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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奇妙的昆虫星球
在地球上，可以说，很难找到比昆虫历史更悠久、数量

更多、种类更丰富的生物。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几乎

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干燥的沙漠、湿热的热带

丛林，还是温暖的平原地带，都有它们活动的身影。

很多昆虫对人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例如蜜蜂会产出甜

甜的蜂蜜和有用的蜂蜡，土元（土鳖虫）具有重要的医药价值，

屎壳郎（蜣螂）会清理粪便、净化大地等。它们为我们居住

的地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你是不是也对昆虫十分好奇呢？那就翻开这本书吧！你

不仅会看到各式各样有趣的小虫子，而且还会了解它们有哪

些奇特的本领。在书中，既有美轮美奂的昆虫图画，又有丰

富生动的文字描述，比如昆虫的产生和发展史，昆虫的求偶

方式，昆虫的成长过程等。此外，本书还对很多昆虫的“代表”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比如凶残的捕食者螳螂、优雅的舞

者蝴蝶、勤劳的园丁蜜蜂等。考虑到与昆虫形态上的类似性，

本书还介绍了少量有趣的蜘蛛，尽管它们并不是昆虫，但不

妨一并了解一下。

当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渺小的生物都拥

有一段伟大的生命历程。相信你会更加喜爱这些小家伙，并

且更加热爱神奇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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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昆虫



强大的昆虫家族征服地球

    在以后的环境演变中，

有些昆虫不能适应环境的猛烈

变化，陆续灭绝；而另一些昆虫

则顽强地坚持下来，直到今天。

比如蜻蜓、蟑螂等，它们的样

子和几万年前几乎一样。

看似不起眼的昆虫，其实是地球上的“老

前辈”呢！大概在距今 3.5 亿年以前，它们就出

现了，然后历经一代又一代的繁衍，进化到今

天的模样。那么，昆虫家族是如何征服地球的

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穿越时空去看看吧！

昆虫的始祖是一种既像蚯蚓又像蠕虫的生物，
它的身体前端生有刚毛，在水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大约在 3.2 亿年前，有些昆虫开始进化出翅膀，
可以进行较短距离的飞行。

蟑螂

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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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知识链接

昆虫世界有好多“老古董”呢！

你认识哪些生命力顽强的昆虫？把它

们介绍给大家认识吧！

经历了 2 亿～ 3 亿年的演化过程，昆虫的身体构造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头、胸、腹的
三段体态。

2.9 亿年前，昆虫演变进入了黄金期！这个时期，昆虫大家庭的成员不断增加，但它
们大多属于不完全变态类型。又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完全变态类型的昆虫才开始出现，
它们在一生中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

到了大约2.8亿年前，森林中的植物生长得欣欣向荣，为植食类昆虫的发展提供了良机，
使它们实现了飞速的发展。

大概在距今 2 亿年前，地球气候出现了巨大变化，很多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植物大
量减少，这时以昆虫为食的始祖鸟诞生了，而这一切使得昆虫的生存环境变得非常恶劣。

距今约1.3～0.65亿年前，近代植物，尤其是显花植物的增多，使得以花蜜为生的昆虫（如
黄蜂）和肉食类昆虫（如螳螂）大量繁衍。此外，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繁荣发展，促使寄生
类昆虫（如虱子、跳蚤）诞生，昆虫大家庭变得五彩缤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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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昆虫

黄斑蝽

昆虫家族成员众多，“人丁”兴旺，

经过几亿年的洗礼和磨炼，一些昆虫被淘汰

了，如今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一些昆虫

成功地通过了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自由地生

活在地球上。为了对它们进行更好的辨识

和区分，这些昆虫被分为不同的目。现在，

我们马上一起认识一下它们吧！

蚂蚱
蟋蟀

蚊子

蚜虫

苍蝇

蝉

豆娘

直翅目
直翅目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热带雨

林最为常见，是一些中到大型的昆虫。
代表昆虫：蚂蚱、蟋蟀

同翅目
同翅目的昆虫长着刺吸式口器，

吸取汁液时会将食物“刺破”。
代表昆虫：蚜虫、蝉

双翅目
双翅目包括蝇类、蚊类和虻类，

它们都有一对发达的前翅，一对退
化的后翅。

代表昆虫：苍蝇、蚊子、牛虻

半翅目
半翅目的昆虫被人们习惯称为“蝽

象”，前翅是半鞘质，分为抓片、革
片和膜片，后翅是膜质。

代表昆虫：黄斑蝽、粗腿缘椿象

蜻蜓目
蜻蜓目分布在全世界，尤其是热带

地区，头大，复眼发达。
代表昆虫：蜻蜓、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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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认识哪些昆虫？把你所知道

