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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蜡虫六新种 

(蜡 目：蜡亚 目) 

李法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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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 北京 100094) 钢+3}D、? 
 ̂／‘ 摘要 本文报道了采自云南省地表枯枝落叶层的曲目

6新种，隶属 6科 6属，分别是褐带单 

啮 Caeeiliius spadicitaensis(单烟科 Caeciliidae)，褐痣塔蝤 Tagalopsocus砷aeostigmus(双啮科 

Amphipsocidae)，双钩外啮 Ectopsocus biunncialis(外{曲科 Ectopsocidae)， 中斑 围蛐 Per OClg$ 

medimacularis(围曲 科 Peripsocidae)，小头触继 Psococerast~∞pitulatis@卤科 Psocidae)及单钩 

苔鼠l啮 Lichenomirna hamata(鼠啮 科 Myopsocidae)。 模式标 本保存于北 京农业大学昆虫标本 

馆。文中量度单位为 mm。 

关键诵 塑 中国 ●_—__⋯  

褐带单蛄 Caecilius spadicitaensis sp．flOV．(图 1) 

帷(酒精浸存)头黄色，额斑及触角窝周褐色，上唇具褐斑；单眼区及复眼黑色；下颚 

须黄褐色；触角黄色。’胸部黄褐色，基节以下及腹面淡黄色或乳黄色；足、腹部黄色；前 

翅污白色，半透明，基半部及端半中带褐色，中带两侧边缘不齐；后翅透明；浅污黄色。 

体长(达翅端)3．5O一3 55。前翅缘具毛，脉具单列刚毛；翅痣后角钝，突出，基部 

窄；R 和 M 合并一段，R 末端较直，分叉宽阔，R4+ 与 R 末约等；M 分 3支，． 

Mm 与 M2约等，M3分叉位 R 分叉前；Cub波曲，Cul 室扁长，近三 角形，长约为宽 

的 1．5倍。卮翅缘由 R，端至后缘基具毛。足跗节 2节，爪无亚端齿，爪垫宽。肛上板半 

圆形，肛侧板毛点 23个 生殖突基部宽大，腹瓣细长，背瓣近三角形，外瓣退化，仅剩 
一 长剐毛与背瓣合并；亚生殖板后缘弧 圆，骨化仅端半明显；受精囊球形，深褐色，横径 

长 0．1眠 

正模早 云南景洪大勐龙(700 m)，1993一IV一25，李朝达等采；副模 7早早，记载同 

正模；l早，地点同正模，199 V。 

栖所：在枯枝落叶 中。 

新种前翅斑纹相似于宽带单幽 Caecilius ptatytaens& Li，1992，但头斑完全不同，亚 

生殖板骨化及生殖突也明显不同而可以区别。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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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褐带单啮 Caecilius spadlcitaensis sp nOV 

A：头(head)I B：前后翅(fore and hind wings),C；爪(cI 计I 

D：肛上扳和肛倒板(~piproct and paraproct)) El生殖突(gonapophses)) 

F．亚生殖板(subgcnital plate))O：受精囊(spcrmatotheca)) 

D、E、O为 同一尺度(same scale}) C无量度(no seal*)。 

褐痣塔蜡 Tagalopsocus aeostigmus sp．nOV．(图 2) 

