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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与专论 

中国矛丽金龟属 3新记录种
王法磊

绵阳师范学院，森林与草原防灾减灾工程研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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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中国矛丽金龟属 Callistethus Blanchard, 1851 的 3 个新记录种，即采自云南的缅绿矛丽金龟

C.myanmarensi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平臀矛丽金龟 C.tumidicauda  planicauda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和采自西藏、云南的粗绿矛丽金龟 C.vitricu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提供了新记录种类的特征描述，

中国分布的 12 个种（含亚种）的雄虫分类检索表, 以及其中 9 个种的彩色图片。

关键词　东洋区; 亚洲; 矛丽金龟属; 检索表; 形态特征

  

矛丽金龟属 Callistethus Blanchard, 1851，隶属于

鞘翅目 Coleoptera金龟科 Scarabaeidae丽金龟亚科

Rutelinae。该属成虫椭圆或长椭圆形，前胸背板后缘

中部向后圆缺，中胸腹突较长，似矛状，故名“矛

丽金龟”。本属全球已知 150种余种[1, 2, 3]，中国分布

的种类多为中小型种类，体色多艳丽，体背光滑，

具金属光泽，成虫访花，个别种类趋光性较强。

1886年，Fairmaire[4] 描述了产自中国云南的蓝

边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plagiicollis（Fairmaire, 1886）。

1903年，Ohaus[5] 首次记录了产自中国四川的墨绿矛

丽金龟（模式产地：孟加拉[6]）Callistethus auronitens
（Hope, 1835）。根据西藏综合考察采集的丽金龟标

本，我国丽金龟学者林平[7] 于 1981年记述了 3种在

西藏有分布的矛丽金龟，即蓝边矛丽金龟 C.
plagiicollis、红点矛丽金龟（模式产地为巴基斯坦：

Murree[8]）C. stoliczkae（Sharp, 1878）和产自樟木和

吉隆的新种，弯翅矛丽金龟 C.  excisipennis  Lin,
1981。Kobayashi[9] 于 1983年报道了蓝边矛丽金龟分

布于台湾，为台湾首次发现该属种类。1987年，林

平[10] 又记录了分布于云南的蓝边矛丽金龟和墨绿矛

丽金龟。同年，Miyake[11] 发表了产自台湾的黑脚矛

丽金龟 C. isidai Miyake, 1987，同时记录了采集于台

湾的 C. compressidens Fairmaire, 1887（后来该种被移

至珂丽金龟属 Callistopopillia，现在为 Callistopopillia
davidis  Fairmaire,  1878的 异 名 [5]）。 1987年 末 ，

Kobayashi[12] 命名了我国台湾产的黄金矛丽金龟 C.
formosanus Kobayashi,  1987。次年，余清金等 [13] 认

为，Miyake此前记录于台湾的 C. compressidens 为错

误鉴定，凭证标本实则为黄金矛丽金龟, 并将黑脚矛

丽金龟的分类学地位降为蓝边矛丽金龟的亚种。

2012年，日本学者 Fujioka和 Kobayashi [14] 对东南亚

的 Callistethus auronitens 组团的 15个种类进行了研

究，命名了 3个新种和 1个新亚种，还报道了中国

分布的 3个种类的新分布地。此后，Zorn和 Bezděk

在《古北区鞘翅目名录》一书中列出了中国有分布

的 6种矛丽金龟[3]。2019年，广布于中国云南、老挝

及越南的弯钩矛丽金龟 C. hamus Lu & Zorn, 2019被

记述[15]。最近，赵明智和陈长卿[16] 记录了分布于云

南的大绿矛丽金龟 C. rosetti（Nonfried, 1890）和赤

胸矛丽金龟 C. excellens (Nonfried, 1894)，至此该属

中国分布的种类数量达 9种（含亚种）。

在研究中国矛丽金龟属标本时，发现了 3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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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未曾记录的种类，即原产于缅甸[14] 的缅绿矛丽金

