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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straet IB this paper the main advances of research work~in Insect Syste- 

matics in China are briefly introduced 

Publications：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 Acta Zootaxonomica”， “Entomota- 

xonomiea ， “Sineczoologica”，“Zoological Research ， “Scientific Treatise on Syste 

matic and Evolutionary Zoology were published wlth 23 55 papers(including 344 
mites and dcks)．In the past 40 years 8620 new species have been described．from 
i 980 to 1 990 the described new species increased more than 500 species each year、 

A total of about 45 000 insect spec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Yell millions number 

ef insect specimens age possessed in the whole country． Taxonomists were increa． 

sing over 500． 

Three volumes of。Fauna Sinica一／~secta”(Siphonoptera，Hispidae，Drepanidae 
and Cyclidiidae)have been Imblished．39 fascicles of the“Economic Insect Fauna 

of china have been published．which included 6226 species (407 of mites and 

ticks)．The remaining 18 volumes are still in press．A large of insect iconos。ilfla- 
nuals，illustrated handbooks， identification books and monographical books of ag- 

riculture，forest and medical entomology etc．are very useful for 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entomologists and technicians to solve the applied problems 

In the past 40 years a great deal of comprehansive scientific expeditions have 

been made up by the chinese entomologists，such as in Yunnan，Xingjiang，Xizang， 

Hengduaa Mountain Region．W uling Mountain Region．Nearly few hundred thou- 

sands of insect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in these places MoSt 0f the resu1ts have 

been published，for example “Insect in Xizang ， “Insect in Hengduan M ountain 

Region ．“ Insect in W uling Mountain Region and others． All these information 

support an argument for the StUdy of insect systematics，phylogeny and zoogeogra- 

phy． 

In the field of the theory of insect systematies，Professor Sicien Chert pointed 

the following two concepts：(1)the species concept of mutability as well as COn- 

stoney 8erve~as the theoretic kernel of evolutionary systematics，(2) the contrast 
of newly derived and ancestral chnracters in character analysis c0Ⅱ be used to in— 

novate On the methodology of evolutionary taionomy and he proposed a new sys- 

tern of Chrysomeloidea 0n the basis of the ultraStracture of sperms and the chara— 

cteristica the post—embryonic stages．Professor W ．Y．Yia proposed 。 new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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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hylogeny in Protura 

The study of tossil iw~sects especially from Shanwaag， Shangdong (with 2 72 
species)ale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insect evolution Cladistic analysis， e[ec． 
tropherogram ，karyotype， insect-sound spectrum ，analysis of structure of sex phero— 

