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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箭蚁属三新种记述 
(膜翅目：蚁科：蚁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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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述了采 自我国西北地医的箭蚁属 3新种。光唇箭蚁 Catag1)~his glabilabi口sp n ．与 c 雠n黜ce 

(Nylander)接近，但车种唇基前缘无一排长缘毛；头腹面无立毛；上瓢基齿钝到不明显 黄胫箭蚁 Cataglyphis 

flavitibia sp．nov．与 C 雠㈣  (Nylander)接近，但本种上颚、触角、足腿节端半部以外均为浅黄色；头腹面 

无立毛；工蚁多型不明显；社群很小．仅几十头：贺兰山箭蚁 Catabphi~helanensis sp n。v．与 c Ⅱ c眦 (Ny— 

lander)十分接近 ，但本种腹部第一节背板具立毛；体具十分粗糙的细密纵刻纹i唇基仅具刻点；体黑色，暗无 
光泽 模式标车保存在宁夏农学院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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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Foerster from Northwest China 

(Hymenoptera：Formicidae：Formicinae) 

CHANG You—de ．H E Da．han 

(1 Imt~tcte Zo~ogy，‘h c 。̂ sc ．＆ l0o08o．China； 

2一AgronomyDepa~mem，l~ngxia Agricuht~ral Cd&ge，?~in~xia 750105．China) 

Abstract：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air genus Ca~agtyphis Foemter collected from Northwest China were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paper． 

1．Cataglyphis glabilabia sp．I]OV．Chang et He(Figs．1，2)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Catag67~h6—口eH cem(Ny!．ander)．hut the former long hairs∞clyi~eus anterior ul~r- 
n lacking；hairs Oil la lacking；mandible teeth very blunt or al~ent 

Holotypeworker，No 99—621，10一Ⅵ 一1999，Min柙 ng，1 310m，Gansu Province，col1．CHANG You—de 

Paratypes 4 wonkers，No．99—187．sanle colony as holoptype． 

2，Camgtyphisflavitlbia sp．I]OV．Chang etHe(FJge．3，4) 

This new speciesis similarto b砷 酣 (Nylander)，buttheformermandibles，antenna，up part offe— 
ml1]~bright yellow；hairs Ol3 gulalacking；polymo~hism 0fworker casto undistinet；colony size small，lessthan 50indi— 

v】d Ll } 

Holotype wonker，No．99—261
， 15一Ⅵ一1999，Dachaidan，3020m，。i“gh丑i Provinee，col1．CHANGYoil-de． 

Paratypes 20workers，No 99—117；7 workers，No．99— 151；3 workeP8，No 99— 170；4 workers．No．99—263． 

sanle as holotype． 

3．0 helanensis sp．nov．Chang et He(Figs 7，8) 
This new speciesis similarto Chtaglyphls雠Ⅱ 肘 (Nylander)，buttheformerfirst gastraltergitewith very Spal~e 

erect hairs；body Ill very c lr and dense longitudinal sttiate；clypeus punctuated；body d bhck． 

Holotype worker，No．99—260，5一Ⅵ 一1999，Helan Mountains，2 150 fit，Ni gxia Hui Autohomous Regi0n， 

∞】1．CHANG You—de．Paratypes 5 workers， o．99—050；3 worke瑁，No 99—040；6 workers，N0
． 99—504； 1 

wonker，No．99—027，8flnle as holop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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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pecimens were deposited in Ningxia Agicuhuml College． 

Key words：}hmenoplem；Formicidae； Calag[*TJtt~~；New species；No~hwest Clfina 

箭蚁属隶属于蚁科蚁亚科 ，分布于古北区、非洲 

和东洋区．东洋区印度记载 3种(Bohon，1995) 

Agosti＆Colhngwood(199o)对该属作了订正研究，共 

记载 57种 全 世 界 已 记 载 61种 (Bolton，1995； 

Colling3~ood＆Agost1．1996：Radchenko．1998) 我国 

仅记载 艾箭蚁 Catag1)phis n ∞m(Nylander)1种 

(Wheeler，1923；吴坚和王常禄，1995)。箭蚁属在中 

国分布于蒙新区，特别是荒漠、半荒漠地带种群数量 

很大 为典型的荒漠蚁类。本文记载采自中国西北 

地区的3新种，描述量度单位为mill。模式标本保存 

在宁夏农学院标本室 

1 工蚁分种检索表 

1 头艇 面无立毛 ⋯ ⋯⋯⋯⋯⋯ 一⋯⋯⋯⋯⋯ ⋯ ⋯⋯⋯ -2 

头腹商且立毛 ⋯ ⋯⋯⋯⋯ 一--⋯⋯⋯⋯⋯ ⋯⋯⋯⋯ ·3 

2 唇基前缘上一排长缘毛；上颚端部厦外绿内删的倾斜、亚倾斜 

毛明 蛀战少 ；上 颚齿 钝到 不 明显 --⋯ ⋯·⋯⋯ ⋯⋯ ⋯· ⋯· 

⋯ ’ ⋯  

光唇箭蚁 ＆咖 ， glabilabia印 一 (围 1 2) 

