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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地』五变迁 自蚁娄群的祖先，困一J 地 、 古气候和古生物变动的影响，其 

痢纯度 低 b虚 由干冷地区向沮热地区变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一些 

地 属种氍新的古生志环境中，演化成新的类群；一些属种则得眦存留下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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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地质变迁和演化过稚中，随着地表各大陆板块的整合与分离，大陆地理位置 

的变换与移动，不仅促使 气候发生臣1人的变化，同时也促使由不同动植物群组成的占生 

志系统， 生缓慢但有时又讯激烈的变化。在这种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古老的生杰系统被 

打乱和破坏．其中若下 生物种群或者消 ．或者群体内部产生相应的调整，导致遗传性 

状改变，向更高级和更复杂的现代生物种群演化，在新阶段的地质时期内，重新组合或进 

化为 ：同性质的 ~ifj-物生态系。本文对等翅 日 (白蚁)化石，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地理 

分布的分析，将对臼蚁的起源、系统演化以及占生态学的进一步探讨有所裨益。 

l 白蚁化石研究概述 

白蚁据认为是 一个 老的昆虫樊群。从形态特征、生物学、生态学性状上比较，白蚁 

和起源于 生代 (Paleozoic) 凝纪 (Carboniferous)的古老类群蜚蠊 目 (Blattariae) 

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甚至肯人推 断，Ef蚁很可能起源于营社会生活的类蜚蠊祖先 

(CockroachIike ancestor)。 

I仆界各国从事FI蚁化石研究．已有近 200午的历史。进人 9O年代，随着白蚁化石的 

陆续出现．化石研究 作有了进 -步的发展。研究内容也从单一种类鉴定，扩大到化石种 

的地理分布和系统演化等方面。 

90年代 巾期，Snyder(1949)将历年发表的白蚁化石属种，作 r系统地归类整理。 

在白蚁的 6科中．列}H了 29个化 属和 69个化石种：Uralotermitidae科 1属，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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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ermitidae科 4属，Kalotermitidae科 8属，Hodotermitidae科 5属，Rhinotermitidae 

科 5属，Termitidae科 6属。Emerson(1971)就中生代 (Mesozoic)自垩纪 (Cretace 

ous)和新生代 (Cenozo~)第三纪 (Tertiary)鼻白蚁科 (Rhinotermitidae)化石属的分 

类，起源分布以及有关古生态学作了系统地论述。直至本世纪 90年代中期，垒球所有白 

蚁化石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中美洲、东非和大洋洲，亚洲的报道极少。东 

亚大陆广大地区尚未有发现。中国近 50年的白蚁研究工作，大都侧重于现存属种的分 

类、区划、系统演化和生物学、生态学，以及防治研究等方面。至 90年代中、后期，白 

蚁化石的研究，才有了一定的进展。洪友崇 (1982，河北围场，早白垩世 K．)建立了特 

征与木白蚁科 (Kalotermitidae)甚为相近的新化石属一～河北白蚁属 (Hebeitermes)。 

任东等(1995，北京，早自垩世 K )建立了草白蚁科 (Hodotermitidae)6个新化石属。另在 

山东临朐地区中新世 (Miocene)，也发现有木白蚁科的化石属种。全世界目前巳知的化 

石记录逃 5科 35属 89种。 

各地已出上鉴定的白蚁化石，绝大多数是生存于中生代的白垩纪和新生代早第三纪的 

各个时代 。；而与等翅 日——白蚁亲缘关系十分接近的蜚蠊 日化石．却出现在古生代的石 

炭纪 (谭娟杰，1980)。两个时代相隔约 1 5亿年。由此认为，这两个化石目的年代极不 

相对应；亦表明白垩纪 出士的 白蚁化石，并非其最早和最原始的化石 (黄复生等， 

1989) 