mone and computer~have loug been applied ia taxonomy and gained significant 

resu1ts． 

中国自然条件复杂，昆虫种类繁多，特别是 

横断 山区 、青藏高原和云南西双饭纳等热带雨 

林地区昆虫区系丰富多彩，受到国内、外昆虫分 

类学家的青睐。根据保守估计，中国应有 1 5万 

种昆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国仅记载 

20069种昆虫，其中中国人命名的仅 204种，绝 

太多数模式标本及文献资料均散落于国外 ；分 

类学工作者双数十人，标本不足百万号，昆虫分 

类研究工怍处于较艰难的境地。 

近 40余年来，我国 昆 !分类学研究有了显 

著的进展，自 1 949～1 9 79年的 30年进展已有 

总结(朱弘复，I979)，本文不再赘述。自i979～ 

1991年的 12年中，分类学研究范围逐步扩大， 

除重舌目外，33个目的昆虫种类不断增加，我 

国已记述昆虫约 45000种，全国馆藏标 本已 超 

过 1 000万号；分类学科研队伍已达 468人(田 

立新，l 986)，近几年又培养了大批硕士、博士及 

博士后，总人数当在 500人以上。 

本文拟从各种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动物 

志的编写和图册等基本资料 ；解决农、林、牧、医 

等生产上的问题；昆虫区系考察和分类学理论 

和方法的探索等五个方面扼要地将 近 10余 年 

来的研究进展试作一初步剖析。 
一

、 昆虫分类学论文在 1 97 9年前多 发 表 

于《昆虫学报》和《动物分类学报》上，至 l 979华 

两种刊物的第一期为止，共有 475篇论文(包括 

蜱螨 7{篇)(朱弘复，】979)。】979华后相继出 

版了《昆虫分类学报》、《动物学研究》．《动物学 

集刊》、《昆虫学研究集刊》和《系统进化动物学 

论文集》等 5种刊物 ，至 】9 91年底，7种刊物共 

发表昆虫分类研究论文 23 55篇，其中蜱螨 344 

篇。此外，一些高等院校的学报和产业部门的 

各种刊物也发表了不少论文。 

从 1 9世纪中叶我国开始积累昆虫分 类 资 

料至 1 94 9年 g近 50年间，我国科学家仅记述 

204个 种。 自 1 949至 1 979年 3O年间发表 

新种 23l5种 (华 立 中，1 986)， 平均每年 77 

种王书永等 1 991年统计，自 1 949至 1991年昀 

4O余年 共发表 8620个新种，按 1980～1 991 

年共发表 630j种计 ， 近 1 2年内年平均为 525 

种。统计中可能稍有出人 ，但总的看来，近 i 0 

余年比 1979年前的年平均数 (70～80种)有了 

极明显的进展。 

= 、编 写《申国动 物志——昆 虫纲》是广 大 

昆虫分类学家的重要任务，但由于过去基弛薄 

弱，存在很多困难，至今已出版三卷：蚤 营(柳 

支英，1 986)、铁 甲科(陈世骧，i986)、钩蛾科及 

圆钧蛾科(朱弘复等，】991)，据悉，尚有不少类 

群已积累了丰富资料待逐步编写。为适应生产 

需要，我国重点编写了《中国经济昆虫志》，宣 

l958年第一册问世以来 ，共出版 39册(1 97 9年 

前 l 6册)，尚有 1 8册已完稿等待付印。在已日 

版的 39册中 (含蜱螨 3册)，共记述昆 虫 1：0 

科、2361属、581 9种；蜱螨 1 7科、80属、407种0 

书中包括主要农林害虫和少部分益虫。与“志” 

体材相似的，尚有《中国盾蚧志》、《中国白蚁》、 

《中国沙螨》、《中国细颚姬蜂属志》等；地方志类 

的如《云南蜜蜂志》《西藏夜蛾志》及 《泰山蝶蛾 

志》等，此外，尚有图鉴、地方图册和昆虫目录等 

l0余册。这些专著的出版，为摸清我国昆虫种 

类起了重要作用。 

三、 自 50年代以来，我国已先后组 织 】0 

余次昆虫区系考察，近 l0余年来对西藏高原、横 

断山区、武陵山区和新疆等地的考察收集标本 

数十万号。已出版的《西藏昆虫》(1 981～1982) 

是全国分类学家合作的专著，包括 20目、l 73 

科、l160属、2305种，其中 20新属及 400余个 

新种，另蜱螨 8科、】6属、35种。此外，《西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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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巴瓦峰地区昆虫》(1 986)及《天 山托术尔峰地 

区趵生物》(1 990)，前者记述 昆虫 1 982种(其中 

H5个新种及新亚种)，螨蜱 5种，后者记述昆 

虫 41 5种。 1992年将 出版的 《髓断山昆虫》是 

全国分类学家合作的又一巨著，将包括昆虫 l9 

目，230科 ，1 97I属 ，4758种 ；蜱 螨 6科 ，23属 ， 

68种；两者共有 24新属，51 4新种。此外，尚有 

《青藏高原的蝗虫》(I 984)，《云、贵、川，陕、宁地 

区豹 虫》(1 98 5)等。通过上述多次区系考祭， 

促进了牧国各类群的系统分类学研究及昆虫区 

系的研究，特别是为 占北区和东洋区在我国境 

内的划分等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例如西藏境内 

两大区系的-葸 分、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喜马拉 
雅山[}段应当以喜马拉雅 山脉主脊线为两大区 

系分界线为妥当 (黄复生，1 981)，还是“应划 

毫喜 马拉 姥 “南麓 ，其中该 山的中 西段应 以南 

垃 3t300～340f,m 为界，东段的三江流域应在南 

坡 2 800～300t3m，即针阔混交林翡上限 高度 

(章士荚，1 991)，各学者的见解不尽相弼。此 

外 ，对横断 山区两大区系的分界，王书永、谭娟 

杰 (1 990)提出 “在垂直分布上 ，常绿阔叶林 

(28 00m)以下属东洋区系，暗针叶林带(3200m) 

以上属古北区系，针阔混交林带(2800—32 00m) 

为阿大区系的过渡带。”经过多年考察，对西藏 

昆虫区系的形成及与高原隆起的关系也有初步 

探讨。以上的资料将大大丰富我国动物地理学 

的 研究 。 

四，在解决农、林、牧、医的有关分类问题 

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一方面解决了部分种 

类鉴别中的疑难和混乱问题，例如米象、谷象、 

玉米螟、枣尺蠖、双斑萤叶甲、普通粘虫，非洲蝼 

蛄等；另一方面是开展农、林、牧经济昆虫的普 

查和编写实用性较强的专著、图册或图谱等，例 

妇《中国农业昆虫》(1 986)记述昆虫 l8目，229 

科、4156种及蜱螨 2目．32科，285种 ，是识别 

农业昆虫的重要资料；《中国农作物病虫 害 图 

谱》、《水稻害虫及其天敌图册》，《棉花害虫匣其 

天敌图册》、《新疆的蝗虫及其防治》、《天敌昆虫 

图册》、《中国农区胡蜂》、《中目主要害虫寄蝇》 

等等均是应用性很强的著作。《西藏农业病虫及 

杂草》(1 98 8)是第一部较全面报道西藏农业 昆 

虫的著作 ，记述 2l65种昆虫。林 虫方面的《云 

南森林昆虫》(I 987)记述 5300多种昆虫；即将 

出版的《湖南森林昆虫》达 3000种以上；尚有 

《中国森林昆虫》．《中国园林主要蚧虫》、《内蒙 

古草地昆虫》(I 991)记述 2077种，《中国仓库害 

虫区系调查》等等均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起着很 

大怍用。 

五、分类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方面也有了 
一 定进展。陈世骧教授多年来利用辩证观点对 

