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蟥科昆虫地理分布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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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斌科昆虫的起源，各亚科、族及属的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根据各属的世界分布 

情况，将其分为 8种类型。文中还就中国蛳科昆虫的地理分布及特点作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在我国已知 

的2亚科4族20个属中，东洋区分布的有10个属，其中有 3个属仅分布于我国；古北区分布的有1个属；东 

洋 一古北区分布的有 3个属；东洋 一新北区分布的有 1个属；东洋 一古北 一新北区分布的有 4个属；东洋 一古 

北 一新北 一非洲区分布的有 1个属。此外，螭科昆虫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分布特点就是多数种类集中分布于华中 

区、华南区和西南区；而华中区则很可能是斌科种类的分化中心，并以此为中心向其他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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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横翅 目 Plecoptera昆虫的生物地理学研 

究．1ilies(1965，1966) 曾做 过 报 道i Hynes 

(1987)研究了北美帻翅目昆虫的生物地理学及起 

源，并认为北美的横翅 目来源于 4个方面；Stark 

等 (1976)也曾对新北区的蛾科 Perlidae昆虫地理 

分布做过初步的分析和总结。但有关古北区和东洋 

区蛾科昆虫的地理分布迄今来见详细的研究报道。 

本文仅就作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对蛾科昆虫的一 

般生物地理学问题和在中国的地理分布特点作一简 

单的分析和探讨。 

1 帻科昆虫的起源 

根据有关化石记录，一般认为横翅 目Plecoptera 

昆虫起源于2亿 4千 5百万年前的二叠纪，是由起 

源于石炭纪时期的准帻翅目Protoperlaria进化而来 

的 (Martynov，1928，1938，1940；Tillyard，1935i 

Sharov，1961a，1961b；Rohdendorf，1961；lilies， 

1965)。其中起源于二叠纪的古鲼科 Paleoperlldae 

中的 2个化 石种 P． 砒 Sharov及 P．州 

Sharov，被认为与现存的蛾科 Perlidae昆虫种类最近 

缘(I11ie~，l965)。而我国北方(Joha1)白垩纪地层中 

的Sinoperla abominalis Ping(ping，1928)~1J是蛾科 

已知最早的化石种(Ⅲ ，1965；Stark等，1976)。因 

· 国家自然科学基盎赘助项日 

本文 199B一10—15收到，1998—12—15蕾回 

： 

此，蛾科很可能是起源于 6千 5百万年前的白垩纪 

或更旱的时期。 

就起源地来说，帻翅目昆虫起源于二叠纪时期 

的联合古陆上。随着南北古陆的分离，棱翅目分成 

了南帻亚目和北横亚目两大类群，这一过程一直持 

续到 1亿 3千万年前才得以完成 (Hynes，1987)。 

Hennig(1981)认为，随着后来南北古陆的分离， 

棱翅 目形成两条独立的进化路线，现在分布于南半 

球的部分北棱亚 目类群是后来迁移过去的。Imes 

(1965)则认为．蛾科的起源地在我国和原苏联的 

乌拉尔山脉以东南的地区，并在白令海峡闭合时才 

进入北美的。到目前为止，在蛾科已知的 51个属 

中，东洋区及古北区分布有 31个属，我国分布有 

20个属；而蛾亚科的20个属，东洋区及古北区均 

有分布，我国分布有 l3个属。此外，在 已知的 

610余种蟥科昆虫中。东洋区及古北区的种类约占 

总数的65％，中国约占总数的 33％；而蟥亚科已 

知 401种，古北区和东洋区约占总数的 9o％，我 

国约占总数的 42％。从蛾科昆虫 目前的世界分布 

格局和化石记录可以看出，蛾科、特别是蛾亚科应 

起源于北古陆，而且起源地大致在我国北方到原苏 

联舶乌拉尔山脉以东南的地区；而我国很可能是其 

起源中心地之一，至少是一个分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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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科、族及属的地理分布 

