱圆苑暂 遥 吡虫啉防治白蚁所需质量浓度比毒死蜱低咱圆愿暂 袁 用 苑园豫吡虫啉颗粒

剂 园郾 员缘 早 或 园郾 猿园 早 即可杀灭一巢白蚁咱圆怨暂 遥 林雁等咱猿园暂比较了氟虫胺尧 吡虫啉和灭蚁灵对白蚁的防治效

果袁 结果表明灭蚁灵对白蚁的毒力 小袁 吡虫啉居中袁 氟虫胺的毒力 大遥 张良等咱猿员暂 通过试验认为

吡虫啉是当前 高效的环保型白蚁防治药剂袁 并建议生产中 园郾 缘 早窑蕴 原员渊员园豫可湿性粉剂稀释 圆园园 倍冤
用于室内防治袁 园郾 缘 耀 员郾 园 早窑蕴 原员渊稀释 员园园 耀 圆园园 倍冤用于室外防治遥

日本除虫菊株式会社研制的新型硅烷类有机杀虫剂 杂蚤造燥灶藻灶袁 有效成分为 源鄄乙氧苯基咱猿鄄渊源鄄氟鄄猿鄄
苯氧苯基冤丙基暂二甲基硅烷袁 对预防白蚁也有一定的效果遥
圆郾 圆摇 木材防白蚁药剂近期研究状况

木材在自然界中不仅会受到白蚁的危害袁 还会受到腐朽菌尧 霉变菌及火灾等的危害袁 因此袁 近期

的木材防白蚁药剂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剂多效型的开发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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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袁 栽葬灶葬造蚤贼澡 悦怎粤扎 和 栽燥贼蚤皂 月 等 圆 种防腐剂同时表现出良好的抑制白蚁袁 防止蓝变菌及霉

菌侵染的功效咱猿圆暂 遥 防腐剂 阅月云 渊双十烷基二甲基四氟化硼铵冤和 阅阅粤悦 渊二甲基二癸基氯化铵冤处理过

的木材袁 当药剂保持量达到 猿郾 园 噪早窑皂 原猿时袁 足够抵抗白蚁的侵袭咱猿猿暂 遥 用偏硼酸钠处理的木材袁 表现

出很好的抗白蚁性能和防腐性能咱猿源暂 遥 防腐剂 酝栽云月 渊四甲氧基苯甲基四氟硼酸铵冤当药剂保持量达到

员缘郾 源 噪早窑皂 原猿时袁 处理过的木材虽然对腐朽菌没有作用袁 但是却能够完全抵抗地下白蚁尧 台湾乳白蚁

的危害袁 可以用在户外建筑上咱猿缘暂 遥 匀葬则怎澡蚤噪燥 等咱猿远暂报道硅酸以及硅酸和硼酸的混合溶液都能提高木材

的抗白蚁性能袁 后者作用更为明显袁 增加硼酸的量可以提高白蚁的死亡率袁 缩短死亡时间曰 猿 葬 的野

外实验表明处理材具有很好的抗白蚁性能以及耐流失性曰 硼酸质量浓度的升高增强处理材的阻燃性

能遥 在不含甲醛或甲醛含量很低的木材胶黏剂中添加苯基硼酸袁 可以抵抗白蚁对木材的侵害袁 而添加

硼酸则可以抵制真菌对木材的侵害咱猿苑暂 遥
通过木材化学改性防白蚁也是较为有效的途径遥 骆土寿咱猿愿暂报道工厂用化学改性剂 蕴酝鄄员 处理生产

的杨木袁 室内抗白蚁能力提高 源 个等级袁 试验白蚁存活期仅 苑 耀 怨 凿袁 比对照缩短 圆员 耀 远员 凿曰 野外抗蚁

和耐腐性完好指数达 员园遥
此外袁 林捷等咱猿怨暂用树木提取液研制成环保型灭白蚁粉剂袁 在厦门尧 福州等地的公园中进行防治

树木白蚁的药效试验袁 结果表明院 处理后 员园 凿 的防效为 苑远豫 耀 员园园豫 袁 处理后 圆园 凿 的防效为 愿员豫 耀
员园园豫 袁 处理后 猿园 凿 的防效为 员园园豫 袁 并且施药 怨 个月后检查仍能持效遥
猿摇 木材白蚁防治剂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白蚁防治剂的剂型和使用方法研究还不够深入袁 尤其是在国内袁 目前研究还很少遥 对防白蚁剂在

木材中作用机制及流失性研究较少遥 现有防白蚁药剂大多功效单一袁 环境兼容性欠佳遥
人们在追求防治效果的同时袁 更加关注药剂的环境兼容性袁 这是新药剂研发的方向和原动力遥 许

多天然的植物中含有杀虫活性物质袁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袁 从中提取这些杀虫活性物质袁 再结合其他

药剂袁 应用于白蚁的防治袁 将是今后白蚁药剂发展的方向之一遥 实现蚁害的高效尧 无公害治理仍然是

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遥 对白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袁 可为药剂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袁 大幅度降低药剂

研发的盲目性遥 现有木材防白蚁剂大多只具有防白蚁单项功效袁 而木材也容易受到腐朽菌和霉菌的侵

蚀袁 因而研究开发一剂多效型处理剂渊防腐尧 防霉尧 防虫尧 防火冤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遥 对木材进行

化学改性也将是木材防白蚁的一个研究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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