龟 C.myanmarensi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原产于

缅甸、泰国、老挝、越南 [14] 的平臀矛丽金龟

C.tumidicauda  planicauda  Fujioka  &  Kobayashi,

2012和原产于印度、缅甸、老挝[14] 的粗绿矛丽金龟

C.vitricu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本研究提供了

新记录种类的形态特征描述和彩图，编制了矛丽金

龟属中国 12个已知种 (含亚种)的雄性分类检索表，

并给出了大部分种类的标本检视记录，彩图及其与

近似种类的区别特征，可为后续的中国矛丽金龟属

分类研究，及农林行业对该属种类的鉴定提供参考。 

1    中国矛丽金龟的基本情况

（ 1） 墨 绿 矛 丽 金 龟 Callistethus  auronitens
（Hope, 1835）（见图 1−4）

检视标本：中国：1♂，云南文山麻栗坡镇，

2017.V， 缪 本 福 采 ； 1♂1♀， 四 川 攀 枝 花 市 ，

2019.VI.10，缪本福采；1♂，云南德宏盈江县昔马镇

勐来河二级水电站，1 200 m, 2018.VI-VII，杨维宗

采； 1♂，广西武鸣大明山， 1  900  m， 2012.VII；

1♂1♀，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县樟木镇， 2  100  m，

2017.VIII.5，邱见玥、许浩采；1♀，西藏林芝墨脱

县波隆贡（80K），2016.VII.14-18，邱见玥、许浩采。

分布：中国：云南，四川，西藏，广西（新记

录）；尼泊尔；印度；不丹；缅甸；老挝；越

南[1,3,5,6,10,14,15]。

近似种区分：本种通体墨绿色，前胸背板侧缘

及鞘翅侧缘有红色光泽（图 1），与 Callistethus
myanmarensis（缅甸）、C. vitricus（印度，缅甸，老

挝）、C. vietnamensl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越

南）及 C. pterygophorus Ohaus, 1913（印度，不丹）

外观近似，但本种后足胫节端距直，长距为短距的

1.5倍左右，生殖器与以上四种差距明显（图 4−6）。

（ 2）缅绿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myanmarensi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中国新记录（见图 5−8）

检视标本：1♂，云南怒江贡山县，2019.VIII，

周正采； 2♂♂，云南临沧云县漫湾镇慢旧村，

2015.VII，熊紫春采。

分布：中国：云南；缅甸[14]。

形态特征：体长椭圆形，鞘翅侧缘略平行，最

宽处位于鞘翅侧缘后 1/3，体背隆拱较弱。体墨绿

色，头部具强烈红色金属光泽，鞘翅两侧具不明显

红色光泽，腹部黑褐色，胸部腹面和基节密被黄褐

色长毛，腹节被横列黄毛，两侧较浓密，中、后足

胫节内侧具黄色长毛。唇基宽横梯形，两侧略平

行，前缘上卷弱，中间微微内弯，前角圆，唇基及

额部光滑无刻点。前胸背板光滑无刻点；侧缘圆弧

形，前段近直，前角钝角，后角弱直角、端部圆；

前后缘沟线全缺，侧边在后角前消失。小盾片三角

形，长宽略相等，侧缘略弯，表面光滑无刻点。鞘

翅刻点细致、稀疏，小盾片周围光滑无刻点；刻点

行可辨认，窄行距光滑无刻点，宽行距刻点不十分

密集；肩突、尾突光滑，尾突发达；侧缘短，起始

于肩凸侧边，截止于侧缘前 1/3。前足胫节 2齿，端

齿略细长，中足胫节柱状，后足胫节略粗壮，弱纺

锤形，端部具两个长距，内侧长距极长，长度为短

距长度的 2倍以上；前、中足大爪分裂，后足大抓

简单。臀板光滑无刻点，端部两侧有两个较明显

毛斑。

近似种区分：本种外形与墨绿矛丽金龟 C.
auronitens 相似，但后足胫节端部内侧长距极长且弯

曲，长度为短距长度的 2倍以上，且雄性外生殖器

阳基侧突差异明显。本种外观也与 C.  vitricus,
C.pterygophorus 和 C. vietnamensls 近似，但雄性生殖

器腹面具膜，可作区分。该种此前仅分布在缅甸。

（3）粗绿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vitricu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中国新记录（见图 9-12）