2．1 螓亚科 Perlinae 

目前，该亚科共包括 3族 20属 401种 它们 

大多分布于东洋区和古北区，极少数分布于新北区 

(仅有4个属)和非洲区 (仅 1个属)。 

2．1．1 锤绩族 Claassenlini 该族仅 1个属，即锤斌 

属 Ctaassenia Wu。该属为东洋一古北 一新北区分 

布类型。目前已知该属共有 14个种，其中有 13个 

种分 布于 古北 区东部 和东洋 区；仅 C．sabuhasa 

(Banks)1个种分布于新北区，即广泛分布于美国中 

西 部 (Stark等，1976)。此 外，除 C．brachyptera 

(Banks)分布于俄罗斯 的远东外，其余 12种仅发现 

分布于我国。该族(属)的分布特点是，集中分布于 

东洋区，并以我国的中、西南部地区为相对集中的分 

布中心，向东 南 和东北 方 向扩 散。根 据 Hynes 

(1987)对北美帻翅 目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分析认为， 

北美帻翅虫主要来自欧亚大陆，特别是在北古大陆 

未完全分开或白令海峡闭台时传到北美洲的。因 

此 ，从目前该族(属)的分布格局看，该族(属)很可能 

是在白令海峡闭合时传人北美的。关于该族(属)的 

起源中心，如何由欧亚大陆进入北美的详细机制及 

证据有待进一步研究。 

2．1．2 螭族 Perlini 目前该族共包括 15个属，其 

中分布于古北区的有 11个属、东洋区有 8个属、 

新北区有 2个属 (仅限于美国东部)。该族的分布 

特点是以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为分布中心，并向北美 

和南部扩散；在欧亚大陆上，又以东洋区 (特别是 

中国)的种类最为丰富。根据该族 15个属的地理 

分布情况，可将其分为4种类型。①古北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7个属，即 PerLa Geoffrey、D／nocras 

Klapalek、Eoper／a IUies、Marthamea Klapalek、He一 

／enoperLa Si"dec、铗 板 属 Oyamia Klapalek 及 

Miniperla K ai。前5个属我国无分布记录，主要 

分布于欧洲大陆，部分分布于原苏联远东及中东；铗 

娥属仅2种，分布于我国东北、朝鲜、原苏联远东和 

日本；Miniperla属仅 1个种，分布于 日本的琵琶 

湖。该类型的分布特点是，以欧洲大陆为分布中心， 

向东面及南面扩散。②东洋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4个属，即瘤赖属 Tytoperla Sivec＆ Stark、棒螭属 