2 各历史地质时期白蚁化石的地理分布和生存特点 

E J蚁是营社会惟生活的昆虫。社群中有高度的分工，各司其职，且大都生活在地下和 

隐蔽的场所。从地球的地质变迁过程中看出，白蚁的地理分布，在北半球逐渐由北向南、 

由千冷向沮热地区变动。在漫长而有时变动十分激烈的过程中，一哇较原始的属种遭到灭 

绝；一些属种进化成新的类群；还有一些属种则留存下来，且延续生存至现代，即：既有 

化石出上，卫有现生类群。这是白蚁在长时间的演变过程中．适应生存的一大特点。 

2．1 中生代 (Mesozoic) 

日『J：J：占 代海西运动的影响，世界各地的_占地理面貌发生 r很大变化。进入中生代 

时期，地球 f 的陆地面积增大。南半球仍是网瓦纳大陆 (G0ndwanaland)，北半球殴亚 

两个大陆相连，形成了欧亚大陆 (劳亚古陆 Laurasia)。两个古陆为古地中海 (即特提斯 

海 Tethys)相隔 (曾融生，1984)。随着古地理、古气候的变化，生物类群和结构组合也 

发生了具有划时代的变化。此时期爬行动物成为中生代的优势动物粪群。过去二叠纪 

(Permian)极为发育的羊齿植物大量减少，代之而起的是银杏类 (Ginkgoales)、苏铁类 

(Cycadales)和松柏类 (Coniferales)等植物 (徐仁，l982)。到三叠纪 (Triassic)未 

期，整个地球的昆虫区系．已由古生代的特点，逐渐接近干现代类型特征。到白垩纪晚 

期，昆虫区系的现代成分增加．这似与该时期显花植物的繁盛有密切相关性。在中生代时 

期．我国受印支运动和燕1U运动的影响。陆地面积扩大，出现东部和北部高、西部和南部 

低的地势 气候转暖，井出现明显的地带性差异。植物繁茂，动物种类卞富，爬行动物极 

度发展 

l Zalessky(1939)在乌拉尔地医 叠世建立的化石属 Uralotermes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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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_】 早白垩世 (K．) 目前世界范围内白蚁化石发现的最早时期，是在中国华北地区 

