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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缘蝽族 (Coreini Leach)(图28—30) 

繁复庞杂的一类，世界性分布，中、南美的属相对较多。历史上曾有几次将该类群分 

成若干族或亚族的尝试 (Bergroth，191 3；Blote，1935)。触角第 1节三棱形或扁平扩 

展；阳茎系膜背中囊大，端部多少分叉；基侧叶大，基部与背中囊相连，外表面中央骨化 

成骨片；中侧腹叶大；基侧腹叶为骨化强的骨针。阳茎端长，基半部粗，螺旋约3周 (图 

28)。阳茎侧叶 (图29)细长，弯曲，受精囊球部横长形，不对称，基部环状膨大，颈部 

强烈缠绕，管部长。第 1产卵瓣 (图30)具齿。 

由于在阳茎、雄虫生殖腔、产卵器、胸部翅脉方面一致，此族应为一单系群。它们在 

头部，雌虫第 7腹板褶形状等方面与岗缘蝽族 (Gonocerini)类似，而在阳茎侧叶、腹部 

等方面又说明与巨缘蝽类、同缘蝽类、达缘蝽类接近。，一． f 一 
j 

7 达缘蝽族 (Daladerini Stil1)(图31) ／ ／ 
_ 

包括达缘蝽属 (Dalader Amyot＆Serville)和 Odontorhopala Still 2属，主要分布 

于非洲区，仅前者向东延伸至东洋界。腹部侧接缘向两侧极度扩展，使腹部呈菱形，第 7 

腹板前中突成对 (图31)；内侧背片分节。阳茎系膜具背中囊，基侧腹叶端部多少骨化， 

中侧腹叶骨化成镰刀骨片，端侧腹叶小；阳茎端右旋 2周半至 3周，骨化强。雄虫生殖腔 

具内中突；后缘中央略后延，腹面近后缘处中央略呈龙骨状。受精囊球部圆；颈部缠绕； 

基部环形膨大骨化；管部较短。第 2产卵瓣左右分开。 

达缘蝽的身体构造如头部、腹部等与巨缘蝽类和缘蝽属很类似，但阳茎系膜上中侧腹 

叶骨化强，头中缝深陷且上颚片发达，腹部扩展成菱形等特征组合却是独特的，与其余缘 

蝽类群明显区分开来。 

8 黛缘蝽族 (Dasynini Bergroth)(图32—43) 

黛缘蝽族各属除 ictyrtus sta1分布于中美洲外，其余各属分布于非洲区、东洋区 

及澳洲区。各属除足细长、雌虫第7腹板褶后缘中央向后曲折成角状、腹部气门显然位于 

车文为“缘蝽科的比较形态学研究”连续报道之Ⅱ 其 】、Ⅲ部分见本卷第 】，3期 

本文 1995年 6月 2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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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腹节中央前方等在其它族也存在的特征外，外部形态构造和生殖器结构不够一致，下面 

分别论述。 

一

＼
、  

图 28— 3l 东方 原缘 蝽 【Coreus marginatus orientatis(Kiritshenko)]和小 达 缘 蝽 (Dalader 

rub培inosus Westwood) 

28—30 东方原缘蝽}28 阳茎侧面观 (aedagus in 1accr a1 view)~29 阳茎侧叶 (paramere)~ 

30 第 1载瓣片及第 1产卵瓣 (first va[vifor with first vatvula)；3 I．小达绦蝽第7腹板(the 7th s~raum)。 

图32—36 异黛缘培 【Chinadasynus oriental~ (Distant)] 

32．腹部背面现 (abdomen in dorsal view)~33 阳茎侧面观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34．雄虫腹部末端侧面观 (apical part of abdomen in lateral view in male)~ 

强 雄虫腹部末端背面观 (same，dorsal view)~ 

36 第2载瓣片及第2产卵瓣 (second vatvifer with second va]vu[a) 