Etrocorema Klapalek、Tetropina Klapelek和近蛾属 

Neoperlops Banks。其中瘤娥属已知 8种，7种分布 

于我国，1种分布于印度的阿萨姆；棒娥属 已知 3 

种，2种分布于我国，1种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各国；近 

蟥属共 5种，均分布于我国南方；Tetropina属 3种， 

分布于马来西亚及婆罗洲，我国无分布记录。该类 

型的分布特点是，集中分布于我国南方，并向东南亚 

和我国西南方向扩散。③东洋 一古北区分布 该分 

布类型有 2个属，即襟螭属 Togoperta Klapalek及 

钩斌属 KamimuHa Klapalek。襟斌属 目前 已知 8 

种．除 1种分布于古北区的日本外，其余7种分布 

于东洋区的中国大陆及越南。钩娥属是斌族中最大 

的1个属，目前已知62种，我国分布有 47种，其 

余 15种均分布于古北区的 日本、原苏联远东和东 

洋区的越南、泰国、缅甸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面的尼 

泊尔、印度等周边邻国。在我国分布的47种中， 

有 4种是典型的古北区种类，7种分布于秦岭山 

脉，属东洋区与古北区过渡类型，其余均分布于我 

国南部东洋区的范围内。该类型的分布特点是，以 

中国南部为分布中心，向西南及东北的邻国扩散。 

④东洋一古北一新北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2个 

属，即纯蟥属 Paragnetina Klapalek和剑螭属 Ag- 

netina Klapalek。纯蟥属在新北区有 5种，均分布 

于美国东部；在古北区有 6种，其中3种分布于 日 

本、2种分布于原苏联远东和蒙古、1种分布于中 

国；在东洋区有 1O种， 中国 争种、缅甸 1种。剑 

蟥属在新北区有3种 ，主要分布于美国东部，其中 

1种也分布到加拿大南部；在古北区分布有 6种， 

原苏联分布有5种、蒙古3种、土耳其 1种、中国 

1种；在东洋区分布有 15种，中国 13种．越南2 

种。从上述记录的种类分布看，该类型的分布特点 

是，种类主要集中分布于美国东部、古北区的东部 

及中国南部。 

2．1．3 新娥族 Neoperlini 目前该族共有 4个属， 

除新蛾属 Neoper／a Needham分布于东洋区、古北 

区 (东部)、非洲区及新北区 (东部)外，其余 3 

个属均分布于东洋区。因此，该族的分布特点是， 

以东洋区为分布中心，向其他区扩散。根据该族 4 

个属的分布情况，将其分为2种类型。①东洋区分 

布型该分布类型有 3个属，即叉突蛙属Furvaperla 

Sivec、华娥属 ChinoperLa gwick及珐蛾属Phanop- 

erla Banks。其中，叉突娥属目前仅知2种，均分 

布于我国南方。华蛾属已知8种，主要分布于南亚 

各国；我国目前已知3种，其中1种分布于福建的 

武夷山，其余2种分布于海南。珐娥属是新娥族中 

的第二大属，目前已知 34种，其主要分布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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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各国；我国目前仅记录 1种 (分布于海南)。就 

