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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述了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林芝市首次发现的蚤目栉眼蚤科（Siphonaptera：Ctenophthalmidae）厉蚤属（Xenodaeria

Jordan，1932）和纤蚤属（Rhadinopsylla Jordan et Rothschild，1912）各一新种：
（1）厚永厉蚤，新种（Xenodaeria houyongi
sp. nov.），主要特征是：额鬃由 6 根骨化较深的刺鬃组成；雌第 7 腹板后缘的凹陷较小而浅，腹叶宽大并明显长于背
叶，背缘明显低于第 7 气门的高度；受精囊头部腹缘的凹陷位于中点，尾部末端具乳突。模式标本（仅 1 雌）于

2019 年 12 月采自林芝市墨脱县的农耕区（海拔约 1 200 m）的长尾大麝鼩体上。
（2）林芝纤蚤，新种〔Rhadinopsylla

（Actenophthalmus）linzhiensis sp. nov.〕，主要特征是：前胸背板栉刺共 18 根；雄抱握器可动突较直和细长，前、后缘对
称；第 8 腹板腹缘仅具 2 根鬃；第 9 腹板后臂端部亚背缘具 1 列刺形鬃；阳茎钩突端部呈指状。模式标本（仅 1 雄）于
2018 年 11 月采自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镇（海拔约 3 000 m）未定名鼠兔体上。
关键词：蚤目；栉眼蚤科；厉蚤属；纤蚤属；新种
中图分类号：R38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21.01.018

文章编号：1003-8280（2021）01-0085-04

A study of the taxonomy and fauna of Siphonaptera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China Ⅳ. Description of two new species
（Siphonaptera：Ctenophthalmidae）from Southeast Tibet，China
GONG Zheng-da1,2, XU Xiang1, LI Chun-fu1, WEN Xiang-bing3, ZI Jin-rong1
1. Yunnan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Yunnan Provincial Center of Arborvirus Research,
Yun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Control and Research, Pu′er, Yunnan 665099, China;
2. Yunnan Institute of Endemic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ali, Yunnan 671000, China; 3. Linzh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inzhi, Tibet 860100, China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30460124, 30860250)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wo new species from genera Xenodaeria Jordan (1932) and Rhadinopsylla Jordan et Rothschild
(1912) (Siphonaptera: Ctenophthalmidae), collected from Linzhi,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ere described. (1)
Xenodaeria houyongi sp. nov. Its main features are as follows: The frontal bristle consists of six spiniform bristles with
deep ossification; in females, the depression of the posterior margin of sternum Ⅶ was small and shallow, the ventral
lobe was wide and large and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e dorsal lobe, and the height of the dorsal margi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7th spiracle; the depression of ventral margin at the bulga of spermatheca is located at the midpoint,
and the hilla end has papillae. The holotype (only one ♀) was collected from the body of Crocidura dracula in a farming
area (at an altitude of about 1 200 m) of Motuo county, Linzhi in December 2019. (2) Rhadinopsylla (Actenophthalmus)
linzhiensis sp. nov. Its main features are as follows: It has a total of 18 pronotal combs; in males, the movable process of
clasper is straight and slender, with symmetrical front and rear margins; the sternum Ⅷ has only 2 bristles; the apex port
of posterior arms at sternum Ⅸ has a series of spiniform bristles; the end of uncinate process of the aedeagus is fingerlike. The holotype (only one ♂) was collected from the body of Ochtona sp. in a farming area (at an altitude of about
3 000 m) of Bayi town, Linzhi in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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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 蚤 属（Xenodaeria Jordan，1932）为 叉 蚤 亚 科

（Doratopsyllinae

Kishida， 1939） 叉

蚤

族

（Doratopsyllini Kishida，1939）下的一个小属，全世界

目前仅发现 3 种，即后厉蚤（X. telios Jordan，1932）、
窄 突 厉 蚤（X. angustiproceria Wu，Guo et Liu，1996）

和宽突厉蚤（X. laxiproceria Wu，
Guo et Liu，
1996）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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鬃组成。第 8 背板气门粗壮，整体前曲。第 8 腹板宽

