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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杜隧蜂属研究及新种记述 

(膜翅目：蜜蜂总科，隧蜂科) 

吴 燕 如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杜隧蜂属 Dufourea是杜隧蜂亚科 Dufoureinae的一个属。 其主要特征是雌性触 

角粗短，雄性触角长度一般不超过胸部，各节表面正常；中足距端部尖，栉不明显；雄性腹 

部第 6腹板端部三齿状；第 7背板具臀板；第 7腹板端部分叉，被羽状长毛；生殖刺突细 

长，与生殖突基节分离，阳茎基腹铗宽而扁平，不活动；中足及后足腿节及胫节正常，不 

特 化。 

中国过去 曾记载有三种杜隧蜂 ，即高原杜隧峰 Du[ourea metallica Mor．青海杜隧 

蜂 DuJourva arma；a Popov及变色杜隧蜂 Dutourea versicola Alfkena 本文记述了云 

南杜隧蜂 D o~rca yunna~ensis sp．nov．绿光杜隧峰 Dufourea chlora sP·IIOV．，西藏杜 

隧蜂 Du]ourea tibe；ensis sp．110V．，丽江杜隧蜂 Dutourea l1]ian~ensls sp．n0v．，拟高原 

杜隧蜂 Dufourea pseudometallJca sp．nOV．5个新种，连同过去已记录的种类，我国共有 

8种，均分布于青藏高原及横断山高海拔地区(图 1)。 模式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社隧蜂属主要分布于旧北区，少数分布于新北区。据 Ebmer(1 984，1987)记载旧北 

区 28种，分布于欧iIIj沿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及巴尔干半岛各国及苏联中亚部分的共 

有 9种 ，分布于非洲北部(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及埃及等国)的 i1种，分布于亚洲 

(土耳其、以色列、阿拉伯、中国)的 9种。本属在 旧北区的西欧及南欧山区、亚洲的阿拉 

伯、中国西北及西南高山地区和北非的间断分布的事实，进一步说明非i}lj大陆块与亚{=}}{大 

陆块间的联系，特别是阿拉伯半岛是沟通北非及欧亚大陆的桥梁。 

云南牡隧蜂 Dufourea yun~anenslg新种 

雄体长 6mm。黑色，头及胸部具紫铜色光泽，腹部具绿色光泽。头部(图 2)宽稍大于 

长；上唇光滑；唇基具密刻点；额唇基区中部光滑，两侧具稀刻点；触角窝间翔点密；颧凹， 

具纵皱，中央具纵脊；复眼内侧稍凹，被粗大而稀的刻点；颜面位于额唇基区外侧各具一平 

捐小区；颅顶及单眼周围刻点密，单眼屠刻点较稀；单眼至颅顶与单眼至复眼的距离为 

l：2；颊与复眼等宽；中胸背板刻点较稀，中部点间距大于点的直径；触角(图 3)长达小盾 

片，第 1鞭节稍短于第 2节，以下各节等长，向顶端逐渐加粗；并胸腹节长于小盾片，表面 

车文于 1987年 8月收剐。 

车文撼图均由崔云琦同志复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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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细纵皱，端缘光滑；腹部背板光滑，第 2～4节背板仅具数个浅刻点；第 7背板具臀板(图 

})，第 6—8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5—9。体黑色，触角下表面、翅脉、腹部背板端缘黑褐 

