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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海水鱼类单殖吸虫研究V 
— — 鲻鱼虫属一新种记述 

潘 骏 
(海南师范学院生物系 耐百—j亍谪 E．n诅d：p蜀IⅢ@163 r ) 

摘 要 在太鳞竣 “瓤 鳃上检获到鲻鱼虫属 1新种，小钩鲻鱼虫，新种 ￡培D 0m hamv2ou~Pan 

＆ Zhang，sp．n唧 。以其后吸器两对中央太钩的形态结构 及背、膜中央太钩量度上的差异 ，背联结片的结构和 

交接器形态结构不同面区别于 Ligaphor~imitanaEuzet＆ Sufiaao，1977。 

差竺 堕垦皇， 垒皇，堡查鱼类，太鳞鲮，塑堕岛季 辛中 中国分类号谚59
．
153 ‘ 

鲻鱼虫属Ligophorus系由Euzet等(1977)根据 

寄生于鲻科鱼类 Mugilidae鳃上的寄生虫的形态特 

征，从锚首虫属 Ancyrocephalus分出的一个独立的 

属，模式种为 Ligophorus vanbenedenii(PI】∞『1a＆ 

Perugina，l89o)Euzet& Suriano，1977。本属最主 

要的特征为：后吸器具两对中央大钩和两根联结片， 

腹联结片中部前缘具二个乳状、兔耳状或杯状突起。 

交接管细长，壁薄。支持器结构简单。寄主为鲻科 

鱼类。 

有关本属虫种的报道较少，Euzet等(1977)报 

道该属的 11个种，文中除指定该属的模式种外，还 

将寄生于 Mugil cephalus鳃上的Pseudohaliotrema 

mugi~inus l-hrg~s．1955也移人该属，同时还发表了 

9个新种。Gussev(1985)将A． s s／eni Gus． 

s ，1962及 A．1eporinus Zhang& ji，1981组合到 

该属。Euzet(1983)发表寄生在 Liza ramada鳃上 

的 1个 新种 L．加rvicirrus Euzet＆ Sanfilippo， 

1983；胡振渊(1992)发表采自Mugil cepho~lz$鳃上 

的2个新种 L．chongmingensis Hu& Li．1992和 

L．chenzhenensis Hu&Li，l992；Dmitrieva(1996)发 

表了寄生于 Liza saliens鳃上的 1个新种 L．euzeti 

DmitrieⅧ & Gerasev，1996。迄今 ．已知本属计有虫 

种 l9种：Ligophorus vanbenedenii(Pu~na&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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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gina，189o)；L．flut,ialilis(Bychowsky，1949)；L． 

mugilinus(I-I~ $，1955)；L．kaohsianghsieni(Gus一 

，1962)；L．chabaudi Euzet& Suriano，1977；L． 

angu~usEuzet＆ Sufiano，1977：L．sz~tati Euzet＆ 

Suriano．1977；L．imitans Euzet& Suriano，1977； 

L．∞ Euzet& Suria∞ ，1977；L．macrocatpos 

Euzet& Surialqo，1977；L．口cHmfm tW Euzet ＆ 

Suriano，1977；L．minimus Euzet＆ Suriano，1977； 

L．heteronchus Euzet& Suriano，1977；L．1eporinus 

(zhe~g＆ji，1981)；L．~rv／cir,-us Euzet& nfi． 

1ippo,1983；L．chongmingensis Hu ＆ Li，1992；L． 

chendaenens／s Hu ＆ Li，1992；L．azzeti Dmitrieva 

＆Gerasev，1996 L．hamulosus ． ．。我国鲻鱼 

虫属的种类已由 Guss~、吴宝华、张剑英和胡振渊 

等人在辽河、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先后报道了7种。 

在整理鉴定海南岛海水鱼类单殖吸虫标本时， 

发现锚首科鲻鱼虫属 Ligophorus Euzet& Sul'iR／lo． 

1977一新种，现报告如下。文中量度以毫米(mm) 

计。模式标本保存于海南师范学院生物系。 

1 小钧鲻鱼虫。新种 L／go~ rm ／tamu／m~ 

P蚰 ＆ 刁删唱。sp．nov．(图 l一4) 

模式标本：Ht-IK9605—15。宿主：大鳞鲮 L ∞ 

M m如 。采集地点：海南岛海口市。采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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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l1月 5日。虫体 中型，大小为 0．560～ 

