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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一1974 年間，毫者在參加我所組鼠的漸院地居工作迂程中挨得了很多的昆虫化

石，勾此同吋，有美地民臥也不斷送寄許多昆虫化石耘本。斯院地區，尤其斯江侏~一白

噩系的各扭地屋里均友現有鬼虫化石。由于述旦昆虫化石和美丰富，地屋屋序連旗，因此

封建立我圓的昆虫化石群掠准克提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共描述了30 小秤，其中有 18 小

均斬厲、新神， 8 丹、新神。

圖白，﹒、 昆虫化石的后位和戶地

斯江~現的昆虫化石較多，主要分布在前江西部，京部甚少z 安擻~現的昆虫仗在院

南歡甚岩塘、金坑、上草市和臨北的臉甚几赴。按其君主現屋位分迷于下z

1. 費村姐

斯西建德旁村姚家山勢村大山一夙服一郎家一叮盎碟一航共剖面，有一套大致不整

合在前古生代灰白色鈣質薄屋斐廣岩之上的黨紅色央有象色的凝灰廣砂泥岩和泥岩、頁

岩晨，其中的第四、王兩屆含有丰富的昆虫化石，它們是 Linicorixa 。如何（gen. et 

sp. nov.), Mesopanorpα yaojiαshanensis (sp. nov .) , M ·? gambra (sp. nov .) , 

Tinαctum solusum (gen. et sp. nov.), Vid包α如 otiosa (gen. et sp. nov.), Orusa 

barbα （ gen. et sp. nov .) , Lycoriomimα mictis (sp. nov.), HumiTyssus leucus 

(gen. et sp. nov.）。

2. 海昌組

壽昌姐有｝.>l和抉J足之分，「火的穿昌姐主要是一套奈色的沉祺岩，中間含有火山岩

央崖，它包括上中下三殷g猿立的毒昌姐系指／j足的芳昌姐的上訣。本文采用了尸文的意

昌姐述小地展單位名林。其子昌姐主要均灰、灰黑色、黃祿、灰綠色磁岩、紛砂岩、泥岩及頁

岩互崖，中部央火山岩，整合或假整合蓋在黃尖姐之上，根揖岩性特征可分均上中下三段z

穿昌姐下毆主要均灰色、灰黑色粉砂岩、頁岩挂廣岩及租粒砂岩，一般在 50-300 米，

含有昆虫、植物、瓣媳、腹足、卅肢介和介形美化石，在前水老竹下研剖面的海昌姐，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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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石山姐說灰、灰黃色快收熔擬灰岩之上，其中的第 5 屋灰黑色泥頁岩中含有昆虫化石

(ZH260, 266) Coptoclava longipoda Ping, Notocupes undα如bdominus (sp. 

nov.), N.7 multituberatus (sp. nov.）。斯江省石抽地廣大趴在測制送小剖面吋，只

把注套地屋阻人芳昌姐，并沒有指出是異于昌姐下康、抑是上段。以昆虫化石和其它fl美如

介形業、瓣餌突等的分析，庇特之阻均壽昌姐下展。進旦的毒昌姐不全，它勻上伏地屋信

義姐均微角不整合美系，足且在沉祺愴美姐之前有一小剝蝕肘期。

建德穿昌白水II!令公路穿昌姐剖面，黃子昌姐下康方黃色擬灰頭租砂岩、灰色挂民細砂岩

或租砂岩等姐成，整合蓋在黃尖姐之上，在毒昌姐下段的上部灰黑色矽廣頁岩中含有昆

虫、卅肢介等化石（ZH47）。昆虫化石有 Vulcanicorixa dorylis (gen. et sp. nov.), 

Penαphis circα （ gen. et sp. nov.), Bαishuilingella micris (gen. et sp. nov.), 

Petiolatendipes shouchangensis (gen. et sp. nov.）。

毒昌組中屆主主要站一套較豆豆一的酸性火山岩姐成，未見劫植物化石。

穿昌姐上殷均一套黃綠色粗粒砂岩、灰色或黃綠色擬灰廣砂岩和灰黑色種廣泥廣砂

岩，其中戶有瓣總、腹足、時肢介、介形美及少量植物g 未史現昆虫化石。
斯江省區調a~人建立了渚暨姐，它相當于斯西的穿昌姐，主要均一套火山岩占倪勢的火

山沉祺岩。依岩性特征分方 a 和 b 闕擾。 a 殷主要均酸性火山碎屑岩，央酸性和中性熔

岩及凝灰廣砂岩、粉砂岩等，在央有沉祺岩的地毀，崗有煤錢和抽頁岩等＇ b 殷以酸性熔

岩均主，間有流紋盾熔凝灰岩，擬灰熔岩等。在下盼闢村和錢家坪闊地的 a 設中友現有

Ephemeropsis trisetalis Eichwald, Clypostemma :ryphiαle. J. Popov, Chirono· 

maptera melanura Ping, Coptoclava longipoda Ping 等昆虫化石。按照斯在省區

測臥的同志婪地現察，上述地展系伏在火山岩之上，座被阻人渚暨姐。

斯江省石抽地廣大趴在湖州楊家坪也君主現有 Ephemeropsis trisetalis 等昆虫化

石g 最近他們又在宇故鎮海除山呆得 Ephemeropsis trisetαlis 。 斯江省區測趴又在l臨

安平山、盎克研呆得了 Ephemeropsis trisetαlis, Clypostemmα xyphiαle 等昆虫化

石。送些含有 Ephemeropsis trisetal泌的地崖，以昆虫群封比似座均壽昌組下竄。

....... 

3. 聶昌姐土嚴或億美姐

在渚暨城京小溪寺臣，有一套由擬灰盾，有財含酷的租粒砂岩、粉、細砂岩、粉砂、民泥

岩，央有菁、岩和薄屋至紙扶頁岩組成的岩崖， P有昆虫、植物、卅肢介等化石，其中昆虫

有 Zhujiblatta cinofissilis (gen. et sp. nov.), Fluminiperla hastis (gen. et sp. 

nov .) , Chironomaptera melanura Ping。根揖謝江省區測臥渚暨幅分臥的意見，述組

岩屋被定~億多H且，上站朝川姐紅屋所覆，下均渚暨姐 a 段所伏。在小溪寺西面的紫崖黃

村，出露有一套虹色地屋，渚暨幅分臥i人均它厲于朝川鈕，其鹿部的崇色粉砂岩、泥岩和紙

狀頁岩里戶已有昆虫、卅肢介化石。其中昆虫是 Tαphacris turgis (sp. nov .) , Solusi

pαnorpa gibbidorsα （gen. et sp. nov.), Anαglyphites la:rimαndibule (sp. nov. ）。

有人i人均小溪寺剖面的上述岩鈕，不是倍多k;~且，虛被問均壽昌姐上段F 在蒙崖黃村出

露的虹色岩后，不是朝川姐血泊槓山姐。以昆虫化石比較，上述岩姐勻院南的岩塘姐上敢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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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衝江群

近几年斯江省石油地廣犬臥和區測臥在金衛盆地作了很多工作。以主溪剖面均基醋，

自下到上分六崖，其中的第三屋岩性最妞，以棕褐一咖啡色紛齡、民泥岩和泥mi翰i1、岩均

主，在金半竹耳惜、三溪何家兩地的海姐岩展旦戶有昆虫、卅肢介、介形樂等化石。其中

昆虫有 Clypostemma Zimna (sp. nov .) , Siculicorixa estria (gen. et sp. nov .) , 

Prionocephαle deplanate (gen. et sp. nov.）。

安徹P昆虫化石的屋位主要是岩塘姐和相當于訢江穿昌姐下康的地窟。岩塘坦出露

在祁屯盆地欽岳岩塘和1]\f賞一帶。 根掘岩塘姐的掠准地嵐岩塘村的岩性和古生物特征，

可分方上中下三部分。下部均灰黃、黃綠色盼砂廣泥岩和砂岩z 中部、均棕、灰黃色輸砂岩，

粉砂屁泥岩B上部是一套黃祿、灰綠色到租粒砂岩勾泥岩互展。昆虫化石戶自上部的中上

晨，主要有 Chironomαptera melanura。相當于憲昌姐下段系指數基金坑的金坑剖面

岩息，安徽省區測臥原把它自人岩塘姐，根揖昆虫化石及其它內裝的意見底勾穿昌下最相

當。它主要是一套祟色泥頁岩、輪砂岩，整小剖面共分十四晨，昆虫化石若是現于第三、六和
十一崖，它們有 H叫zhoug.enia orbicularis (gen. et sp. nov.), Ephemeropsis tri· 

setalis Eichwald, Rαtiticorixα stenorh仰chis (gen. et sp. nov.), Chironomαpte· 

ra melanura Ping。

安徽省區測臥曾在j除甚呆得 Ephemeropsis trtsetal紹，化石屋也鹿相當于穿昌姐

下段的地展。合肥市郊友現 StrictibZαtta, longanusis (gen. et sp. nov.），戶出的后

位被i人均居上白噩鈍。

二、昆虫化石群及其地庭湖比

斯說昆虫化石，根揖已祺累的地居古生物資科。可以把它們蚵鍋均四令昆虫群，代表

四小不同的地廣吋代，現分述如下E

1. Mesopαnorpa （中生喝蛤〉群

改群是漸腕晚侏~世一早白里世早期的一小昆虫群，以旁村姐的昆虫均代表，主要分

子是 Linicorixa、 Mesopanorpa、 Lycoriomima 和 Tinactum 等，它們几乎全是新

神，在它之后的几小群里似未見其臆渣。

Linicorixa 厲勾外民加均可盆地的 Baissocorixa (J. Popov, 1964）厲相似， 因此

它們所仕的吋代也可能相近。

Lycoriomimα 厲原戶地展位在哈醉克南部卡拉遠山廊上侏歹說，我園江西的江西群

海房詢姐里也曾友瑰。 送小厲掘已知1己最均友現在侏~系，尚未在更高的地居里沒瑰。

遠小厲所在的報撫毛蚊科全科 13 小厲均友現在侏~妃，在白罣紀里目前尚充i己景。

M esopano'rpα 厲勻 Lycoriomimα 厲吋代相似， 2乏現于三蠱紀到侏~妃，迄今未

上延到自罣扭。 Tinactum 勻它之上的一小昆虫群里的 Chironomaptera 比較相似，它
們的美系很均密切。大体上說，述套昆虫群可勾哈草草克南部卡拉連山臆的米啥依浩夫組