副黛缘蝽属 (Paradasynus China)头长，前唇基和上颚片发达，远平伸过触角基顶 

端，与喙缘蝽属类似，头中缝为两条并排的纵浅沟，前后端向外弯曲，单眼前陷深，具单 

眼突起，眼后脊明显，触角细长，第4节最长，喙长，达腹部，小颊不发达；异黛缘蝽属 

(Chinadasynus Hsiao)和华黛缘蝽属 (Sinodasynus Hsiao)头呈方形，单眼着生于头侧 

后部，凸出，头中缝为一深陷短纵沟，单眼前陷深坑状，眼后脊不明显，前唇基和上颚片 

略伸过触角基顶端，上颚片发达，略伸过前唇基，触角细长，第 4节约与第 3节等长，短 

于第 1、2节，喙短，仅达中胸腹板中央处；小颊发达；黛缘蝽属 (D口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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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meister)和拟黛缘蝽属 (Da~ynopsis Hsiao)头较长，形状介于副黛缘蝽属与异 

黛缘蝽属之间。前胸背板向前下方强烈倾斜，呈45度，副黛缘蝽属尤甚，前缘具细领， 

侧缘明显扁锐，后侧角在副黛缘蝽属、拟黛缘蝽属和华黛缘蝽属向侧方扩展并上翘，多少 

刺状，华黛缘蝽属的后缘明显向后呈圆形扩展，拟黛缘蝽属后缘在小盾片两侧角处有一对 

后伸的突起；翅长形，后翅钩脉一般短并与肘脉垂直。副黛缘蝽属腹部腹面基部中央具浅 

纵淘；异黛缘蝽属 (图32)和副黛缘蝽属腹部背面的内侧背片不分节，华黛缘蝽属则分 

节 阳茎端在华黛缘蝽属 (图38)螺旋强，右旋 3周以上，而其余各属则螺旋不很强； 

阳茎系膜 (图33，37，38，41)均具背中囊，在异黛缘蝽属 (图33)和华黛缘蝽属其端 

部分叉，基侧腹叶均为骨针状；副黛缘蝽属 (图37)与华黛缘蝽属 (图38)具中侧腹 

叶，而拟黛缘蝽属 (图41)的中侧腹叶大，并骨化为片状，中央尚有一骨针；副黛缘蝽 

属具有基侧叶和端侧叶，其余各属则无。各属阳茎侧叶亦有一定差异，大多渐向靖部变细 

(图39)，但拟黛缘蝽属为粗短的形状 (图42)。副黛缘蝽属、拟黛缘蝽属雄虫生殖腔 (图 

43)后缘中央两侧凹陷，使中央呈舌状，华黛缘蝽属 (图40)则整个后缘向下深凹，使 

生殖腔向后开口，异黛缘蝽属 (图34，35)第9腹节腹面亚端部向后上方伸出，超过生 

殖腔后缘，形成左、右两个柄槽；内中突在异黛缘蝽属 (图35)很退化，而副黛缘蝽属 

和华黛缘蝽属 (图40)则发达。受精囊球部圆形，颈部强烈缠绕，基部环形膨大在异黛 

缘蝽属和副黛缘蝽属骨化，管部很长。第2产卵瓣 (图36)基部分开，而端部则联结。 

图 37 43 刺副黛缘蝽 (Paradasynus spinosus Hsiao)、华黛缘蝽 (Sinodasynus stigmatus Hisao) 

和拟黛缘蝽 (Dasynopsis cunealis Hsiao) 

37 捌副黛缘培阳茎侧面观(P spinosus，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38—40 华黛缘培：38．阳茎侧面~(aedeagus in lateral view)~39 阳茎铡叶(paramere)~ 

4O 雄虫腹部末端侧面现(apical part of abdomen，lateral view，male)~ 

4I—43 拟黛缎 D．cuneal~：41 阳茎腹面观(aedeagIls in ventral view)~42 阳茎侧叶(paramere)~ 

43雄虫腹部末端后面现(apical part ofabdomen lateral view，male) 

