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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所副所长、
正高级工程师谭速进介绍，长期以
来，白蚁防治行业主要靠经验来判断
白蚁对房屋建筑的危害程度，行业还
一直缺乏房屋建筑白蚁危害程度评
判的科学依据。2015 年 12 月 31 日，
由成都市房管局主持编写的《 成都
市房屋建筑白蚁危害等级评定》地方
标准发布，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
施。根据成都地区房屋建筑白蚁危害
的特点，该标准将房屋建筑白蚁危害
划分为○级（无危害），I级（轻度）、II
级（比较严重）和III级（严重）四个等
级，明确了不同类型房屋建筑白蚁危
害等级判定的量化指标。

○级（无危害）指经检查未发现
白蚁危害点。

I级（轻度）指1～3个白蚁危害
点，被白蚁危害的物体均较完好，仍
能正常使用，未发生过白蚁分飞。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评定为II
级（比较严重）：白蚁危害点＞3 个，
被害物体均较完好，仍能正常使用，
未发生过白蚁分飞；至少一个白蚁危
害点的被害物体不能正常使用，未发
生过白蚁分飞；曾发生白蚁分飞或即
将发生白蚁分飞。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评定为III
级（严重）：白蚁危害房屋建筑主体结
构或承重构件，可能形成危险房屋建
筑；白蚁危害点＞2个，至少有2个白
蚁危害点的被害物体不能正常使用，
发生过白蚁分飞；白蚁危害点＞3
个，所有被白蚁危害的物体较完好，
能正常使用，但发生过白蚁分飞。

谭速进称，该标准的发布与实
施，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标准方面的
空白，为在成都市范围内准确判断
房屋建筑的白蚁危害程度提供了科
学依据。 （符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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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白蚁特工队”
高科技武装下的成都“斗士”

与对白蚁的了解知之甚少的情况一样，普通市民对战
斗在一线的成都白蚁防治队伍的了解也比较模糊。每次为
遭受蚁害的市民提供专业、高效服务的这群“白蚁特工
队”，他们日常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灭蚁技术水平到底是
怎样，这些犹如“生化特工”一样武装到牙齿的特殊工作队
伍，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装备……今天我们就聚焦
“白蚁特工队”，了解成都这群“白蚁斗士”们的故事。

电影里的英雄，除了拥有侠义的
心肠、过人的胆识、非凡的能力，也拥
有专业的设备。这一点和成都白蚁所
的“白蚁特工队”的队员们何其相似。
白蚁作为一种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存
活了上亿年的物种，要想和它们战
斗，非一般人能胜任。

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所所长助
理徐鹏告诉我们，为了能更快速、高
效地控制白蚁，成都市白蚁所在科研
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有关研究的
成果推广和普及，治蚁效果已在近年
的工作中初见端倪。

据介绍，2016 年我市白蚁分飞
期蚁害严重，遭受白蚁危害的市民集
中到成都市白蚁所寻求白蚁灭治服
务，盛飞期累计上门灭治户数超过
1300 余户，面对这种情况，“白蚁特

工队”的高科技装备和专业素质就起
到了作用。他们一是借助微波、红外、
声波、湿度、内窥镜等先进仪器设备，
结合丰富的白蚁危害检查经验，科学
判断白蚁危害及分布情况。二是根据
检查结果和白蚁危害现场具体情况，
从喷粉处理、高压液剂灌注和安装监
控装置等综合治理方式中选取最佳
的灭治措施，将环保、安全的药物和
材料通过专业工具进行科学的治理。
三是通过GPS定位合理实时规划灭
治线路，提高灭治效率，增加小组单
日灭治量，并延长工作时间和利用节
假日加班开展灭治。通过以上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徐鹏
认为，盛飞期灭治人员减少，灭治数
量增加，灭治效率提高主要源于灭蚁
科研技术、相关装备的提高。

白蚁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比人
类还长，它对房屋建筑、森林树木、江
河堤坝、文档书籍、服装家具、文物古
迹等的危害不可估量。“在与人类共
存的这么多年里，白蚁也在进化，以
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所以灭蚁工作的
第一步，就是要把白蚁的习性了解透
彻。”在成都市白蚁所，所长助理徐鹏
带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虽然
只是小小的不起眼的白蚁，但研究它
们的生活习惯、饮食特性以及居住范
围，一点不亚于其他高科技研究。“我
们有模仿白蚁生活环境的实验室及
设备，有观察白蚁生物学特性的专业
显微成像设备，也有检测白蚁防治药
剂的专业液相和气相检测设备，还建
立了专门的白蚁防治标本室，是成都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的计量认证
实验室，也是西南地区首家农业部农
药登记白蚁防治剂药效试验单位。这
些科研努力，无不为了能提高灭蚁效

率和质量，减少蚁害损失。”
据了解，成都地区主要入室危害

白蚁为黑胸散白蚁，其分飞期在每年
的3月到5月。“成都市主城区及高新
区范围内只要是在白蚁预防15年包
治期内的，都属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
所义务灭治范畴。凡是家里发现了白
蚁危害的住户，都可以先到物管进行
登记，再由物业统一联系市白蚁所，提
供上门灭治服务，也可直接和市白蚁
所联系。其他各区（市）县按属地管理，
可以与当地白蚁防治机构联系。

徐鹏介绍，每年春季开始到夏天，
白蚁所的“白蚁特工队”成员们就特别
忙碌，“蚁患一旦发现，刻不容缓”。白
蚁所的灭蚁团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一接到灭蚁报告，统一登记后，
加班加点逐一提供专业服务。“盛飞
期，我们的团队常常与高温作战，加班
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检测人员义务
为各区（市）县检测工程质量。”