进化分类理论怍了大量工作，1987年 出 版 的 

《进化论与分类学》(第二版)对物种的概念、系 

统理论和特征分析进行了洋细论述，提出了前 

人未曾述及的两个论点：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 

念 ，作为进化分 类的理论 核心 ；新 ，祖征 的对立 

分析，作为进化分类方珐的改革。在实践中根 

据IIi-甲总科的进化路线提出了新的 6科分类系 

统。 

尹文英教授应用原尾目精子的超微结构和 

胚后发育，提出了该 目系统发生的新概念，并提 

出了该目 8科 I 7亚科的新系统 ，受到国际同行 

的广泛重视。 

近年在数值分类及支序分类方面也作了一 

些工作 ，继“蚜虫的数值分类”(朱弘复等，l 9 75) 

后 ，对中国草蛾属和古北区草蛾属进行了数值 

分类的研究(刘友樵等，1980，1982)，支序分类 

进展较快，继 “中国蝙蝠蛾属支序分类 (朱弘 

复，1 984)之后，近年来支序分析方法较广泛应 

用于系统分类研究中。此外，昆虫超徽结构、蛋 

白质的电濠分析、染色体组型、昆虫鸣声声谱分 

析和性信息素结构分析以及计算机等手段均已 

广泛应用于昆虫分类学的不同类群研究中，并 

茬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中起了一定怍用，例如和 

用性信息素结构分析澄清了欧洲玉米螟及亚洲 

玉米螟的区分；利用电泳方法对中华按蚊和嗜 

人按蚊，米象和玉米象的区分等。 

化石昆虫是研究昆虫进化 的依据 ，。昆虫地 

质史 (谭娟杰，1 98o)根据国内外报道的昆虫化 

石，对昆虫的地质史作了概括；《山旺化石》(张 

俊峰，1989)一书介绍了山东临朐县山旺地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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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昆虫 ，包括 1 2目、 74科 、16属、272种 ，对 

了解中新世山旺地区昆虫面貌及其进化是有意 

义的。化石昆虫的研究正在深入，尚有不少报 

道。 

总之，我国昆虫分类学研究虽已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我国尚有约 2，3的昆虫有待发现及 

?(王、) 
29(，) 

记述，有些类群尚无专人研究 ，一些地区尚未深 

入调 查，人才断层与缺乏，资金不足 等均给我们 

的深入研究带来很多困难 ，特别与部分发达国 

家相 比差匪很大，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奋发努 

力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赶上某些先进国家的 

研 究水平。 

中国昆虫生态学研究的透视 

㈣科学 m 及储 ．／ 

A PERSPECTIVE 0N INSECT EC0LoGIl：AL STUDIES IN CHINA 

DI}●G YAN<~tN 

(1*sri~ute o，Zoology．Academia Sinica．Btl i f 1o~oso) 

Al~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c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are re ewed under 7 

,ubjects as following． 

(1)Imeet MathemtLtieal Ecology 
Based On the data of life tables and population dvnamics of insect peStS ga- 

thered through many years，many prediction models of insect Populatiols (e．g．。 
population simulation models，statistics models，matrix models，cataatrophy models， 

grey system models)have been proposed．In studies OI applications of natural en— 

emies for controlling insect pests，many models are also proposed for the action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the predator-prey system and the effects of climatic 

factors against the searching efficiency of predators． 

(2)Imeet Economic Ecology 
Practices of pest contro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nom；C ecology。 

i．e．，perform ing the decision management of pests by combining applications of 

the maflageglent principle* of econom ic ecology and system analysis methods． In 

StUdies of the economic thresholds of insect pests，the single—population economic 

thresholds of m ain pe sts and the compo und economic thresholds of multi—po pula— 

tions of rice pe sts， cotton pests and wheat pe sts are proposed． In studies of the 

optimum decision management of pests，th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of wheat—pest~ 

svs【cm and the optimum decision models of rice—pests system， cotton—cotton boll 

wO1"m system．the Chinese pine-Chinese pine caterpillar system ，citrus—pest~ system 

etc are proposed． 

(3)In~ct Environmental Ecology 

Atmosphere pollution effects of SOt，HF，0，ere．On the development， repro- 

ducti0n．mortality，harmfulness ecc．of insect pests living on crops polluted have 

been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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