的北京和河北省的早自垩世 (Early Cretaceous)。在该地质时期，我国所处地区大致可分 

为 3个气候带，中部地区的干燥气候向北推进到东北地区。尔后义转变为南方热带 亚热 

带到北方温暖潮湿气候区 (王德义等，1965)。在河北省围场清泉窑淘出土的白蚁化石， 

洪友崇 (1982)定为木白蚁科河北白蚁属 Hebeitermes，模式属种称围场河北白蚁 ． 

weichangensisHong。随后，任东等 (1995)在北京地区相继发现了草白蚁科和自垩白蚁 

亚科 (Cretatermitinae)的 6新属 7个化石新种；蔡氏蓟白蚁 Jitermes tsaii、硕燕京白蚁 

Yangjingtermes giganteus、美丽永定白蚁 Yongdingia opipara、黄氏华夏 白蚁 Huaxm— 

termes kuangi、网脉砸白蚁 Asiatermes retieutatUS、不垒 中生白蚁 Mesolermes incompl- 

Pm 、宽 中生白蚁 Mastotermes latus。 

2．1．2 晚白垩世 (K，) 早 自垩世的生物类群与晚侏罗世 (J )相近，植物以苏铁 目和松 

柏F1为寸三。至晚白垩世时期，裸子植物开始衰退，被子植物只渐繁盛，近代森林增加，预 

示了第三纪及近代植物的性质。由r陆地面积的逐渐扩大，或因极地迁移而引起的纬度变 

化，当时的赤道正好通过亚洲陆地中部。在-it"~-球，从北美洲北部到西伯利亚，属 于北方 

温带白垩纪植物带，以中生代的落叶乔木和灌木为主。1959年，Dorf在加拿大西部拉布 

拉多半岛 (Labrador)的植物化石层中，采得介于早白垩世和晚 白垩世之间的白蚁化 

石。 由Emerson(1967)鉴定并建立了 Hodotermitidae科中的白垩白蚁属 Cretatermes， 

模式属种为卡氏白孚白蚁 C．capenteriEmerson(罔 lj。 

2．2 新生代 (Cenozoic) 1LI№ 

新生代是地质历史发展中最新的 

一 个阶段。此时期是阿尔卑斯构造期 

的后期阶段，在我国所处地区的造山 

运动称为喜马拉雅运动。从地球物理 

和海洋一地磁证据表明，印度次大陆 

是从早白垩世与非洲夫陆分离，向东 

北方向漂移。到新生代的早第三纪中 

期 (始新世 Eocene)，与云南相邻的 

西藏相碰撞，造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 

E升和青藏高原的抬升 (朱世模等， 

1989)。 

在早第三纪的大部分时期，位于 

欧洲两北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如英 

国本土和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大致 

在古纬度 40。左右，属 于热带和 

热带气候类型 (麦克鲁，1986)。森 

林一度扩大至北极地带 

在第三纪初期，新生代的昆虫区 

系基本 卜已具有现代区系的性质。白 

图 l 白垩纪大陆地理位置及白蚁化石 

分布示意图 (大陆位置据 Briden，1974) 

Fig 1 Sketch map of the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continents and termite fossils in Cretaceous 

period{continent position from Briden． 1974) 

▲木白蚁科化石属 (Termite fossils of Kalotermitidae)I 

●草白蚁科化石属 (Termite fossiIs of Hodolermitidac)。 

蚁的生存地墟，也因湿热气候和森林分布的古生态环境，向北延伸至欧洲大部地区。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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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海 (Baltic sea)化石属种的分布尤为频繁=但从化 的记 得知．与晚自 f【f： 

(K )丰H衔接的 前 新 【H：‘Paleoccne)(约在 6 7 r万年)． Il{前尚未发拥出白蚁 

化f 在兑以后的备}H-代到第旧纪更新 (Pleistocene)，都有丰富的化石记录。 

! l 始新 (Eocene) 本阶段发现所有的白蚁化 ，卡要分布在欧洲的英格 、法 

国 德周和匈珂：利一带，其次是北美洲的美国和大洋洲的澳大利砸等地。美国除分布有 

Ma vtotgt· 属外，并与澳大利亚同有 Btattotermes属。英格兰亦有 Ma．stolermes属化石 

俘往，本属是迄今所知最原始的 Mastoterrnitidae科中，唯一延续生存毫夸的化{i属。在 

Kalotcrmitidae科中，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琥珀中发现 Etectroterrnes和 Proetectrotermes 