检视标本： 3♂♂，西藏林芝墨脱县波隆贡

（80K），2016.VII.14-18，邱见玥、许浩采；1♂，

云南贡山县其期，1 980 m，2019.V.25；1♂1♀，云

南德宏盈江县昔马镇勐来河二级水电站，1 200 m,

2018.VI-VII，杨维宗采；1♀，云南德宏盈江县太平

镇芒允，2019.VI-VIII，陈绍福采；1♂，云南怒江贡

山县独龙江孔目，2013.V.23，邱见玥、许浩采。

分布：中国：云南；印度；缅甸；老挝[14]。

形态特征：体长椭圆形，鞘翅侧缘略平行，体

背隆拱较弱。体墨绿色，泛金绿色金属光泽，头

部、前胸背板两侧、鞘翅两侧在侧向角度观察时具

明显红色光泽粗糙，密布粗大刻点，腹部黑褐色，

胸部腹面和基节密被黄褐色长毛，腹板被横列黄

毛，两侧较浓密，前足胫节内侧具黄色长刺毛，

中、后足胫节内侧具长黄色毛。唇基宽横梯形，基

部两侧明显内弯，前缘上卷较弱，近直，前角圆，

唇基及额部光滑具零星浅刻点。前胸背板光滑无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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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侧缘圆弧形，在中部弯曲，前后段近直，前角

直角，后角近直角，端部圆；前后缘沟线均在中间

缺失，侧边完整；靠侧缘中部附近，具不明显圆形

凹陷。小盾片较小，三角形，侧缘略弯，表面光滑

无刻点。鞘翅刻点略粗大、稀疏，肩突、尾突及小

盾片周围光滑无刻点，尾突发达；刻点行明显，窄

行距光滑无刻点，宽行距刻点较粗大；侧缘完整，

起始于基部，截止于后角前。前足胫节 2齿，端齿

短而尖，基齿弱；跗节粗壮，前足跗节第五节略膨

胀，中足胫节柱状，后足胫节弱纺锤形，端部扩

宽；端部具两个长距，内侧长距极长，长度为短距

长度的 2倍以上；前、中足大爪分裂，分裂处在大

爪中部，后足大爪细长、简单。臀板光滑无可点，

端部两侧具两个较明显毛斑。

讨论：本种外形与 C. auronitens 相似，但后足胫

节端部内侧长距极长，棒状且弯曲，长度为短距长

度的 2倍以上，且雄性外生殖器阳基侧突差异明

显。本种也与 C. myanmarensis、C.pterygophorus 和

C. vietnamensls 相似，但本种雄性生殖器腹面无膜状

组织，鞘翅刻点较粗大，可与 C.  myanmarensis 区

分；阳基侧突背面重叠部分圆弧状（图 10-12），可

与 C.pterygophorus 和 C. vietnamensls 区分。本种此

前仅已知分布于泰国、缅甸、老挝及越南[14]。

（ 4） 黄 金 矛 丽 金 龟 Callistethus  formosanus
Kobayashi, 1987（见图 13-16）

检 视 标 本 ： 2♂♂， 台 湾 碧 绿 ， 2017.VI.4；

2♂♂3♀♀，台湾台东县向阳，2017.VII.26，周文一采。

分布：中国：台湾[1,3,9,12,13,14,15]。

近似种区分：本种仅已知分布于台湾，通体金

黄色，具闪亮金色金属光泽及极弱绿色光泽，可与

本属内其他种类相区别。

（ 5） 蓝 边 矛 丽 金 龟 Callistethus  plagiicollis
plagiicollis (Fairmaire, 1886)（见图 17-20）