(MaxaHJIOBCKaSJ CB盯a）中的昆虫化石群相當，它們都是屬于晚侏~世的昆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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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phemeropllia （糞蟬揖〉群

送小昆虫群在前兢地區內的安現是很重要的，它在划分和均比我園上侏夢一下白車
，銳地展中提供了新的証掘并r大了昆虫化石的地理分布。 Ephemeropsis trisetαlis 是
大家比較熟悉的，它在我園分布甚尸，常友現在我園陪相上侏夢一下自噩銳的下部。在我
園江西區的立基姐里，它是主要的并且也是常見的分子自在文甚姐之上的沙海姐里似未見
之，即使有之可能屬于小別友現，在數量上極少。在河北承德地區的大北淘姐和西瓜囝
鈕，北京地區的大灰尸姐，吉林通化地區的四遭淘姐或林子共姐和甘肅河西走庸的赤金堡
組里，均友現有數量很多的 Ephemeropsis trisetα1訟，在赤金堡姐之上的下新民堡姐、
四道淘姐之上的石人姐或姻淘筒姐、西瓜園姐之土的花吉曹姐和南店姐、大灰尸姐之上的

辛庄組中似未友現有它的存在。以上述地區地塵的思序來看，含有 Ephemeropsis tri· 

seta泌的屋位均靠下部。在l臨安平山、盎克研、湖州楊家坪和宇說領海除山等地投現了
數量很多的 Ephemeropsis trisetalis ， 斯江省石油地廣大臥和區測臥部分工作者把逛

一化石屋划人意昌誼。盤于上述事裳，河斯江送些地區含有 Ephemerops泌的屋位，似
不鹿划得太高，姐人海昌組下最校宜。商水老竹下研剖面的薄昌姐微不整合伏在愴~姐
之下，以昆虫化石分析，遠里的意昌姐也血泊穿昌姐下段，在沉祺倍多長姐之前有一＋剝蝕
迂程，因此缺失了穿昌姐的上段地展。安徽歉基金坑、岩塘姐下鹿和源基含有 Ephemer·

opsis 的屋位亦區和上述展位相近。

Cl仰o~temmα :z:yphiale 原戶地在君主映外民加熱盆地的土忽金－魏其姆姐（Typm

HO-BHTHMCKaH CBHT吟，在我園河西走廊的赤金堡組亦見其臆迎。

Chironomαptera melanura 也是侏夢一白靈紀地農且常見的化石。綜合我園各地 ) 

的友現，它在上侏夢一下白里說下、中和上部均有史瑰，吉林延迫地區充接向的下白靈說

大拉于姐中也愛現了它的除迎。 因之，它竭地展划分和滑比的掠准性略差于上述兩者。
Ephemeropsis 群和河西是廊赤金堡姐的昆虫面貌相同，估計在甘肅、宇夏和內蒙古等

尸大地區特可能有送小群的存在。江西又甚姐目前尚未~現有 Clypostemma :z:yphia· 

le，而又甚姐的 Karataviella 厲均未在送小群中出現。因此， Ephemeropsis 昆虫群

在西北區和江西區可能不完全相間，究竟如何不間，尚待以后呂定股証明。

美于送小群的吋代，是值得仔細研究的。送小群中 Ephemeropsis trisetalis 所在
的地崖，按以前見解，多數人iλ泊厲上侏夢繞F 然而近來件多n美化石工作者河述套地屋

的肘代看法分歧較大。在園外亦如此，茄拉浩挂（可epttoBa, 1961) 曾把 Ephemeropsis

trisetelis 定方上侏劈撓的化石s 近東西尼茄可挂 (CHHH可eHKO闊， 1975）則把它改方

下白要銳的化石，主E有iλ均厲上侏~一下白噩統的。

Clypostemmα :z:yphile 原創者訊方它是上侏夢一下白靈銳的化右， P出地屋方土

力支金一魏其姆姐。在!Ji:膜，遠套地屋近來似被划均上侏~一下白靈鈍，亦有i.A均厲下白
里銳的。

1973 年中園科學院北京劫物研究所除世曬、潭娟杰扳道了河西走廊新民堡下洶地區

下惠回堡群單的一神奇臆玉叮抑 Umenocolus si他肌肉s，定其吋代泊早白要世。泣去討

新民堡下洶地區的地農划分滑比，比較混亂。近數年中，甘肅省區測二趴在遠小地區作
了比較系統的工作之后，始比較清楚。 1974 年我們和甘肅省區測二臥一起赴下洶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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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調查，并經函i旬穹詠玉叮峙的果集人主尚文，得知穹臆玉門蟬戶出屋位不是下車回堡

群，而鹿三告厲于赤金堡群。在下淘下惠因堡群里，至今沒有史現昆虫化石z 因此，事宴上除

世曬等把赤金堡群划方下白靈說了。穿昌白水也令公路剖面的 Penaphis circa 豈是新厲、

新秤，但它所在的自牙科全科吋代最早的i己是泊白靈記。 Vulcanocori:ra dorylis 是一神

水生的划疇，它前翅的翅臆已退化，因此可能比較造化。

以上列几神化石來看，目前兩逛一昆虫化石群的吋代意見存在分歧，較准統一。因此，

目前暫把注套昆虫群姐人上侏夢一下自墨鏡，待有余件吋再硝定其准碗的肘伐。

3. Solusipαnorpα 〈草喝蛤〉群

穿昌姐上康、岩塘姐上康、億多＂~旦和朝川姐的昆虫均屬于述令群，它們之中包括了一

些肘代較晚的分子。

渚暨盆地奈側的小溪寺剖面第 20-24 展友現了i午多昆虫，主要科居是 Chirono

maptero. 伽elanura。按照斯江省監測臥的意見，述一地展厲于億美姐z但封于述一地屋

阻厲目前尚有爭拾，有人1λ均屬穿昌姐上鼓。逛一地屋中的昆虫美似院南岩塘姐上康的

昆虫，在后一地展中也含有一些吋代較晚的昆虫分子，勾毒昌姐上康的吋代大致相當，它

單骨曉地區中生代昆虫化石群名素裹

吋代 昆 虫 化 石 群 地展分布

Strictiblatta longanusis (gen. et sp. nov.), Clypostemma limna 

(sp. nov.) Siculieorixa estria (gen. et sp. nov.), Prionocephale 

K, S1cul1corixa deplanate (gen. et sp. nov.) 衡江群

群

Taphacris turgis ( sp. nov. ), Zhu;iblatta anofissil’s (gen. et sp. 

nov.), Ffominiperla hastis (gen. et sp. nov.), Solusipanorpa gib-
舟昌姐上段

K, Solusipanorpa bidorsa gen. 的（sp. nov.), Chironomaptera melani<ra Ping, Anag- 岩續姐上反

群 lyphites laximandibule (sp. nov心 Renalicufos triaenus (gen. et 

sp. nov .>

H削zho吟enia orbi11laris (gen. et sp. nov. ), Ephemeropsis trise-

talis Eichwald, Clypostemma xyphiale J. Popov, Ratiticorixa steno-

K, rhinch1s (gen. et sp. nov.), Vulcanicorixa dorylis (gen. et sp. 哥哥昌短下Fit
Ephemeropsis 

nov心 Penaphis circa (gen. et sp. nov. ), Petiolatendipes shouch帥， 岩塘組下且是

J. gensis (gen. et sp. nov.), Chironomaptera melanura Ping, Bais帥，
群 ilingella micris (ge且﹒ ct sp. nov.), Coptoclava longipoda Ping, 

No toe呻肘，·mdatabdominus ( sp﹒ DOV小 N.? ml4ltituberatus (sp. nov.) 

一

Linicorixa odota (gen. etη. nov心 Mesopanorpa yaojiashan帥，

sis (sp. nov.) M.? gambra (sp. nov.), Tinactum solust1m (gen. ct 

J, Mes。1”，間，pa sp. nov品的dt1ata otiosa (gen. et sp. nov. ), Orusa barb a (gen. ct 努材組
I 

sp. nov心 Lycoriomima mictis (sp. nov.), Ht1m的1ssus leucus (gen. 
群

et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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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均屬下白靈銳的化石。

斯江省區測臥把渚暨姐勻薄昌姐上康直接財比，是值得商榷的。以昆虫化石群來看，

渚聾姐是厲于 Ephemeropsis 群，異于昌姐上段的昆虫血厲 Solusipanorpα 群。前者在

下，后者在上，兩者似不能滑比。因此，渚暨姐很可能相當T芳昌組下殷或中下段。

斯江省區捌趴在創制紫崖黃剖面吋把上部的一套紅色砂諒岩和砂岩屋划蚵朝川姐，

述一虹屋所舍的昆虫吋代都很斬。 其中 Tαphαeris 厲曾友現在我園云南竺坪一恩茅區
的景谷群內，吋代可能厲白噩紀； Solusipanorpa 厲根掘其特征可能是一科泣渡美型（佯

見屬比較），它的吋代也虛較晚。寫于述套虹色地展的姐厲尚有爭拾，多數化石叮裝工作者

iA均屬朝川姐，有的則i人均是橫山姐。思管如此，但阻人下白噩統分歧不合很大，因此送

套地屋的昆虫厲于下白華說，似元很大問題。小溪寺剖面勻黨崖黃赴的昆虫均以 C﹜iiro
傀omαpterα 均主，面貌相似，較堆把它們區分卉宋z 岩塘Z且上殷也勻它f﹞相 2告均厲罔一

1'-化石群，吋代均早白靈世可能比較合道。

4. Siculocorixa （短會l摺j蜻〉群

Siculocorixa 群戶于斯江金竿盆地衛江群的第三晨＜KD ，其中以 Siculocorixa

厲均主。以逛一昆虫特征并參考其它內美化石和地屋資料，建者支持斯江省石油地廣大

趴把注套地居放在上白噩銳的意見。粵京失于盆地上白聖統也去現了述小昆虫群，展位

大致可以和衛江群滑比。

四、厲神描述

蟬鵬目 Ephemeroptera Handlirsch, 1908 

短盤蟬科 Siphlonuridae Klapalek, 1909 

徹州蟬鵬屬〈新風） Huiz.hougenia (gen. nov.) 

