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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蚱科三新种记述 

(直翅 目：蚱总科) 

塑堑垦 
f陵西师范大学动物研究所 

蒋国芳 

西安 710062)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南宁 5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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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提供的广西 

种，现记述如下(文中量度为 mm)： 

花坪台蚱 Formosatettix huapingensis新种 

中，发现有蚱科昆虫 3新 

雌性 体小型。头顶在复眼前明显突出，前缘近圆弧形，中隆线明显，头顶的宽度为 

一 复眼宽的 2,6倍。颜面侧观稍倾斜，与头顶形成圆角形，颜面隆起在侧单眼之间微凹 

陷，在触角之间稍隆起，颜面隆起在触角之间的宽度与触角基节等宽。侧单眼位于复眼前 

缘的中部。触角丝状，着生于复眼下缘之间 复眼近圆形。前胸背板屋脊形，上具粗大颗 

粒和突起；前缘近平直，中隆线隆起，侧面观上缘在肩部之前略弧形，在其后平直，侧隆 

线在沟前区向后收缩；前胸背板后突楔状，到达后足股节的膝部及产卵瓣的顶端，顶尖圆 

形，后突侧隆线与下缘之间区域狭；前胸背板侧片后缘仅具一个凹陷，后角向后倾斜，顶 

圆形。缺前、后翅。前、中足股节下缘近平直。后足股节的长为最宽处的 2．7倍，膝前齿 

钝 后足腔节外侧具刺 5个，内侧 5个 后足跗节第 l节长为第 3节的 l 5倍，第 l跗节 

下之 3垫近等长，顶钝。产卵瓣狭长，上产卵瓣长为宽的 4．2倍，上、下产卵瓣之外缘均 

具细齿。体黄褐色。 

雄性 体较雌性略小，体色与构造同雌性。 

体长： 11 5，早14。 

前胸背板长： 10．5， l 3。 

后足股节长： 6，立8。 

正模早，配模 ，广西：花坪，1962一Ⅸ一5。 

奉 文 1 995年 1 2月 12日收到， 1996年 4月 2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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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种近似于长背台蚱 Formosatettix longidorsalis Liang，主要区别为 

长背台蚱 

FormosatettEx longidorsaIis 

花坪台蚱 

Formosatettix huapingensis 

近圆弧形 

2 6倍 

平直 

I 5倍 

头顶前缘近钝角形 

头顶宽为一复眼宽的2倍(早) 

前胸背扳前缘钝角形突出 

后足时节第 l节长为第 3节长的 2倍 

模式标本保存于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黑背真长背蚱 Euparatettixmetanotus新种 

圈 1—2 花坪台蚱 Formosatettix 

huapingensis sp I1． 

1．整体背面观(dorsal view of body)l 

2 整体侧面观(1ateral view of body)。 

圈 3—4 黑背真长背蚱 Euparatettix 

melanotus sp．r1． 

3．整体背面观(dorsal view of body)t 

4 整体僵j面现(1ateral view ofbo曲)a 

雄性 体小型，细长。头部突出于前胸背板之上，头顶的宽度与一复眼略宽，具中隆 

线．前缘平直，侧缘稍反折。颜面近垂直，颜面隆起侧观自头顶至中央单眼之间略弧形突 

出。复眼圆球形，突出于前胸背板之上。侧单眼位于复眼前缘中部。触角丝状，着生于复 

眼下缘之间。前胸背板狭长，前缘平直，中隆线较高，呈片状，侧面观上缘在前段呈波 

状，后段平直}沟前区侧隆线直，略向后收缩}肩角钝角形}前胸背板后突长锥形，到达 

后足胫节的顶端，前胸背板总长为超出后足股节顶端部分长的 2．5倍j前胸背板侧片后缘 

具2个凹陷，后角向下，顶圆形。前翅长卵形。后翅发达，到达前胸背板后突的顶端。前 

足股节较细，上、下缘平直。中足股节较前足股节为宽，而与前翅能见部分等宽，上、下 

缘均呈波状。后足股节长为宽的 2．7倍，膝前齿钝。后足跗节第 1节长为第 2、3节之和 

的 1．5倍，第 1跗节下之第 3垫大于第 1、2垫。 

体暗褐色、前胸背板前半段黑色，后半段暗褐色。前、中足胫节黄褐色，中部具二黑 

斑。第 l跗节黑色，第 2跗节端部黑色。后足股节具二黑斑，后足胫节黑色，中部和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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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白环。第 1跗节黄白色．第 2跗节黑色，第 3跗节端部黑色。 