0．702×0．127--0．146。虫体明显地分为头部、体部 

和后吸器 3个部分，后吸器较小，与前体部 区分明 

显 ，大小为 0．075～0．118×0．068～0．07。头部眼 

点两对。咽近圆形 ，大小为 O．015～O．018×0．015 

- 0．020 

边缘小钩 7对，胚钩型，长 0．012～0．015。两 

对中央大钩形状相近，但腹中央大钩明显大于背中 

央大钩。腹中央大钩具腱韧带，内突较发达，基部较 

细，钩尖较短，全长为 0．027--0．029，基部长 0．020 

～ 0．023，钩尖长约 0．oo3，内突发达，大小为 0．009 

-- 0．013，外突 0．004--0．050。腹联结片平直，中部 

有具两个耳状突的片状突起，两端稍有扩伸，大小为 

0．oo7～0．009×0．033～0．038。背中央大钩较细 

小，内突较发达，全长为 0．020～0．023，基 部长 

0．015～0．018，钩 尖 长约 0．oo3，内突 0．009～ 

0．013，外突 0．004-0．005 背联结片较细，弯曲呈 

似飞鸟状．大小为0．004～O．OO5×O．038～O．O40。 

交接器由交接管和支持器组成，全长为 0．025 
～ 0．043 交接管较细，呈“C”状弯 曲，基部具一片 

状基座，基座宽 0．008～0．015，交接管长据弯度 

0．055-0．063，管径约0．002。支持器为较简单的 

几丁质片，半卷成一半圆筒状结构，交接管从其中穿 

行而过，支持器长为 0．020～0．030。阴道为一细管 

状结构，基部较宽，端部较细，长为 0．020～0．023。 

卵椭圆形，壳较厚，大小为 0．065～0．098×0．050～ 

0．078。 

描述依据 10个封片标本。 

一 j ／ 

图 1～4 小钩龋鱼虫，新种 Ligol2~rus hamulo~s 

Pan＆ Zhang，印 nov ‘ 

R ．1—4 LigoNe~s m 0姒 Pan＆ Zharlg，印．啪 ． 
1．后嗳精 【。P h。h吕p缸 )；2．交接器 (∞ l 蜘 oIg蛆)；3 

阴道 (Ⅷ西【la)；4．卵 (％ )。 

本种与 LigoNu~us imitans Euzet＆ Slll"iarlo． 

1977较相似，但有以下差别：①中央大钩的形态 

和结构不同，本种中央大钩基部较已知种细长，且 

钩尖较为短小；②本种后吸器上两对中央大钩的量 

度差异明显，腹中央大钩较背中央大钩长近 1／3： 

③交接器的结构不同。鉴于上述差别，故认为是一 

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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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GENEAOFMARINEI] IⅡ 刚)M HAINANISLAND V． 

ONE NEW  SPECIESOFTHEGENUSLigophorus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PAN Jun 

(De~rtment ofNolo~ ，HannahNorn~ University t-~ik,m 571158 E-mail：pziun@163．net)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aper one new ~pecles of 

Ligophorus Euzet＆ Suriano，l977(Monoganea，An— 

cyrocephalidae)are described．Type specimens are de· 

posi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I-lainan Normal 

University． 

Ligophorus hamulosus Pan＆ Zhmlg，sp．nOV． 

(Figs 1—4) 

Type specimensNo．：HHK9605—15．Host：Liza 

macrolepis Location：Gills．Locality：l-Iaikou(20．06。 

N ，110．38。E)，HaiDaD．Island．Date：NOV．5，1996． 

Body of medium si ．0．560—0．702×0．127— 

0．146 mil1．Phm'ynx 0．015—0．018 X 0．015—0．020 

toni．Opisthohaptor 0．075—0．118×0．068—0．070 

toniin size．Marginal hooklets 0．012—0．015 nⅡn in 

length．Ventra1 central 1arge anchors 0．027—0．029 

Im  in total length，basal portion 0．020一O．023 nⅡn， 

point alx~ut 0．003 rllnl，iriflerzeot 0．009—0．013 rm ， 

outer root 0．0O4 — 0．050 llln1 Ventral connective 

plate 0．007—0．009×0．033—0．038 rfln1．Do rsal C,~12一 

trallarge anchors 0．O20—0．023m intotallength． 

b portion 0．015—0．018 Im ．point about 0．003 

mm，iliner zeot 0．009—0．013 rm ，outer root 0．004 

— 0．005 nⅡn．Dorsal eormeetive plate 0．004—0．005 

×0．038—0．040nⅡn in size． 

Copulatory 0r毛ian 0．025 一 O．043 n蚰 in total 

length．Copulatory tube thin．C-shaped curved ，0．055 

一 O．063 rllnl in 1eilgth according to its curvature，di— 

ameter of middle part about 0．002 n1II1．Supporting 

apparatus 0．02O一0．030 m  in length．Vagina being 

funne1 like and thin．0．O2O—O．023 lm  in length． 

Eggs 0．065—0．O98×0．050—0．O78n1IIlin size． 

Descriptionis based OB10 spectrums． 

Thi8worrD_is sil I to Ligophoruafmitans Eu— 

zet＆Suriano，1977，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by① 

the shape and the structttre of the central arlchors，② 

the differant size and the chitinous measurement be— 

tweenthe ventral and the dorsal central anchors 

and③the structure of the copulatory apparatus． 

Keywords Monogenea，Ligophor~ ，MRrlnefishes，Lizamacrolepis．Hainan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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