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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东钱湖铗蠓属一新种描述
（双翅目：
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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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报道了 2016 年 4 月下旬在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采用灯诱法捕获的铗蠓属虱蠓亚属一新种，命名为朱光
锋铗蠓〔Forcipomyia（Pedilohelea）zhuguangfengi Ma，Sun et Yu，sp. nov.〕。新种模式标本正模保存在北京医学昆虫
标本馆（北京，100071）；
副模标本保存在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宁波，3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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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genus Forcipomyia Meigen from Ningbo,
China (Dipter: Ceratopogon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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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ngbo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ingbo 315010,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2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nd Epidemiology,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Corresponding author: YU Yi⁃xin, Email: yyxin100@126.com
Abstract: A new species of biting midge that was collected by light trapping from Dong qian Lake in Ningbo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in April, 2016, was named as Forcipomyia (Pedilohelea) zhuguangfengi Ma, Sun et Yu, sp. nov., and was
descripted here. The holotype specimen was deposited in the Specimen Collection of Medical Insects (Fengtai 100071,
Beijing). The paratype specimens were deposited in the Ningbo Ci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ingbo
315010,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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铗蠓属（Forcipomyia）包括 36 个亚属，数量仅次

于已知 125 属蠓科昆虫中的库蠓属（Culicoides） 。
［1］

其中虱蠓亚属（Pedilohelea）发现于 1980 年 ，后澳
［2］

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相继报道 2 种 及我国西藏自治
［3］

区 易 贡 地 区 的 双 刀 铗 蠓〔F.（Pedilohelea）bilancea

鉴别特征：
小型褐色蠓种，
触须 4 节，第 3 节感觉

器窝不明显；
翅面无斑纹，
雄虫尾器阳茎中叶呈长三角
形，
阳基侧突端部细长且尖成钳状，
基部成倒
“V”
形。
雄虫：翅长 0.88 mm，宽 0.21 mm。

头部棕褐色，
复眼小眼面间无柔毛，
触角柄节膨

Liu et Yu〕和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地区的海拉尔铗

大，端部 4 节延长，触角各鞭节的相对长度为 20∶

亚属共 18 种。2016 年 4 月下旬在宁波市进行蠓类

短，端部 4、5 两节愈合成 1 节，第 3 节有浅且不显著

蠓〔F.（Pedilohelea）hailaerensis Liu et Yu〕2 种 ，该
［4］

调查，
诱获多种蠓类，经分类鉴定发现虱蠓亚属一新
种，
现描述如下。
1

13∶13∶12∶10∶10∶10∶10∶13∶36∶25∶23∶26；触须
的感觉器窝，触须第 1～5 节相对长度为 8∶10∶23∶
20；喙短不发达。

胸部：深褐色，无斑纹；小盾片有鬃 5 根，翅面多

新种描述

毛无斑；各足一致浅棕色，各足爪较细长，爪间垫发

朱 光 锋 铗 蠓〔F. （Pedilohelea） zhuguangfengi

Ma, Sun et Yu, sp. nov.〕，新种（图 1）

达；后足胫节端鬃 5 根，梳齿稀疏 12 枚；各足 TR 值和
F～T 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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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雄虫（male）；b. 头（head）；c. 翅（wing）；d. 尾器（genital）；e. 触角端部 5 节（five last antennal segments）；f. 触须（palpus）；g. 阳茎中叶

（aedeagus）；h.阳基侧突（paramere）；i. 尾器（genitalia）

图 1 朱光锋铗蠓，新种
Figure 1 F.（Pedilohelea）zhuguangfengi Ma, Sun et Yu, sp. nov.

表 1 朱光锋铗蠓各足 TR 和 F～T 值
Table 1 TR and F-T of all legs of F.（Pedilohelea）
zhuguangfengi Ma，Sun et Yu，sp. nov.
足
前
中
后

TR 值

F～T 值

2.45

112∶117∶59∶24∶23∶21∶18

2.62

128∶130∶68∶26∶25∶21∶18

1.82

122∶120∶51∶28∶27∶21∶18

腹部：与胸部同色。

尾器：第 9 腹板前缘近拱形，两侧形成 1 对尖

角，后缘略平；第 9 背板后缘呈弧形微突，两侧突短

而粗壮；抱器端节臂状，较细长，基节较粗；阳茎中
叶呈长三角形，阳基侧突成钳状，其端部细长且尖，
基部呈倒“V”形。

模式标本：正模♂ ，副模 3♂ ，采自浙江省宁波

市东钱湖（121°34′E，28°52′N），灯诱法捕获。新种

模式标本正模保存在北京医学昆虫标本馆（北京，
100071）；副模标本保存在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010）。
2

讨 论
该新种以其尾器阳茎中叶及其阳基侧突独特的

形态区别于本亚属已知蠓种。其阳茎中叶形态介
于 F. forcipis de Meillon et Wirth［2］和 F. eshowensis de
Meillon［2］之间，
而阳基侧突形态又近似于 F. aitkeni de
Meillon et Wir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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