辟基前缘具 排缘毛；上颚端部及外缘内侧具丰富倾斜、亚倾 

斜立毛；上颚齿锐利；上颚、触角、足腿节 外部分为亮的拽 

黄色 ；T蚁 多 型不 明 显 ⋯⋯ ⋯⋯“ ⋯⋯ ⋯⋯一·⋯⋯ ⋯ 

⋯ 黄胫箭蚁 ＆胁 ， d州 6 sp DOV (图3，4) 

3腹部第 l爷背板绝无立毛；体具细密刻纹；悻黑色．具把择：唇 

基具纵刻纹 ⋯⋯ ⋯⋯ ⋯⋯ ⋯ ·⋯ ⋯ ⋯⋯⋯ ⋯ ⋯ -- ⋯· 

。 ⋯  ⋯ ⋯  艾箭蚁 Catag如 如 ( and盯)【图5，6) 

担部第】廿背板具立毛；体具十分粗糙的密集刻 ，致使体暗无光 

泽；唇基具刻点 体大，体长 7 11—8．14；体黑色．暗无光泽；前足 

腿节长 ×100／头 长 103～I27⋯⋯ ⋯⋯ ⋯--“一 ⋯ 一⋯ ⋯· 

⋯ ⋯ ⋯ ⋯ · 贺兰山箭蚁 Cataglyphi~ f⋯ sp．nOV(图7．8) 

2 光唇箭蚁 Cataglyphis glabilabia sp．IlOV． 

(图 1．2) 

正模工蚁：体长 6．94，头宽 1．60，头长 1．77，头 

宽X100／头长 9O．触角柄节长 1．93，触角柄节长 X 

100／头长109，前胸背板宽 1．17，并腹胸长 2．43，复 

眼最大直径 0 49。 

头长略大于宽，前后等宽，两侧缘直、平行， 

后头缘圆形隆起，后头角钝圆 上颚三角形，粗 

壮，咀嚼缘齿很钝到不明显。触角 l2节，鞭节丝 

状，柄节约l／2超过后头缘。复眼中等大小，位于 

头后部两侧。唇基梯形 ，前缘平直。额区等边三角 

形 额脊短，向后稍分歧。侧面观前胸背板圆形隆 

起；中胸背较直，由前向后降低；前 一中胸背板缝 

清晰，后胸淘凹：并胸腹节基面平直，斜面陡，斜 

面长大于基面，两者圆形过渡。腹柄结厚鳞片状． 

直立，侧面观前面凸，后面平，周缘厚而钝，正面 

观背缘宽圆，完整，中央略有凹痕 

上颚具粗的纵刻纹，唇基具细密纵刻纹，体具 

刻点，并胸腹节刻纹略粗大 柔毛被稀疏 ，并胸腹 

节柔毛较长而密，腹部柔毛十分稀疏，具强烈光 

泽。头部唇基前缘、额脊问区域、单眼区、后头 

缘、头腹面、腹柄结、腹部背板均无立毛；上颚端 

部及外缘基部立毛亦十分稀疏，仅具少数几根。上 

颚、足胫节褐色，触角、足跗节红褐色。 

副模大 型工 蚁 (N =3)：体长 6．86—7 03 

(6．94)，头宽 1．57～1．70(1．64)，头长 1．67～1 7O 

(1．69)．头宽 X lO0／头长94～100(97)，触角柄节长 

1．83—1．90(1．87)，触角柄节长 ×lOW头长 109～ 

l12(110)，前胸背板宽 1．13～1．23(1．17)，并腹胸长 

2．4O～2．53(2 46)。复 眼 最 大 直 径 0．47～0 50 

(0．48) 