的关于昆虫的知识讲给小伙伴听吧！

同步知识链接

 这12个目包括的昆

虫，都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其实，昆虫的种类非常多，总

共有34个目呢！因为有一些是

我们不常见的，所以就不

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白蚁

螳螂

竹节虫

瓢虫

象鼻虫

蝴蝶

飞蛾

蚂蚁 蜜蜂

蟑螂

鞘翅目
鞘翅目通称为甲虫，身体坚硬，

长着厚厚的壳，像穿了一身铠甲。
代表昆虫：瓢虫、象鼻虫

鳞翅目
鳞翅目包括所有的蝴蝶类和蛾类，

翅膀表面覆盖着小鳞片。
代表昆虫：蝴蝶、飞蛾

竹节虫目
竹节虫目的昆虫身材修

长，身着保护色并善于模拟。
代表昆虫：竹节虫

螳螂目
螳螂目只有螳螂一种昆

虫，前肢是两把“大刀”。
代表昆虫：螳螂

膜翅目
膜翅目包括所有的蜂类和蚂蚁。

它的名字来自于其两对膜翅，前翅
大、后翅小。

代表昆虫：蜜蜂、蚂蚁
等翅目

等翅目通常被称为白蚁，
身体软，大多是白色，头部
坚硬，触角短。

代表昆虫：白蚁

蜚蠊目
蜚蠊目大都是家

庭害虫，体形较扁、
呈长椭圆形，行走速
度十分快。

代表昆虫：地鳖、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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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乱真的伪装术

大自然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危险，昆虫们为了保护自己，

进化出了极具欺骗性的伪装术。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兰花螳螂

生活在哪里？
      兰花螳螂的名字中之所以

有“兰花”两个字，是因为它

们大多生长在不同种类的兰花

上，这类螳螂主要产于马

来西亚的热带雨林。

拟态伪装术
竹节虫身形和四肢都很修

长，如果它藏在植物的茎叶之
间，真的很难分辨。

蚱蜢把自己伪
装成一片枯叶。

尺 蠖 模 拟
枯萎的枝条。

兰花螳螂可以随着花色
深浅调整身体的颜色，利用
自己的身体形状伪装成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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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警戒色
叶甲虫身上的光泽

和斑纹既特殊又显眼，
往往吓得敌人不敢靠近。

多留心观察其他的昆虫，看看它们有哪些自

我保护和逃生的本领，和小伙伴们交流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金龟子遇到危险时会装死
不动，等周围安静后再活动。

临时伪装术：装死

蚱蜢的身体颜色
和四周的环境颜色相
近，让人很难发现它。

隐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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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隐藏有多少小虫子

昆虫真是无处不在，就连我们走路时，也会不小心踩到

它们。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遍布家中的“小家伙”吧。

螨虫
螨虫太小了，肉眼是看

不见的，它一般出现在床上，
吃我们掉落的皮屑。

幽灵蛛
它有很长的脚，大概有

一粒米那么大。

跳蛛
蝇虎也是它的名字，是

个跳来跳去的小蜘蛛。

         我们一步落

下，可能就有约2

万只昆虫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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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蛉
夏 天 出 现 的

小飞虫，经常出
现在纱窗上。

米象
大米里出现

的小甲虫，好恶
心啊，都没胃口
吃饭了。

你还知道哪些在家中出现的小

虫子呢？快去找找吧！

同步知识链接

蟑螂
分为德国小蠊和

大蠊，是生命力超强
的害虫，一旦出现很
难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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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伙们的活动场所

昆虫们活动场所分布广泛，陆海空无所不包！

天空
天空中活动的昆虫大多

在白天出来，它们一般拥有
强健的翅膀和发达的口器。

代表昆虫：蜻蜓

水里
水里的昆虫有些终

生畅游在水中，有些长
大了就会从水中出来，
到岸上生活。

代表昆虫：蜉蝣

地表
此类昆虫的翅膀已经退

化，或是根本没有翅膀，以
跳跃和爬行为主。

代表昆虫：蟑螂

蜻蜓

蜉蝣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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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底
地底的昆虫多以腐物和植物根

部为食，它们很喜欢阴暗的环境。
代表昆虫：蝼蛄

寄生
这种昆虫很懒，没什么

活动能力，只好寄生在动物
身上，靠吸血维持生命。

代表昆虫：跳蚤

寄生大家族
你知道吗？原来寄生虫的种类是很

多的，像马胃蝇就生活在小动物体内，
小蜂生活在别的昆虫体内，还有二重、
三重寄生的昆虫，简直是数不过来！

你还在一些比较奇特的地方见

过其他昆虫吗？它们有什么特点？

和大家交流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跳蚤

蝼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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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有灵敏的器官