色。体毛稀少，唇基密被自色长毛；触角窝周围、颊、胸部下表面、足、腹部腹板均被稀的白 

毛；唇基基部、颜侧及颅顶两侧、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均被稀的黑毛。 

9 

圆 2一 lo 云南杜 隧蚌 Dxloxrra，_ 期 “，5p．n0v- 

2—9．雄性； 10 雌性 

2． 部； 5．触角； 4一臀扳； 一第 6腹板； 6．第 7睫扳； 7．弟 8腹坂； 

B．生殖节； 9．生殖刺突显阳茎基瞳铗蝌面册； 10．雌虫头部 

雌体长6—7mm。似雄性，主要区别为：唇基刻点粗大而稀，不均匀，基部及端缎光 

精；体毛较密，唇基端缘及触角窝周围被灰黄色毛；唇基、颅顶及胸部被黑毛，颊、胸衄0、足、 

姨部腹板被白毛；后足腿节白毛较长，胫节被整齐的白色长毛，外侧被烟褐色毛。 

正模 ，云南小中旬，2900m，i 984．VII 7，范建国采自断续 Crepis 口 sif 

Franch。 

配模 9，副模l ，239 9，地点同上，植物同上。小中甸，2200m，i 984．VIII．2，1 9， 

中甸上营村，2900m，1984 VIII．7，范建国采自断续及萎陵菜 Potentilla sp．。 

本种近似膏海牡隧蜂 Du[ourea 4r a“ Popov，主要区别为：腹部绿色，非具铜紫 

色光泽；唇基密被刻点，非光滑和具稀刻点；第 6腹板端部、第 7—8腹板及生殖节均不 

同。 

绿光杜隧蜂 Dufoarea ehlora新种 

雌体长 8ram。黑色，头、胸及腹部具绿色光泽；上颚端半部红褐色；触角端半部黄褐 

色 ；翅基片及翅脉黑褐色。头部(图 1)长大子宽；颅顶方 ，上颚二齿 ；触角第 l鞭节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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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节；l一3鞭节等长，第 4节长于 l一3节，5～8节等长；唇基基部具较大麦 点，端半部几 

无刻点；触角窝外侧刻点稀；额区刻点小而密；颅顶边缘刻点密，复眼顶端之上光滑具稀刻 

点；中胸背板刻点小浅而稀，基部稍密；并胸腹节中 

央小区与小盾片等长，表面具细密纵皱；腹部第 l 

节背板光滑，几无刻点；第 2—5节背板光滑，基部具 

细小刻点，亚端部刻点极稀，端缘光滑。体毛少，以 

灰黄色毛为主 ，仅唇基及中胸背板被稀的黑褐色毛； 

后足胫节毛长而密，外侧基部毛烟色。 

正模 ，四川 ，康定六 巴，3450m，I982．1X．9，张 

学忠 采。 

本种近似青海杜隧蜂 Du~ourea口r，，I口Id Popov， 

主要区别为：头部较长，体光滑，头及胸部具绿色光 

泽，非头部具蓝色光泽等。 

丽江牡隧蜂 Dll ll a Zi an n0i|新种 

雄体长 6ram。体黑色，具铜色光泽；唇基、额唇 

基区、颜侧(触角窝以下)闪蓝色光泽；腹部 l一{节 

背板端缘褐色，头部(图 l2)唇基刻点密，点间距小 

于刻点直径；额唇基两侧刻点似唇基，中央光滑无刻 

图 lt 绿 光杜隧蜂 D f。 rf·cklor~ 

sP．Ⅱ0v． 头 

点；颜侧(触角窝以下)刻点粗大且稀，靠近额唇基一侧光滑；颧侧及颅顶刻点较稀，单眼与 

颅顶边缘间光滑；单眼至复跟的距离与单眼至颅顶边缘距离的比例为 4：3；触角第 1鞭节 

与第 2节等长；中胸背板刻点似颅顶，中部较稀；并胸腹节中央小区具细纵皱；腹部背板光 

滑，第 l节几无刻点；2—5节背板中央光滑，两侧具大而稀的劐点；l一 节背板端缘具宽 

的压平带；第 6腹板端部中齿较长(图 1 3)；7—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一l6。体毛以灰白 

色为主；唇基密被白色长毛；颜侧、触角柄节、颅顶及颊均被稀的黑褐色毛；颊边缘臣颅顶 

边缘杂有白毛；中胸背板前缘及胸侧毛灰黄色，背板表面以黑褐色毛为主，杂有灰黄色毛； 

腹部毛稀少，两侧被极稀的灰黄色毛，端节毛较密且长。 

图 12一I6 丽江扛隧蜂 DuJoar~a li~iangca sP．D0v． 

：-头鄙； l -第 6腹扳蜡帮突起； ¨．第 7腹振； 1 ．弟 8腹扳； I6．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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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模 ，云南 ，丽江拉美荣 2800m，1 984．VIII．1 2，范建国采。 