副模小型工蚁 ：体长5．3l，头宽1．17，头长1．33， 

头宽 ×100／头长 88，前胸背板宽 0．87，并腹胸长 

2．【)7+触角柄节长 1．53，触角柄节长 x 100／头长 】15， 

复眼最大直径 0．38 

正模工蚁：甘肃民勤，l 310m，N0．99～621， 

1999一Ⅵ一10，长有德采。 

副模：3大型工蚁，1小型工蚁，No．99～187， 

与正模采于同一巢内+记载同正模。 

本种与 C．∞w m (Nylander)接近，但唇基 

前缘无一排长缘毛：头腹面无立毛；上颚齿极钝， 

不明显 

3 黄胫箭蚁 Cataglyphisflavitibia sp．IlOV． 

(图 3．4) 

正模工蚁：体长5．14，头宽 1．27，头长 1．1O，头 

宽X 100／头长 l15，触角柄节长 1．20，触角柄节长 

100／头长 109，前胸背板宽 0．68，并腹胸长 l 47，复 

眼最大直径0．23。 

头方形，长宽约相等，前后等宽，两侧平直， 

近平行，后头缘轻度隆起，后头角圆形突出 上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期 长有德等：中国西北地区莆蚁属三新种记述 (膜翅目：蚁科 ：蚁亚科) 

三角形，短粗，咀嚼缘 5齿，端齿尖锐，其余齿逐 

渐减小 触角 12节，鞭节丝状，柄节约 1／2超过 

后头缘。复眼大，凸出，位于头后部两侧 唇基较 

窄，近菱形，前缘光滑完整。额脊短，向后略分 

歧。侧面观前胸背板较平坦 ；中胸背板直 ，由前 向 

后降低；前 一中胸背板缝清晰，后胸沟宽凹；并胸 

腹背基面平直，与斜面圆形过渡，斜面长大于基 

面：腹柄结厚鳞片状，直立，侧面观前面凸，后面 

平，周缘厚而纯。 

上颚具粗纵刻纹，但不延伸至基部；唇基具细 

密纵刻纹，头部具密集刻点，成环状 ；胸部和腹部 

具密集刻点。体具稀疏柔毛被，头顶、后胸侧板、 

并胸腹节及腹柄结柔毛较长而密。体立毛十分稀 

疏，唇基具4根立毛，前缘具 8根黄白色长缘毛， 

上颚端部及外缘内侧具较丰富的倾斜毛，额脊间区 

域和单眼区具 2根短立毛，后头缘具 4根前倾立 

毛．头腹面无立毛；胸部和腹柄结无立毛；腹部背 

板从第2节始有 1至几根短立毛。体黑褐色，具一 

定光泽，上颚褐红色，触角 、足腿节中部以上及胫 

节、跗节为浅的亮黄色 

副模大型工蚁 (N =1 5)：体长 4．97～5．74 

(5．43)，头宽 1．09一1．32(1．19)，头长 1．20～1．30 

(1．27)，头宽 ×100／头长 91～98(93)，触角柄节长 

1．33 1 4o(1．37)，触角柄节长 ×100／头长 105～ 

1Il(108)，前胸背板宽 0．77—0．9O(O．83)，并腹胸长 

1．67—2．00(1．82)，复 眼最 大直径 0．37～0．4l 

(0．39)。 

副模小 型工蚁 (N =6)：体长 3．77—4．29 

(4．06)，头宽 0．77～0．90(0．82)，头长 0．80～0．93 

(0．89)，头宽 ×100／头长 85～96(92)，触角柄节长 

1．O7一1．17(1．33)，触角柄节长 ×100／头长 111～ 

l33(125)，前胸背板宽0．55～0．63(0．58)，并腹胸长 

1．30 1．37(1．33)，复眼 最大直径 0．3O～0．32 

(0．31)。 

正模工蚁：青海大柴旦，3 020 m，No．99～ 

26l，1999一Ⅵ 一15．长有德采。 

副模 ：2O工蚁，No．99～117；7工蚁 ，No．99 

～ l5l；3工蚁 ，No．99—170；4工 蚁，No．99— 

263，与正模采于同一巢内，记载同正模。 

率种与 C．t／~．?be$cen$(Nylander)接近，但本种 

上颚、触角、足腿节端半部以外均为密黄色；头腹 

面无立毛；工蚁多型不 明显；社 群很小 ，仅几 十 

头 

分布及生物学：分布仅限于大柴旦至格尔木盆 

地一带的石质荒漠区。多在小石块下营巢，少数亦 

在沙土中营巢，巢外堆土在巢口一侧，圆形整齐堆 

放 巢内个体数量很少，仅几十头，这与当地 自然 

环境严酷，植被稀疏，结构简单有关 种群亦较 

小 ，小 于 l巢／20 m2。而 C．∞ eⅢ (Nylander) 

