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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记述采 自广西状族 自治区大青山及大瑶山地区蚱科昆虫 4新种，即龙州蚱 Tetr／．z／ongzianuens／s 

SO．∞v．、广西拟台蚱 Formosatett~ guangxiensis SO．n[w．、黑胫真长背蚱 Euparatettiz nlgritlbls SO．∞v．及长翅 

拟真长背蚱 Euparate~tLroideslongipennls SO．n[w．。 

关t词：直盟且i韭叠；新种；广西 
中田分类号：Q969．26— ii 孺 A 文章编号：0254 5853(2000)02—0144—05 

l998年 8～10月，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青山及大瑶山地区进行蚱总科的 

调查，采到的标本经鉴定，发现有蚱科昆虫 4新 

种，现记述如下。模式标本保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动 

物研究所。 

1 龙州蚱。新种 Tetrixlongzhouensis sp． 

nov．(图 l～2) 

雌性 体小型，粗胖。头顶较狭，其宽度与一 

眼近等宽，前缘平直，不突出于复眼之前，侧缘明 

显反折．中隆线明显；侧面观，头顶与颜面隆起形 

成钝角形；颜面隆起在复眼前直，不凹陷，在触角 

基部之间突出，颜面隆起纵沟在触角之间的宽度与 

触角基节等宽。触角着生于复眼下缘之间 (已断落 

留有2节)。复眼圆球形 ，侧单眼位于复眼前缘的 

中部。前胸背板侧面观．上缘在肩部之前略隆起， 

向后较平；前缘平直，中隆线全长明显，侧 隆线 

在沟前区明显，平行；肩角钝圆角形．向后略收 

缩；前胸背板后突到达舡上板中部．刚达后股节膝 

部，顶尖；前胸背板背面在肩部之间具稀疏瘤突． 

肩部之后部分略凹陷；前胸背板侧片后缘具 2凹 

陷，后角顶圆形。前翅长卵形，顶圆。后翅短缩， 

仅达后足股节2／3处，而不到达后突的顶端。前足 

股节下缘平直，具许多长毛．中足股节下缘略波 

状 ，中足股节的宽度略宽于前翅能见部分的宽度。 

后足股节较粗短，长为宽的 3．7倍，上侧中隆线具 

收蔫日期：1999—04—26；謦改蔫收到日期：1999—06—17 

图 1--2 龙州蚱 TetrLrlongzhouensis sp n∽ 

1．整体背面观(早．dorsal r)；2．整体僖面理(旱，latend 御)。 

细齿．膝前齿大．锐角形．膝齿直角形，下侧中隆 

线具细齿。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7个，内侧具剌 6-- 

7个。后足跗节第 1节略长于第 2、3节之和，第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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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节下之 3垫近等长，顶尖锐。下生殖板后缘中央 

三角形突出 产卵瓣粗短，上下瓣均具细齿。 

体黄褐色、暗褐色。后翅暗褐色。前、中足股 

节具2个不明显暗色斑，胫节具 2个黑色横斑，第 

1跗节黑色，第 2跗节基部和端部黑色。后足股节 

黄褐色，上膝侧片暗红褐色。后足胫节黑色，中部 

具 2个白色横斑。后足第2跗节黑色，第 3跗节端 

部黑色。 

雄性 体较雌性为小。体色与构造同雌性，下 

生殖板短锥形。 

体长 10mm，旱11～12mm；前胸背板长： 8 

mm，g9-10mrfl；肩宽： 3n1I11，旱41Tzm；后足股节 

长： 6mm，旱6～7mm。 

正模旱，广西：龙州(弄岗)，1998一X一11，蒋国 

芳采；副模1 、2旱旱，广西：龙州(陇呼)300～400 

m，1998一X一9，蒋国芳采。 

本新 种近 似 于粗 股 蚱 Tetrix grossifemura 

Zheng et Jias~1998，主要区别如下： 

g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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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1 emura 』 n 』“n 姗  0删  s 

2 广西拟台蚱，新种 Formosatettixoides 

guangriensis sp．nov．(图 3-4) 