检视标本：1♂，重庆南川区金佛山北坡索道，

1 600 m，2018.V.20，王法磊采；1♂，1♀，四川攀

枝花市，2019.VI.10，缪本福采；1♂，湖南桃源县乌

云界竹山村， 800  m， 2019.VI.5，许浩采； 1♂，

1♀，河南信阳鸡公山，700 m，2019.VI.1，刘鑫采；

1♂，湖北神农架酒壶坪，2017.VII.9，邱鹭采。

分布：中国广布；蒙古；朝鲜；韩国[1,3,4,5,7,10,11,13,14]。

近似种区分：本种通体橙红色、深红色或浅黄

褐色，前胸侧边、足及腹部具蓝色或绿色金属光

泽，外观与 C. excisipennis 近似，但本种鞘翅侧缘在

肩中部不内弯，可与之区分。本种与台湾亚种（C.
plagiicollis isidai）相比，中胸腹突较短，腹板刻点

较密；雄性生殖器阳基侧突端部弯曲，底片具圆形

小突起。

（ 6）平臀矛丽金龟 C.tumidicauda  planicauda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中国新记录（见图 21−24）

检视标本： 1♂1♀，云南保山腾冲滇滩镇，

2018.VI.22，黄贵强采；

分布：中国：云南；缅甸；老挝；泰国；越南[14]。

形态特征：体长椭圆形，鞘翅侧缘略平行，体

背弱隆拱。体被深红色，足及腹部深蓝色或深绿色

金属光泽，唇基边缘、眼眶，前胸背板、小盾片侧

缘，前足胫节端部具金绿色光泽，胸部腹面被黄褐

色长毛，腹板被横列黄毛，两侧较密，前足胫节内

侧具黄色长刺毛，中、后足胫节内侧具长黄色毛。

唇基宽横梯形，前缘上卷较弱，近直，前角圆，唇

基及额部光滑具稀疏浅刻点。前胸背板具微小刻

点；侧缘在中部弯曲，前后段近直，前角直角，后

角锐角，端部圆；前缘沟线在中间缺失，侧缘沟线

在前角较平，无后缘沟线；靠侧缘中部附近，具不

明显圆形凹陷。小盾片三角形，侧缘略弯，表面光

滑无刻点。鞘翅刻点行明显，窄行距光滑无刻点，

宽行距刻点粗密，肩突及尾突光滑无刻点；侧缘完

整，起始于肩凸外侧，截止于后角前。前足胫节

2齿，端齿尖，略前伸，基齿弱，钝角形；中后足胫

节柱状，端部扩宽较弱；前、中足大爪分裂，后足

大爪细长、简单。臀板光滑，具细微刻点，外边缘

具黄色毛。

讨论：本种与指名亚种 C. tumidicuuclu tumidicauda
(Arrow, 1912)的区别在于后臀板弱隆拱，端部靠后

位置无明显突起。外形与 Callistethus plagiicollis 的

两个亚种相似，但本种中后足胫节粗糙，密布粗大

斜刻点，且雄性外生殖器阳基侧突腹面仅端部 1/2向

内侧倾斜。本种此前仅已知分布于泰国、缅甸、老

挝及越南[14]。

（7）红点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stoliczkae (Sharp,
1878)（见图 25-28）

检视标本： 2♂♂，云南怒江贡山县， 2015.