本种近似青海杜隧蜂 D．armata Popov，主要区别为：第 6腹板端都突起细长，中 

齿较长；触角第 1与 2鞭节等长，非第 1鞭节短于第 2节；礁部背板光滑刻点极稀等。 

西藏杜隧蜂 DufoHre口 Hbetensis新种 

Dufourea a rmata，具燕如，1982，见《西藏昆虫 第 2册，P．393(部分)，不是 Popov．I9 9．西藏。 

雌体长 6—7mm。体黑色，唇基闪铜色光泽，颤例(触角窝以下)闲紫色光泽，额唇基 

区、胸部背板及腹部背板闪绿色光泽；腹部 1—4节背板端部黄褐色。唇基光滑仅 中部及 

基部具数个大 点；额唇基区中部光滑，两侧具细密小刻点；颤倒(触角窝以下)具稀的大 

刻点，余各部分具细密小刻点；侧单眼至复眼距离与侧单眼至颅顶边缘的距离与侧单眼闻 

的距离为 B：3：{；胸部刻点细小，较颅顶稍稀；触角第 1鞭节稍长于第 2节，但短于 2+ 3； 

井胸腹节中区具细皱；腹部第 1背板光滑，具若干较大刻点；第 2背板基部 1／4宽度内密 

布小刻点，余大部分刻点稀，端部 1／4光滑；第 3背板基部 1／3宽度内密布小刺点，余大都 

分刻点小而稀，端部 l／4光滑；第 4—5背板刻点较粗大。唇基端缘被整齐的金黄色毛，唇 

基表面、颜倜．颅顶及中胸背板均被黑褐色毛，杂有少量 白色毛，中胸背板被黑褐色及白色 

混杂的毛，足毛白色，后足胫节外侧基半部被深褐色毛；腹部背板被极稀的白色毛，末节端 

部密被浅黄色毛。 

雄体长 5—6mm。唇基刻点较小且密，表面被自长毛 ，额唇基区中央无刻点光滑区 

宽；触角梗节与第 1、2、3鞭节长度比分别为：3，5，5．5，5．5；第 3节后各节等长且上表面明 

显隆起，各节宽度稍小于长度；侧单眼至颅顶边缘距离：侧单眼至复眼的距离：倒单眼间盼 

距离分别为：7，14，10；额凹陷但不具脊；腹部第 1节背板光滑，具分散的数个刻点；2一‘ 

背板刻点似雌；6—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17—20。 

20a 

图 17—2O 西藏杜雌 蜂 Ⅳ，0-r Ⅱ tibet~ P- · 

l7．第 6腹板； 18．第 7腹扳； 19．第 日腹板；20a．生殖节；20b．生殖刺突及阳茎基腹铗侧面观 

正模 ，西藏，左贡 ，3800m，1 976．VII．1，张学忠采。配模 ，同正模。副模 7 5辛， 

16 同正模 ；类乌齐 3750m，1 976．VIII．1 6，24 ，1 ；类乌齐桑多 3750m，1 976 VIII． 

25，4早，以上均为张学忠采；江达 3400m，1976．VII．29，韩寅恒采；芒康海通 3250m， 

1982．VIII．6一l1，j3 ，5早，张学忠，王书永采；四川，昌都妥坝 3900m，1 976 VII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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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学 忠采。 