别看昆虫都是些“小不点”，它们的感官可是灵敏得很呢。有时候，就连我

们人类看不到或听不到的东西，都能落入它们的“灵眼”和“灵耳”里。

眼睛
昆虫的眼睛有单眼和复眼之分：单眼很小，一般长在昆虫头顶处；复眼是由很多“小眼”组

成的，显得又鼓又大。

耳朵
昆虫的耳朵非常奇怪，

在我们看来很不可思议。

  ◎ 蟋蟀的“耳朵”长在前
足膝盖下面，是一块鼓膜状的
凸起，利用“耳朵”，蟋蟀可
以听到别的蟋蟀求偶的声响。
  ◎飞蛾的腹部长着“耳
朵”，能够用它听见蝙蝠飞近
的声音。

多观察我们周边的昆虫，看看

它们的器官都在哪里。

同步知识链接

单眼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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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
很多昆虫拥有一对美丽的

触角，它们是昆虫身上的关键
感觉器官，可以为昆虫探出前
方的障碍物，找寻配偶，分辨
可以吃的东西等。

      某些昆虫还可以

利用触角，愉快地与伙

伴们“聊天”呢！

       单眼还分为侧单

眼和背单眼，大多数昆

虫头顶长着1～3个

背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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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器千奇百怪

口器其实就是昆虫的嘴巴，昆虫用它来摄取食物。但是由于食物不同，口器

也进化成很多种类，用来满足昆虫们不同的取食需要。

咀嚼式口器
拥有咀（jǔ）嚼（jué）式口器的昆

虫能够咀嚼动物或植物的固体成分，以此
来作为它们的食物来源。

代表昆虫：螳螂

嚼吸式口器
这是一种构造较复杂的口器，大颚部分

可以咀嚼食物，食物管能够吸食液体。
代表昆虫：蜜蜂

复杂的食物管
食物管的构成很复杂，

它是由中舌、下唇须以及
小额外叶合并而成的。

中舌

小额外叶

下唇须

螳螂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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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吸式口器
这种口器很像尖尖的针管，

能够轻易刺进某些植物和动物体
内，吸食血液。

代表昆虫：蚊

舔吸式口器
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头部和吻。

吻部像个海绵小垫子，唰一下，食物
就被它舔空啦！

代表昆虫：苍蝇

虹吸式口器
这种口器不用时像

蚊香一样盘起来，用时伸
长，像一个长长的吸管。

代表昆虫：蛾

查一查昆虫的“嘴巴”还有哪

些妙用，与身边的人分享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蚊

苍蝇

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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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长得真奇怪

许多人认为昆虫没有鼻子，其实这是个误解，昆虫是有鼻子的，它们像人类

一样，用鼻子来呼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昆虫的鼻子。

气管系统
这是大多数陆生昆虫的呼吸系统，

它们通过体侧打开的气门来呼吸。
代表昆虫：蝗虫

体壁呼吸
这种呼吸方式很

神奇，可以跨过体壁
直接呼吸。

代表昆虫：跳虫

蝗虫

跳虫

      气门就像人

类的“鼻孔”一样，

只是它们处于昆虫的

身体两侧，显得有

些奇怪。

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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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盾呼吸
昆虫的腹部有一层密密麻麻

的小细毛，形成一层薄薄的“空
气盾”，通过“空气盾”与气管
连接，实现呼吸。

代表昆虫：负子蝽

用气管系统呼吸的陆生昆虫，

也可以利用体壁进行呼吸，只不过

无法满足其正常生理需要罢了。

同步知识链接

气管鳃
气管鳃是昆虫身体表面向外凸起的组织

结构，很像鱼的鳃。
代表昆虫：蜉蝣

气泡呼吸
昆虫体内有贮气囊，事

先储存气泡，在水下时通过
气泡吸收氧气。

代表昆虫：龙虱

蜉蝣

龙虱

负子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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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是怎样发声的

我们经常能听到昆虫发出的各种声音，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昆虫在“叫”。

实际上，昆虫是没有发音器官的，它们能发声，靠的是一些“小技巧”。

撞击发声
某些昆虫会通过撞击硬物或同类身上的

组织发声。
代表昆虫：窃蠹

摩擦发声
很多昆虫凭借身上两部分发音器

组织的摩擦产生声音。
代表昆虫：金龟子

金龟子

窃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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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发声
昆虫扇动翅膀，与空气摩擦也会产

生声音。
代表昆虫：苍蝇、蚊子

你还知道哪些昆虫会发声？查

查资料，和大家交流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昆虫
为什么要发声？

      当昆虫有择偶、摄取食物

或飞行需要时，就会发出声音。

例如雄性拟步甲在求偶的时候，

就会使用它的腹片磨蹭雌性拟步

甲身上的小瘤，产生出十分

尖锐的声音。

苍蝇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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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怎样运动