VII.5，2,336 m；1♂，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

村， 1  700  m， 2017.VII.29-31，邱见玥、许浩采；

1♀，西藏林芝墨脱县，2016.VII.12，邱见玥、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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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2♂♂1♀，四川成都崇州市，2017.VII，刘涛采。

分布：中国：云南，西藏，四川；印度；尼泊

尔；不丹；巴基斯坦[1,3.5,7,8,14,15]。

近似种区分：本种通体黄绿色，身体除鞘翅外

均带金绿色金属光泽，鞘翅肩突有或强或弱的红

斑，可与本属内其他种类相区别。

（ 8）弯钩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hamus  Lu  &
Zorn, 2019（见图 29）

检视标本：1♀（副模），云南西双版纳景洪版

纳河自然保护区，2013.VII.31，蒋卓恒采。1♀（副

模），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

族乡，2020.VI.20，李艺采。

分布：中国：云南；老挝；越南[15]。

近似种区分：本种体背橙红色，光泽较弱，额

部对称分布两个小黑斑；前胸背板侧边具黑色纵

斑，中部对称分布圆形黑斑；鞘翅肩凸具黑斑，侧

缘中部到中缝多个黑色斑，侧缘后部到中缝后部黑

色横带；臀板黑色，中央具黑纵斑，外观与 Callistethus
rachelae (Arrow, 1917)近似，但本种额部盘区对称分

布的两个小黑斑，雄性生殖器阳基侧突顶端弯钩

状，可与之区分。

（9）黑脚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plagiicollis isidai
Miyake, 1987（见图 30）

检视标本：1♂，台湾台东县向阳，2017.VII.26，
周文一采。

分布：中国：台湾[1,3,9,11,13,14,15]。

近似种区分：本种通体深红色，前胸侧边、足

及腹部具蓝色金属光泽，外观与指名亚种近似，腹

突较长，腹板刻点较稀疏，可与之区分。

（ 10）弯翅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excisipennis
Lin, 1981

检视标本：无。

分布：中国：西藏[1,3,7,14,15]。

近似种区分：本种通体深红色，前胸侧边，足

及腹部有绿色金属光泽，外观与 C.  plagiicollis
plagiicollis， C.  plagiicollis  isidai,  C.  tumidicuuclu
tumidicauda (Arrow, 1912)（印度）及 C. tumidicuuclu
planicauda Fujioka & Kobayashi, 2012（缅甸，泰国，

老挝，越南）近似，但本种鞘翅侧缘在肩突至中部

之间扁平而扩宽，在中部明显内弯。目前本种仅已

知分布于西藏。

（ 11） 大 绿 矛 丽 金 龟 Callistethus  rosetti
（Nonfried, 1890）

检视标本：2♂♂，云南德宏盈江县太平镇芒

允，2019.VI-VIII，陈绍福采。

分布：中国：云南；缅甸；老挝；越南[16]。

近似种区分：本种已知分布于云南、缅甸、老

挝及越南，通体金绿色，体型巨大（35—40 mm），

可与本属内其他种类相区别。

（ 12） 赤 胸 矛 丽 金 龟 Callistethus  excellens
(Nonfried, 1894)

检视标本：无。

分布：中国：云南；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婆

罗洲[16]。

近似种区分：本种已知分布于印度支那、马来

半岛及婆罗洲，前胸背板、足及腹部红褐色，鞘翅

深蓝色，可与本属内其他种类相区别。 

2    中国矛丽金龟属雄性分种检索表

1. 体中小型，体长 20毫米以下...............................2
-体大型，体长35−40毫米.....C. rosetti 大绿矛丽金龟

2. 前胸背板与鞘翅同色 ...................................3
-前胸背板、足及腹部红褐色，鞘翅深蓝

色............................................C. excellens 赤胸矛丽金龟

3. 鞘翅刻点沟行弱，窄行距几乎不隆起，体背

无斑纹.............................................................................4
-鞘翅刻点沟行深陷，窄行距强隆起，体背反光

弱；额部对称分布两个小黑斑；前胸背板侧边具黑

色纵斑，中部对称分布圆形黑斑；鞘翅肩凸具黑

斑，侧缘中部到中缝多个黑色斑，侧缘后部到中缝

后部黑色横带；臀板黑色，中央具黑纵斑 ......
.................................................C. hamus 弯钩矛丽金龟