大，端部钝圆和近端缘有 3 根小鬃。受精囊头部长

于尾部，尾端部具乳突。交配囊较直，长于受精囊。
肛锥长约为宽度的 2.8倍，
长端鬃约为肛锥长的 3.0倍，
肛锥端部背腹缘各具小鬃 1 根。

纤蚤属（Rhadinopsylla Jordan et Rothschild，1932）为

纤蚤亚科（Rhadinopsyllinae Wagner，1930）的一个大
属，目前全球已知有 70 多种，我国已知约 35 种（亚

［1］
种）
。近年来，在西藏自治区（西藏）东南部蚤类区

系调查中采获 1 批标本，其中发现上述 2 属各一新
种，现分别记述如下。
1

厚永厉蚤，新种 Xenodaeria houyongi Gong，Xu

et Zi sp. nov.

鉴别特征（仅雌）：额鬃由 6 根骨化较深的刺鬃

组成；第 7 腹板后缘的凹陷较小而浅，腹叶宽大并明
显长于背叶，背缘的高度明显低于第 7 气门；受精囊

头部腹缘的凹陷位近中点，尾部的末端具乳突等主
要特征易与该属所知的后厉蚤、窄突厉蚤和宽突厉
蚤 3 种区别。

形态记述

头部（图 1）：额突较小，位于额缘下 2/5 处。颊

栉由 4 根组成，整体的基线排列较直，除第 4 刺末端

Figure 1

略尖外，其余 1～3 刺的末端钝圆。额鬃 1 列，由 6 根

图 1 厚永厉蚤，新种，雌（正模）：头和前胸
Xenodaeria houyongi sp. nov. ♀ （holotype）：Head
and prothorax

骨化较深的刺形鬃组成，其中近额缘中段（第 3 刺）

的 1 根粗短且末端钝圆。眼鬃 3 根。后头鬃 3 列：3、
5、6 根组成。触角柄节具 5 根小鬃，梗节后缘具 5 根

小鬃，最长者可达鞭节 3，鞭节有 9 节。下唇须 5 节，
其长达前足基节约 3/5 处。

胸部：
前胸背板背缘宽度约为腹缘宽度的 2.5 倍；

栉刺共有 16 根，整体刺基线呈弧形强凸，除第 1 刺直
和末端较尖外，其余各刺均背向上弯和末端钝圆；具

鬃 1 列，由 10 根大鬃组成（图 1）。中胸背板具假鬃
共 7 根。后胸背板无端刺；后胸后侧片具鬃 2 列共

4 根。前足基节外面鬃数约 38 根。后足基节内面约

有 18 根小鬃。前、中、后足胫节后缘缺切均为 6 个。

注：a 表示生殖腹节（modified segments of abdomen）；b 表示第 7
腹板后缘变异（ variations of posterior St. Ⅶ）。

中、后足第 5 腹节各具 5 对侧栉鬃，但其中第 2 对均

Figure 2

后足胫节外侧具不规则的 3 列鬃，共约 17 根。前、
明显内移至腹面。后足第 2 跗节长约与 3、4 跗节长
度之合相等，其长端鬃可伸达第 3 跗节的末端。

腹部：第 1～7 腹节背板各具 2 鬃列，2～7 背板

主鬃列在气门之下均有 1 根鬃，各气门小而末端尖。
第 1～6 背 板 后 缘 端 齿 ：2、2、2、2、2、0 个 。 臀 前 鬃
3 根，中位者最长，上位者最短。

变形节（图 2）：第 7 腹板后缘凹陷较浅而小，腹

叶宽大并明显大于和长于背叶；具鬃 1 列，由 4 根大

图 2 厚永厉蚤，新种，雌（正模）
Xenodaeria houyongi sp. nov. ♀（holotype）

正模 1 雌（体长 2.0 mm）。于 2019 年 12 月采自

西 藏 墨 脱 县 ，海 拔 约 1 200 m 的 长 尾 大 麝 鼩

（Crocidura dracula）体上。标本保存在云南省寄生
虫病防治所。
词源：为纪念吴厚永教授在中国蚤类区系研究
上做出的杰出贡献，特将新种命名为厚永厉蚤（X.
houyongi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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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纤蚤，
新种 Rhadinopsylla（Actenophthalmus）

linzhiensis Gong，Li et Wen sp.nov.（图 3～
～6）
鉴别特征（仅雄）：新种额突发达前凸呈角状，

位于额缘近中点处；颊栉有 5 个刺；下唇须 5 节，长不

超过前足基节末端等特征应归属于角头纤蚤亚属

（Subgenus Actenophthalmus）无疑（图 3）。其雄抱握
器可动突较窄长，端部前缘无骨化齿突；第 8 腹板后

缘明显凸出腹缘和背缘几乎呈直线；第 9 腹板后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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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图 3）：额突明显前凸，位近额缘中点稍下

