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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寬基峰、福建似河花蜂和
江西等蜂稚虫的描述＊
（血事騙自：小裳蜂科、花卸蜂科、二尾蜂科）
DESCRIPTIONS

OF THE NYMPHS OF CHO ROT ERPS

NANJJNGENSJS,POTAMANTHODES FUJJANENSJS
AND JSONYCHJA KJANGSJENSJS
( EPHEMEROPTERA: LEPTOPHLEBIIDAE,
POT AMANTHIDAE, SIPHLONURIDAE)
本文三科 j戊虫的形志均見于國內友表泣的宗志上，稚虫未曾披 i草泣，現描述如下：
1. 南京寬華螃 Chorterpus nαnjingensis

You et al.

身体一般均深黃褐色，雄体長 5-5.5mm ，雌体長 5.5-6mm ，法部除揖色，有 JW~ 斑。雄
性上﹔夏眼棕紅色，下室眼黑色，兩眼的距寓較近，掉眼 3 ／卡，中草眼校小，兩側主社眼的黑色
基部約占全草根的 1/3 ，中草眼的黑色基部約占全學眼的 1/4 。雌性立眼黑色，兩眼的距

萬均筆帳直在的三倍多。她角灰黃色，釣方法部長度的二倍（因 1 ）。

口 g；均前口式，淡黃色，上唇有散生的背毛，中下耳的毛均生 3＋校告，在中犀利前側區

的毛向下，排列成橫行，前錄中部有校深的裂口（囡 2 ）。上較有兩小主要分枝一一犬曲和
臼的（圈 3 ）。下甄頂端和內前側有密集的剛毛，下歌頌共 3 咕，第 2 哲最長，第 3 二竹拍起
泣第 2 唱的一半，排列順序泊 2,1,3 （圈 4 ）。舌有友述的舌上卅，其頂端迫緣有一排剛毛、

．舌的前按有茂裂口（園 5 ）。下唇須校長， 3 背，第 1 可古拉長，第 3 市最短，排列順序方 l ’之，
3 （圈 6 ）。
胸部背面黃褐色，雄性的前胸控面有一小楠圓形的 j炎黃褐色斑，中胸控 LilJ 有二干。前
..@t:炎灰褐色，揖哲有黑褐已的長揣一圓形奈斑，腔可言和甜可言上均有剛毛，爪的內側有 14 小小

齒，越向末端越犬，爪的頂端呈拍吠（囡 7 、 8 ）。

1支部背腹面黃褐色，兩側有 7 'J.•才姆，總灰白色，不通明，分背血肉 H十， Jt Lj:1 司管里 i~1i 灰
色，第 1 封總方草－ :;f 分校的制錢收（囡 9 ），第 2-7 封蝕均均卅片吠， JiJi 端有 3 小几乎；＇j

t乏的知指狀突起（圈 10 ），第 3 天才媳孟之大，第 6 、 7 兩河時壞小，第 7 J.付息丘之小。 ~~jJiJ 分可言，
3 根，淡黃褐色，比体矢，分哲娃灰褐色，有短毛，中尾拉長 8mm ，側尾須長古 mmo

＊部分林本自果只永同志采集，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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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寬基蟬的稚虫 Choroterptts nanji呵ensis

！.背部全面刻（entire

body, dorsal view)

You et al., nymph

2. 上層（labrum)

（囡 1-10)

3. 上報（ ma-

ndible) 4. 下頭（ maxilla) 5. 舌（lingula) 6. 下唇 (labium) 7. 前足（fore
leg) 8. 前是端部放大（detail of terminal end of fore leg) 9. 第一封總（！ st
pair of gill) 10. 第四封媳（ 4th pair of gill)

林本

155 只，南京中山陵， 1978. VI-IX 。

2. 福建似河花蟬 Potαmonthodes

fujianensis You et al.

体長 12mm ，法部有斑紋，夏眼 1 肘，草眼 3 小和 1 封校長的淡黃色融角（囡 11 ）。口

器友述，上層長方形（囡 12 ）。上顆一肘，左右不河林，齒較短，密生細奸宅，犬由兩枚，自
由一故（囡 13 ）。下頭 1 肘，長方形，內側有細毛（圈 14 ）。舌由三片組成，中片又分方二
（囡 15 ）。下層由中唇舌、側唇舌和一封下層須組成，下唇須三咕，較大，蓋著側唇舌，并密
生細毛（圈 16 ）。胸足三天才，前足腿常上有二挨褐斑（圈 17 ）中、后足腿哲上有三換褐斑（園

18 、 19 ）。腹部 10 咕，第 1 常兩側有一天才杆抉餌，末端有細毛（囡 20 ），第 2-7 咕兩側有 1

封分叉型的嗯，內側有直思主主（圈 21 ），由于總的顫功，稚虫能在水中遊行呼吸作用。尾須三

根，長 4mm ，兩側密布細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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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1jianensis You
al., nymph （囡 11-21)
body, dorsal view) 12.上層（labrum) 13. 上頓

福建似河花蟬的稚虫 Polamanthodes

el
11 背部全面耳閱（entire

(mandible) 14. 下頓（maxilla) 15. 舌（lingula) 16. 下層 (lab沁m) 17. 前
足（fore leg) 18. 中足（middle leg) 19. 后足（hind leg) 20. 第－~總
(!st pair of gill) 21 .第五爾總（ 5th pair of gill)

林本

15 ／卡，福建三港， 1981,

v.