本种雌性似高原杜隧蜂 Dutourea me~allica，主要区别为唇基刻点仅基缴大而 密， 

各背板基部 I／3长度内刻点小而密；触角窝外倒有一纵排自毛，雄性似青海杜隧蜂 Du— 

Io tea armada Popov，区别为腹部第 6腹板端部板状突起侧齿不尖 ，不下垂 ，侧缘基部 

明显收缩，7—8腹板及生殖节不同等【注：原发表于《西藏昆虫》1 982，2：393—394的青 

海杜隧蜂(采自西藏的标本)D．armata Popov，经与模式标本对比应为新种，现定名持 

新种——西藏杜隧蜂 D ourea tibetensis sp nOV．，但原分布记录中采自青海的标本仍为 

青海杜隧蜂 D．armala Popov．]。 

青海牡隧蜂 Dn ⅡMa armata Popov 1959 

Du／ourea㈣ 4 E Popov．1959．Entom．Oboz．．38(1)：226--228． 

昊燕如 (partita)，1982，西藏昆虫，vo1．2：393．青海，贵甫，2100 3120m，1957．VI．24，1 (张教然采)；西 

宁，1950。 VII．25．1 (抒集昆罘)；喇嘛河，19 50。VII．27 I早1 (扬复昆采)；玉埘，3750m，196 4．V[1．j0．．ro't 

(王书永采)o 

雌(新描述)体长 5．Omm。黑色，触角鞭节下表面灰褐色；翅基片、翅脉及翅痣褐色；墁 

部 l一 节背板端缘及腹板的大部分褐色。头部(图 3z)唇基中部及端部光滑，基侧缴具 

密而较大的刻点 ；额唇基区光滑，仅侧缴有稀的刻点；单眼至颅顶边缘比侧单眼间距比单 

眼至复眼的距离为 5：10：3；中胸背板四周劐点细密，中部较稀，点间距约为点直径的 1— 

2倍；小盾片刻点似中胸背板；小盾片与后胸长度的和稍长于并胸腹节中区，并胸腹节中 

区具纵皱，基部较稀，余大部分细密；腹部第 1节背板光滑，具被分散的刻点 ；2— 节背板 

基部 1／3长度内刻点小而密；中部 I／3光滑具稀而大的刻点；端缴 i／3光滑无刻点，平压。 

体毛以白色为主，唇基表面 、颅顶两侧角被少量黑褐色毛；唇基端缘、触角柄节、颊、胸部背 

板及侧板被较长的自毛；腹部 5—6节背板毛浅黄色，较长而密；腹部背板两侧毛较长；第 

4背板基部被较密的白色细毛；足毛白色，后足胫节白毛长而密，外表面无黑褐色毛。 

本种与高原杜隧蜂 Du／ourea me~allica，的主要区别为：头部以白毛为主，仅唇基 

表面及颅顶两侧角有少量黑褐色毛；非唇基、触角窝、颅顶、颊及柄节均被黑褐色毛；5～6 

圈 21—25 拟高原杜隧蜂 D-f。 ，f ， f 口m l口 jf。sp．n0 ． 

2I·第 引直扳档部突柏； 22·第 7壤坂； 23-第 8壤板； 2●-生殖节； 29．生殖刺突及阳茎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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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背板被浅黄色毛，非黄褐色毛；腹部 2--5节背板基部约 1／3长度内刻点细小且密，非 

I]5--1／6；足毛白色，胫节无黑褐色毛。 

舔  

圜26一¨ 兰种挂隘蜂(蛙性)头部、触角、臀板 

26—28．拟高碌杜隧蜂 Du：o~rea d口 Ⅱlfj⋯ p．noV· 

29一弘 ．西藏挂鼬蚌 D o31r+．a tjh" ，妇 s p．n。V· 

，1一¨ ．青海杜隧蜂 Dufo~r~l ar珥a|‘Popov 

图 一36 两种挂隧 蜂(雌 性)头部 

35．西藏杜隧蚌 D ， _， F f 。 - 

． 青蒋杜隧蚌 口4， ⋯ ， 4fd popov 

拟高愿牡隧蜂 D llr|口 P托 dbme磕H ca 新种 

雄体长 5． —6 5ram。体黑色，头部的额及颅顶闪紫色光泽，颤侧(触角窝以下)及胸 

部闪绿光；腹部黑色，各节端缴褐色。上颚二齿，唇基密被刻点；额唇基区密被小刻点，中 

央具一窄的纵平滑纹；额中央具一纵脊(圈 26)；触角梗节与 l一3鞭节长度比为：4：4．5： 

6：6(图 27)；以下各节等长；自第 3鞭节开始各节上表面隆起明显；侧单眼至颅顶边缴比 

例单眼间距比侧单眼至复眼的距离为：6：l0：15；胸部刻点似西藏杜隧蜂，腹部第 l背板 

光滑，具分散不均匀的刻点；腹部第 2—4节背板基部 l／ 长度内密被小刻点，余丈部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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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稀且大，端缴 1／5平压，光滑；第 4—5节背板刻点粗大；臀板较宽短(图 28)。 第 6腹板 

端部片状突起的侧齿不明显(图 2 1)，恻缴圆；第 7-- 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22--2 5。毛色似 