小昆虫们很勤劳，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然而它们的运动方式却和人类不

一样，有飞在天上的，有在地面爬行的，还有在水中游泳的，形式丰富多彩。

蠕动
这类昆虫靠蠕动的方

式前进。
代表昆虫：毛毛虫

跳跃
这类昆虫蹦蹦跳跳的，有一对强力的弹

跳足。
代表昆虫：蝗虫、蟋蟀

伪足
毛毛虫身上生有 5 对伪足，

这种伪足并不能用来行走，却能
够起到固定作用。

行走
有些昆虫用足行走，它们的足

叫步行足。
代表昆虫：天牛

毛毛虫

蝗虫

蟋蟀

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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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有些昆虫利用它们独特的足划水

游动。
代表昆虫：龙虱

飞行
这类昆虫依靠自己发达的翅膀，无忧无虑地

生活在天上。
代表昆虫：蝴蝶、瓢虫

螳螂

滑行
有一种蚜虫，很

小很轻，可以借助风
力进行短距离的滑行。

捕捉
有些昆虫的足是武器，可

以用来捕捉食物。
代表昆虫：螳螂 昆虫的运动方式多种多样，你

还知道哪些运动方式呢？注意观察

一下周围的昆虫吧！

同步知识链接

龙虱

蝴蝶

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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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界的“大力士”

如果让你回答什么生物的力气最大，你可能会说是大象。没错，大象确实是

一种力气很大的生物，但是当它与另外一种生物做比较时，它的力气就算不上什

么了。这种生物的名字叫作蚂蚁。

构造
蚂蚁的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一般可划分

为黑蚂蚁和红蚂蚁两种。蚂蚁一般结群生活在地下，
食物很杂，寿命较长。

消失的翅膀
蚂蚁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长着

翅膀的，但是随着陆上生活的需要，
蚂蚁的翅膀逐渐退化，最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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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的力气
如果说一只蚂蚁的体重为 1 单

位，那么它就可以举起 400 单位以
上的重物，拖动 1700 单位以上的
重物，它是不是“大力士”呀？

分工
蚁群大概可以分为蚁后和工蚁两级。

有时会出现雄蚁、雌蚁。某些科类的大工
蚁被称作兵蚁。

力大原因
蚂蚁的腿部肌肉极为发达，就

像一部超高功率的“发动机”。

你对蚂蚁还有哪些了解？试着

与周围的小伙伴们交流一下。

同步知识链接

   雄蚁专门负责与蚁

后交配，交配完成后存活时

间很短；雌蚁交配后有的会脱

翅，会变成新蚁后；工蚁的

头部进化变大，会变成

兵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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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起舞的蝴蝶

花儿开了，众多种类的蝴蝶飞舞在花丛之间，真是美不胜收。正因为有了蝴

蝶的点缀，花儿的色彩也变得更加美丽起来。

外形
蝴蝶的体型范围一般在 5 ～ 10 厘米，全

身分为头、胸、腹、翅和足五部分。其中翅膀
有 2 对，足分 3 对。

生活习性
蝴蝶多以植物的茎叶为

食，一般在白天出来活动。

翅膀的作用
蝴蝶的翅膀不仅美丽，还可以

起到伪装、隐藏自身和吸引异性的
作用。

注意观察花丛中间出现的蝴蝶，

看看它们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并

记录下来。

同步知识链接

头

足

胸

翅

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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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分布
蝴蝶的种类非常多，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 20000 多种，

在中国有 2000 多种。
代表昆虫：多涡蛱蝶、红带袖蝶、猫头鹰环蝶、枯叶蛱蝶、

宽纹黑脉绡蝶、老豹蛱蝶、蓝闪蝶等

蝴蝶与蛾类的区别
蝴蝶与蛾类的区别主要在于蝴蝶头部的一对

触角呈现棒状或锤状，而蛾类的触角多种多样。

     蝴蝶在小的时候

是很丑的毛毛虫，等到

破蛹之后，就成为美

丽的蝴蝶啦！

卵 

幼虫 成虫

蛹

蓝闪蝶

红带袖蝶

生长过程
蝴蝶的生长分为四个阶段，依次为卵、幼虫、蛹和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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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的园丁蜜蜂

蜜蜂是人类的朋友，它们辛辛苦苦地工作，酿造出美味甘甜的蜂蜜，不仅满

足了自己的生存所需，也“甜蜜”了人类的生活。

体态特征
蜜蜂的体态范围在 8 ～ 20 毫米

之间，腹尾部带针，身体颜色呈现
黑褐色或黄褐色。

分工
一个族群中分为蜂

王、雄蜂和工蜂三种。
蜂王负责生育后代，雄
蜂负责与蜂王交配，工
蜂负责采蜜、喂食幼蜂
和筑巢。 

蜂王 雄蜂
工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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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
大部分蜂巢是零星分布在各地的，当然也有多