雄(酒精浸存)头乳黄色，额斑淡褐色，后唇基、唇基黄褐色，前唇基黄色，单限区及 。 

复眼黑色}下颚须褐色，端节深褐色}触角操褐色，第 l、2及 l3节黄色。胸部黄色，背 ．一 

面褐色；足黄色，胫、跗节深褐色；翅透明，前翅翅痣及翅脉褐色。腹部黄色。 

体长(达翅端)4．62。复限肾形，后 唇基半圆形。翅缘多毛，脉具双列毛，Cu，单列 

毛}翅痣长而抉，后角不明显j R 和 M 合并一段，R。末段较直，R。分叉长，R“5约为 

R 末的 l 8倍，M 分 3支，M1+2分叉长，M2约为 M 1̈ 的 2倍}Cuh室高，三角形。后 

翅耋t及部分脉端具毛，前缘基具毛。足跗节 2节，前足疆节内侧具刺列，爪垫宽}后足跗 

节毛节分别为 25和 3个，中足基跗节具毛栉 l1个。肛上板三角形，肛侧板毛点约 28 

个I阳茎环外阳茎较细弱，阳茎球如图}下生殖板后耋t弧，骨化端平仲，略渡。 

正模 8，云南勐腊勐仑(560 m)，1993一IV一25，李朝达等采。 

栖所：在枯枝落叶中。 

新种相似于 Tagalopsocus tuzonens~ Banks，1916和 hya砌 Banks，193l，但 

新种翅痣褐色而不同，而 luzonens~翅痣淡红色，头具大的黑斑，而 L．hyalinus翅痣 j 

淡黄褐色而明显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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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李珐圣：云南旮啮虫六新种 (蜡 日；啮 目 

罔 2 褐痣塔曲 Tagatopsocus aeostigma sp I10V 

A{头(head)~B：前后翅(fore and hind wing~ C：爪(claw)； 

D；前足踺节内倒，示刺列(inner side offore femur，view aculea row)~ 

E：上辱盛觉器nabral sensilla{distal L彻 e 1j 

F：肛上板和肛侧板(epiproct and paraproct)~G；阳茎环(phallosome) 

H：下生殖板(hyoandrium)~ 

F、G为 同 一尺度(same scale)~C无量度(no sea嘲。 

双钩外蜡 Ectopsocus biuncialis sp．nov．(图 3) 

雄(酒精浸存)头褐色，具深褐色毛；后唇基具深褐色纹；下颚须黄褐色，触角褐色； 

单眼区、复眼黑色。胸部黄褐色；足黄色；翅透明，稍污黄色，脉褐色。腹部黄色。 

体长(达翅端)2．O6。头后缘平直，后唇基球形；前翅脉除 Cu，外，具短小刚毛；翅痣 

近矩形；R 与 M 合井一段，R 基端长 ，约为 M 基端的 3倍，R 分叉宽阔；M 分 3 

支，M1+2分叉窄，M 分叉与 R 分叉约齐，Cub单一。后翅 和 M 以横脉相连，R 端 

直，R4+5伸向翅端，后翅无毛 。足跗节 2节，爪垫宽及 亚端齿j后足基跗 节毛栉 16 

个。腹部第 9节背板三角形，基部骨化j肛侧板毛点 8个大的，1个小的；阳茎环基端封 

闭，外阳茎端尖锐，内阳茎弧状，端双角突出；阳茎球具 1对粗钩；下生殖板骨化强，后 

缘略波，两侧具一小角突。 

正摸 S，云南景洪大勐龙(700 m)，1993一Ⅳ一25，李朝达等采 自枯枝落叶中。 

新 种阳茎球骨化似 Ectopsocus 5Di[ottls Thornton el Wong，1968，但该种前翅具 

斑，下生殖板后缘平直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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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 3 双钩外蚋 Ectopsocus biunciatis sp rlov 

A：头(head)~B：前后翘(fore and hind wiags)~C：爪垫(claw)~ 

D：翦 9节背板，肛J：板及肛侧板《9Lh tergite aad epiproct and paraproct)~E：阳茎环【口haⅡ0some)j 

F： F生殖板( pandr】um)I D，E为同一尺度《same scale)，C：无量度(no sca1c ‘ 

中斑 围蝤 Peripsocus medimacularis Sla．nov．(图 4) 