两属的化t ．法国发现分布有 Katotermes和 Neotermes两个延续生存至今的化石属。在 

Hodolermilidae科中，Archotermopsis属发现分布在德国，TermopMs属则发现分布在匈 

：利和德国两地。在 Rhinolermilidae科 中，Parastvtotet'rnes属和 Reticutitermes属均在 

波罗的海琥珀中发现。列为进化上最先进的Termitidae科，则未出现 于本地质时期。 

2．2 2 渐新世 (Oligocene) 本时期垒球气候温暖湿润，森林发展极盛。印度板块已在上 

个时煽 (始新吐)与西藏连接。特提斯海 (Tethys)(即古地中海)消失。横断山脉早已 

升起，云南地区闷热多雨，属南亚热带气候。本阶段的白蚁化石，无论在出土的属种数量 

f：． 或 是在分 布的 地 理范 围上， 均较 始新 世多且广 。在 Mastotermilidae科 中， 

Mostote~” P 属在德国有分布，Diawrmes属在欧亚火陆相问的两伯利亚 Ashutar山区有 

分，订 往 Kalotcrmitidae科中，Eotermes属在德国，G ptotermes属在美洲和波罗的海地 

区，Kah>sermes属在西欧诸国。在 Hodotermitidae科中，Termop~is属在法国，Umerietta 

属删同时fH现在德国和西伯利亚的广大欧亚地区。在 Rhinotermitidae科中，Coptotermes 

属猩中芷洲的多米尼加和墨两哥两地，Helerolermes属在北美洲的美国，尸 ast vlotermes 

属_往德国．Retieutitermes属在德国和美国均有发现。但 Termitidae科的化石属尚未在本 

阶段 现。 

：．2 3 中新tn：(Miocene) 本时期垒球气温微降．某些地区变千，森林面积减缩，禾草 

娄增加：我国西郏地区的许多山系和青藏高原已经隆起，东北省区的南部和山东省依然相 

睦 渤海尚未出现。属砸热带气候。 

本阶段J {蚁备属种化石的分布较渐新世为广，中国也有此时期化石的分布记录。在 

Ma：stolefnlitidae科 中，Mastotermes属在 欧洲的地 中海和 巴尔 f半 岛地区有分 布， 

Miolerl~z#s属在瑞士、德国和巴尔干半岛有分布，s 情。 属 0 南美 I的巴西发现 

(Emerson．1965)=在 Kalotermitidae科中，Gtyptoterme 属任中国的山东地区有分布， 

Katote~m! 属 中国l【l东有分布外．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地也有分布．Proetectrote～ 

，Die 系lfJ现在波 岁的 海沿岸 的琥 珀 中， Prokatotermes属 在美 国境 内分布 。在 

Hodotermitidae科中．Termopsis属在匈牙利有分布，Parolet~?les和 ZootermopMs两属在 

荧 均 有分布，( " ietta属除德国外．美 国也有分布。在 Rhinotermitidae科 中， 

Hete~’oletii?es属在欧洲的巴尔l_f半岛和墨西哥均有分布，Reticuliterrnes属分别在德国、 

瑞士和美圆境内发现．Parastytotermes属在美国有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尔干牛岛 

萏次出现在进化 f：较先进的、生存延续至今的 Termitidae科化石的 Ma~otermes属。 

2 2 4 I：新【!=j=(Pliocenc) 本地质时期是晚第三纪 (Late Tertiary)的最后一个时期，距 

夸约 3 l 至 千2百万年。经过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全球气温进一步下降、变干，第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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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系形成，森林更加衰退。此时期青藏高原已初步形成，川西、云南地区受到印度板块的 

挤压和扭曲．构成南北走向弧形褶皱的横断山脉 常绿栎林和雪松林的亚热带出现在云南 

北部和喜马拉雅山区。 

本阶段的化石种类较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垒球气候向恶劣的条件转换过程中，在北 

半球，白蚁种群发生相应的由北向南，或由干冷向湿热地区变动的演进过程 (黄复生等， 

1987) Mastotermitidae科的 Spargoterraes属在巴话发现。在德国发现了 Hodotermit— 

idae科中的 Umerietla属。 

2．2 5 更新世 本阶段已进八第四纪 (Quatertmry)的早期地质时期。喜马拉稚山和青藏 

高原继续隆起。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广布，发生4次冰期。大陆上升，黄土生成，草 

本植物繁盛。这种古生态环境的剧烈演变，耐地球生物种群的隔离分化，物种的消亡更 

迭，新物种的形成及地理分布和区系的重新划分，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物种的进化， 