年在同一地点筑巢的蜜蜂。比如，毛足蜂的蜂巢就
会在一个地方出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代表蜂巢：球形蜂巢、纸蜂巢、绳子状蜂巢

酿蜜过程
大家都知道蜂蜜很甜、很好吃，

却很少有人知道酿蜜的过程，让我们
快来看一看吧！

蜂蜡
蜂蜡是工蜂在修筑蜂巢时分泌出

的一种特殊物质，具有很广泛的社会
用途。比如蜡笔和蜡烛，其中就含有
大量蜂蜡。

蜜蜂所产的蜂蜜和蜂蜡对人们用

处多多，你还能试着举两个我们现实

生活中用到的蜂蜜或蜂蜡产品吗？

同步知识链接

      工蜂在蜇人之后，

它的尾针和内脏会一起

留在人的体内，导致

它很快死亡。

◎蜜汁在
小室内逐渐变
得成熟，最后
成为蜂蜜。

蜂巢

◎工蜂将花蜜收
进蜜囊中，飞回蜂巢。

◎ 工蜂将蜜汁吐
入蜂巢中的小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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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掉爱人的螳螂

螳（táng）螂（láng）又称刀螂，

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长着一对像

大刀一样的前臂。它是很凶残的肉

食者，有时候连同类都敢吃！

种类
螳螂的分布范

围极广，几乎世界
各地都有它的身影。
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
2000 种螳螂，中国
境内有 150 种左右。

      螳螂举起前臂

的样子很像是人在祈祷

（dǎo），所以人们又

叫它祈祷虫。

代表品种：中
华大刀螳、狭翅大
刀螳、棕静螳、薄
翅螳螂、绿静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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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螳螂可以捕杀 40 多种害虫，如飞蝗、

蚊子等，是害虫们的重要天敌。

残忍地交配
雌蟑螂会在交配完成后吃

掉雄螳螂，好恐怖哟！

     雌螳螂之所以

会“吃丈夫”，是因

为它需要补充更多的

能量，来繁衍后代。

注意观察一下野外生存的螳螂，

它们还有哪些特点和习性？快和小

伙伴们探讨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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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唱歌的昆虫

昆虫界有很多昆虫会发出各种“声音”，就好像人在唱歌一样。其中有的“歌声”

给人以美的享受，有的“歌声”却会给人以警告，告诉人们：我来了，谁都不要惹我！

蜜蜂的歌声
蜜蜂飞来飞去，发出“嗡嗡”

的声音，人们听到这种声音，往
往就不敢靠近它了。

仔细倾听大自然中昆虫们的声

音，分辨一下它们到底是哪种昆虫。

同步知识链接

蟋蟀的歌声
夏天的夜晚，我们经

常能在草丛中听到蟋蟀嘹
亮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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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的歌声
蝉落在树上，发出“知

了，知了”的声音，所以人
们又称它知了。

    苍蝇、蚊子等害

虫也会发出叫声，然而

这种声音通常会令人们

觉得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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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不堪的“土狗”

蝼（lóu）蛄（gū）生活在地下，又叫耕狗、拉拉狗。因为长得丑而且不起眼，

所以人们戏称它为“土狗”。

蝼蛄有一个圆形的大脑袋，全身长着一层淡淡的绒毛。

日常习性
蝼蛄白天藏在地下，夜晚出来活动，

它们很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

繁衍
每年 6 ～ 7 月份是蝼蛄的产卵

期，小蝼蛄长得很慢，大概要三年
时间才能长大呢。

        蝼蛄的身体一

般是淡黄褐色或暗褐

色，对它来说，这是一

层很好的保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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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害虫
它们喜欢吃蔬菜和菜苗，会对

农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药用价值
蝼蛄虽然是害虫，却可以入药，

是一味治疗囊肿的中药。

蝼蛄对庄稼来说属于害虫，你

能不能给农民伯伯出个主意，让它

不再危害庄稼了呢？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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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暗、潮湿角落里的“剪刀手”

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奇怪的小虫，它们的尾部就像一

把剪刀，我们把这种小虫叫作蠼（qú）螋（sōu）。

生活环境
蠼螋一般生活在树皮

的间隙中，腐木或落叶堆
中也会出现它们的身影。

满满的母爱
雌蠼螋会小心看护自己产

下的卵，等小蠼螋破卵而出后，
还会照顾它们很长一段时间。

“剪刀”的作用
蠼螋的“剪刀”实际上是它的尾 

铗（jiá），可以起到自保御敌的作用。

和人类的关系
蠼螋和人类的关系不大，有很少一部

分种类会对花卉和贮粮造成损害。

蠼螋还有哪些有趣的传说，快

去查资料了解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如果不注意

环境卫生，蠼螋也

会出现在家里的卫

生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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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吃的“大块头”
昆虫界有一个胖乎乎的“大块头”，它虽然长得灰溜溜不起眼，却有很大“本领”，