厲征 前翅棉圓形s前肘臨的第一文分出許多小的分支至翅錄自橫臆極多，插臆丰富﹔

臀巨大，臀閩〈炭述。

嵐型 Huizhougeniα orbicularis (gen. et sp. nov .) 

比較 遠小新厲前翅的特征比較特殊。翅的外形完全如四咕蟬科（Baetidae）；但翅

詠美似短室主蜂科z 即前翅的 CuA1 詠具有許多小分支挂到翅錢。 然而，它的翅臆很多，

橫臆投述，插臆丰富，均和已知的短銓捍科各眉不同。
分布肘代安徽，晚侏~世一早白歪世。

圓姐徹州蟬鵬（新屑、新特） Huiz.hougeniα orbicularis (g，個﹒ et •P• nov.) 
（囡版 I，囡 1：播圈。

特征翅長約 35 毫米，翅寬約 19 毫米。

描述 兩換前翅粽本厲于同一小小体的正負兩面，前翅基本完整z翅長約 35 毫米，寬

釣 19 毫米。
前翅外形似輔圓形，翅頂角向盾，后緣圈，臀角圓鈍，翅面具有三令顏色較深的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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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位于基部、中部和頂部，基部和頂部的色斑近前撮，中部的色斑近翅店鐵。

前翅前銀臆（C）較強； SllZ前接臆

(Sc）租強稍呈“S’，形穹曲 s 往臆（R)

強 F 徑分臆區和中助c區的頂部具有很多

插臆：前肘臆的第一支﹛CuA1）具有i年

多小的很長的分支迷到翅錄：臀臆區度

遠且大，臀拉（A）之間各具有插臆z 橫

臆非常丰富。
插圈 I

戶地屋位安徹歉基金坑，岩塘姐
Huizhougenia orbicularis (gen. et 恥 nov.)

下展。 前翅，×I .4; l欽要金坑，岩塘組下段。

六智蟬科 Hexagenitidae Lameere, 1917 

糞蟬嚇眉 EphemeropBis Eichwald, 1864 

Z尾糞蟬嚇 EphemeropBis trisetalis Eichwald, 1864 
（圈版 VII，因 4)

1864 Ephemeropsis trisetalis Eichwald, p. 21. 
1864 Eph. orientalis Eichwald, p. 1192, pl. XXXVII, ·fig. 8. 
1908 Eph. middendorfii, Handlirsch, p. 604. 
1924 Eph. melanurus, Cocker!!, p. 139, pl. 1, fig. IO. 
1908 Phacelobranchus braueri, Handlir池， p. 604, pl. XLVII, fig. 33. 
1928 Ephemeropsis trisetal日， Ping, p. ”， pl. 日， figs. 1-2. 

1976 Ephe. trisetal缸，林扇彬， 98 頁，圈版 I，因 13。

戶地屋位 安徵數基金坑、j除基和前江渚暨蟻家坪，下峙闢； I臨安潘挖楞，岩塘姐下農

或穿昌姐下最〈＝渚暨姐）。

軍姐目 Orthoptera Latreille, 1793 

短角蟑科 Eumastacridae Stal, .1876 

釀短角蟑凰 Tα：phacris Scudder~ 1890 

眉型 Taphαeris reliq叫“ Scudder, 1890 

膨脹慷鱷魚瞳〈新科） T aphacris turgis ( sp. nov.) 
（因版 IV，國 5﹔插圈 2)

特征翅長 14 毫米，翅寬 2.7 毫米，翅中部略寬于翹基部，前緣區被誤矢， Rs 臨的

最后一分支止于翅頂部。

插圈 2

Taphacris turgis sp. nov. 

前翅，×3.5：請暨紫崖賞，擴山組。

描述一快前翅棕本，長度約有 14 毫米，寬

度約 2.1 毫米自后翅前部的臉重蠱，已准區分出。

前翅的前緩稍向前，中部微拱， l前緣均 C 臆，

略租，位于Sc 臨之前； Sc 臆略姐于 C蹄，約在
翅頂部稍向后奇，分支不清，前鐵匠棍狹F R 臆略

粗，草一，止于翅頂前部， Rs 臆在翅中部自 R 臆

主平分出，約在寓翅基 9 毫米的地方卉始分支，

帶有 4 文清楚的分文，其最后一分支止于翅頂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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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永在翅基部几乎同 R 臆主干相碰，約在翅中部和 Rs 臆的投出席之前分成兩分支，向

后穹曲，止于翅后錄中部z Cu 臆勻 A E永均不清，往豚區和中肘區具閥抉橫B象。
后翅仗部分或留，翅前部的臆重蠱，誰以區分g 闊抉橫牌在翅頂部可見。

~t較 遠小新神椏似云南三坪一恩茅地區景谷群上康的 Tαphacris stenosis 主要

區別均速小新神的前翅小于后者，翅中部不狡縮略寬于翅基部， Rs 除的最后一分支止于

翅頂訣。

Taphacris 厲在園外最早戶于第三妃，在我園云南主坪地區的合盤展史現了遠小厲。

云南原第一區測臥把遠套會盆地展划方景谷群上毆，原定方白靈系。我所云南虹居臥趴

站送一屋位可能厲于早第三妃，但也未排除厲于晚白垂世的可能自男外，和送小神共生的

其它化石，多數均下自罣銳的，因此把送小神智拍下白靈說z是否有更晚的可能，尚待以后

繼續征裳。

戶地農位 斯江渚暨城京紫崖黃，攝山姐。

雖釀目 Bia目。id個 Brunner, 1882 

排蟬科 Blattoidae Stephens, 1829 

渚暨攤厲（新風） Zhuj;站latta (gen. nov.) 

風征 充翅美型冒失仗露出額頂z前胸背根近似~T形，前端下凹，后角稍突圓，后鏡中

央外突，背根面的中掏呈“Y＂字形z 足基哲卵圓形z腹宋卉裂。

屬型 Zhujiblattα anofissilis (gen. et sp. nov.) 

比較 以体形上近似啡蝶厲，然而遠小新厲的前胸背根特殊的淘役和形狀以及卉裂

式的腹末是很特殊的。

肘代分布新江，早白靈世。

裂臀渚置蟬（新肩、新神） Zhujibltta anofissilis 

(gen. et sp. nov.) 
（因版此圈 1：擂圈 3)

特征体長 23 毫米，体寬 11 毫米。

描述 掠本融角未保存，三河足不全。

多起被前胸背扳所蓋仗露出額頂z前胸背板似好形，前端下

凹，兩側迫緣增厚，后角校前角突，后錄大于前緣，后鐵中部突

出，背扳中央具一“Y’，字形的中詢，中詢前方備有件多槓向

的故役，中洶的兩側具有兩余“八”字的花役。 中胸似略大

于后胸，橫寬，中胸中央中淘較弱，中基唱和后基可言卵圓形，

后腔管多毛。腹部的前三常正常，第四腹背被掛庄后斐形，自

第五腹背起逐減其實度，第七腹可言略呈三角形，腹末汗裂。

戶地居位新江i者暨小溪寺剖面黃家坪附近，穿昌姐上

插國 3

Zhu;ibltta anofissilis 

(gen. et sp. nov.) 

成虫，× 2.7; i者暨黃家

坪，海昌姐上峰。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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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姐蟑厲〈新風） Strictiblatta (gi曲﹒ nov.)

眉型的rictibZatta l。”ganusis (gen. et sp. nov .) 

厲征 前翅增長，前后撮均宜g肩城只有臀域的一半1;C, Sc t永簡單； M 詠和 CuA 臆

昀較直，它們的分支所占的面祺較小z臀城根窄長。

~t較 遠小新厲相似美園蒙大拿州上自墨鏡 Stanto叫ella Handlirsch 1908，木間

的是翅前錄較宜，肩城長只有臀城長的一半s M E永和 CuA E永較直，它們既占的面取較小，

可勻后厲區別。

分布肘代安徽，白噩系。

4是臀事翅蝙〈新肩、新科） Strictiblattα longanruia (gen. et sp. nov.) 
（囡版且，因 3, 4：插閱。

特征前翅長 23 毫米，寬 7.5 毫米。

描述 兩抉封底的前翅掠本保存完整，呈灰黑色。

前翅狹長，前緣宜，翅基勻翅頂几乎等嚼，趨后錶及臀錄均宜，翅長 23 毫米，寬 7,5 毫
米。

Sc 妳筒草， E前錄域小。 R 臆

直，帶有二十余文斜行的分支，多數

簡單，近頂部教分支再度分叉成笙

分支，第十二分支及第十二分文的

左側又分出兩小文，注止翅頂。
插閻 4M 臆在翅基部平行于 R 臆，約

在翅中部卉始分出約四小分支，注
Strictibla帥 lo呵胸前is (gen. ct sp. nov.) 

到翅頂錄。 CuA 臆勾M詠共柄，釣
Rla虫前翅， X2.8：安徽合肥，上自＊貌。

具六小分支迷到翅后錄。述兩小臆系的分支所占的面騏校小。 CuP 詠穹曲，臀域大且長，
長度釣有翅長的一半， A 臆十三支前兩支都有分支，其余筒草，且均校直．

戶地單位安徽合肥附近結孔中，上自墨鏡。

被姐目科位置朱定 Plecoptera incertae sedis 

河石喝風（新風） Fluminiperl.α （gen. nov.) 