4. 鞘翅具金属光泽 ............................................5
-体黄绿色，除鞘翅外的头、足、前胸背板及腹

部具金属光泽，鞘翅肩凸及尾凸具红斑，个别个体

不明显 .............................C.  stoliczkae 红点矛丽金龟

5. 体橙红色、深红色、金黄色或浅褐色.................6
-体墨绿色，头部、前胸背板侧边、鞘翅侧边具

或强或弱的红色光泽....................................................7
6. 体深橙红色、深红色或浅褐色，足、前胸背

板侧边及腹部具蓝色金属或绿色金属光泽................8
-通体金黄色，具闪亮金色金属光泽及极弱绿色

光泽；仅分布于台湾 ...................................................
C. formosanus 黄金矛丽金龟 7.后足胫节端部具两个

距，内侧长距柱状，极长而弯曲，长度达后足跗节

1/2，为短距长度的 2倍以上 .....................................9

王法磊：中国矛丽金龟属 3新记录种  综述与专论 

113



-后足胫节端部具两个距，内侧较长距较直，长

度为短距长度的 1.5倍......C. auronitens 墨绿矛丽金龟

8. 鞘翅侧缘圆弧状，侧边不宽 .......................10
-鞘翅侧缘在中部明显内弯，侧边在前半段宽

厚；目前仅分布于西藏........................................................
........................................C. excisipennis 弯翅矛丽金龟

9. 前足胫节前齿较细长，形状略弯刀形；鞘翅

光滑，刻点细腻...............................................................
................................... C. myanmarensis 缅绿矛丽金龟

-前足胫节前齿短，近三角形；鞘翅刻点较粗

大，刻点行明显...............................................................
..................................................C. vitricus 粗绿矛丽金龟

10. -中后足胫节光滑，布零星小刻点...................11
-中后足胫节粗糙，密布粗大斜刻点....................

........................C.tumidicauda planicauda 平臀矛丽金龟

11. 中胸腹突较短，腹板刻点较密；雄性生殖器

阳基侧突端部弯曲，底片具圆形小突起；目前分布

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蒙

古，朝鲜，及韩国 ........................................................
..........................C. plagiicollis plagiicollis 蓝边矛丽金龟

-中胸腹突较长，腹板刻点较稀疏；雄性生殖器

阳基侧突端部弯曲不明显，底片圆弧形，不突起；

目 前 仅 分 布 于 台 湾 ....................................................
..............................C.  plagiicollis  isidia 黑脚矛丽金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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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中国矛丽金龟属 3 新记录种”

Three New Record Callistethus Species in China
WANG Fale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st and Grassl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Three Callistethus  species  in  China  ar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namely C.  myanmarensi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from Yunnan, C. tumidicauda planicauda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from Yunnan, and C. vitricu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from Xizang and Yunnan. Finall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ly recorded
species,  the  key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12  male  species  (including  subspecies)  distributed  in  China,  and  the  colour
photos of 9 species are provided.

Key words　Oriental region; Asia; Callistethus genus; Key;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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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4. 墨绿矛丽金龟 Callistethus auronitens (Hope, 1835)（云南）；5−8. 缅绿矛丽金龟 C. myanmarensi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云南）；9−12.
粗绿矛丽金龟 C. vitricus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西藏); 13−16. 黄金矛丽金龟 C. formosanus Kobayashi, 1987 (台湾); 17−20.蓝边矛丽金龟 C.

plagiicollis plagiicollis (Fairmaire, 1886) (四川); 21−24. 平臀矛丽金龟 C. tumidicauda planicauda Fujioka & Kobayashi, 2012 (云南); 25−28. 红点矛丽金龟

C. stoliczkae (Sharp, 1878) (四川); 29. 弯钩矛丽金龟 C. hamus Lu & Zorn, 2019 (云南); 30. 黑脚矛丽金龟 C. plagiicollis isidai Miyake, 1987 (台湾).

图 1-30    标本照 (a: 正面)和生殖器照 (b: 正面, 腹面和侧面)
Fig. 1-30    Photos of Callistethus specimen (a: front) and reproductive organs (b: frontal, ventral and 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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