雌性未知。 

体长： 8；前胸背板长： I1．5；后足股节长： 5。 

正模 毒，广西；大青山，19gO X一13。 

本新种近似于二斑真长背蚱 Euparatettix bimacutatus Zheng，主要区别为 

=斑真长背蚱 

Euparatettix bimaculatus 

黑背真长背蚱 

Euparatettix melanotu5 

前胸背板侧观 E缘前殴呈弧形 

前胸背板总长为超出后足股节 

顶端部分长的 3 5倍 

后翅超过前胸背板后寞的顶端 

前胸背板在肩后具 2十三角形黑斑 

上壤前段呈墟状 

2 5倍 

到达后突的顶端 

前胸背板前半臣黑色 

模式标本保存于陕丙师范大学动物研究所 

广西版纳蚱 Bannatettixguangxiensis新种 

氛《三尹—= ≥ 

。 

5—6 广西版纳蚱 Bannatettix guangxiensis sp．nov 

5 整体背t~ (dorsal view ofbody)~6 整体佣j面；~(1ateral view ofbody)。 

雄性 体小型，细长。头部突出于前胸背板水平之上 头顶宽度略狭于一复眼的宽 

度，向前端略收缩，前缘平直，不突出于复眼之前，侧缘反折，中隆线明显 颜面隆起在 

触角之间向前弧形突出，纵沟较宽，其宽度与触角基节等宽。触角细长，着生于复眼下缘 

之下。复眼圆球形，明显突出于前胸背板之上。侧单眼位于复眼前缘下 1／3处。前胸背 

板侧观上缘在肩部前及翅上部分略波形，后端平直；中隆线垒长明显；前缘平直，后突极 

细长锥形，超过后足胫节的端部；肩角钝角形，在肩部之间，中隆线两侧具一对斜行短纵 

隆线；前胸背板侧片后缘具二凹陷，后角顶圆形。前翅长卵形，其能见部分的宽度大于中 

足股节宽的 1 3倍。后翅发达，到达前胸背板后突的顶端。前、中足股节下缘平直，中足 

胫节不向端部变狭。后足股节长为宽的 3倍，外侧不具结节或瘤突。后足跗节第 1节与第 

3节几等长，第 l跗节下之 3垫几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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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暗褐色，前、中足暗褐色，不具黑横斑。后足股节具一黑色横带，后足胫节黑褐 

色，具二个黄褐色横班，后足第 l跗节黄褐色，第 2跗节黑色，第 3跗节黄褐色，端部黑 

色。 

雌性 体较雄性为大，上产卵瓣长为宽的 3．5倍。其余构造与体色同雄性。 

体长： 9，早 l1。 

前朐背板长{ 14，里 l5。 

后足股节长 6，辈 7。 

正模 ，广西：龙胜(红滩)，1982 Ⅵ 26}配模里，广西：龙胜(红滩)，1979一VII 

28。 

本新种近似于瑞丽版纳蚱 BannatettL~ruiliensis Zheng及龙栖山版纳蚱 Bannatettix 

tongqishanensis Zheng，主要区别为 

模式标丰保存下陵西师范大学动物研究所。 

参 考 文 献 

郑哲民，l992 中国台蚱属三新种(直翘目：蚱科)动物学研究，l3(4)：323—027． 

邶哲民．I993．云南省蚱亚科一新属三新种{直翅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i)：46—50． 

郑哲民，1993直翘目：蚱总科(菱蝗总科)龙栖山动物．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7O一83． 

桨铭球，I99l台蚱属三新种{直翅 目：蚱科)中山大学学报，30【2)=I】3mlI8． 

1inkham E R I937 Notes on the identity of Fotmosa~ Acryd~iaa~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genus and tw0 new 

species Trans Nat Hist Soc Formosa，27(169)；229-243． 

CTOpOmeltKO C 10， l981．HoBbM Ⅱ中a M CCCP p0ⅡFormosatettix Tinkham(Orthoptera，Tetrigidae)?／osba,e 

~#eOeJtu．vl o HncPxDMMx BocmoEo 6-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郑哲民等：中国蚱科三新种'记述I直翅目：蚱总科) 

THREE NEW SPECIES oF TETRIGIDAE FROM CHINA 

(Orthopteraj Tetrigoidea) 

Zheng Zhem in 

lfnstitute ofZoolog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10062 

Jiang Guofang 

(Institute ofBiology}Guangxi Academy of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aper， three new species 

kept in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Shaanxi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etrigidae are described． type specimens are 

Normal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of Biology， 

FormosatettlxhuapingenMs sp．nov．(Figs．1—2)． 

This new species is allied to Formosatettix Longidorsalis Liang，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 

ter in{ 1)anterior margin of vertex nearly rounded arc； 2j width of vertrx larger than an 

eye about 2 6 times； 3)anterior margin of pronotum straight； 4)length of the first tarsus 

segment longer than the third about 1．5 times． 

Length of bod)q l1．5 mm， 14 mm．Length of pronotum{ l0．5 mm， l 3 

mm．Length ofhindfemur： 6mm， 芊 8mm 

Holotye~，allotype ，Guangxi：Huaping 5一Ⅸ一l962． 

Euparatettixmelanotus sp．nov．(Figs．3～4) 

This new species is related to Euparatettix bimaculaf“ Zheng．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 

ter in：1)in profile，the upper margin of anterior half of pronotum wave like；2)the length 

of pronotum longer than its length which oversteps the hindfemur about 2 5 times； 3)hind 

wing reaching the top of pronotum；4)anterior half of pronotum black 

Length of body'： 8 mm：length of pronotum； l1 5 mm；length of hind femur： 

S 5 mm． 

Holotype ，Guangxi~Daqingshan． 1 3一X—l980． 

Bannatettlxguangxiens@ sp．nov．(Figs．5—6) 

This new species is allied to Bannatettix ruliensis Zheng and Bannatetn'x longqishanensis 

Zheng It differs from both by the width of vertex slightly narrower than an eye It differs 

from the former in： l】median keel distinctly the whole length； 21 the upper margin of 

pronotum slightly wave—like．I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by： ¨ humeral angle obtuse anglar； 

2j hind wing reaching the top of pronotum 

Length of body'： 9 mm． l1 mm Length of pronotum； 14 mm，革 l 5 mm． 

Length of hindfemur： 6mm， 7mm 

Holotype ， Guangxi~ Longsheng， 26一Ⅵ _。982：allotype ， Guangxi： Longsheng， 

28一Ⅶ 一l979． 

Key wards Tetrigidae， New speci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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