雌性 体小型，粗壮。头顶不突出于复眼之前， 

其前缘与复眼前缘平 ，侧缘略反折，具中隆线，头顶 

的宽度与一眼近等宽；侧面观，头顶与颜面隆起形成 

钝角形．颜面隆起在触角基部之间略突出，纵沟宽， 

略宽于触角基节宽。触角丝状，13节，中段节长为 

宽的3～3．5倍，触角着生于复眼下缘之问 复眼近 

球形，侧单眼大于中单眼，位于复眼前缘的中部 前 

胸背板呈屋脊形，中隆线较高，侧观上缘近平直，自 

肩部向前略弧形；前缘平直，与复眼后缘相接；前胸 

背板后突到达后足股节 2／3处，而不达腹部顶端，端 

部较尖；侧隆线在掏前区明显，较突出，平行；肩角钝 

角形；前胸背板侧片后缘仅具 1个凹陷，后角向下， 

顶圆形；后突下缘平直，侧隆线弯曲。缺前翅，后翅 

明显。前、中足股节具稀疏长毛，下缘明显波状。后 

足股节粗短，长为宽的2倍 ，上侧中隆线具细齿；膝 

前齿略突出，不明显，膝齿大，直角形，下侧中隆线亦 

具细齿。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9个，内侧具刺 7个 

第 1跗节下之 3垫近等长，顶尖。产卵瓣粗短，上产 

卵瓣长为宽的2倍，上、下瓣均具细齿；下生殖板中 

部具隆脊，后缘中央三角形突出。 

体黄褐色。触角黄褐色，端部 2节黑色。前胸 

背板中部两侧具 1对长方形黑斑，在黑斑外缘具 1 

圆形褐色斑。前、中足股节具 2个不明显黑褐色横 

斑，胫节具 2个明显黑斑，第 1跗节黑色，第 2跗节 

黑色，中部具 1淡色斑。后足股节黄褐色，外侧具不 

明显暗色纹，内侧黑色，具淡色膝前环；后足胫节褐 

色，中部和端部具 2个黑色斑。 

雄性 未知。 

体长：旱14～15眦n；前胸背板长：旱5．5～6．0 

FOJTI；后足股节长：旱6．0--6．5nml口 

正模旱，副模 i旱，广西：龙州(陇呼)3o0～400 

m，1998一X一9，蒋国芳采。 

本新种近似于湖南拟台蚱 Formosatettixoides 

图 3-4 广西拟台蚱 R 枷眦 f 愕 m 

蚰 ．nov一 

3整体背面观(旱，dorsalⅥ w)；4整体侧面观(早，~erai,A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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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ensis Zheng Fu 1992．主要 区别如下 

妻 ．宝 要 ．妻 
hunaneasis guang~ 

3 黑胫真长背蚱，新种 Euparatettix nig,i． 

tibis sp．nov．(图 5～6) 

雄性 体小型，细瘦 头及复眼突出于前胸背 

板水平之上 头顶狭于一眼宽，前缘弧形，略突出 

于复眼之前，侧缘略反折，中隆线明显，到达后 

头；颜面隆起侧面观自头顶到中央单眼之间成弧形 

隆起，中纵沟伸至侧单眼之上，纵沟在触角之间的 

宽度与触角基节等宽 触角丝状，细长，13节， 

着生于复眼下缘之间。侧单眼位于复眼前缘的中 

部 复眼圆球形。前胸背板细长，中隆线低，侧面 

观背板上缘近平直，仅近前端略隆起；前缘平直， 

侧隆线在淘前区明显，平行；后突狭长锥形，超过 

后足股节顶端而达后足胫节中部或 3／4处，背板超 

出后足股节顶端部分的长度为3兀1m；肩角钝角形； 

侧片后缘具 2凹陷，后角向下，顶圆形。前翅长卵 

形，顶圆形。后翅极长，超过后突的顶端，超出部 

分长 1．6～2．5 n1m，并超过后足胫节的顶端 前、 

中足股节下缘平直，中足股节的宽度狭于前翅能见 

部分的宽度．中足胫节不向端部收缩。后足股节长 

为宽的4．3倍，膝前齿直角形。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6～7个，内侧具刺6～7个。后足跗节第 1节长度 

