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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库蠓属带纹亚属一新种
（双翅目：
蠓科）
温立海 1，
曹毓存 1，
刘国平 2
1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沈阳 110031；2 沈阳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 110034
摘要：报道了采自辽宁省沈阳市的库蠓属带纹亚属一新种，沈阳库蠓〔Culicoides（Beltranmyia）shenyangensis sp.
nov.〕，该新种与浅暗库蠓（C. pallidulus Yu，1991）相近似，但后者复眼的小眼面间有柔毛，翅有 7 个淡斑，阳茎中叶端
部无侧刺，阳基侧突基部分离与本新种明显不同。本新种的翅斑与西伯利亚库蠓（C. sibiricus Mirzaeva，1964）也相

近似，但后者的触角嗅觉器分布在第 3～15 节，触角比为 1.7，阳茎中叶和阳基侧突的形状与本新种明显不同。新种
模式标本保存在沈阳军区 CDC（沈阳 1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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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Culicoides (Beltranmyia) (Diptera: Ceratopogonidae)
from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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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species of Culicoides（Beltranmyia）, C.（B.） shenyangensis sp. nov. is described from Shen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in China.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C. pallidulus Yu, 1991, but distinctly different in the eyes with
interfacetal hairs, wing with 7 pale spots, without lateral spinae in distal portion of aedeagus, parameres with bases
separated of C. pallidulus Yu, 1991. Wing with pale sport of this new species is also somewhat similar to C. sibiricus
Mirzaeva, 1964, but is distinctly different in the antenna sensilla coeloconica present on segments 3-15, AR 1.7, and shape
of aedeagus and parameres of C. sibiricus Mirzaeva, 1964. The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enyang Command（Shenyang 1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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蠓科（Ceratopogonidae）属于双翅目（Diptera）的

微小型昆虫，至 2012 年世界蠓科已知有 5 个亚科

shenyangensis sp. nov.（图 1）

鉴别特征：翅长 1.00 mm，触角第 3、11、13、14 节

131 属 6 334 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吸血蠓种世界已

上有嗅觉器，触角比（AR，触角鞭节端部 5 节与基部

1 015 种，吸血蠓已知有 3 属 414 种 。辽宁省的蠓

2.22，翅有径中、径端 2 个淡斑；雄虫第 9 腹板膜有微

知有 4 属 1 719 种 ，中国蠓科昆虫文献记载有 39 属
［1］

［2］

类包括 4 亚科 6 属 56 种，吸血蠓有 3 属 50 种 。在鉴
［3］

定采自辽宁省沈阳市的吸血蠓标本期间发现了库蠓
属带纹亚属〔Culicoides（Beltrenmyia）〕一新种，沈阳

库 蠓 〔Culicoides （Beltranmyia） shenyangensis sp.
nov.〕，现描述如下。
1

8 节长度比）1.07，触须比（PR，第 3 节长度与宽度比）
毛，阳茎中叶端部有 1 对侧刺，阳基侧突近中部有窄
连接。

雌虫

翅：长 1.00 mm，宽 0.43 mm，前缘比（CR，前缘脉

与翅长度之比）0.58。

头部：两复眼分离，其宽度约为一小眼面的直

新种描述

径，复眼的小眼面间无柔毛，
有额横逢。触角各鞭节

沈 阳 库 蠓 ，新 种 Culicoides （Beltranmyia）

的相对长度为 18∶11∶10∶10∶10∶10∶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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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第 1～5 节的相对长度为 9∶17∶19∶10∶10，第 3 节

近中部粗大，有 1 个近半圆形的感觉器窝，PR 2.00。
唇基片鬃每侧 2 根。
胸部：翅浅暗色，有 2 个淡斑，径中淡斑覆盖径 1
基部 1/3 和径中横脉，
径端淡斑位于径 2 室外侧，径 2

室暗色。翅面大毛遍布，基室有大毛。后足胫节端
部长鬃 4 根，第 1 根最长，梳齿 16 枚，各足 TR 和 F～T
值见表 2。

表 2 沈阳库蠓各足 TR 和 F～T 值（雄虫）
Table 2 The TR and F-T of all legs of C.（B.）shenyangensis
sp. nov.（♂ ）
TR 值

足
前

75∶68∶33∶20∶13∶10∶11

1.63

83∶81∶39∶24∶15∶ 9∶10

2.00

中
后

F～T 值

1.65

89∶84∶44∶22∶14∶ 9∶10

腹部：尾器第 9 腹板后缘中部凹陷宽，弧形，膜

注：a. 额部（front）；b. 触角（antenna）；c. 触须（maxillary palp）；

d. 翅（wing）；e. 受精囊（spermatheca）；f. 尾器（hypopygium）；g. 阳基
侧突（parameres）

Figure 1

图 1 沈阳库蠓，
新种
Culicoides（Beltranmyia）shenyangensis sp. nov.

