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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层委员会项目（编号：１２１２０１１１２０１４２）资助。

三饰叶肢介科（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犻犱犪犲犳犪犿．狀狅狏．）的建立及其在
叶肢介演化、地层划分对比上的意义

王思恩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提要　自从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Ｗａｎｇ（１９８４）属建立以来，在国内、外陆续发现了一个具有针孔状小网状线脊状三种
装饰的叶肢介化石群。这个化石群的属种装饰揭示出它们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为此建立三饰叶肢介科Ｔｒｉｇｌｙｐｔｉｄ
ａｅｆａｍ．ｎｏｖ．。该化石新科在研究叶肢介的系统演化和地层划分对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叶肢介　古生物学　生物地层学

１　前　言
自从三饰叶肢介属（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Ｗａｎｇ）建立以

来（王思恩，１９８４），在中国北方、英国苏格兰西北部
和南极洲的南维多利亚地等，陆续发现了一个新的
叶肢介化石群。这个化石群以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为代表，
在壳瓣上发育三种装饰：早期（幼年期）发育针孔状
装饰，到中期变为由针孔构成一簇一簇的小网状或
不则的网状装饰，到晚期再由小网成放射线状排列，
逐渐演变成线脊状装饰。１９８５年笔者发表了新疆
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的多种化石（王思恩，１９８５）。继而陈丕
基等（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９１）描述发表了英国苏
格兰西北部海陆交互相大河口群的叶肢介化石，这
是一篇重要的叶肢介化石文献，其中具有三种装饰
的属有犖犲狅狆狅犾狔犵狉犪狆狋犪，犇犲狀犱狉狅狊狋狉犪犮狌狊，犛犽狔犲狊狋犺犲狉
犻犪。１９９４年沈炎彬发表了南极洲南维多利亚地的新
属犆犪狉犪狆犪犮犲狊狋犺犲狉犻犪和２００２年沈炎彬等在甘肃天祝
县建立了叶肢介新属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最近笔者
又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亚布赖镇附近和辽宁建昌县
玲珑塔地区分别鉴定出新种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狔犪犫狉犪犻犲狀狊犻狊
ｓｐ．ｎｏｖ．和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ｓｐ．
ｎｏｖ．（详见文后描述）。上述化石材料充分显示出
各属种的亲缘关系，为研究这类叶肢介的系统演化

与分类提供了依据，因此，有必要建立三饰叶肢介新
科（Ｔｒｉｇｌｙｐｔｉｄａｅｆａｍ．ｎｏｖ．）。该科化石的地理分布
很广，从英国到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再到南极洲南
维多利亚地，都有分布。在英国它们分布于海陆交
互相的大河口群（插图１）；在中国北方它们都分布
于陆相地层中，如冀北地区的九龙山组和髫髻山组
的沉积夹层，辽西建昌县玲珑塔地区的蓝旗组（髫髻
山组）的沉积夹层，新疆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的
头屯河组，甘肃天祝县炭山岭的红沟组以及内蒙古
阿拉善右旗亚布赖镇附近的相当地层等（插图１）。
在南极洲南维多利亚地的卡拉帕斯扭那塔克（Ｃａｒ
ａｐａｃｅＮｕｎａｔａｋ），分布于中侏罗世早期的Ｆｅｒｒａｒ
Ｇｒｏｕｐ群。由此看来，该科化石的地史分布较短，就
目前所知，主要分布于中侏罗世，它在地层划分、对
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陆相地层与海相地层的对比问题，是中国
的许多古生物地层学家、地质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
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希望通过陆相地层与海陆交
互相地层对比的途径，建立陆相地层与海相地层的
对应关系，以便能够达到精确地确定陆相地层的地
质时代，现在可以利用三饰叶肢介科的一些属种和
其它一些与其共同埋藏的属种，将中国北方以头屯
河组为代表的陆相地层与英国海陆交互相的大河口
群进行对比，这是一个陆相地层与海陆交互相地层



对比的典型范例。关于中国北方以头屯河组为代表
的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犙犪犻犱犪犿犲狊狋犺犲狉犻犪叶肢介群（组合）与
英国大河口群犖犲狅狆狅犾狔犵狉犪狆狋犪犙犪犻犱犪犿犲狊狋犺犲狉犻犪叶
肢介群（组合）比较，笔者（１９９８）已作过详细论述，沈
炎彬等（２００２）也论及“犈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狋狉狅狋狋犲狉狀犻狊犺犲狀狊犻狊
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其针孔状纹饰与犙犪犻犱犪犿犲狊狋犺犲狉
犻犪犠犪狀犵十分接近，应互可对比”。值得十分注意的
是大河口群的下伏和上覆地层都是海相沉积（插图
１），其下伏地层Ｂｅａｒｒｅｒａｉｇ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组的上部粘土
岩段含中侏罗统巴柔阶（Ｂａｊｏｃｉａｎ）Ｇａｒａｎｔｉａｎａｇａ
ｒａｎｔｉａｎａ带的菊石，而上覆地层ＳｔａｆｆｉｎＢａｙ组含卡
洛阶（Ｃａｌｌｏｖｉａｎ）的菊石犓犲狆狆犾犲狉犻狋犲狊（Ｋ．）ｃｆ．犽犲
狆犾犲狉犻和犘狉狅狆犾犪狀狌犾犻狋犲狊犽狅犲狀犻犵犻等，证明大河口群的
时代主要为中侏罗世巴通期（Ｂａｔｈｏｎｉａｎ）（Ｃｏｐｅ犲狋
犪犾．，１９８０），不言而喻，与大河口群可以进行对比的
中国西北区陆相地层有头屯河组、红沟组、石门沟组
等，其时代也应为巴通期（Ｂａｔｈｏｎｉａｎ）；而中国北方
东部的九龙山组、髫髻山组（蓝旗组）等的时代可能
稍晚，为中侏罗世晚期的卡洛期（插图１）。这一时