让人不可小觑（qù），它的名字就叫作地鳖（biē），别称土鳖虫。

外貌特点
地鳖的身体呈卵圆型，

像是一个熟鸡蛋被切开两
半，倒扣在地上。

生存环境
地鳖喜欢在老旧土坯

房的墙根处活动，在那里
的土壤中，我们经常会发
现它们活动的踪迹。

食物种类
地鳖的“菜单”很

杂，米糠、玉米面、肉、
菜叶、青草以及家禽家
畜的粪便等，都可以成
为它的食物。

药用价值
小小地鳖别看长得不

咋样，药用价值可是很高
的。它不但可以治疗淤血
和骨折，还能起到抗癌作
用呢！

你知道吗？雌地鳖是没有翅膀

的，只有雄地鳖才有翅膀。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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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地下的昆虫家族

有些昆虫不太喜欢陆地上的环境，只喜欢在暗不见光的地下待着，它们就是

昆虫世界中的“地下一族”。现在，让我们快来认识它们吧！

蛴螬
蛴（qí）螬（cáo）长得肥肥白白的，

很像是一只弯成“C”形的大蚕，它属
于金龟子的幼生形态。

金针虫
金针虫身体细长，一般具

有金黄色的光泽，是叩头虫的
幼生形态。

种蝇
种蝇的幼虫经常啃食植物的根

部，引发植物死亡，对农作物的危
害很大；成虫则携带多种细菌，会
带来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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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潜
沙潜是一种椭圆形的黑色昆虫，它的

背部很像是一个小铲子。

麦根蝽象
麦根蝽（chūn）象大多寄生在农作

物上，用口器吸食农作物中的营养成分。

除了上面所介绍的几种，你还

知道有哪些生活在地下的昆虫，试

着再说出几种来吧。

同步知识链接

     蚯蚓虽然生活在

地下，却不属于昆虫一

族，而是一种无脊椎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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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光的昆虫

草丛间、树林里，我们经常会发现一群“流光”在肆意飞舞，这并不是什么

灵异现象，而是一种会发光的特殊飞虫——萤火虫。

分类
全世界大概有 2000 多种萤火虫，分

为水生萤火虫、陆生萤火虫和半水生萤火
虫三类。

◎ 水生萤火虫：黄缘
萤、条背萤、雷氏黄萤

◎陆生萤火虫：山窗
萤、窗胸萤

◎半水生萤火虫：鹿
野氏红翅萤

     萤火虫还有很

多好听的名字，比如

夜光、景天、流萤、

耀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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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性
萤火虫既可以生活在水

中，也可以生活在陆地上。一般来
说，萤火虫的幼虫出生在水中，等到蜕
变后会爬到陆地上。

萤火虫喜欢住在靠近水源、植被茂盛的灌
木丛中。

萤火虫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你在某
个水域附近发现许多萤火虫在活动，通常说
明这里的水没有遭受严重的污染。

发光原理
萤火虫拥有神奇的发光细

胞，这种细胞会和外界的氧气等
物质发生反应，从而发出光来。

你知道哪些关于萤火虫的故事

吗？快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吧。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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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歌唱家

每到炎热的夏季，我们就会从树

上听到一种十分响亮的鸣叫声。叫声

的主人就是昆虫界有名的“演唱家”，

出生在地下的奇特昆虫——蝉。

外貌特征
蝉是昆虫界的“大块头”，它有两对

很薄的翅膀，一对突出的复眼以及三个单
眼。此外，它还有一对很厉害的挖掘足，
就像是两把小铲子，可以用来挖土。

习性
蝉主要生活在地下，幼虫会破坏土里

植物的根部，成虫则落在树上吸食汁液，
是有名的害虫。

蝉是昆虫界的“老寿星”，能

活 3～9 年呢！

同步知识链接

      蝉因为总是“知

了，知了”地叫，所以

也叫知了，而有些地方的

人则管它叫作借落子。

蝉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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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价值
蝉脱皮时留下的皮叫作

蝉蜕，蝉蜕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咳
嗽等疾病。

出声原理
蝉的腹部有一个发声器，就像是蒙着

鼓膜的大鼓，鼓膜不断振动，就会发出很
响亮好听的声音。

     只有雄蝉才会

发声，雌蝉的发声构

造不健全，所以是

个“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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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吊死鬼”