的分布向西北仅延伸到青海西宁、湟源一带，巢内 

工蚁多型性明显 ，有大、中、小 3型工蚁，成熟社 

群蚁巢个体数 500～1 000头 (长有德等，1999)。 

4 贺兰山箭蚁 Cataglyphis helanensis sp． 

nov．(图 7，8) 

正模工蚁：体长 8．14，头宽1．8o，头长1．87，头宽 

X100／头长 96，触角柄节长 2．17，触角柄节长 X 

100／头长 I16，前胸背板宽 1．37，并腹胸长 3．13，复 

眼最大直径0．49。 

头长宽约相等，前后等宽，两侧平直、平行， 

后头缘轻度隆起，后头角圆形突出。上颚三角形， 

粗壮 ，咀嚼缘5齿 。触角 l 2节 ，鞭 节丝状 ，柄节 

图 1 8 中国西北地区箭蚁属 3新种和艾箭蚁工蚁 

特征图 

Figs．1—8 Characteri]lustrafions OnWOrkers ofthree new 

species colleeted from Noahwest China，and 

Catagl?,phis rⅢ㈣ in genus Cataglyph~ 

1．2 光唇箭蚁 ， gMbilabla sp咖 ．}3．4 黄胫箭蚁 

Cataglypb~flat：itibia sp⋯ 5 6 箭蚁 Cataglyphis⋯  

( andet)；7，8．贺兰山前蚁 f ☆  ̂⋯ sp Dov；】． 

3．5，7．头正面观(Head in full face view)；2，4，6．8 躯体侧面 

(Boayi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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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2超过后头缘。复眼中等大小，位于头后部两 

侧 唇基梯形，前缘隆起，内侧具粗糙缺刻，中央 

略具凹刻．具中央纵脊。额区等边三角形。额脊 

短 ．向后分歧 。侧面观前胸背板圆形隆起 ；中胸背 

板直，由前向后降低，前 一中胸背板缝清晰，后胸 

沟凹；并胸腹节及基面向后略抬升，斜面陡坡状， 

斜面长大于基面，两者圆形过度。腹柄结厚，侧面 

观前面凸，后而平，侧缘厚而钝 正面观背缘平 

直 ，中央略凹。 

上颚具粗糙刻纹，全体具密集粗大刻点，致使 

体无光泽。件立毛被十分稀疏，后胸侧板及并胸腹 

柔毛稍长而密。唇基具2根立毛，前缘具 1排长缘 

毛；上颚外缘具长亚倾斜毛，基部外侧具 1根亚直 

立毛；单跟区具 3根立毛；后头缘具 4根立毛；头 

腹面具数根长短不齐 的立 毛；并胸腹节具 3根立 

毛；腹部背板第 l节起具立毛，第 l节 3根。体黑 

色，触角、上颚、足胫节、跗节红褐色，跗节色稍 

浅。 

副模 大型 工蚊 (Ⅳ =7)：体 长 7．7l一8．57 

(8 09)，头宽 1．62～1．83(1．73)，头长 1．87—2．00 

(1．91)，头宽 ×100／头长 87～92(90)，前胸背板宽 

1．27～1．3g(1 30)，并腹胸长 2．7O一3．oo(2．87)，触 

角柄节长 2．20～2．33(2．28)，触角柄节长 ×100／头 

长 l16～123(119)，复 眼最大直径 0．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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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模 小型工蚁 (N =4)：体 长 7．11 8．14 

(7．50)，头长 1．60～1．87(1．70) 头宽 1．4o—1 74 

(1．53)，头宽 ×100／头长 87—92(90)，触角柄节长 

1．83—2．13【1．97)，触角柄节长 ×100／头长 112～ 

120(115)，前胸背板宽 1．10～1．33(1．19)，并腹胸长 

2．4o～2．93(2．61)，复 眼最大直径 0．42～0．57 

(0．47)。 

正模工蚁：宁夏贺兰山西麓阴坡．2 150 m， 

No．99—260，1999一Ⅵ一5，长有德采。 

副模 ：5工蚊，No．99—050；3工蚊 ，No．99— 

040；6工蚁．No．99～50~-；1工蚁 ，No 99—027， 

与正模采于同一巢内，记载同正模 

本种与 C ∞m (Nylander)十分接近，但 

本种腹部第 1节背板具立毛；体具十分粗糙的密集 

纵刻纹：唇基仅具刻点；体黑色，暗无光泽。 

本种仅在贺兰山海拔 l 9O0—2150m的阴坡采 

集到，不向阳坡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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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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