厲征 失卵形，前方突出，兩室主眼位于美基部，口部向前z前胸近正方形g 后胸大于中

胸，中胸大于前胸z翅芽小刀形s三封足寬扁，股可言強寬s腹部不很長，前五跟咱几乎等大，

末三腹咱還小，兩尾盤細長。

厲型 Fluminiperla hastis (gen. et sp. nov.) 

比較 積翅目的幼虫，在SIEr>H中生代友現有四小。其中兩小厲投現在西伯利車下侏

步說，男兩層則在我閣江宇北票地區的下白華說。送小新厲勻的noemourαPing 1928 

比較相似，但有下列不同 z 法卵圓形，前方突出 F頸部寬s前胸正方形，三胸咕分界清楚，
后胸大于中胸，中胸大于前胸冒雨河翅芽長，刀形s三x1足扁寬，脹可言寬強，闌尾盤長。

分布肘代謝江，早自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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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形河右揖〈新厲、新神） Fluminiperla hα·stis (gen. et sp. nov.) 
（圓飯 III，囡 1：插圈 5)

特征偉長 12 毫米，体寬 2.2 毫米。

描述 幼虫粽本，体才是 12 毫米，体寬 2.2 毫米。

法部卵形，前方突出，多長頂平宜，兩室主眼位于美基部兩側，頸部較寬，稍小于前胸z前胸

近正方形，背板的前角量高突的三角，后按平直，中胸橫寬，

后胸大于中胸z兩翅芽刀杖，前滑翅芽分卉，后一封翅芽井

挽z三封足扁寬，股哲寬強，腔可言較組長，但長度約等于股

咕，后足最大。腹部較短，前五腹咕几乎等大，后几腹帝還

小，腹宋兩尾些細長。

戶地展位前江渚暨、古里掛南，小溪寺剖面意昌姐上

半姐目 Heteroptera Latreille, 1810 

仰泳蟬科 Notonectidae Stephens, 1826 

年磨仰泳曙眉 CiypostemmαJ. Popov, 1964 

殼。

眉征 体稍按d長部寬冒雨室主眼之間的問隔很狡，層基

和額之間被一明星的詢所分弄，足的關常一咕。

屬型 Clypostemma :ryphiαle J; Popov, 1964 

份布肘代 中固和亦膜，晚侏~世或早自噩世。

插閻 5

Flumzniperla hestis 

{gen. et sp. nov.) 

若虫，×2.8：請暨古里

替商，異于昌姐上段。

繳彤牟層仰詠蟬 Clypostemmα xyphiαle J. Popov, 1964 
（閏版 III，囡 5)

特征体長約 12-14 毫米。

描述 其部橫寬，兩鐘眼之間的問隔校誤，唇基勾輔之間被一詢分卉F吻四咕。

胸部腹面多毛，三封足中等，前、中兩封足的基哲硝站接近，中足基可言勻后足基市稍

寓，時常一咕，后足腔帝和關啃著生有長毛主色，造

于游詠。
腹部腹面密生著毛，中央具有一奈長毛束，腹

末尖。

戶地屋位 斯江渚暨下II!令腳，毒昌姐下康。

湖沼學磨仰詠蜻〈新科） Clypostemma 

limna (sp. nov.) 
（國版 H，因 2：囡版 V，因 2：括國 6)

体長 17 毫米，后股可穹下方有一列粗硬
插圈 6

Clypostemma timna ( sp. nov.) 

成虫，×2,5﹔主溪何家，方岩鐘。

特征

的毛列。
描述 大型的水生成虫，体長途 17 毫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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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唇基之間可見一鍾把述兩者分卉。吻部狹，中間呈一細脊。

胸部寬，l生有密毛z中足股哲粗。后足大，還于游泳，后股常租長下方生有較粗硬的毛
列，后腔可言及關哲下方生有密的長毛，組成一游詠足。

腹部的腹面生有細毛，腹部兩側拔密，中間具有一毛棘。

比較送小新科很似撤形竿唇仰詠蜻 Clypostemma xyphiαle J. Popov 1964，木

闊的是体大于后者。轍形年層仰詠睡一般体長 5-14 毫米F現代的神槳，一般 5-6 毫米
左右，未妥現有較大的小体，后足股可穹下方著生有一排粗硬的毛列，亦有別于撤形竿唇仰
詠峰。

戶地居位斯江主漠漠西合社何家，上自華說方岩姐。

支lj蟬科 Corixidae E后ach, 1815 

錢:jtlj蜻厲〈新風） Linicorixa (gen. nov.) 

眉征 共不寬于胸部z前胸背板三角形g 小盾片被前胸背板遮蓋：前翅的翅詠明里退

化， Sc、 R、 M 和 Cu 仗保留部分，并較細弱z 腹末卉裂，生殖根不甚分寓。
厲型 Linicorixa odotα （ gen. et sp. nov.) 

此較遠小新厲很似 Baissocorixa J. Popov 1964，但有下列眩目~：前胸背板三

角形，前翅翅臆退化， Sc、R、M 和 Cu 臆均各我留部分，并校招弱，腹末生殖根不甚汗寓。

分布肘代斯江，晚侏~世。

農用錢翅l蜻〈斬肩、新科） Linicorixa odota (gen. et sp. nov.) 
（圓飯 I，圈4﹔閻版 V，圈 5, 6：指囡 7)

特征体士是約 9 毫米，寬約 3 毫米。

描述 十余換掠本，其中有兩換保存較好，其余均均片康s三財足均未保留，掠本大部

分旦出背面。

丟失部橫寬，但不寬于胸部，兩笈眼位于其兩側，分寓，額

擴寬。

前胸背根三角形，前端稍圓突，后鐵尖叫、盾片被前胸

背板遮蓋z前翅的前緣圓拱，后錄宜，翅臆較細弱， Sc、 R、

M 和 Cu E永均殘留部分， Sc 臆姐，到翅中部即逐漸消失， R

跡較里著，自翅基友出，逐漸消失在翅中部， M E永說， Cu

脆在翅基部勾 R E永接蝕，稍站上拱，在翅后錶勻爪片鍾接

蝕，爪片縫直。

腹部的腹常前緣圓突，后犧下凹，腹末卉裂，裂縫不很

大。
戶地展位斯江毒昌旁村姚家山，旁村姐。

字
b 

a 插園 7

Li，即orixa odota (gen. 

et sp. nov.) 

成虫， a. 背視， X2.5; b. 腹宋，

×2.5﹔建德努村，努村鐘。

火山長lj蟬厲〈新風） Valcanicorixa (gen. nov.) 

眉征美國，不積寬F前胸背板近于三角形s前翅的翅臆金已退化，爪片縫明里，膜盾
都小，小盾片被前胸背根所覆蓋，体呈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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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型匕形火山到疇（新厲、新科） v包lcanicorixa .dorylfs (gen. et sp. nov.) 

此鞍 述令新厲很似鐵站膳屬 （Liπicotixa） ，不闊的是前翅的趨臆金已退化，并有

較盟著的膜民部，体呈卵圓形。

分布肘代斯江，早白靈世。

匕賣學火山ill攝〈斬廳、新科） Vulcanico吋xα dory/is (gen. et sp. nov.) 
〈圓E震耳，囡 5﹔圈版 v，囡 1﹔插囡 8)

特征 成虫体長約 5.5 毫米，寬 2.5 毫米。

a 

插圈 S

Vulcanicori:ra dory/is (gen. et sp. nov.) 

a﹒成虫，×5; b.若虫：×5：建德至于

昌，海昌組下段。

描述 大多數粽本方若虫期，有許多是若虫

蛻皮我留下的外亮，成虫少數。

成虫期z 体長約 5,5 毫米，寬約 2.5 毫米。美

都圈，不寬于前胸。前胸背根三角形，前緣國 g ！］＼盾

片被前胸背板覆蓋F前翅的翅跡退化，爪片大，爪

片縫明星3膜蹟區較小，后足較長，腔唱和附可穹下

錶帶有長毛，姐成游詠足3 胸部勾腹部連接赴狡

縮。腹部第一帶較第二腹常疲，第三、四直令較寬，

之后逐漸減小寬度。

若虫期z 体如卵圓形，長釣 1.5 毫米，寬約 1

毫米，法部園小，胸部大，翅芽基都較清楚，后足

均游詠足3肢部勻胸部等長，腹末圓。

戶地居位斯江毒昌京村白水11!令，毒昌組下

戲。

短會l對j蜻屬（新眉） Siculicorixa (gen. nov.) 

屬征近似于划蜻厲﹛Corixa）， 但不間的是前胸背棍和前翅充抓寢。

..型的culicorixa estria (gen. et sp. nov .) 

此報、送小斬厲很似划蜻厲，不間的是前胸背板和前翅充抓痕，膜民部清楚。失部圓

形，有別于火山划艙。
分宿肘代斯江，晚白里世。

先紋短創:ltlJ蟬（新風、新科） Siculicorixa estriα （gen. et sp. nov.) 
（因版 V，圈 3：插圍內

描述 粽本多保存背視，美部仗有一訣掠木，其余均損諒。体長 5 毫米左右。

共部半圓形，稍寬于前胸z美中間有一明星的鐘z兩憂眼不甚大，分卉s額比較覽。

前胸背根略近三角形，前緣圓突，背板面光滑，充抓痕。 ！］＼盾片被前胸背板遮蓋。前翅

爪片大，爪片縫明里，革片區大，爪片區和革片匹均光滑充紋g膜民部大。中足細長z 后足

強大，特咕中等，半圓形，股哲租寬，陸可守稍長于股咕，甜可言寬扁，第一帶租寬，第二哲小，下

側具密拔的毛，道于游泳。
腹部腹根仗見六咕，最后一腹唱的、生撞根卉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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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地雇位研江金學竹且信里梅，上自墨鏡方岩姐．

棍蜻厲〈新眉） Ratiticorixa (gen. nov.) 