从上述各特征方面看，各属在头部，阳茎和雄虫生殖腔等方面的构造已呈明显差异。 

副黛缘蝽属和同缘蝽属在外生殖器构造上相似，头部构造及前胸背板又与普缘蝽属 

(Plinachtus，岗缘蝽族)有些相似；其余各属的身体构造也分别与同缘蝽属、达缘蝽属、 

喙缘蝽属等在某些部位上类似。因此，这很可能是一个复系群而非单系群。“黛缘蝽族”各 

属的系统学地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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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岗缘蝽族 (Gonocerini St~1)(图44—45) 

岗缘蝽族大多分布于非洲区、东洋区，并扩展到古北区南部及印澳地区。臭腺缘蒸发 

域具弯曲的宽脊，阳茎系膜具大型背中囊，端部有时分叉；基佣腹叶和中侧腹叶明显向侧 

方移动 (图 44)，基侧腹叶分成上、下两部分，均骨化，中侧腹叶也骨化为大型片状骨 

片，阳茎佣叶基部略粗，呈弯曲的条状 (图45)；受精囊球部圆形，颈部强烈缠绕，基部 

呈环形膨大，管部极长。第 2产卵瓣左右分开。 

此族种类 (P．basat~除外)虽在头部构造上有差异，在其它方面也多少不同，但在 

骨化强而且佣移的阳茎系膜基、中侧腹叶以及雄虫生殖腔后缘多少凹陷等特征上很一致， 

受精囊和产卵器构造也同，应是一各单系群。P．basatis在头部、前胸背板、前翅、阳茎 

系膜构造上与其余种类具显著差异，不但与 P bicotoripes放在同一属内很勉强，而且与 

棘缘蝽属等属同归一族也是不合适的，似应独立成属并移出岗缘蝽族。其系统学地位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图44—47 肩角岗缘蝽 (Gonocerus lictor Horvath) 

和镭兰同缘蝽 (Horaoeocerus singatenMs Sth1) 

44—45．肩角岗缘蝽 44 阳茎侧面观{aedeagus in lateral ew】j 45受精囊(sperma【beca)I 

46—47 锝兰同缘蝽：46 阳茎腹面 aedeagus in ventral view)~47 阳茎侧叶(paramere)。 

10 同缘蝽族 (Homoeocerini Amyot＆Serville)(图46—47) 

主要分布于非洲区、东洋区及古北区的东部和南部 (据 stal，1865．1873j Distant， 

1902~Bergroth，1913；肖采瑜等，1977)。阳茎端 (图46)具大型背中囊，端部分叉， 

基佣腹叶骨针状，具中侧腹叶，基侧叶有时骨化；雄虫生殖腔内中突发达；后缘有时下凹 

或上凸，大多圆平。受精囊 (图47)球部囊状，颈部缠绕强烈，具基部环状膨大，管部 

极长。 

各属虽在体型上有差异，如角缘蝽的前胸背板后侧角前伸，同缘蝽属腹部扩展等，但 

在头部及生殖器官构造上却一致，应是一单系群。 

l1 希缘蝽族 (或亚科)(Hydarini，或一inae)(图48—54) 

stal(1873)据 Hydara Dallas等属建立希缘蝽族 (Hydarini)，Ahmad(1970)据 

雌性外生殖器构造将其升为亚科。分布于非洲区和东洋区 (据 st矗l，1873；Bergroth，1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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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头部 (图48，49)背面凸部，密布同色小颗粒；前胸背板表面密布深色圆刻点及同 

色颗粒状突起，翅狭长，前翅具粗大圆形刻点，各刻点基缘上有一小突起，突起顶端具后 

弯的粗短毛，前缘基部 2／3具密集的小齿；阳茎系膜简单，管状，仅具骨化的端侧腹 

叶；阳茎端为长的骨化管状，既不盘曲也不螺旋 (图 50)。阳茎佣叶 (图 51)简单，端部 

有时弯曲，表面多少具棱脊。雄虫生殖腔 (图 52)内中突发达；后缘厚，呈弧形后延。 

受精囊 (图 53)管状，盘曲在一起，端半部骨化。产卵瓣 (图 54)剑状。 

希缘蝽类的身体构造很特异，体表具密集颗粒状突起，无单眼前陷，足及触角细长， 

胫节背面无纵沟，阳茎简单等，是较原始的一群 

图48—54 希缎培[日助  肪 orientalis (Distant)】 

48头部背面~(head in dorsal view)~49 头部倜面现(head in lateral view)~ 

50 阳茎腹面现(aadeagus in ventral view)~5I 阳茎侧叶(paramere)~ 

52雄虫腹部末端背~ (dorsal view of apical part of abdomen in male)~53受精囊(spermatheca)~ 

54 第 1载瓣片及第1产卵瓣(first valvifer with first valvula) 