我们走在路上，可能会突然遇到这样的情况：长长的小虫从天而降，在一根

根细丝的支撑下飘来荡去。这种虫子名叫尺蠖（huò），民间俗称“吊死鬼”。

尺蠖的身体很细长，行走时一伸一缩，就像是拱桥一样。

主要种类
尺蠖的种类有很多，地球上

有 12000 多种，中国境内则有 43
种左右。

代表昆虫：槐尺蠖、茶尺蠖、
油桐尺蠖、木尺蠖、云尺蠖

    尺蠖是尺蛾的幼

虫，它们在土中化蛹，

等到冬天过去，就可

以化为尺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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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尺蠖会吃某些槐树上的叶子，如果不

注意的话，它们会在 1 ～ 2 天之内，将树
上的叶子都吃光！

观察周边环境，看看有没有尺蠖

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就记录下它的

习性特征，与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尺蠖效应
尺蠖在行走时，无论是伸还是缩，都是

朝向一个方向，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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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磕头的虫子

有这样一种虫子，它十分没有“骨气”，经常对人磕头，好像在说：“饶命！

饶命！”这种有趣的虫子就是磕头虫。

磕头虫又叫叩头虫，它会吃农作物、树木和小草，是一种危害很大的害虫。

“磕头”的秘密
磕头虫的“磕头行为”

并不是求饶，而是有着很
深刻的含义。

“跳高”高手
磕头虫能够跳到 40 多厘

米的高度，是其自身高度的
50 多倍呢！

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磕头虫的趣

闻吗？查一查资料，将这些趣闻讲

给大家听吧！

同步知识链接

秘密武器
磕头虫的腿很短，

它能跳得很高，关键在
于胸腹部有一个灵活的
关节，当它躺在地上时，
关节对折，背部猛烈冲
击地面，依靠反作用力，
它就可以跳起来啦！

◎“磕头行为”是磕
头虫面对敌人时的本能反
应，是它要逃走时表现出
来的动作。

◎雄性磕头虫在面对
雌性磕头虫时，会用磕头
来表示求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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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里的昆虫

热带雨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物种繁多，居住着许多各式各样、十分奇

特的昆虫。

泰坦甲虫
泰坦甲虫一般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雨

林中，是地球上最大的昆虫之一。

黑脉金斑蝶
又称帝王蝶，翅膀上有明显的橙色和

黑色斑纹，个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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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蚁
行军蚁主要存在于亚

马逊河周边地区，一般过
群体生活，它们个性凶残，
“大军”所过之处几乎是
寸草不留！

树排蜂
它的体型很大，是

普通蜜蜂的 2 倍左右，
是蜂类中攻击性最强、
毒性最强的种类。

    树排蜂虽然很凶

残，但是它酿的蜜却很

出色，其蜜颜色金黄，

果香浓郁，是上佳的

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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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螳螂
兰花螳螂非常美丽，它具

备出色的伪装能力，可以根据
花色调整自身的颜色深浅。

你还知道哪些生活在热带雨林

中的昆虫？试着再说出几种来。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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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求偶信号

昆虫们的求偶方式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却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各种行为释放出一种

特有的信号，以此来吸引配偶，进而完成交配

行为。

信息素求偶
雌舞毒蛾会释放出一种独特的信息素，雄舞毒

蛾在远处感觉到信息素后，就会飞到雌蛾身边来。

打鼓求偶
石蛾的腹部有一个凸起，用这个

凸起击打草片可以发出打鼓的声音，
雄性石蛾就靠着这种声音来求偶。

鸣叫求偶
雄性蝈（guō）

蝈靠着自己响亮
的鸣叫声来吸引
雌性蝈蝈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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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物求偶
雄举尾虫会把自身

分泌出来的液滴送给雌
举尾虫，以此来保证交
配的顺利进行。

喂食求偶
雌舞虻（méng）很凶残，有时会

在交配时吃掉配偶。雄舞虻为了避免自
己被吃的命运，就会在求偶前捕猎，将
猎物送给雌舞虻，趁着雌舞虻进食的机
会安全地完成交配行为。

你还知道哪些昆虫的求偶现象，

试着与周围的小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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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成长过程

昆虫的生长过程十分奇特，而且和动物完全不同，有些昆虫因成长产生的变

化，更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完全变态
这类昆虫的成长会经过四大阶段，分

别是卵、幼虫、蛹以及成虫。
代表昆虫：蝴蝶、蝇、蛾

     美丽的蝴蝶在幼虫

阶段可是十分丑恶的毛毛

虫哟！必须等到幼虫化蛹、

破茧而出后，才会成为我

们所熟悉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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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变态
这种昆虫的生长过程较慢，卵孵化后

的幼虫与成虫很像，叫作若虫，若虫要经
过几次蜕变，脱去旧皮，才能变为成虫。

代表昆虫：蜻蜓、豆娘

无变态
幼虫与成虫的形态差异很小，几乎就是迷你版的

成虫，只要蜕 1 次皮就可以成长为成虫。
代表昆虫：衣鱼、蠹（dù）虫

      蚱蜢在开始时体

型保持不变，一直要到

最后阶段才会变为有翅膀

的成虫，此时它的生殖器

官也会发育成熟。

观察其他昆虫的成长过程，看

看它们分别属于哪种变态形式。

同步知识链接

衣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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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身体，大大的本领