眉征喙部校按＊＇前胸背板面上怖有二十余奈橫向的

掏控川、盾片被前胸背板覆蓋s 前翅的翅臆可見 R、 M 和 Cu

t永：三封足的基咕稍小，股唷膨大s腹末不好裂。
厲型 Ratiticorixa stenorhitichis (gen. et sp. nov .) 

比較述令新厲根似 Baissocorixa 厲，不間的是喙部

較號長z 前胸背板面上備有二十余奈擴向的詢紋z 三封足的

股咕膨大，但基咕較小，可勻后者區別。

分布吋代安徽，晚侏~世一早白靈世。

插圈 9

Siculicorix田 estrta

(gen. et sp. nov.) 

成虫，×50﹔金竿竹筠
愴里梅，方岩姐。

小噱4草帽〈新肩、新科） Rαtiticorixa atenorhinchis (gen. et sp. nov.) 
（國版 V血，囡 4﹔插囡 10)

描述 掠本保存很好，但三封足只保留股咕。虫体艾8 毫米，寬 3 毫米。

(\ /)\, 泛益 法部略呈三角形，中間稍突，額稍程﹔喙較
/]/ 展勢i 窄長，迷止前基料中華常之間。

·v-有1 ~ \ Ir! All －前胸背板略呈三角形，中央隆起，面上怖有

a b 

插囡”
Ratiticorixa stenorhinchis (gen. et 恥 nov﹒）

成虫，a.！藍狐， b.背棍，×4; al:墨上車市，岩塘組下展。

二十余奈橫向的淘紋 F前翅的 R、M 和 Cu 臆可，

見，爪片巨大，充脆。三封足犬，前、中股常膨

大，較明里，后足基智大，后股哲膨大。

腹部中間向上隆起，前几小腹常腹根大，腹

末不卉裂。

戶地屋位安徵歉甚上草布，岩塘姐下戲。

呀虫科 Aphididae Latreille, 1802 

近呀虫屬〈新風） Penaphia (gen. nov.) 

聶征 Rs 臆校長，三支M 臆長且宜， Cu 臆勾 A 跡在基部相接蝕， A 臆短。
凰型 Penaphis drca (gen. et sp. nov .) 

比較遠小新厲近似于 Aphis 厲，不同的是： Rs 臆校長， M 臆直， Cu 詠勻 A E永

在基部相接蝕， A E永短不同于后厲。

按目前i己景，遠令科多數的化石友現在第三妃，只 Canadαphis Essig 1939 一厲~
現在加拿大上自噩就是迄今均止吋代最早的記景。送小新厲勾上3月j各已知厲滑比，似元

明星的原始性抉可哥，按理其肘代扭厲盛大致在自華紀到第三紀的范圍內。共生化石文才述

一化石屋的吋代意見單元統一看法，但均在上侏歹說和下白里統之間，故宮阻人晚侏~

世一早白垂世均宜。

份布耐代斯江，下自噩統一上侏歹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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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近歸虫嵐〈斬屑、新科） Penapm• circa(gen. et •P· nov.) 
（因版 V，囡 4：括國 11)

插圈 11

PenapAis circa (gen. et sp. nov.) 

都翅， X9：建德異于昌自7,f(盼，痔昌組下毀。

特征翅長 3 毫米，寬 1.2 毫米。

描述 翅螃保存很好，闊前翅重疊在一起，所以翅E永波章。胸部只殘留部分。

前翅長 3 龜米，寬 1.2 毫米。 R 臆強租，到頂

部增租，約士是 2.2 毫米，其余的各臆均度自拔臆。
Rs 跡校長，~自 R 詠增租部分的中鼠，止于翅

頂。 M B永約2主自翅中郎，三支臆均校宜， M叫助c

止于翅后緣。 Cu 臆校長，投自翅基部， A E永較

短，其基部和 Cu 詠的基部相接蝕。翅臀緣可能

折蠱。

戶地島位斯江建德海昌白水l玲公路旁，穿昌組下展。

月
以
凶
唱
什
叭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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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翅目 Mecoptera Comstock, 1895 

直跡科 Orthophlebudae Handlirsch, 1908 

中生喝蛤眉 Mesopanorpa Handlirsch, 1908 

鳳征 Rs E永中的 Rs1Hi是度約有 Rs叫長度的工倍或更多 J Rs 跡三分支或更多﹔前

翅長約 7-31 毫米。

風型 Panorpa hartungi Brauer, Redtenbacher, Ganglbauer, 1889 

分布肘代 澳大利亞、歐洲和軍洲，三蠱紀到侏~記。

姚蒙山中生喝蛤（新科） Me•opanorpa yaojiashanensis (sp. nov.) 
（圈版 III，因 2：插圈 12)

特征翅長 11.5 毫米，翅寬 4 毫米。

描述翅長度約 11.5 毫米，寬度約 4 毫米。

翅前緣平，不突出。 C B永長，止于翅長接z R E永稍租，到翅頂部向下穹曲 g Rs 你在

翅基部盟主自 R 臆，它的分支很早J RaH 

短于吼叫共四分支，均校長， Rs+，兩分
支，長且止于翅頂部s M 臆的主干長，在
Rs 臆份出息稍后卉始分支s M1+2 E永矢， 之丈夫交忠志更茫茫之丐古之::JR$
分叉底接近 RssH 臆分叉息， Ms-M4 和

M，臆的基部接近2 Cu 臆在上部向下穹 插囡 12

曲， A 臆直。 M esopanorpa yaojiashanen抑叩
翅面具有淡的花斑熹，勻生有姻毛。 前翅，×4：建德穿昌勢村，勢村姐。

此較遠小新科根似 M. angerensis Mart. 1927，不同的是新科較小， Sc 跡在翅

頂部不勻 R E永相連， A E永較宜。

戶地屋位 斯江黃子昌旁村雄家山，旁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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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中生喝蛤（？） Maaopanorpa ? gambra (sp. nov.) 
〈圓旅凹，周 3：指囡 13)

特~ 体犬z吻部長，彎曲 z三丹、胸可穹的背板堅強自三封足的基哲里卵圓形。

措述 成虫掠本，~部和蝕角保存一般z三封足的腔智和甜可言沒有保存，充翅z腹末亦
失落，掠本長 10 毫米，寬 4 毫米。

其部不很大，吻部大且長，穹曲s蝕角細長，分

咕不清自頸部明星。

前胸稍小，和頸部交接赴稍均突出書中胸背被

大，堅強E后胸背根稍小于中胸，大于前胸，后胸背

、板強，g三小足基哲大且長，前基可言稍小于中、后兩

基唔，均呈卵圓形，股可言稿短。 插圈13

腹部仗見六咕，前四腹哲犬，第五、六哲小，其

余未保存。

M~sopanorpa ?gambra (sp. nov.) 

成虫， X4；建德海昌勞村，努村鏈。

比較逛一新科很似 M（？ ﹜ felix Mart. 1927，不岡的是前者的物很大且長，彎

曲 z胸部較后者大，三小足基可言卵圓形，大于后者，前基哲小于中、后基咕，身体校后者長且

大。
戶地和單位 研江穿昌旁村挑家山，旁村姐。

喝時科 Panorpidae M. Lea.y, 1821 

草喝蛤（斬屬） Solusipanorpa (gen. nov.) 

厲征体小，眼大且園，吻部稍小且宜，胸部犬，向上隆起成跎狀，腹部租短，腹末里

小，尖。翅腺略似 Mesopanorpa 厲，橫臆淡稀。

周型 Solusipanorpa gibbidorsa (gen. et sp. nov .) 

此較遠小新屬在翅臆上美似 Mesopanorpa 厲，表現在吼叫的分支仍靠近翅中

部，分支很長，橫E永波稀。然而靈眼很大，小短的吻部和組短的腹部勻后者完全不間，部

星出了 Panorpa 厲的特征，可能站一神迂渡美型。

分布肘代新江，下白噩鈍。

聽背草喝蛤（新肩、新科） SoluBipanorpa gibbidorsa (gen. et sp. nov.) 
（因版 m，囡 4：插圈 14)

描述 兩快掠本方正負兩面。兩封翅保存不金。

插圈 14

Solusipanorpa gibbidorsa (gen. ct sp. nov.) 
成虫，×7.5﹔渚暨紫慶賀，橫山組。

体小，長度約均 7 毫米，寬約 3 毫

米g翅伸延超迂腹末。

多起部小，兩室跟大且圈，吻部小且

宜，略里三角形，下那須可能兩咕，第一

管大于第二咕F額不很寬。胸部大，中央

向上拱起，成駝背吠，三小胸令分界不

清z后足可見，后基令長，股常矢，小于基

可J；兩翅延伸追超泣腹部，槓臆說稀，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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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長， Rs1村的分文成近翅中部， Rs2 臆長。腹部粗短，但小于胸部，腹部和胸部交界娃

稍縮小，腹中部租犬，宋數腹令迅速縮小，腹末盟小且尖。

戶地屋位加江渚暨紫崖貴，擴山姐。

玖姐目 Diptera Linne, 1758 

原擂蚊科 Protendipedidae Rohdenorf, 1962 

劫蚊厲（新嵐） Tinactum (gen. 的v.)

嵐征 兵小，兩室眼園，融角 11 咕，蝕角哲圍住形，兩融角帝的連接赴r犬，并生有長

給毛，基部四小蝕角哲較短，妞，其蝕角哲校長，頂部几↑蝕角唱的毛較短。胸部里小于腹

部。腹部七咕，腹末商時生殖咕鉤形。

厲型 Tinactum solusu.m gen. et sp. nov. 