为第 2、3节之和，第 1跗节下之 3垫近等长．顶 

尖。下生殖板短锥形 

体暗褐色。头部灰白色，头顶部暗褐色。触角 

褐色，第8～I3节黑色。前胸背板背面暗褐色，肩 

部后具 1对黑色斑纹，侧片下半部灰白色 后翅黑 

色，近端半部具 1列白斑。前、中足殷节及胫节均 

具2黑色横斑，第 1跗节黑色，第 2跗节端部黑 

色。后足股节上侧、外侧暗褐色，具2黑色横斑， 

下侧黑色，内侧黑色。后足胫节黑色，近基部具 1 

白环 后足第 2跗节黑色，第3跗节端部黑色。胸 

部及腹部腹面灰白色。 

图 5～6 黑胫真长背蚱 Euparatett~T nigritibis 

sp．nOV· 

5 整体背面观 ．d0rsa【view)；6．整体侧面观 ，lateral vlew) 

雌性 未知。 

体长： 6．0～6．5兀1m；前胸背板长： 8～9 

mm；后足股节长 ： 4～5 nm 

正模 、副模 3 ，广西：龙州(陇呼)，300～ 

400m，1998一X一9，蒋国芳采。 

本新种近似于瘦真长背蚱 E“paratettix varia． 

bilis(Bolivar，1887)，主要区别为后足胫节黑色，后 

翅黑色并具 1列白斑。 

4 长翅拟真长背蚱．新种 Euparatettixoides 

Iongipennis sp．nOV．(图 7～8) 

雄性 体小型。头部高出于前胸背板水平之 

上。头顶较狭．突出于复眼之前．其宽度略狭于一 

眼宽，侧缘反折，中隆线明显。颜面隆起侧观与头 

顶形成角形，在触角基部之间弧形突出；颜面隆起 

纵沟在触角之间的宽度略狭于第 1触角节的宽度。 

触角丝状，着生于复服下缘之间 (已断落留有 2 

节)。复眼圆球形 ，突出于前胸背板之上。侧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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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长翅拟真长背蚱 Euparatettizoides longi- 

penm~sp．i]ov 

7 整体背面观 ，dorsal vaew)；8．整体侧面观 ，lateralview)。 

位于复眼前缘的中部 前胸背板屋脊形，中隆线较 

高，略片状，侧面观上缘近平直；前缘平直，后突 

楔状，顶尖，略不到达或刚到达后足股节的顶端； 

侧隆线在沟前区明显，平行；肩角钝角形；侧片后 

缘具 2凹陷，后角顶圆形。前翅长卵形 ，顶圆形。 

后翅发达，超过前胸背板后突的顶端。前、中足股 

节下缘近平直，中足股节的宽度明显宽于前翅能见 

部分的宽度，中足胫节不向顶端变狭。后足股节粗 

短，长为宽的2．5倍，上侧中隆线具细齿，膝前齿 

尖锐．外侧不具结节或瘤突，下侧 中隆线亦具细 

齿。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9个，内侧具刺 6个。后足 

第 l跗节的长度为第 3跗节长的 1．25倍，第 l跗 

节下之第 l、2垫顶钝，第 3垫大于第 l、2垫。下 

生殖板短锥形。 

体暗褐色。前胸背板前半部暗褐色，在肩后部 

分黑色，上具 2白色斑，后半部淡褐色。前、中足 

股节及胫节具 2黑色横纹，第 l跗节黑色，第 2跗 

节端部黑色。后足股节上侧、外侧具2黑色横纹， 

下侧黑色，内侧下半部黑褐色，上半部谈色。后足 

胫节褐色，上具2黑斑．第2跗节黑色，第 3跗节 

端部黑色．． 

雌性 未知。 

体长： 6～7 m121；前胸背板长： 5～6 m121；后 

足股节长： 4．0--4．3 FDII1。 

正模 ，副模1 ，广西：金秀(六拉)，1 200～ 

1 30oITI，1998一Ⅷ一9，蒋国芳采。 

本新种近似于广西拟真长背 蚱 Euparatet— 

ti．~oidesguang．Tiensis zheng 1994，主要区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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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UR NEW S眦 Ⅱ 邮 TETlHIGⅡ)AE RoM GUANGⅪ  