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这 3个属的种类均属典型的 

亚热带或热带分布型种类。②东洋一古北一非洲 一 

新北区分布型该分布类型仅有新蟥属，目前已知 

188种，是蛾科中最大的 1个属。该属 80％左右的 

种类分布于东洋区，仅少数种类分布在古北区的东 

部、新北区东部 (仅 10种)以及非洲区。 

目前大多数学者均认为该属起源于东洋区的亚 

洲大陆。北美及非洲的新蟥属种类均源自亚洲大 

陆；其迁移到北美的路线主要是在白令海峡封闭时 

由此通过的；而新蟥属种类进入非洲则是在非洲大 

陆与欧亚太陆未被撒哈拉沙漠以及狭长的红海所隔 

开以前 (Illies，1965；Stark等，1976；Hyne，1987)。 

但是，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撒哈拉 

沙漠以北及红海以东的地区段有该属种类的分布； 

如果北美的新蟥属种类是由欧亚大陆经白令海峡传 

过去的，那么为什么在北美，特别是在美国的中西 

部没有分布，而仅仅在其东面有分布。因此 ，我们 

认为。新北区及非洲区的新蟥属分布成因有待进一 

步研究 。 

关于新蛾属在东洋区的区系研究工作 80年代 

以后做得较多 (Sivec，1984；Sivec等，1987；Stark， 

1983，1987；Zwick，1980，1981，1983，1986，1988； 

Zwick等，1985；Uchid等，1989)。 ck(1986)将巽 

他群岛 (包括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和马来半 

岛上的新蟥属种类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马来半岛上 

的种类与巽他群岛上的许多种类亲缘关系很相近， 

并有一些共 同种；同时．他根据大陆板块构造学 

说，即南亚的巽他群岛与亚洲大陆为同一板块，而 

且马来半岛与巽他群岛都站立在一个大陆架上，曾 

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巽他群岛大部分都露出海面、并 

和马来半岛一起组成一个宽阔的、与大陆相连的半 

岛 (Tweedie，1974；Gressitt，1974)，认 为巽他 

群岛上的新蟥属种类是由亚洲大陆迁移过去的；由 

于巽他群岛上的条件适宜于该类群的发展，因此种 

类非常丰富；我们认为，巽他群岛是新螭属的一个 

物种分化中心。 

至于该属在亚洲大陆上的起源中心问题目前尚 

无研究报道。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及有关记录，目 

前我国 (包括台湾省)已知 75种。约占已知总数 

的35％；但据我们目前的调查范围分析。我国的 

新蟥属种类远不止 75种。即新蟥属在我国的种类 

最为丰富。我们认为，新蟥属的起源中心根可能在 

我国的华中区，至少是该属的种类分化中心。此 

外。该属在古北区分布的种类很少。在我国东北仅 

记录有 1种，而在古北区和东洋区交界的秦岭北面 

也只分布有几种，在原苏联远东有 1种 (Zhiltm— 

va，1986)，在 日本仅记录有 3种 (Kawai，1976)。 

由此可以看出，古北区东部的种类可能是由我国南 

部向北扩散的。 

2．2 钮蟥亚科 Acronem'iinae 

目前已知该亚科共包括 2族 31属 215种。在 

新北区分布有 10个属、新热带区12个属、东洋区 

9个属以及古北区东部的6个属。 

2．2．1 钮蛾族 Acroneufiini 目前已知该族共有 24 

个属，其中新北区分布有 10个属、东洋区有 10个 

属、新热带区有 4个属、古北区东部有 5个属。该 

族的分布特点是，集中分布于新北区的中南部、东 

洋区的亚洲大陆、新热带区南部的西南 (智利和阿 

根廷的西部)以及古北区的东部 (原苏联远东、中 

国东北及 日本)。根据该族 24个属的地理分布情 

况，可将其分为8种类型。 

①东洋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5个属 ，即梵蟥属 

Brahrnana Klapalek、Kalidasia Klapalek、中蛾属 

Mesoperlardap~ek、Nirvaniardap~ek、华钮蟥属 

Sinacroneuria Yang etYang。梵蟥属共6种 ，其中 

1种分布于尼泊尔、3种分布于印度、2种分布于 

我国。Ka／／das／a属仅 2种，1种分布于印度、1种 

分布于马来西亚。中蟥属仅 1种，分布于我国台湾 

省。华钮蟥属 2种，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安徽省的 

九华山、黄山，浙江省的杭州、西天 目山及百山 

祖。Nirvania属也仅 1种．分布于越南。该分布 

类型的 5个属有 1个共同点，即种类少。其分布特 

点是，除梵蟥属分布较广外，其他均分布在较小的 

范围内，而且是典型的东洋区种类。 

②古北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仅 2个属，即 C top- 

erla Kohno和 Niponiella Klapalek；它们均为单种 

属．集中分布于日本。 

③新北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7个属。其分布特点 

是Attaneuria Ricker、Eccoptura Ktapalek、Hasonop- 

er／a及R inella Banks属集中分布于美国的东北 

部；而 1]eloneuria Needham et Claassen、Doroneuria 

Needham et CAaassen及 印m删 0 Banks属刚集 

中分布于美国的西北部；而美国中部则很少有这些 

属、种的分布(Stark等，1976；Nelson，1979)。 

④新热带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4个属。其分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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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这些属均集中分布于南美洲南部西面的智利 

及阿根廷的西部。 

⑤东洋一古北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2个属，即扣 

螭属 Kiotina Klapalek和偻螭属 G／~s／a Okamoto。 

目前扣斌属已知 12种，其中我国 8种、印度 1种、 

原苏联远东 1种、日本 4种。偻螭属 目前已知 10 

种，其中我国和 日本各分布有 5种。该类型的分布 

特点是，集中分布于东洋区的我国南方和古北区东 

部的日本。 

⑥东洋一新北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仅有 1个属，即 

拟蟥屉 Perlesta Banks。目前该属仅知 4种．其中 

我国 2种，美国 2种。该属在新北区的分布主要集 

中于美国东部；在东洋区的分布主要在我国的武夷 

山和浙江的天目山。关于该属的起源中心，迁移路 

线等问题目前很少了解；此外，该属在我国的实际 

分布情况也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⑦古北 一新北区分布 该类型仅有 1个属，即 Ca 