~t較 遠小新厲相似 Chironomαpte悶，不同址在于前者失小，蝕角 11 可言，均生有

較毛，腹部里小于胸部，腹背扳強于腹棍，腹末兩昨生直可言詢形。

分布肘代新江，晚侏~世。

草組劫蚊〈新肩、新科） Tinactum solusum (gen. et sp. nov.) 
（因肢 I，圈2, 8﹔插閻 15)

jli 

描述 掠本三封足和翅均元保存。体長約 4 毫米，寬約 1.3 毫米。

主1'1J\ I 額木突出，兩度眼大，圓形并分卉z融角

11 咕，基部四小融角哲較短粗，其余的校長，圓柱

形，兩蝕角帝的交接娃F大，并生有給毛，頂部兩

蝕角可穹的給毛較短。

胸部里大于其部，前、后胸較小，中胸最大。

兩翅和三封足均元保存。

腹部噩小于胸部，由七腹可守姐成，第一腹可守

插囡 15 短，但校寬z 第二、三、四、五和六腹可甘均衡，腹可Y背
Tinactu 

成虫， XlO﹔建德勞村，勞村組。 的腹可1，生殖可穹的兩生植根呈爪拔。

P地展位 斯江建德美子昌旁村，旁村姐。

寡蚊屬（新風） Viduata (gen. nov.) 

風征 蝕角哲租，蛤毛較密E闊笙眼大卵圓形，胸部膨大，平衡棍楠圓形，大z 足較粗

仕z腹部粗，稍小于胸部，腹末尖小。
屬型 Viduαta otiosa (gen. et sp. nov.) 

能較遠小斬厲較似劫蚊厲，不同的在于前者的蝕角較后者祖矢，愛眼卵圓形，大s腹

部租短z平衡棍楠圓形，大不間于后者。

份有肘代辦江，晚侏~世。

快原寡蚊〈新厲、新科） Vida，αta otiosa (gen. et sp. nov.) 
（圈版 I，圈 7：插圈 16)

描述 在我們的掠本中有兩換保存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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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的昆虫，均保存其身体，兩翅都沒有保存。虫偉長 3.5 毫米，寬 1 毫米。

其小，兩室眼大，卵圓形z融角 11 咕，基部三唷短粗，第六唱起校長，圓柱形，兩融角令
相連赴稍膨大，生有給毛，她角基部几小咱的特毛較短。

胸部寬大，稍粗社，三令胸可言分界不清E足校租往，兩平衡

棍楠圓形。

‘胸部局腹部之間連接赴末縮小，腹部由七咕姐成，前三哲

較短，但按寬，最后兩哲較小，腹宋尖．

戶地展位斯江建德海昌旁村，旁村姐。

守原攝敏嵐〈新風） Orusa (gen. nov.) 

凰征 軍眼略似圓形s 蝕角具有士是給毛川、報須長且姐，

五可l；翅臆具有毛E三吋足姻，具有細毛。
厲型 Orusa barba (gen. et sp. nov.) 

擂囡 16此較遠小新厲很似拙擂蚊 Chironomopsis Ping，木

間的是前者較大，隻眼略似圓形，小報須長且粗，五可l；翅臆

和足具有如毛，可勻后者區別。

Viduata otiosa (gen. 

etsp. nov.) 

分布肘代漸江，晚侏夢世。 成虫，×1封建德努村，旁村姐。

有須守康攝蚊〈新廳、新科） Oru•a barba (gen. et sp. nov.) 
〈圈版呵，囡 3)

特征体長 8 毫米，翅長 5.5 毫米。

描述体長 8 毫米，翅長、 5.5 毫米，在退學棕本中多數的兩翅均失落。

多長稍大F兩震眼略似圓形，右寰眼保存很好，可見很多小眼，均均六角形，組成如蜂巢

吠； 1j＼頓須粗大，由 5 唱組成，第一常校模糊，第二智清楚，第三常短，第四、五兩咕均大，五

1'咕均長有毛g融角仗保存教咕，具有長給毛。

胸部大，上拱，三小胸常分界不清，翅稍長，前攘的翅臆著生有細毛z 三封足姻，但校
長，均具有細毛，中腔哲頂的毛且很長，甜可言五咕，末兩可言短，其余的三常均校長，帶有密的

組宅。
腹部七咕，前四腹啃較大，自第五唱起逐漸減小，第七腹唷最小，具三小小國息。

戶地單位前江建德旁村，旁村姐。

薄姐揖數風 Chironomα·pterαPing, 1928 ,. 

聽薄翹揖蚊 Chironomaptera melanura Ping, 1928 
（圓飯 I，閏月囡肢 VI，圈 1-3, 5) 

注釋 安徽歉甚岩塘和研江渚置小溪寺黑薄翅擂蚊的身体所看生的細毛較少，有些

小体的腹哲較姻。

、戶地居位 斯江渚几小溪寺，穿昌姐上~I安徵欽岳岩塘，岩塘姐上、下康﹔渚暨下d冷

闕，毒晶誼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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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足原揖蚊屬（新風） Petiolatendipea (gen. nov.) 

厲征 翅組長，具有根弱的翅臆z足姐，生有細毛，前足股帝和腔哲等矢，中足股哲短

于中陸可）；胸部卵圓形s腹部組長，八可言組成，腹長約＊－＇胸部長的兩倍多，腹末闊附器明星，

半月形。

眉型 Petiolatendipes shouchangensis (gen. et sp. nov.) 

It較 遠小新居很似薄翅擂蚊厲，但不同的是新厲的腹部細長，由八常組成z胸部卵

圓形，腹長有胸長的兩倍多，商時附器半月形s 足姐，生有校稀的毛，前股官和前睦哲等

矢，中股哲短于中腔咕。

份有吋代新江，晚侏~世一早白華世。

聶昌小足原揖歐（新風、新神） Petiolatendipea ahouchangenaia 

(gen. et sp. nov.) 
（因版呵，圈 2，只擂囡 17)

特征胸長 1.7 毫米，体長 4 毫米。

描述 掠本保存很好，但三封足保存不全，共部也失落了。体形瘦如，胸部卵圓形，按

短，胸部長約 1.7 毫米，腹長 4 毫米。

胸部卵圓形，前胸稍圈，后胸姐小圓突s前足股哲祖于腔

智，几乎等長，前睦常生有細毛，后足仗保存股咕。兩翅細長，

弱，帶有弱的翅臆。

腹部瘦細，由八唱組成，第一、三兩腹哲稍小于胸部，自第

六腹常起逐漸減小，腹末爾附器半月形。

戶地居位新江穿昌京村白水峙公路旁，穿昌姐下康。

擂閩 17

Petiolatendipes snoucnangenlis 

(gen. et 恥 nov.)

成虫，×9﹔建德意昌，海昌組下m:.

最骨鶴嘴蚊科？ Phragmoligonuridae? 

Rohdend。rf, 1962 

自水時蚊屬（新風） Baiahui.lingella 

(gen. nov.) 

眉征 R E永宜s Rs E永君主自翅中部，到翅頂吋向后彎曲，筒

學s M 臆的基部退化F笙眼犬，接眼式。

厲型微小白水峙蚊（新厲、新神） Bαishuiliπgella micris (gen. et sp. nov.} 

比較遠小新厲美似 Phr呵？”oligonura Rodendorf 1962，不間的在于 Rs 臆的基

部不退化，笙眼大，接眼式可勻后厲區別。

分布前代前江，晚侏~世一早白靈世。

微小自水時蚊（新厲、新科） Baishuilingella micria (gen. et sp. nov.) 
（囡版 VII，國 1：語園 18)

特征 体長約 2 毫米自胸長約 1.2 毫米，腹長約 1.3 毫米。

描述 兩換保存很好的你本屆同一＋体的兩令正負面。体長 2 毫米，寬 1 毫米E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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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毫米z腹長 1.3 毫米s翅長大，起社腹部。

美大，橫寬z兩畫眼槓寬，接眼式，組成軍眼的小眼長圓形冒雨融角在眼前方，接近2 蝕

角基常粗園。

胸部大，近長方形，前胸前緣擴寬，

中胸大，后胸后錶稍突。兩翅大且長，長

度超泣腹末； R E永宜，止于翹前犧； Rs 
詠裝自翅中部，稍向后穹曲； M E永的基

部退化，約在翅中部吋分成兩支s三封足

中等，生有細毛。

腹部租短，生有細毛，腹宋國突。

擂囡 18戶地單位斯江建德海昌白水峙，

穿昌姐下膜。 Bai.rn"ilingella micris (gen. et sp. nov.) 

成虫，× 1'8：海昌白水盼，海昌組下援。

都蟬毒蛇科 Pleciomimidae Rohdendorf, 1946 

小狼毛蚊屬 LycoriomimαRohdend。n, 1946 

風征 蝕角長，多可言，元給毛g翅E永中的 R E永在頂部稍膏，長度約有翅長的 2 /3；三封

足稍強，具有細毛，腹部七咕。

圓型 Lycoriomima ventralis Rohdendorf, 1946 

分布肘代中園和旅膜，晚株~世。

混合小雅且已故（新科） Lycoriomimα mictis ( sp. nov.) 
（因版 I，圓 3,6：園飯啊，因 4：括國的〉

特征 美國，融角校長，兩度眼大z翹t乏自末三腹常較小，体-K4-7 毫米，翅長 2.5 毫

米。

插囡”
Lycoriomima m甜的（gen. et sp. nov.) 