雌(酒精浸存)头黄色，具褐斑，后唇基褐色，隐见稍探的条纹，前唇基、唇基褐色j 

单眼区及复眼黑色；下颚须淡黄色，端节褐色；触角褐色。胸部淡黄色，背面褐色至深褐 

色，侧腹面具褐斑 足淡黄色，胫、跗节黄褐色 前翅浅污褐色，痣斑、中斑及基斑明显 一 

较深， 中带淡色明显}后翅浅污褐色。腹部淡黄色，背面具少量褐斑，生殖节褐色。 

体长(达翅端)2．83。复眼小，卵圆形}后唇基大，两倒略缩狭。足跗节 2节，爪具亚 ， 

端齿，爪垫细，仅具基部的刺 ；后足基跗节毛栉 15个。前翅宽阔，翅痣 近矩形 ，端斜 

截；R 和 M 合并一段，R 分叉长，略长于 R 末段；M 分 3支，M 分叉宽大，M 为 

M 末端的 2倍； Cu】单一。后翅 R5分叉短，R4+5约为 R 末的 2／3。肛上板近方形，端 

略圆突；肛侧板毛点 18个}生殖突腹瓣细长j背瓣宽长，端具稀疏短毛}外瓣刀状，约 

为背瓣长的 1／4，具长毛}亚生殖板后叶长，骨化粗壮，略波曲。 

正模早，云南景洪大勐龙(700m)，t993一lⅣ一5，李朝达等采 自枯枝落叶 中。 

新种亚生殖斑后叶相似于杯形围啮 Peripsocus reicherti Endeflein，1903，但该种亚 

生殖板基部骨化长而且较细，体也较大(达翅端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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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圣：云南省啮虫六新种 (啮 目：啦 亚目) 

图 4 中斑围啮 Peripsocus medimacutaris sp riot, 

A：头(bead)~B_前后翅(fore and hind wings)~c：爪垫(claw)； 

D：肛上板和肛侧板(epjpr。ct and paraproct)~E：生殖宴 。napop es)I F．亚生殖板 【hgen{tal plate)l 

D、E为同一尺度 ame sc~leh c无量度fno踮a 

小头触啮 Psococerastis capitulatis sp．nOV．(图 5) 

雄(酒精浸存)头黄色，稀具褐斑；单眼区、复眼黑色 后唇基黄色，
一

前唇基、唇基褐 

色；下颚须黄色，端2节深褐色；触角黄色，第 3节端及第4节深褐色。胸部黄色，具少 

量揭斑；足黄色，胫节端及端跗节深褐色；前翅透明具褐斑，痣斑及脉端斑深褐色。腹部 

黄色，具褐斑。 

体长(达翅端H．83。复眼大、 肾形；后唇基锥状。足跗节 2节，爪垫细，具亚端齿， 

后足跗节毛栉分别为 22和 4个。翅痣长，后角圆；前翅 R 和 M 合并一段，R。基部短， 

分叉长； 中室宽阔，近梯形；M 分 3支，M1伸向顶角；Cul 与 M 合并一段，Cuj 室宽 

阔，底宽约为高的 1．6倍。后翅较狭长，R 分叉长于 R 末端， R̈ 5约为 R。末的 2倍。 

肛上板半圆形，肛侧板长，端具长角突出，毛点 39个；阳茎环烧瓶状，粗壮，阳茎球 2 

个；下生殖板不对称，分 3叶，边具齿。 

正膜 8，云南勐腊勐仑(56Om)，1992一Ⅳ一9，李朝达等采 自枯枝落叶 中。 

前翅斑纹相似于四裂触啮 Psococerastis quadrisectus Li，1993，但下生殖板、阳茎环 

明显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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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头触蝤 Psococerasiis ca#tu sp．1lOV． 

A： 头(head)， B_ 前后翅 (fore and hind wings)*C： 爪垫(claw)t 

D：肛上 板及肛 侧板(epiproct and paraproct)t E： 阳 茎环(phallosome)~ 

F：下生殖板(hypandrium)。 

D、E为同一尺度(same scale)~C无量度(no scale)。 

单钩苔鼠蜡 Lichenomima hamata sp．nov．(图 6) 