1ineuria Ricker。该属共 7种，其中 1种分布于美 

国东部，另外 6种分布于日本。由此可以推测，现 

在分布于北美的种类很可能是在白令海峡闭合时迁 

移过去的。 

⑧东洋一古北 一新北区分布 该分布类型仅有钮蛾 

属 Acroneuria Pictet。目前 已知 26种。在新北区 

分布有 12种 ，主要分布于美国东部；在古北区东 

部的日本有 3种；东洋区有 11种 ，其中我国有 9 

种，越南 2种。从已记录的种类分布看，该属的分 

布特点是 ，集中分布于美国东部及我国南方，即 2 

个分布中心。 

2．2．2 南钮鲼族 Anacroneuriini 目前该族共有 7 

个属，全部分布于新热带区。其分布特点是，集中分 

布于新热带 区的东北部，其中 Anacroneuria Kla 

palek属向北延伸到墨西哥南部。 

裹 1 中国蛀科■、种的地理分布 

Table 1 I~ trtbutl0n of specI and g~era of the family Perlldae hI China 

I．东北区：Î ．太兴安．孥亚区(附阿尔泰山地)，I B．长白山地亚区，I c．橙辽平原亚区；Ⅱ．华北区： 

Ⅱ̂ ．黄淮平原亚区，ⅡB．黄土高原亚区；Ⅲ．蒙新区：Ⅲ _̂东部草原重区，ⅢB_西部荒瀵亚区，Ⅲc 天山 

山地亚区；Ⅳ．青藏区：ⅣA．羌塘高原亚区，ⅣB．青海藏南亚区；V．西南区：V̂ ．西南山地亚区，VB．喜 

马拉雅山亚区；Ⅵ．华中区：Ⅵ ．̂东部丘睦重区，ⅥB．西部山地高原亚区；Ⅶ．华南区：Ⅷ ．̂闽广沿{年亚 

区，ⅦB．滇南山地亚区．Ⅶc．海南岛亚区，ⅦD．台湾亚区(I．NortheastChina咖 ：Î ．I3ox~nganⅡ岫 一 

rain and the Altai 8I1 薯 t I B．Q岫g motmtairt subregion，I c．s0n _啪 p _m~ reglon；Ⅱ．North Chim 

鲫 ：Ⅱ ．̂Htme,h~ plaiⅡsubregi~，ⅡB．HLh~rtt／plateau-I：、 ：；Ⅲ ．M~ag-Xin region：Ⅲ ．̂Enstexn 

prairie subregion，Ⅲ日．Westea'n desert subregion，mc．Tianshan subreglom Ⅳ ．Q 州  gh ：Ⅳ ．̂Q帅gtaI】g 

plateau 8I】h ，ll'B．Qingh 五日gr帅 sI】br曙 n；V ．South~ sta1irIa坤咖 ：VA．SoutJwccstexnmotmmtrous 

d~tliet subregion，VB．Hinmlayas蚰he ∞；Ⅵ．Central China ：Ⅵ _̂Eastea'n hills and山 _m subre~on， 

B．Westea'n motmtainom dirtier 8I1 喀 ；Ⅷ．Soath China r ∞ VÎ．Guangdong-F i姐 c~lst subre~on， 

ⅦB．Soath Ytmmn m mtBjrl0l】s district sl】b盹g；m，Ⅶc Hmnm Island bl蜘 ，Ⅶ Taiwan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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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国已知蛀科 2亚科、4族、2O个属。 