西藏杜隧蜂。 

正模 ，西藏，芒康海通，3250m，1 982 VII 1 O，王书永采。副模 3 ，同正模，198,2· 

VIII．9一l1，3 ，王书永、张学忠采；四川，理县米亚罗，2800m，1983。VIII．14，1 ，王书 

永采。 

根据高原杜隧蜂 D．mesallica雌性模式标本的特征(无雄性记述)，本种雄性有可能 

是 D 。 r 4 metallica的雄性。但由于非采自同一地区，而且为 1899年所采，故本种仍 

定 为新种。 

寰 l 三种牡隧 (雄性)区捌 

、 ＼
＼  种名 拟高原杜隧蜂 西藏杜磋蚌 青海杜瞄蜂 

特赶 ‘＼  D f00，f4 D f0 ，f4 D0fo_，，4 

— —  

， 

#scudDmf；dilif4 ‘ 6fI‘ s／ ‘口． 口f口PO口0v 

游 节 鞭节‘2鞭节： 4：4．5：6：6 3：5．，：，．，：，．， 3：4．，：，．，：，．， (图27) (图如) (图33) 
中央具纵脊 不具脊 不具脊 颤 
(图 24) (目 2’) (图 32) 

臀板 宽短(图 25) 较细长(圈 1) 较细长(图 34) 

伽齿不明显，侧缴几 侧齿不尖，懈缴基 
垂 鑫 豢敬 第6睫板端部拉扶突韶 乎圆(图21) 部明显变窄(图l7) 

阳茎基腹铁 具较长而密屿毛 毛较短而稀 毛较短而稀 

寰 2 三种牡隧蜂(●性)区翻 

＼
、  #名 高原桂隧蝽 西藏杜隧捧 青海杜隧蜂 

＼  口 ，0 r 4 DwIo#rt口 D0f口Ⅳr 口 fl
4 tioa M or． f 6 f 0P．n” ． ㈣ 口 d Popov 

—  

唇基 霎契靠 嚣而密， 羹凳署 蠢蒲魄 翼望翥善菇而密’申 
十太刻点 

基邮1／5长度内刻点小 刍 基部1 长度内矗I点小 腹部2一●节背扳封点 霍寞；}； 分光滑’刻 
点较高原杜隧蚌小而密 囊囊未奋鐾凳 ’刻 

头及 胸部毛 色 
器薰籍 艘 舜器苎蠢 鬻系 瞽昱磊盏 熊籍 
并胸腹节被自毛 嚣藩窜喜宫耄’胸倒及并 黑褐色毛 

腹部 ，一6节背板毛色 黄褐色 黄色，甲邮较帮，黄褐色 白色，中部浅黄色 

后足胫节毛色 白色，基部外侧黑捣色 白色 ，基部井侧黑褐色 白色，几无罪褐色毛 

腹噩 扳端郾及 黑色 黑色 红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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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三种杜隧蜂雌雄性的区别见表 1和表 2o 

感谢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Pesenko博士借阅模式标本。 新种模式标本保存于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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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the genus D ourea from China，in which five species are 

described as new to scien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les of D pseudometaiiic口s f1OV．y 

D．ribaensis s p．nov．and D．armata Popov，the females of D．metallica Morawitz， D．rib 

sensis sp．nov．and D．armeta Popov are given．All the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l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L Dutourea yunnanensis sp．nov,(figs．2— O) 

Length 6 mm，早 6-- 7 mm．Similar tO D．armata Popov， but it differs in： abdomen 

green，without cooper lustre；clyp eus with vety dense punctures，not smooth with spar~ pun． 

ctures；the ape x of 6th sternite．7cI】一 汕 sternites and genitafia different from D．armata ag 

illustrated in figs． 

Holotype ，Xiaozhongdian (27。N，99。E)2900 M，Yunnan，7．VII．1984．Fan Jiang uo． AI． 

1otype，辛 and paratypes I ，23-99-same aS holotype． 

& Du；fourea ehlora sp．
．nov． (fig．it) 

Length 辛 6 mm．Closely related to D
． armata Popov，but the head longer than D．armeta

, 

body smooth with green metallic lustre
． Holotype早，Kangdingluba (30。N，1O1。Iz)，3450M, 