， 

雄(酒精浸存)头黄色具深褐色斑，后唇基黄色，两侧具深褐色斑，中央斑淡褐色 前唇 

基、唇基褐色；单眼区 复眼黑色；下颚须黄色，第 3节褐色，端节黑色}触角深褐色。 

胸部黄色，多深褐色斑j足褐色，基咐节黄色，第 2、3跗节黑色。前翅褐色，不透明， ‘ 

具污自斑；脉深褐色，有白斑。腹部黄色，具碎的黑褐色斑。 

体长(达翅端)4．67。复眼近圆形；后唇基球形。足跗节 3节，爪具亚端齿，爪垫细端 

膨犬，后足基跗节毛栉 24个。前翅翅痣宽，后角圆； R 和 M 台并一段，R 分叉长；M 

与 CuI以一点相接，M 分 3支，Ml+2短于 M2，为 M2的 3／4 Cub室菱形。后翅 R。 

和 M 以横脉相连，R + 长，为 R 末端的 2倍，伸达翅端。肛上板近六边形；肛侧板 

长，端单指突出，毛点 33个；阳茎环粗壮，基端粗 方形，端部尖}下生殖板后缘渡 

曲。 

正模 S，云南景洪大勐龙(700 m)，l993-Ⅳ一25，李朝达等采。 

栖所：在枯枝落叶中。 

前翅脉序、斑纹相似于长茎苔鼠啮 Lichenomima elongata(Thornton，l960)但是该 

种胍上板后缘呈长角状延伸，肛侧板呈双角突出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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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 6 单钩苔鼠蜥 Lichenomima hama~a sp．nov． 

A：头(head)t B}前后翅(fore and hind wings)~C：爪(claw)) 

D{肛 板和肛侧板(epipr0ct and paraproct)；E：阳茎环【口hallosome)~ 

F．下生殖板(hypandrium)；C}无量度(no seale】。 

表 1 6种蛄 虫不同特征的量度(瑚m) 

Tab．1 Mesurement(in mm)of vorius characters of six species psocus(瑚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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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NEW  SPECIES OF PSOCOPTERA FROM  YUNNAN CHINA 

Li Fasheng 

(Be协 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ng i00094)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6 new species of Psocoptera from Yunnan Province． whicb 

represent six families of Psocomorpha．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Insect Collection of 

Bei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aecilius spadicitaesis sp．nov．(Fig．1)(Caeeiliidae) 

Holotyp 早，Jinghong Co．(County)(700 m)，Yunnan Prov．(Provinee)，1993一IV一25j 

paratypes 7早早．data same as holotype)l旦，place same as holotype，1993一V． 

Habitat： in dead leaves and branche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C． platytaensis Li， 1993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ead 

markings， subgenital plate seleritization and gonapophyses difference ． 

Tagalopsocus却aeostigmus sp．nov (Fig．2)(Amphipsocidae) 

Holotype 8。Mengla Co．(560 m)Yunnan Prov．，1993一Ⅳ一25． 

Habi~t： in de ad leaves and brahehes． 

New species resembles luzonens~ Banks， 1961 and 7L hyalinus Banks， 1931 but is 

separated from them by the pterastigma brown 

EcIop$0C1~$biuncialis sp．nov．(Fig．3)(Ectopsoe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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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type 8，Jinghong Co (700m)Yunnan Prov．， 1993一Ⅳ～25． 

Hibatat： in leaves and branches 

Closely related to E spilotus Thornton et W ong． 1968 but the wings without m ark— 

ings， hypandrium concave and with angle-like process both sides 

Peripsocus medimacularis sp．nov (Fig．4)(Peripsocidae) 

．Holotype~，Jinghong Co．(700 m)Ytmnan Prov．， 1 993一Ⅳ～5． 

Habitat： in dead leayes and branches 

Closely similar to P reicherti Enderlein， 1903 but separated from it by subgenital Plate 

sclerotization stout and sinuation， body smaller， length of body only 2 83 mil1
． (to tip of fol— 

ded wings)． 

Pso~ocerast~capitulatis sp．nov．(Fig．5)(Psocidae) 

Holotype S，Mengla Co．(560 m)Yunnan Prov，1992一Ⅳ一9 

Hibatat： in dead leaves and branches． 

New species forewing markings is similar to，．quadriseclus Li． 1993 but differs from it 

in shapes of phallosome and structure of hypandrium． 

Lichenomima hamata sp．nov．(Fig 6)(Myopsocidae) 

Holotype S，Jinghong Co (700 m)Yunnan Prov， 1 993一n 25． 

Habitat： in dead foliage and branches． 

Very similar t0 L- elongata (Thornton， 1 960)， but epiproct without long angle at 

base， paraproct with 1 angle—like prosess at apex 

Key words Psocoptera， Psoeomorpha， New spe cies， Taxonom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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