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白蚁化石出土的地区来看， 

在这个阶段中，白蚁化石全部出现 

在非洲大陆。欧洲大陆则未见化石 

属的分布。即使在非洲出士的化 

石 ，其种 类已由 5个科减少到 3 

科：属种数量和分布范围，也逐渐 

减少和缩小。在已知的 3科中，以 

最进化的 Terrnitidae科属种数量 

最多 ‘在 Kalotermitidae科 中， 

Cryptoter,oqes属和 l~'eotgrll'les属均 

分布在非洲的东部地区，Glypto— 

ter1"~le5；属和 Katotermes属 Ⅱ在加 

纳、贝宁和几内亚等西部地区。在 

Rhinotermifidae科 中， Coptoter— 

mFs属和 ＆kdorhinotermes属分 

别 发 现在 桑 给 巴 尔一 带 。在 

q'ermitidae科 中．所有已发现的 6 

个化石属； ~facrotermes、 fficro— 

r”tes、 M icrocerotermes、 0don— 

totermes、 Termes、 Trineryiter— 

me3． U在非 洲的 东西两 侧的加 

纳、桑给巴尔等地区均有分布(圈 

／． 。’ 

{ 

＼乏 V r a 
． I —  

圈 2 新生代早期大陆地理位置及白蚁化石分布 

示意围(大陆位置据 Briden．j974) 

Fig 2 Sketch map of the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corLtitaeo_ts and termite fossds ln eady Cenozo(c 

period(Continent position from Briden． 1974) 

△澳白蚁科化石属 Termite fossils ofMastotermitida~； 

▲来白蚁科f￡石属 Termi~fossils of Kalotermi!idae： 

●草白蚁科化石属 Termite t'ossils of Hodotermitidae； 

0彝白蚁辩化石属 Termite fossi[s ofgbinotevalit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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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3 世界白蚁的地 分布示意闭 (防李桂祥．1989) 

Fig 3 Sketch Hlau of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liviog termite of the t~orld 

3 白蚁祖先的生存特点与化石研究展望 

在白蚁备科的部分化石属中．同时出现既有古老的化石，又有延续生存至夸的现生类 

群。如在最原始的澳白蚁科和术白蚁科中，Mostolertne,s属、Catcaritermes属、G“·pt— 

olcrme． 属、C／3"ptoterme． 属 lncisitermes属、Katotermes属、Neotermes属等属种，既 

有化石出土，义同时分布在现争的世界备火15击继续存活 在草白蚁科中的 】2个化石属， 

就有 2个属 至夸仍 存 。 鼻白蚁科 5个化石属中， 有 4属为现生属，占总化石属的 

80％。白蚁科的 6个化石属，全都是存括至夸的现生属。 由此作者认为．白蚁虽然是古老 

的类群，但陶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强大的适应能力．其祖先得以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变过 

程中，在变化多瑞的 态嗣 境里继续存留下求，构成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现状。 

在自蚁化石的研究中，日li暂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被一般人认为进化上最原始的澳白蚁 

科，其化7 属的出现时期仅在新生代的始新世 (约4一_6千万年前)，这个时期与其演化历 

程极 棉对应；丰甘反，进化晚于澳白蚁科的草自蚁科化石属，却在 l亿年前的早白垩世发 

现，而且都是任2O世纪亚洲大陆 (中国)的 8O年代束、90年代初出土 所以，继续探 

索原始自蚁祖先的地质时期和地理分布，仍是令后白蚁古生物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致谢 文中插陶由郑加蓉同志复墨，谨致礅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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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0N THE GE0GRAPHICAL DISTRIBUT10N AND 

EV0LUT10N 0F FOSSIL TERm ITES 

Zhu Shimo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the Chine se Academy ofScience． Kunming 650223) 

Huang Fusheng 

(institute of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 BeQing 100080) 

LiGuixiang 

(Guangdong institute ofEntoraology． Guangzhou 510260) 

Abstraet 

During the geological vicissitudes period of the earth，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termites changed their living locality by the affections of paleogeography， bio— 

climatology and paleontology The ancient termites moved away their vivosphare from north- 

ern habitats to southern regions， from dry and cold districts to wet and hot areas in the 

world by degression． 

In the long proces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of termites， some genera and species have ex— 

terminated， some have evolved to new genera in the new enviromental and pa1eoeco1ogical 

system． and the others survived and remained to the contemporary age． 

Key words Fossil termit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Geologic perio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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