成虫，× 10：建德努村，努村鐘。

描述中小型昆虫，体長

4,7 毫米，翹長 2.5 毫米。

法部中等大小，半圓形冒商

蝕角校長，多咕，蝕角常圓柱形，

免給毛，兩室主眼大，由許多六

角形的小眼組成，排列如蜂巢

拔。
胸部犬，三胸常分界不清，

生有短毛z 商討翅校長z R J}i]< 

較短， Rs 跡較細s 三封足中

等，密生著毛。

腹部七咕，最后三咕漸小，

腹末尖。

~t較 遠小新科很似腹小狼毛蚊，不間的是法較大，蝕角長，闊翅的長度較后者長，虫

体較大，不同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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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地居位斯江建德毒昌旁村，旁村姐。

鞘姐目 Coleopt1甜a Linn唇， 1758

刺禪師科 Coptoclavidae Ponomarinko, 1961 

刺樺蟬厲 Coptoclava Ping, 1928 

長足刺禪師 Coptoclava longipodiαPing, 1928 
（圈版 VIII，囡 5)

1928 Coptoclava longipo品， Ping, Palcontol. Sinica, ser. B, vol. 13, fase 1, p. 40, figs. 3-4, 
1961 Coptoclava longipoda, noHOMapeHKO, naneoHTOJI. >KypHaJI，臼p. 67-72. 

戶地展位 斯江渚暨下峙卿、關水老竹，毒昌姐下最（渚聾姐〉。

金色手科 Scarabaeidae Latre由、 1802

倡多＆蟻娘屬（新風） Prionocephαle (gen. nov.) 

厲征 失橫寬，兩側各具三小強大的突起近似鋸茵抉z前胸背扳擻寬，長方形，前角寓

，突s 鞘翅光滑。

眉型 Prionocepha.le depla.nαte (gen. et sp. nov.) 

比較 遠小新厲美似 Prpterosca.ra.ba.eus Grabau 1923，不闊的是美部橫寬，似蝠

茵伏，前胸背板長方形，前角高突，鞘翅光滑。

分布肘代前江，晚白靈世。

扁孵續多長蟻娘（新風、新科） Prionocephale depl1αnαte (gen. et sp. nov.) 
（囡版 1V，囡 1, 3﹔績囡 20)

描述 粽本保存完整。体皇黑帽色，卵圓形g 体長 21 毫米，体寬 16 毫米。

主長部橫寬，兩側各有三小強大的鋸齒形的突起，迫緣扁

平，中部成梯形。前緣中部平宜，兩側斜，后角鈍，后接平宜。兩
鞘翅寬短，光滑充紋g前足大強，腔常外側具四小強大的鋸齒

狀突起，頂部兩小指齒狀突強且長，稍有自中、后足大。腹部

短，腹末圓。

戶地農位斯江主溪何家，方岩姐。

括國 20

Prionocophale deplanate 

(gen. ct 耶 nov.)

成虫，× 1.5：竺溪何家，

益方岩姐。 （因販 IV，因 7)

特征 法和前胸均很長，它們長度的忠和几乎等于中、后胸和腹部三科長度的品和，

前胸和中胸相連接部分挨縮z 大頭長，前方平截。

措述体長約 4,5 毫米，寬度約 1.2 毫米。按很長，不寬，共基部略大于前部，大頓長

成鉤杖，兩大報并說肘前端呈平截狀s融角室主狀，位于大報基部外側，可見 8 咕，第一融角

啃租，短于第三融角唔，第二蝕角短小，頂部兩常較租。前胸很長，其長度約等于美長，前

4是扁甲科 Cupidae Latreille, 1825 

雕紋甲風 Anαglyphitea Ponomar1自由。， 1964

寬穎雕拔甲〈新科） Anaglyphitea 

laximandibule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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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前緣略寬于后撮，前胸和中胸相連赴挨捕，前胸腹根中央有一槽，前基唷園，彼此接近，

它們之間有一突起向后伸延s 中胸較小，后錄大于前撮，中基咕三角形，彼此接近，中特哲

小，股咕祖短z眉胸大，后胸腹根平，后基哲句中基常寓汗，呈橫寬的三角形，彼此接近，特

唱大且長，股唱組長，陸可言短。

tt較 遠1-新神不同于三小已知的神均共和前胸長度忌和几乎等于中、后胸和腹部

長的，也和，大頭長，前方平截，前胸勾中胸連接娃狡縮。

戶地屋位新江渚置紫崖賞，橫山姐。

曹長扁申厲· Notocupa Ponomarenko, 1964 

鐵腹曹長扁申〈新科） Notoeupe• undatabdomi11U11 (sp. nov.) 
（囡旅 IV，國 2)

特征 中胸基哲圈，彼此分寓，腹部腹根中央成突起的脊，腹哲前后接里說吠，前胸瞳

較小于中后胸腹板。

描述虫体保存尚好，体長 8 毫米，寬 3 毫米。

其不很大，兩軍眼位于兩側中部，大歌唱齒吠，并按吋呈一體由抉搓，蝕角未保存下

來。前胸背根寬于美部，前鐵兩側角高突，前基咕位于后攘，圓形彼此接近，內側的突起平。

中胸大于前胸，中基咕略小，圓形彼此分寓，中胸腹根分界不清s后胸大，后基啃橫寬，

接近，中央上隆z鞘翅中等略短于腹，十列的刻底里圓形，鞘翅頂部卉裂。

腹部短于胸部，腹板呈蠱瓦伏，中央上突，稍成一脊，腹可言腹板的前后鐵皇說抉。

tt較遠1-新科勻 N. pictu.ra.tus 相似，但分寓的中基唱和渡伏的腹咕，腹中央上

突成一脊，不同于后一神。

戶地居位研江聞水老竹，穿昌姐下段。

多瘤背長扁申？〈新科） Notocupe• ? maltituberatua (sp. nov.) 
\ （圈版 IV，圈。

特告E 前胸長小于中后胸。前基常大，楠圓形，接近3 中基哲園，接近3后基哲略小，橫

寬。全身密生瘤抉疹，鞘翅頂卉裂，鞘翅的刻成小圓。

描述 智、本体背面保存尚好，但蝕角及腹唱的特征未現出，体長 19 毫米，体寬 6 毫

米。
法部仗存~基部，前胸長，抉于中后胸，前胸背桓其租密的瘤抉甚多。前基可言楠圓形，彼

此接近，較大s 中胸寬于前胸，瘤拔彥密組，中基哲圈，接近，中股常租z后基哲橫寬，略狡g

兩鞘翅頂卉裂，鞘翅面具九奈獄設，中央隔隙具刻處密，鞘翅頂稍尖。

比較遠1-新科勾 Notocupes u.nda.ta.bdominus 相似，但中基常接近，体密飾著瘤

扶疹，前胸士是按京同于后者。

戶地單位間上神。

膜翅目 Hymenoptera Lin嚼， 1758

古尾蟑科 Paroryssidae Martynov, 1925 

地尾蟑厲〈新風） HamiryHu• (g，個. nov.) 

風征 体微！］＼， 法三角形﹔蝕角位于眼下方， 13 可言，頂部教管稍粗z 前翅只有一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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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一小肘室，一奈固阻臆，往臆和徑分臆明星，其它的翅詠校談弱星然退化z腹末的戶卵

管組長，但短于体長。

屬型 Humiryssus Zeucus (gen. et sp. nov.} j 

此較遠小新厲相似 Paroryssus Martynov 1925，木間的是体微小，前翅只有一

小住室和一小肘室，一奈固自廊，往臆和往分臆明星，其余的翅臆按說弱里然退化s腹末戶

卵管短于体長。

分布肘代斯江，晚侏夢世。

波赫地尾蟑〈斬肩、輔料） Humiryaaua leucua (gen. et ap. nov.) 
（國版 V血，周 3：插圖 21)

特征体長 2 毫米，寬 0-8 毫米。

描述体長 2 毫米，寬 0.8 毫米。三封足均沒有保存。

插圈 21

Humiryuus leucus (gen. et sp. nov.) 

成虫，×20：建德努村，努村姐。

体微小。共近三角形z 兩

軍眼清楚z蝕角著生在眼下方，

共 13 咕，基部教唱稍長，頂部

稍短粗。頸部稍小，三小胸可言

分界不清。三封足沒有保存下

來。前翅的翅前鐵稍強， Sc 臆

缺失， R 詠強租，明星，立于翅

痞，翅痞粗犬，近三角形； Rs 

E永止于前錢，除外其余的翅臆

里然退化， E急鈞可見。只有一

小徑室，一小肘室，一奈固姐

助c;CuA 臆宜。

胸、腹兩部敢接「寬，前兩

腹可言稿小，第三、四、五腹哲稍

大，第六和七腹咱還小，腹末戶
卵管細長，但長度大約有体長

的一半。

戶地展位 前江建德旁

村，旁村姐。

骨眼尾蜻（新厲） Renaliculua (gen. n。v.)

厲征 隻眼犬，腎形，失頂具有粗大的瘤，前翅的 R 臆租， M 臆姻。

周型 Renaliculus triα凹的（gen. et sp. nov.} 
能較本新厲鞍似地尾蜂厲，不同者系前者的宴眼如腎形，大于地尾蜂厲。

份有肘代安徵，早白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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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骨眼尾蟑〈斬厲、新神） Renaliculua triα：enua (gen. et ap. nov.) 
（聞版 VIII，因 1, 2：插個 22)

描述 粽本前翅保存不全，腹部自第八常失落，体長 15 毫米，体寬 4 毫米。

法部形似心形，兩軍眼大，如腎形，宣眼的中l河下凹，肩部互相連接s 失頂具有兩↑大

癒瘤，額都有大的瘤抉突起。

共和胸部連接接密。三小胸可言分哲明里，前胸略大，中胸

大于后胸。前翅前鏡中部稍拱起 R 跡租大， Cu 臆直，其余的

不構。

腹部第一咕稍狡于第二咕，第二、三兩腹常大，第四腹唱

起逐小，第八常知小。
戶地居位安擻歇息岩塘，岩塘姐上康。

昆虫位置未定 Insecta incertae sedis 

籠虫嵐〈新風） Seiro／，αTVα （gen. nov.) 