Sichuan，9．IX．1982，Zhang Xuezhong． 

& Dufourea lqiangensis sp．nov． (figs．12—-l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期 臭燕如：中国杜隧蜂属研究及新种记述(膜翅目：蜜蜂总科，隧蜂科) !二三 

L n 5} 5 mm．SimiIar to D armata Popov，but the apical proems of the 6th 

sterⅡite slender．the middle to。th longer；1st flagellum equal to 2nd，no~1st shorter cha“ 2“d； 

abdominal tergites smooth with very sparse punctures· 
Hol。type YunT n。Lameiru，Liiing County,(28。N，lO0。E)2800M， 12． VIII·1984，Fan 

Jianguo 

4． D删 o删 州 tlbet删 如 sp．nov． (figs．17—2O) 

Dujoure口 armata，Wu 1982，in“Insect of Xizang”， voI．2：393 (partita)，nec Popov, 

1959．XizaDg ： 

Length 9-6— 7 mm． 5— 6 mn1． Closely allied to D．metallica 

Morawkz，but punctures of b~sal part of clypeus large and sparse，not dense basal I／3 

part of 2nd一3rd tergises with small and very dense punctures，other part with larger but very 

sparse punctures． slm~Iar to D． rm but the anaI plate shorter；the process ot 6th ster— 

nlte with out very sharp lateral teeth；basal part of lateral margin narrow；surface of e ch 

flagellum convex；head with black hairs exct pt clypeus，without white hairs； 7tlI一 8th ster* 

nltes and genitalia different． ； 

Holotype辛 Xizang，Zuoguan (30 N，98。E)，3800 M， 1．Vl1．1976，Zhang Xuezhong． 

Allgtype as holotype．Paratypes，7碑 16 as above；Riwnge (31。N，97。E)，375(3 M，16． 

Vll1 1976，24早辛，I ；Sangduo，Riwoge County(31。N，97。E)，3750 M，25VIH．1976，4辛辛； 

Jiangda(31。N，98。E)，3400 M，29．VII．1976，Haiton，Mangkam (29。N，98。E)，6— 11．VIII． 

1982，33o％~，碑 ；Sichuan,Tuoba，0,han~du County (31。N，97。E)， 3900 M， 8．VIII．1976， 

2斡  

5． Du：l'ourea l~eudomaallica sp．nov． (figs．2l一 25) 

Length 5．}～6．5 Film．Similar to D tibetensis but Irons with a longitudinal carina； 

pedicel longer；process of 6th sternite thout an obvious lateral tooth； anaI plate wider； 

7fh一 8fh sternltes and genitalia different． 

Holotype ，Xizang，Haiton，Mangkam County (29。N，98。E)，3250 M，10．VIII．1982； 

W ang Shuyoag．Paratypes 3o'cY，sat~e 4s above，8— 9．VIII．1982，Sichuaa， Miyalo， Li County 

(31 N，103。E)，2800 M，14．VIII I983，l ，Wang Shuyong． 

6_ DuCourea nr舢 缸 Popov, 1959 

Dulourea armata Popov，1959，Entom．Obaz ，38(0：226—228． wu Yah．ru (partim)． 

1982，Insects of Xizang，vo1．2：393，Qinghai，Gulnan(35．5。N，101。E)，2100—3120 M，24．v1． 

I957，1 (Chang Yi-ran co1．)；Xlning (36 5。N，101 5。E)23．VII．1950，1 (Yan ．kun co1．)； 

Lamahe(37。N，100。E) 27．VII．1950 l 1 (Yang Ji—kun col ) Yushu (33。N， 96．5。E)， 

3750 M，30．VII．I964，l (Wang Shu—yong co1．) 

早 (new description)Similar to Du[ourea‘raetallica Mor．，but the main differences are： 

head covered with white hairs，only on the clypeus and lateral sides of vertex with a few 

biackbrown hairs； h一 6[h tergites covered with yellowish hairs；punctures on basal 1／3 part of 

2nd一 5th tergites small and dense． 

Thank Dr．Pesenko (Zoological Institute,Academy of Sciences USSR)for Ioaoing the 

type specimens of D．arraaga Popov and D．raetalica Mora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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