12 曼缘蝽族 (Manocorein1)(图55—62) 

仅曼缘蝽属 (Manocoreus Hsiao)1属，为中国特有分布。触角基前方有一小的齿状 

突起。前胸背板密被刻点，后翅钩脉极短 (图55，56)。阳茎端螺旋强，阳茎系膜具大型 

背中囊，端侧叶表面骨化，基侧腹叶骨化为骨针，中侧腹叶小 (图 57)。阳茎侧叶 (图 

58，59)构造复杂，基部 1／3处有一背向的突起，中央缢绾，端部 1／3分出一小叉。雄 

虫生殖腔 (图 60)后缘具三处凸起，中央 1个，两侧各有 1个，内中突发达。受精囊 

(图61)端部球形，颈部强烈缠绕，基部环形膨大骨化，管部极长。左右第2产卵瓣 (图 

62)分开，中部具圆形膨大部分。 

曼缘蝽属在体制上有些近似岗缘蝽属，但外生殖器构造不同。 

l3 昧缘蝽族 (Mecocnemini Hsiao)(图63—64) 

包括昧缘蝽 (Mecocnemis scutellaris Hsiao)1属 1种，中国特有分布 (肖采瑜， 

1965)。具单眼突起 (图64)；触角第 3节端部 2／3呈叶状扩展 (图63)5雌虫第 7腹板 

褶平直；雄虫生殖腔后缘呈短舌状突起，受精囊端部球形，颈部缠绕，且基部具环形膨 

大，管部极长。 

昧缘蝽属的头部构造与黛缘蝽、拟黛缘蝽属相似，触角第 3节与达缘蝽属等有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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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雄虫生殖节后缘的短舌状突起则与副黛缘蝽属、同缘蝽属、类缘蝽属等类似。 

图 55—62 云曼缘蝽 (Manocoreus punnanertMs Hsia0) 
55 ~m(forewtng),56 ~ (hind wing)t 57 阳茎侧面观(aedeagus ln lateraI vJew){ 

58—59 甩茎倒叶(paramere)I 60 雄虫腹部末端背面观【dorsal view of apical part。fabdomen in maIe)# 

61+受精囊 perma eca】；62 第2载瓣片及第2产卵瓣(sec。nd vaIvtfer with sec。力d valvula)
。 

图63—67 昧缘培 (Mecocnemis scutetlaris Hsiao)和角肩特缘蝽 (Petillopsis catc口r Hsia0) 
6卜-64昧缘蝽：63 ~ (antenna)，64 头部背面观(bead in dorsal vJew)‘ 

65—67 角肩特缘培：65 后胸臭腺~(ostiolar l~eritremeI_ 

66．雄虫腹部腹侧面观(1ater0ventral view ofabdomen in male)，67
．

~tltt1(spe皿 afheca)。 ● 

14 特缘蝽族 (Petascelidini st矗J)(11t 65—67) 

主要分布于非洲区，向东可扩展到东洋区 (St~d，1 873 Bergroth
， 1913)。大型。臭 

腺缘 (图65)前后耳状突发达j腹部气门极大，横列椭圆形 (图66)；阳茎系膜具背中囊 

和基侧腹叶，几不骨化j雄性生殖腔后缘平直或多或少下凹，内中突发达
。 受精囊 (图 

67)球部横列，颈部缠绕不强；具基部环形膨大；管部极短。 

特缘蝽类个体大，阳茎端长且螺旋程度高，气门横大呈椭圆形，触角基发达
， 达到或 

超过头前端，后足股节加粗变短方面一致，是一个单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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