插圈 22
屬征 共f卜，前方尖突F三小胸常大，前兩胸哲士是約有覽

的一倍半，中央各具中詢，后胸可言稍小，略國z腹部八可言，腹未

具三畔，中卅大于兩側肘。
Renaliculus triaenus 

(gen. ct 恥＇nov﹒﹜

屬型 SeiTolarvα wuzαoensis (gen. et sp. nov .> 成虫，×4；~息告塘，岩

比較 述小新厲略似于尸翅目的幼虫，因附肢均未保存， 塘組上訣。

因此充法比較。 E,仕的鳥蛙組長期只~現有植物化石，此次系首砍去現昆虫和卅肢介等

插圈 23

Seirol帥” wuzaoensis

(gen. et sp. nov.) 
幼虫，×5; J(Q,Q,娃，

Q,位組。

劫物化石。

份有肘代前往，晚三疊世。

高扯鐘虫〈新肩、新科） Seirolarva uJuzaoensi11 

(gen. et ap. nov.) 

（囡版 IV，囡 6﹔諸國 23)

特征体長 10 毫米，寬約 1 毫米。

描述掠本似渴幼虫，梁自灰黑色鈣廣粉i'P岩。

幼虫体細長，如鏈形，長藍色均 10 毫米，寬約 1 毫米。
其小，前方尖突。三小胸智大，前、中兩胸可言中央具有一中詢，

后胸哲稍小，寬大于長，充中詢，足未保存。腹八咕，前六腹常寬几

乎等于長，有吋具有積訣，未兩腹常漸小，長大于寬，腹末吳三卅，

中卅大，略園，兩側時小。

戶地單位斯江文皂皂蛙村，皂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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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版稅明

（本文摘遠的綜本均保存在中自科字院南京地處古生物研究研〉

固 服

1. 圓翅，世州路勝（新厲、新神） Huizhougenia orbicularis (gen. et sp. nov.>
前翅，×2.8：野外績考： ACI 76，登ta哥： 38556。欽要金坑，岩塘續下畏。

2,8. 學強劫蚊（新厲、新神） Tinactum solusum (gen. et sp. nov.) 

成虫，均×1月野外編哥： ZH5，登氾哥： 38586、 38587。建德海昌旁村，旁村組－
3,6. 混合小狼毛蚊（新科） Lycoriomima mictis (sp. nov.) 

成虫，均有<10：野外編哥： ZH4，登ta哥： 38599。建德穿昌努村，勞村鐘。
4. 若是用錢划塘（新厲、新科） Linicorixa odota (gen. et sp. nov.) 

成虫，×5：野外編哥： ZH4-5，登1己哥： 38576、 38577。戶地展位同上神。
5. 黑薄翅擂蚊 Chironomaptera meltmura Pi且E
繭，× IO：野外編哥： H368-20，登氾哥： 38593。欽息岩塘村，岩堵姐上踐。

7. 快瓜寡蚊（新民、新神） Vidt1ata otiosa (gen. et sp. nov.) 

成虫，×30﹔野外編哥： ZH4，登氾哥： 38589。建德旁村，勞村姐。

固 服 II 

1. 裂臀i者暨據（新厲、新神） Zhujiblatta anofissilzs (gen. et sp. nov.) 

成虫，×2.7：野外編哥： ZH 101，登i己考： 38562。渚豎黃家坪，意昌姐上段。
2. 湖泊是＃唇仰泳嬉（新科） Clypostemma limna (sp. 且。v.)

成虫，×5﹔野外編哥：甚至－綠化－6，登i己考： 38564。立法何家，方岩姐。
3,4. －！是臀積翅蠟（新厲、新科） s白，ictibtatta longanuiis (gen. et sp﹒、 nov.)

成虫前翅。 3. ×2.8, 4. ×5.3：登i己吾吾： 38S63。安徽合肥，上白晝綴。

5. 匕形火山划婦（新厲、新科） Vulcanicorixa doηdis (gen. et sp. nov.) 

若虫，× 10﹔野外編哥： ZH47，登i己母： 38566。建德意昌家村白水tl冷，豆子昌組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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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服 Ill 

1. 給形河右蝸（新鷹、新神） Fluminiperla hastis (gen. et sp. nov.) 

若虫，×5.6：野外編哥： ZH妙，登i.tl等： 38573。堵暨古里赫南，其暑昌姐上段。
2. 姚家山中生揭蛤（書時神） Mesopanorpa yao;iashanensis {sp. nov.) 

前翅，× 8：野外編哥： AH644E，登1己哥： 38583。建德旁村姚家山，勞村鏈。
3. 獄中生揭鈴？ M. ?gambra (sp. nov.) 
成虫， X8：野外編哥： ZH4，登i.tl吾吾： 38584。戶地展位同上神。

4. 駝背學蜴盛會（新鼠、新科） Solusipanorpa gibbidorsa (gen. et sp. nov.) 

成虫，×7.5：野外編夸：紫2，登'itl哥： 38585，渚暨紫崖冀，機山鐘。
5. 微形學唇仰泳婚 Clypostemma :ryphiale j. Popov 

成虫，×4.5：野外編哥： Pll70~Al-2，登記哥： 38574。清暨下l盼胸，海昌組下授（清軍翹〉．

囝 服 IV 

1,3. 扇形錯失蛻娘（新厲、新神） Pf'ionocephale deplanate 甘心﹒ et sp. nov.) 
成虫，均×3﹔野外編吾吾： ZHI63，登'itl吾吾： 38602。主溪何家，方岩鐘。

2. 鍍腹背t是扇甲（新科） Notocupes undatabdominus (sp. nov.) 

成虫，×6.5﹔野外編哥： ZH2ii9，登i.tl哥： 38559。商水老竹，海昌組下度。
4. 多瘤背t是為甲？（斬草中） Notocupes ? multi帥bt!f'atus (sp. nov.) 

成虫，×4：登1己在哥： 38565。戶地展位同上神。
5. 膨脹僚短為鐘（新科） Taphacris 陶f'gis (sp. nov.) 
前翅，×7﹔野外編哥：紫 2，登ic:i哥： 38572。渚聾紫崖貨，橫山姐。

6. ~位能虫（新厲、新神） Seirolaf'va wuzaoensis (gen. et sp﹒且ov﹒〉

幼虫，×10﹔野外編哥： ZH73，登氾哥： 385880 J(~烏拉村，烏拉組。
7. 寬聖頁雕紋甲（新神） Anagl yphi[tes la:rimandibull! (sp. noy.) 

成虫， xs﹔野外搧穹：紫 2，登i己穹： 385610 渚暨紫崖簣，橫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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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服 V

I. 匕形火山划難（新厲、新科） Vulcanicorixa dory/ts (gen. et sp. nov.) 

成虫，×IO﹔野外編哥： ZH47，登i己哥： 38569、 385700 :I藍領異于昌家村自＊鈴，海昌組下~.
2. 湖沼竿膺仰泳螃（新科） Clypostcmma limna (sp. nov.) 

成虫，×5：野外編哥：藍－綠化品，登記哥： 38564。主溪何家，方岩組－
3. 完紋短釗划嬉（新厲、新科） Siculicorixa cstria (ge且﹒ ·et sp. nov.) 

成虫，. XIO﹔野外編哥： B 15·1－古h登氾哥： 38580。金竿竹馬愴捏樁，方岩怨。
4. 近似螃虫（新屬、新和） Pcnaphis circa (gen. et sp. nov.) 
成虫前翅，×8：野外編哥： ZH47，登記哥： 38582。建德意昌1美村白水盼，海昌組下毀。

5,6. 書長用錢划錯（新肩、新科） Linicorixa odota (gen. et sp. nov.) 

成虫 5. XS,6. X7.5：野外編哥： ZH4-5，登氾哥： 38576、38577。建德意昌費村跳家山，努村組．

圓眼 VI

1·-3,5. 黑薄翅擂蚊 Chironomaptcra mclanura Ping 
成虫，均× 10﹔野外編哥： ZH95、日368-8、 ACI80，登沼考： 38591 、 385920 諸暨1J、溪寺， ti:吾吾岩撞撞材、

金坑，意昌組下、上段和岩擴組下、上康。
4. 混合小狼毛蚊（新科） Lycoriomima mictis (sp. nov.) 

成虫 XlO：野外編哥： ZHS.，登記哥： 386000 建德海昌旁村，旁村m.



圓眼 VII

I. 微小白水鈴蚊（新厲、新神） Bais品的＇tinge/la micris ( 11:en. et sn nnv_) 

成虫，×悶：野外編哥： ZH4九登氾哥：到59九海昌家村白k峙，海昌組下段。
2,5. ;Ji學昌小足原摺蚊（新麗、新神） Petiolatentlipes shouchanl!ensis ( .,..,n ,., •n nn’、

成虫，×叫野外編弩： ZH47，登記哥： 38595、刻成戶地這孟閉上正…’，
3. 有須守原擂蚊（新厲、新科） Orusa barba (gen. et sp. nov.可
成虫，×叫野外編哥： ZHS，登記哥： 38594。穿耳旁村拉家山，勞村組。

4. 三尾癸喜事蛤 Ephemeropsis trisetalis Eichwald 

幼息，×3：野外編哥： ACI80，登記哥： 38558。歡喜金坑，岩搞組下踐。

自服 VIII

1,2. 三叉宵眼尾蜂（新麗、新科） Renalzcutus zrtaenus (gen. el sp. no 、
成虫。， l. × 7, 2. × 6﹔野外編弩： H368-4，登記哥﹒站79。每基岩塘，岩塘組上袋。

3. 談勝地尾蜂（新厲，新科） H的nzr凹的 leucus (g恥 et 斗 nov八
成虫，×20：野外編考： AHb-42E，登ia考： J8557。是德勞村，努村絕。

4. 小驗復螃（新民、新神） Ratiticorixa stenorhinchis (gen. el sp >

成虫，×8﹔野外編哥： ACII坑登i己弩： 3的81。欽唇上草甘，岩搞自下段。
5. －！乏足刺棒申 Coptoclat1a long1poda Ping 

幼虫，、×2.5﹔野外編弩： ZH266，登i己奇： 38601。面水老竹，海昌組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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