首推白蚁危害等级标准
标准化操作成果显著

■便民服务点
服务大厅：锦江区如是庵街46号 电话：028-86627001 028-86618740
新鸿点地址：新鸿路346号 电话：028-84300511
抚琴点地址：一环路西三段180号 电话：028-87711545

■各区（市）县白蚁防治机构联系方式：

一流的技术与专业的设备
助白蚁斗士超常完成任务

高科技＋高效能
白蚁所建成“白蚁特工队”

喷粉处理

使用红外成像仪探测

除了事故原因，交警部
门梳理分析肇事者情况后发
现，6~10年、1年以下、11~15
年驾龄的驾驶人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较多。其中，在今年发
生的事故中，驾龄为6~10年
的驾驶人发生事故数占事故
总数27.1%，位列第一位。驾
龄1年以下的驾驶人发生事
故数占事故总数13.6%，位列
第二位。驾龄为11~15年的
驾驶人发生事故数位列第三
位，占比9.5%。

“综合来看，就是老司
机和新司机发生事故较多。
根据我们分析，一些五年以
上的老司机，自认为驾驶技
术娴熟，就容易随意穿插、
变道，甚至开车时接打电
话、发微信、发短信，导致发
生事故的概率增加。”绵阳
交警直属一大队事故中队
负责人介绍，而驾龄一年以
内的新手，虽然心态很谨
慎，但因为对车辆驾驶技术
不熟悉，也易引发事故。

据交警分析，从事故发
生的时间上来看，早晚高峰
依旧是事故易发的时间段。
据分析，2016年全年，18~21
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数量，占
到了事故总数的21.2%；其
次为15~18时发生的交通事
故，占比18.8%；9~12时发生
的交通事故，占比17.6%；
12～15时发生交通事故相
对较少，但也占事故总数的
12.1%。

晚高峰事故最多

哪个时间段
最易酿事故？

3

老司机更“不靠谱”

哪个人群
最易酿事故？

2

交警分析了今年绵阳城区所有交通事故
我们提醒您记住：车祸完全可以防患未然

纵观以上分析的交通事故，按
原因分——“不按规定让行”最易
出车祸，而按年龄分——驾龄在

“6～10年”的司机更易出车祸。如
果按此简单画像的话，“不喜欢按
规定让行的老司机”可能是新的

“马路杀手”。
公安部交管局统计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2.79亿辆，其中汽车1.72亿

辆，均为历史最高水平。全国有40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
北京、成都、深圳、上海等11个城市
汽车保有量超过200万辆。

交通出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悲欢离合也许不能控制，但
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防患于未然，我
们希望能通过本组数据分析，让您
在闲暇之余能够记住，交通安全绝
非儿戏！ （综合交通部官网）

数读

27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绵阳
交警部门了解
到，根据最新的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4日，
2016 年 绵 阳 主
城区共发生交
通 事 故 18021
起。交警梳理分
析全年数据发
现 ，所 有 事 故
中，不按规定让
行酿成事故6643
起，占事故总量
的36.9%，占比
最高；其次，违法
变更车道酿成事
故4395起，占总
量的24.4%。

另外，从事
故中司机驾龄分
析，6~10年、1年
以下分别占比
27.1%、13.6%。
据此，交警部门
表示，为什么新
手酿成事故的比
例仅为六到十年
老司机的一半，
“新手更谨慎，老
司机自认为技术
已经很娴熟，经
常走神开小差”。

一天中哪个时间
最易出车祸？

新马路杀手：不按规定让行的老司机？画像

第1名：不按规定让行
27日，绵阳交警直属一大队事故中队负

责人介绍，历年来，交警部门都会对城区交
通事故原因进行分析。截至12月24日，今年绵
阳主城区共发生交通事故18021起，其中，不
按规定让行是所有事故中比例最高的。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些机动车驾驶员
交通违法行为中，有酒后驾驶、超速、闯红
灯等，但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交通事故占
比最高。”该负责人介绍，统计数据显示，在
城区发生的18021起交通事故中，不按规定
让行酿成事故6643起，占事故总量的36.9%。

交警部门提醒，道法规定，转弯让直
行、后进入路口的车辆让先进入路口的车
辆，这些都是驾驶员应该熟记的。相关案例
中的肇事车辆，有的虽然是按绿灯在直行，
但应该让先进入路口的车辆行驶完毕再通
行，这是在很多大路口中都会遇到的高频
情况，值得驾驶员注意。

第2名：违法变更车道
根据绵阳交警数据分析，除了不按规

定让行外，违法变更车道也是造成事故的
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统计，违法变更车道今

年共酿成事故4395起，占总量的24.4%。
“驾驶员为了赶时间，在等待红绿灯时

抢位置，就随意穿插抢道，还有一种就是同
向行驶时强行变道加塞，这样特别容易造
成擦挂事故。”交警表示，这两类事故的后
果虽然不算严重，但驾驶员处理起来总会
比较麻烦。

第3名：未保持安全车距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原因外，未保持安

全车距也是引发事故的一大原因。据统计，
2016年以来，由此引发的事故数量为2197
起，占比12.2%。这类事故往往与驾驶员的
专注度有关，酿成的后果多数是追尾。

“很多驾驶员喜欢开车打电话、发微
信，不看前面，要提醒的是，一旦追尾，后面
的车要负全部责任。”绵阳交警直属一大队
事故中队负责人说。

其他：非机动车等
非机动车在路上横冲直撞、与机动车抢

道、闯红灯、随意变道等造成的交通事故有
1725起，占总数的9.6%。此外，超速占4.8%；闯
红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乱用车辆灯光、驾
车过程中接打电话等违法因素以及因天气
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占比12.1%。

交警建议，司机在行驶过程中，一定要
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穿插超越，按规定
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强行超车。

哪种行为
最易酿事故？1

张丁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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