其中东洋区分布的有 lO个属，有 3个属仅分布于 

我国。古北区分布的有 1个属，东洋一古北区分布 

的有 3个属，东洋一新北区分布的有 1个属，东洋 
一 古北一新北区分布的有 4个属，东洋一古北一新 

北一非洲区分布的有 1个属 

3 中国蟥科昆虫的地理分布 

根据目前已知种类的分布记录，参照 (中国自 

然地理·动物地理) (1979)中的中国动物地理区 

划，对蛀科在中国的地理分布 (表 1)及特点作一 

些简单分析。 

3．1 华中区 

由表 1可 看出，在我国分布的 2O个属中， 

除 3个属外 ，华中区均有分布；而且大多数属和种 

类都集中分布在该区，特别是该区的西部山地高原 

亚区 (Ⅵ )更为丰富。这可能是由于第四纪冰川 

到来时，大量物种南移至此，加之生态条件适宜， 

使该区成为蛀科种类的一个分化中心。 

3．2 西南区 

在我国分布的 2O个属中，有 l2个属在西南区 

有分布；但在西南区的喜马拉雅亚区分布的属仅有 

Kamimuria及Neoperla。在该区分布较为集中的 

仅有 Ctaassenia、Paragnetina及Acroneuria，但它 

们在其他区也有分布。我们认为，目前在西南区所 

记录的种类还不能完全代表该区的实际情况，因 

此，有必要对西南区作进一步调查。 

3．3 华南区 

在华南区分布的共有 l4个属，其中有 3个属 

仅分布在该区内。典型华南区分布的属有Agneti— 

m 、Etrocorema、Chinoperta、Phanoperla和 Mesop- 

erta；而 Neoperta和Kamimuria在该区的分布也较 

普遍。此外，在该区的台湾亚区 (ⅦD)分布有 8 

个屑，只有 Mesoperta的分布限于该亚区：在海南 

亚区 (Ⅶr)分布有 5个属，它们在其他区也有分 

布。由此可见，台湾岛与海南岛上的j舞科昆虫分 

布，在属级水平上与华南区的其他亚区 及华中区 

无明显差别，但其种类分化与大陆的明显不同。这 

可能是由于它们曾经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又分开 

的缘故。 

3．4 华北区和东北区 

根据目前的记录，在华北区分布有 5个属，但 

多为个别种类的分布，而分布较多的仅有 Kami— 

muria (主要分布在秦岭的北面附近地区)。由于 

对该区的调查较少 ，因此目前的记录也不能完全代 

表该区的实际分布情况。 

在东北区有 4个属分布，其中 Oyamia仅分布 

于该区，是典型的古北区属。其他的 3个属在该区 

仅分布有少数种类。总之，在东北区分布的蛀科种 

类很少，即该区不是蟥科的主要分布区。 

3．5 青藏区和蒙新区 

目前在青藏区还没有蛀科种类的分布记录；蒙 

新区仅记录了4属。蛀科在这两个区的分布情况还 

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总之 ，蟥科在我国的分布特点是集中分布于华 

中区，并向其他区扩散。 

4 讨 论 

4．1 根据化石记录和目前的分布格局，j舞亚科无 

疑是起源于我国到原苏联的乌拉尔山以东南的地 

区，但钮蛀亚科 Acroneuriinae的起源地并不清楚。 

从目前钮蛀亚科的分布格局和系统发育关系分析， 

该亚科很可能有多个起源中心，南美可能就是其起 

源中心地之一。总之，有关蛀科的起源，特别是钮 

j舞亚科的起源问题、分布格局 及扩散迁移等详细 

的生物地理学机制和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由于我们目前所调查的点和收集到的材料不 

够全面，特别是对蒙新区和青藏区的调查明显不 

够，因此，本文对蛀科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和区划分 

析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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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aper，the origin of the fa· 

mily Perlidae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the 

tribe mad the subfamily were summfl_ri~ and 丑IIa． 

1yzed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enera in the 

world，the eight distribution types of the genera were 

出rided．In additlon．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the 

Perlidae in Chir18 were also probed preliminarily．So 

far two subfamilies，four tribe and twenty genera have 

been found in China．Ten of them．of Which three 

g∞era are endemic to CIliI"18，are the Oriental genera； 

Key WOrdS Plecoptera，Perlidae，Distribution，China 

one Palaearctic genus；three Oriental--Palaea~ ic gen— 

era；one Oriental--Neamtic genus；four Orient~一 

Palaearetic‘。Nearctic genera and one Oriental-Palaearc— 

tie-Nearctic·Afrotropical genus Moreover，the main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Chinese Perlidae iS that most 

of the species distribute Central China region，South 

China region and Southwest China region．The Ceil- 

tral China region  centralizes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bmak of the perlid species，and made the dispersal for 

the others regio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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