8 ﹔ 24 小，安徽大化坪， 1984. VJ. 13 ﹔ 2 小，安徽

七縛， 1984. VI. 9o
3. 江西等蟬 lsonychia Kiαngsiensis

Hsu

体長 16mm ，全身深褐色，失部有一封隻眼，三小草眼和一天才長的淡黃色融角，以軍眼
間卉始向下直伸至第五腹咱有一奈黃色奈斑（圈 22 、 23 ）。

口器友述，有一片長方形的上唇，上有兩排微毛（圈 24 ）。上報一天才，左右不封林，每
小有犬由兩枚，臼由一枚（囡 25 ）。下頓一肘，長方形，內側有細毛，前端有短由一枚和一
簇短毛，下側有下頓須，三咕，上密布細毛，勻基啃相連娃有一簇媳益（囡 26 ）。舌由三片

組成，中片呈大圓形（囡 27 ）。下層由中唇舌、側唇舌和一天才下層須組成，下層須 3 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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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咕最大上蓋著側唇舌，且密生細毛（圈 28 ），胸部有 3 天才胸足，前胸足的腿常有兩抉梅
斑，睦可言和甜可言各有一訣，基部生有一簇姆拉，腿帝和腔哲內側生長毛（圈 29 ），中、后足均

有褐斑，但冗長毛（圈 30-31 ），腹部 IO 咕，前 7 可言兩側有圓片伏的車里（圈 32 ），內側有媳

鐘，尾須三根，長 9mm ，兩側密布細毛。

32
囡 22-32

江西等蟬的稚虫 lsonychia

22. 背部全面就（entire
唇（labrum)

25. 上報（ mandible)

下層（labium)

29. 前足（fore

leg)

粽本

l{iangsiensis Hsu, nymph （閔
body, dorsal view) 23. 側面 (lateral view)

v.

24. 上

27. 舌 (lingula)

28.
leg) 31. 扇足（hind
of 5th ab. segment)

30. 中足（middle

32. 第五腹常總時（gill

17 小，安徵來榜， 1983.

店、虹花， 1983. v. 22 。

leg)

26. 下頓（maxilla)

22-32)

27 ﹔ 8 令，安擻天堂嶺， 1983, v.p ﹔ 1 令，安徽雷

1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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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roterps nanjingensis (nymph in ale.)

Length of body 5-5.5 mm, mouth parts as in
figs. 1-5; claws apically hooked, 14 denticles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claw progressively larger
apically ; 1st pair of gills slender, lanceolate, others plate-like, terminated with 3 processes.
Terminal filament 8 mm., lateral filament 雪 mm.
Potamanthodes fujianensis (nymph in ale.)
Length of body 12 mm ; mouth parts as in
figs. 11一15, mandibular tusks moderately large projecting forward and visible from above ;
femur flattened, tibia and tarsus slender, cylindrical ; tooth without hookes, gill on segment 1
rudimatary and umbranched, gills nn segment 2一一7 paired, each lamella slender and pointed,
margins with long fringes. 3 caudal filaments each 4 mm. long with setae on both sides.
lsonychia kiangsiensis (nymph in ale.)
Length of body 16 mm ; whole body deep brown
in color. Gill tufts present at base of maxilla and of fore coxae. Fore tibia with a conspicuous
.apical spine. Fore legs with a double row of long setae on inner surface of femur and tibia.
Abdomen 10 segments, the lateral sides of first seven segments with round lamell且， its inner surface with gill tufts, it fasciliates respiration as gills move about. 3 terminal filaments, each 9 mm
long with setae on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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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河花蟬科新組景厲一一河花蟬厲

A NEW GENERIC RECORD OF THE CHINESE
POTAMANTHIDAE-POTAMAl\'THUS PICTET
河花脖厲 Potamanthus Pictet 在園外分布于北美，歐洲和北非。我們于 1984 年 7 月在黑克江省伊
春市五膏、南岔和吉林省拉松要松江河等地采得此屆♀成虫 13 只，稚虫 7 只，系我園新紀素，在堅定

方：
黃河花蟬 Potamanthus

♀成虫（酒精保存）

luteus (Linnaeu.), 1764
体長 12,S-14mm ；前翅長的一14mm 。身体黃白色，腹部背面有一揭色寬紙

帶﹔腹部 II-IX 唷背板側面的前下方和后上方各有一福色斑鼠，其中

VIII 唷后上方的一小斑底和 IX

帝的兩小斑為常不明星。尾2頁淡黃色，各啃相美史上方褐色。翅主色透明，前翅除外緣和后錢外其余部分

的橫隊先褐色。

成熟稚虫（酒精保存〉体長 15-16.2rum 。土穎突不度述。身体腹面黃白色，背面淡揭色，腹部每
帝的背板沿背中饒有一封大揭色斑抉。脹部側面有勻成虫相同的褐色斑息。區總淡褐色。

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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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范大學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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