15∶18∶22∶26，AR 1.07，触角第 3、11、13、14 节上有

有微毛。第 9 背板后缘中部呈“U”形凹陷，有 1 对丘

状突起，侧突发达，尖角状。抱器基节粗壮，背踝呈
指状突，腹踝缺如；端节略直，端部稍向内侧弯曲。
阳茎中叶近锥形，阳茎拱高约为阳茎中叶总长的
2/5，端部有 1 对侧刺。阳基侧突基部粗壮，近凤头

嗅觉器。触须第 1～5 节的相对长度为 10∶21∶20∶

状，近中部有细的连接，
中部粗，端部变细并弯曲。
模式标本：正膜♀，副模 2♂ ，采自辽宁省沈阳

窝，PR 2.22。唇基片鬃一侧 3 根，另一侧 2 根，头高

阳军区 CDC。

6∶10，第 3 节近中部粗大，有 1 个近半圆形的感觉器
150 μm，喙 长 120 μm，喙 头 比（P/H）0.80，大 颚 齿

市苏家屯区，1978-08-21。新种模式标本保存在沈
本 新 种 与 浅 暗 库 蠓（Culicoides pallidulus Yu，

8 枚，
小颚齿 10 枚。

1991）［4］相近似，但后者复眼的小眼面间有柔毛，翅

基部 1/3 和径中横脉，
径端淡斑位于径 2 室外侧，径 2

离与本新种明显不同。本新种的翅斑与西伯利亚库

胸部：翅浅暗色，有 2 个淡斑，径中淡斑覆盖径 1

室暗色。翅面大毛遍布，基室有大毛。后足胫节端
部长鬃 4 根，第 1 根最长，梳齿 15 枚，各足跗节比

（TR）和 F～T 值见表 1。

表 1 沈阳库蠓各足 TR 和 F～T 值（雌虫）
Table 1 The TR and F-T of all legs of C.（B.）shenyangensis
sp. nov.（♀）
足
前
中
后

TR 值

F～T 值

1.93

60 ∶58∶29∶15∶10∶8∶9

1.69

73∶ 70∶36∶21∶12∶8∶9

2.43

75∶ 73∶37∶17∶12∶8∶9

腹部：有发达的受精囊 1 个，椭圆形，85 μm ×

55 μm。

雄虫

翅：
长 1.05 mm，宽 0.40 mm，CR 0.52。

头部：两复眼的小眼面间无柔毛。触角各鞭节

的相对长度为 32∶16∶16∶14∶14∶14∶14∶14∶14∶

17∶38∶29∶31，触角第 3、11、12 节上有嗅觉器。触

有 7 个淡斑，阳茎中叶端部无侧刺，阳基侧突基部分
［2］
蠓（Culicoides sibiricus Mirzaeva，1964）
也相近似，但

后者的触角嗅觉器分布在第 3～15 节，AR 1.7，阳茎
中叶和阳基侧突的形状与本新种明显不同。
2

讨

论

库蠓属（Culicoides）是世界已知 4 个吸血蠓属中

最大的类群，包括 30 亚属 1 402 种，占世界 4 个吸血

蠓 属 已 知 1 764 种 的 79.48%［5］，其 中 带 纹 亚 属

（Beltranmyia）有 40 种［1］。中国库蠓属文献记载有 12

亚属 305 种，其中带纹亚属包括 32 种［2］。依据 The
subgenus classification of species of Culicoides ⁃
thoughts and a warning，将我国库蠓属带纹亚属中的

荒 川 库 蠓〔C.（B.） arakawai〕、滴 斑 库 蠓〔C.（B.）
guttifer〕和 赫 氏 库 蠓〔C.（B.） hegneri〕3 种 归 属 于

Culicoides（Meijierehelea）亚属［5］，据此，我国的带纹

亚属实际有 29 种。近 10 年来，我国学者描述了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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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的密度控制在较低水平，但是鄂尔多斯长爪沙鼠
鼠疫自然疫源地动物鼠疫一直比较活跃，
宁夏、陕西
以及内蒙古等地的动物间疫情不断，
因此，应继续加
强鼠疫监测技术的更新，提高监测水平，
开展预测预
警，
严防邻近地区鼠疫的传入。
3.4

河北省鼠疫防治形式依然严峻

近年来，国家

积极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因此，河北省与北京、
天津市的经济日益密切，交流和融入日益广泛。且
随着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奥成功，国际人口将大量
涌入，
这将是对鼠疫防治水平和策略的挑战。因此，
基于上述情况，应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鼠
疫的防控工作：①储备充足的鼠疫应急防控物资，
确保一旦由疑似鼠疫病例或鼠疫病例的发生，能够
及时发现和处理疫情；②对高危人群进行定期监测；
③加强河北省鼠疫防控体系及应急队伍建设，对各
地医务人员强化培训，采取首诊医生负责制，一旦有
鼠疫病例或疑似病例，能够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及
时控制和迅速处理；
④加强宣传力度，
采用多种多样
的宣传方式，尤其是对进入疫区的旅游人群、当地
居民以及鼠疫防控重点县（市）的高危人群，使其知
晓和获得鼠疫防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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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 7 个新种

，以及本文描述的 1 新种，中国的

［6-12］

带纹亚属现知有 37 种。
A.

Worl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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