(Orthoptera：Tetrigoidea) 

ZHENG Zhe-min dlANG Guo-fan 

(Institute ofZoology， 一 N~ na[D~vPrdgy，Xfan 710062，C~ina) 

Abstract：In the present paper．foLlr new species of 

Tetrigidae from Guangxi are described Type speci— 

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etrix longzhouensis sp．nov．(Hgs．1—2j 

This new species is allied to Tetrergrossifemura 

Zheng et Jiang 1998，but differs in：1)in profile，up— 

per margin slightly protruding before the shoulder， 

then nearly straight backward；2)hind process of 

pronotum not roaching the top of hind femur；3)hind 

wing only reaching two-thirds of hind femur；4)hind 

tibia bhck，with two white rings in middle part． 

Length ofIxxly： 10 rftnl，旱ll一12IT1／32． 

Length of pronotum： 8mm，g9—10lnn1． 

width of shoulders： 3 rfaTl，g4 rfaT1． 

Length of hindfemur：~6nm1．g6—7mm． 

Holotype：旱，Guangxi：Longzhou(Longgang )， 

106～8 E，22。3 N，ll—X 一1998，collected by Jiang 

Guo-fan；paratypes 12'，2-I-旱，Longzhou(Longhu)， 

106。7 E，22。5 N．9 X 一1998，collected by Jiang 

Guo-fan． 

Formoe~tetti．,coides guangxiensis sp．iio~．(Figs．3—4) 

This new species is related to Form~satettixoides 

“̂，勰删  Zheng et Fu1992．but differsin；1)width 

of vertex as wide as 8／1 eye；2)hind process of prono— 

tuna roaching two-thirds of hind femur；3)elytra ab— 

sent，hind wing distinct；4) hind femur short and 

stout，its length two times its width；with fine teeth on 

the upper andlower keels of hindfemur；5)ovipositor 

stout and short；6)hind tibia brown，with two black 

bandsinthemiddle andtop． 

Length ofIxxty：早14—15mm：length of prono— 

turn；旱5．5—6mm；length of hind femur：旱6—6．5 

rftn1． 

Holotype旱，paratype旱。Gu~gxl：Longzhou 

(Longhu)，300—400 m，106。7 E，22。5 N，9一X一 

1998，collected by Jiang Guo-fan ． 

Eulxu~tettix nigritibis sp．11o~．(Figs．5—6) 

T his D_ew species is allied to Euparatettix zaari— 

abilis(13olivar 1887)，but differs by the hind fibia 

black，hind wi ng black，wi th a series white spots near 

thean teriorma n． 

Length of Ixxty： 6—6．5 mill；leng th of prono— 

rum 8—9mm；length of hind femur：~4—5 rnn1． 

Holotype g paratypes 3 g g Guangxi：Long— 

zhou(Longhu)，300—400m，106～7 E，22。5 N，9一X 

一 1998．mllected by JiangGuo-fan 

风l m t讧 d∞Dngipennis sp．nov．(Figs．7—8) 

This new species is related to Euparatettixoides 

guangxiensis Zheng 1994．but differs in；1)width of 

vertex slightly neqlTower than an eye；2j pronotum tec— 

tiform，median ked high，lobe like；3)without a pair 

of short longitudinal keels；4)hind wing reaching be— 

yond the hind process of pronotum；5)anterior half of 

pronotum dark brown，posterior half light brown ，wi th 

a blacl【broad band behind the shoulder 

Leng th of body： 6—7 mm；length of prono— 

tl】m： 5—6 mm；leng th of hind femur： 4—4．3 

m m ． 

H山 typ ，pamtyp ，Guangxi：Jinxiu，1 200— 

1 300m．110。2 E，24 75 N，28一Ⅷ 一1998，collected 

by Jiang Gu@f~ 

Key wol~ ：Orthoptera；Tetrigidae；New species；Gumt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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