处，额突至口角的距离略大于口角至第 1 颊栉基部
距离。颊栉具 5 根刺，其中 4、5 刺明显前移并形成基

线整体向前弯曲，各颊栉末端略尖。额鬃 1 列 5 根。
眼鬃 2 根，其间还分布有 4～5 根小鬃。后头鬃 3 列：
5、6、7 根。触角鞭节 7 节。下唇须 5 节，长达前足基
节约 4/5 处。

胸部：前胸背板背缘宽度窄于腹缘的宽度，约与

背缘具刺鬃等特征与本亚属中见于日本分布的日本

背栉长度相当；前胸栉刺共 18 根，整体较直和末端

Jameson，1956〕 颇为近似，但新种前胸栉刺有 18 根

共 4 根。后胸后侧片鬃 2 列：3～4、2 根。前足基节

纤 蚤 〔Rhadinopsylla （Ac.） japonica Sakaguti &
［4］

而非 14 根；各颊栉刺基部排列较疏，第 5 颊栉刺形态

正常而非特别宽短（图 3）；抱器不动突较窄长而非
宽短、可动突较直而非前曲；第 9 腹板后臂刺鬃成列
分布于端部亚背缘而非在基部成簇分布，以及中央
无骨化横脊；阳茎钩突呈指状等特征（图 4），均可与
后者及该亚属其他种类鉴别和区分。

尖，具鬃 1 列共 10 根（图 3）。中胸背板后缘具假鬃
外 面 具 鬃 约 33 根 。 后 足 基 节 内 面 具 小 棘 鬃 约 22
根。前、中、后足胫节后缘各具 6 个缺切。后足胫节

外面具鬃 1 列约 7 根。前、中、后足第 5 跗节各具侧

鬃 4 对。后足第 2 跗节长约与 3、4 跗节长度之合相
等。端鬃长达第 3 节的亚末端。

腹部：
第 1～6 背板具鬃 2 列，
第 7 背板无鬃。2～

此外，新种的抱器不动突和可动突的形状、第 8

6 背板主鬃列在气门下各有 1 根鬃。气门小而末端

征也与藏东南相毗邻，仅见分布于滇西北山地的中

变形节（图 4、5）：第 8 腹板宽大，后缘明显凸出

腹板形状及其鬃数较少、第 9 腹板后臂具刺鬃等特

圆。第 1～6 背板端齿数为 8、8、8、9、6、3 个。

华纤蚤亚属（Subgenus Sinorhadinopsylla Xie，Gong et

于腹缘，近腹缘具 2 根鬃（图 5）。第 8 气门大、端部

Duan，1990〕 较相似，但两者之间可根据颊栉和前

动突等高；不动突整体较窄，末端钝；基节臼鬃 1 根，

Duan，1990）的 雷 氏 纤 蚤〔R.（Si.）leii Xie，Gong et
［1,5］

胸栉刺数量的多或少、第 8 气门的形态、第 9 腹板后

臂的形态特征和刺鬃的组成及分布状况、阳茎钩突
的形状等特征予以区分。
形态记述

图 3 林芝纤蚤，新种，雄（正模）：头和前胸
Figure 3 Rhadinopsylla linzhiensis sp. nov. ♂（holotype）：
Head and prothorax

明显扩张呈帚状。可动突较直和窄长，末端约与不
位于抱器体后缘近可动突基部；柄突较宽短；前内突

较高，整体约等宽，末端截状（图 4）。第 9 腹板后臂
端半部膨大，最宽处位于中部，亚背缘具 1 列刺鬃

（共 7 根），端部和亚腹缘具小鬃约 23 根（图 4）。阳

Figure 4

图 4 林芝纤蚤，新种（正模）：雄变形节
Rhadinopsylla linzhiensis sp. nov. ♂（holotype）：
Modified abdominal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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