昆虫世界并不是一片祥和的，而是充满了各种危险，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天

敌的伤害，好多昆虫都“修炼”出了强大的本领，这种特殊的本领有时使它们脱

离险地，有时能创造有用的物品。

外貌保护色
有些昆虫的身体颜色与其所处的环境

颜色相近，即使离的很近，也很难发现它
们的踪迹。

代表昆虫：蝗虫

吐丝
蚕蛾的幼虫——蚕，可以吐出

洁净的细丝，这些丝就是丝绸的主
要来源呢！

代表动物：蚕

毒素
好多昆虫的体内含有毒素，

一旦有敌人来袭，他们就会释
放毒素，把敌人杀死或赶跑。

代表昆虫：红火蚁

蚕

红火蚁

蝗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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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形态
某些昆虫很厉害，它们可以模拟一些动

物或植物的形态，以此来迷惑敌人，免受伤害。
代表昆虫：竹节虫

养虫
有些昆虫以某种昆虫为食，为

了能够吃到这些美味的“食物”，
它们会像农场主一样饲养猎物。

代表昆虫：蚂蚁

竹节虫

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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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
不同的昆虫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它们会根

据自己的需求建造各式各样的建筑。有些建筑甚
至连人类都望尘莫及呢！

代表昆虫：蜜蜂、白蚁

你还知道哪些昆虫具有了不起的本

领？查一查资料，和大家讨论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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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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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与敌人

庞大的昆虫家族中，有一些昆虫是我们的朋友，而另一些则是我们的敌人。

蜜蜂
蜜蜂会酿甜甜的花蜜，而且其

分泌的蜂蜡是制作蜡烛、美容品和
某些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

蜣螂
蜣（qiāng）螂（láng）又叫屎壳郎，它们会把人和动物的粪便

及时清走，是人类的好朋友。

   昆虫可以生产出

很多人类所需的东西，

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

的影响。

观察身边的昆虫，分辨它们是益

虫还是害虫，并把它们有益或有害的

原因记录下来，与伙伴们分享吧。

同步知识链接

蚜虫
蚜（yá）虫会吃掉很

多农作物和其他植物，是
个有名的大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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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蛾
尺蛾以某些树叶和小

草为食，会对这些植物造
成很大破坏。

种蝇
种蝇生活在地下，经常啃食植物

的根部，从而导致植物枯死。

蚊子
蚊子以人和动物的血液为

食，还会传播很多疾病。

      昆虫分为植食性、

捕食性、寄生类和食腐类

等类别，根据这种分类，我

们就可以大概分辨益虫和

害虫了。

天牛
天牛的幼虫会破坏树木

枝干，把树木从内部挖空，
是很可怕的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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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与我们的生活

形形色色的昆虫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不仅起能起到平衡生态的作用，

还可以为人类生活做出许多贡献。

提供原料
一些昆虫的产物对人类的

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蜜蜂酿造的花蜜、蚕吐出的丝
等，这些都是我们食品、工业
的重要原料。

促进农业生产
有些昆虫能够分解废物，有些昆虫能够传播花粉，还有些昆虫

可以消灭农业害虫……这些昆虫就像人类的好帮手，是农业生产必
不可少的天然“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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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还有哪些价值？昆虫和我们的

生活还有哪些联系？查找一下资料吧。

同步知识链接

推动科技发展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很多仪器都开始微型化，科学家通过对昆虫的

研究，发明了微型飞行器。这种飞行器不仅体型与真实昆虫大小相仿，而且能
像变色龙一样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代替人类完成很多艰巨的任务，例如侦
查神秘的洞穴，勘察灾难现场、救助伤病员，等等。

昆虫是大自然中必可不少的一分
子，它们存在的时间比人类长得多，
而且还会以它们特有的方式继续生存
下去。也许未来，有一天人类消失了，
昆虫可能还会在地球上自由地生活。
它们身上有太多太多未解之谜，等待
人类去发现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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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教程与《奇怪的昆虫》课外知识拓展表

年级     课外知识拓展重点

低年级

（一年级、二年级）
    观察生活中常见的昆虫，分清哪些是益虫，哪些是害
虫，了解应该怎样保护益虫……

中年级

（三年级、四年级）
    和小昆虫成为朋友，认真观察它们的身体和活动，熟
悉它们吃什么，有哪些天敌……

高年级

（五年级、六年级）
    了解自然环境，了解昆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昆虫与
动物、人类的关系，物种的进化，保护益虫……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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