代的确定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准确地确定了上述各
岩组的时代，同时也为它的下伏和上覆陆相地层的
时代提供了佐证，例如，连续沉积在新疆头屯河组之
上的齐古组，以往都置于晚侏罗世，现在有可能把它
改划为中侏罗世晚期（Ｃａｌｌｏｖｉａｎ），这与我们最近在
齐古组下部获得的同位素测年１６４．６±１．４Ｍａ数
据一致（王思恩等，２０１２ａ，ｂ）。同时，也佐证了整合
于头屯河组、红沟组、石门沟组等之下的西山窑组、
窑街组、大煤沟组等的时代为中侏罗世的巴柔期
（Ｂａｊｏｃｉａｎ）或阿连期至巴柔期（ＡａｌｅｎｉａｎＢａｊｏｃｉａｎ）。
众所周知，后者的这些岩组都是中国北方的重要含
煤地层（表Ⅰ），其煤炭储量约占中国各地质时代煤
炭总储量的６３％（王思恩等，１９９４；钱大都等，
１９９６），这些含煤地层时代的确定，对我国的煤炭资
源勘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含煤地层
又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生储油气的地层，尤其是头屯
河组及其相当的地层，湖相沉积也特别发育，因此它
对于油、气资源的勘查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Ⅰ　三饰叶肢介科成员的地理、地层分布与地层对比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犻犱犪犲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狅狀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狉犲犵犻狅狀犪狀犱犻狀狊狋狉犪狋犪犪狀犱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

　　关于叶肢介的演化，人们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
但可以通过叶肢介个体发育特征，特别是它壳瓣的
装饰发育过程与特征，恢复它的演化历史。三饰叶
肢介科的种类在不同生长阶段发育不同的装饰，再
现了它的演化历史，为研究叶肢介的系统演化与分
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力的证据。

关于三饰叶肢介（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的演化，笔者曾作
过论述（王思恩，１９９８），现在有更丰富的资料，对三
饰叶肢介类（Ｔｒｉｇｌｙｐｔｉｄｓ）的演化作一总结。三饰叶
肢介类的祖先是具有单一小针孔装饰的种类（插图
１），据已有文献，具有单一小针孔装饰的属种有产于
陕西府谷县下三叠统和尚沟组的犃狇狌犻犾狅狀狅犵犾狔狆狋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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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ｌｏｕｇｏｕｅｎｓｉｓＷａｎｇ，犃．犮犾犻狀狅狇狌犪犱狉犪狋犪Ｗａｎｇ（王思
恩，１９８０），!海柴达木盆地中侏罗统石门沟组（原大
煤沟组上部）的犙犪犻犱犪犿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犱犪犿犲犻犵狅狌犲狀狊犻狊
Ｗａｎｇ（王思恩，１９８３）和英国苏格兰西北部中侏罗统
巴通阶大河口群底部的犙犪犻犱犪犿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狋狉狅狋狋犲狉
狀犻狊犺犲狀狊犻狊（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
１９９１）。它的演化朝两个方向发展（插图１）：（１）由
单一的、分散的小针孔———小针孔成放射线状排
列———线脊状装饰，两条线脊之间仅有一排小针孔，
例如，犙犪犻犱犪犿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狋狉狅狋狋犲狉狀犻狊犺犲狀狊犻狊仅有单一的、

分散的小针孔装饰；到犙犪犻犱犪犿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犱犪犿犲犻
犵狅狌犲狀狊犻狊，其壳瓣近腹缘的生长带上，小针孔就演变
成放射线状排列；而到犢犪狀狊犺犪狀犻犪，其壳瓣的装饰就
发展为单一的、分散的小针孔———小针孔成放射现
状排列———线脊状三种装饰；（２）沿着小针孔———小
网或不规则的小网———线脊装饰方向演化，在小网
内，有多个小针孔，而在两条线脊之间一般有两排小
针孔，如插图２中，右侧的许多属、种都是沿这个方
向演化的。

插图２　三饰叶肢介科的属、种演化图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ｒｉｇｌｙｔｉｄａｅｆａｍ．ｎｏｖ．

　　应当指出，在叶肢介化石的研究中，电子扫描图
像的应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上述小针孔装饰及其
由小针孔演化而来的各种装饰，都是在电子扫描图
上识别出来的，而以往的光学照片无法显示出这类
微细的装饰。这给人们一个启示：要对化石作出正
确地定鉴，先进的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在当前的化
石鉴定与研究中，遇到具有小网装饰（网径＜０．０２
ｍｍ或更小）的一类叶肢介，必须做电子扫描，以识

别出它是真正的小网，还是由小针孔构成的小网装
饰，以便作出正确地判别，因为这两类小网装饰是由
两种不同的祖先种类型演化出来的，代表两个不同
的演化系统。

２　化石描述
介甲目　犗狉犱犲狉犆狅狀犮犺狅狊狋狉犪犮犪犛犪狉狊，１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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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模叶肢介亚目　犛狌犫狅狉犱犲狉犈狊狋犺犲狉犻狋犻狀犪犓狅犫犪狔犪狊犺犻，
１９７２

光滑叶肢介超科　犛狌狆犲狉犳犪犿犻犾狔犔犻狅犲狊狋犺犲狉犻狅犻犱犲犪犚犪狔
犿狅狀犱，１９４６

三饰叶肢介科（新科）　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犻犱犪犲犳犪犿．狀狅狏．
模式属　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Ｗａｎｇ，１９８４
特征　壳瓣呈卵圆形、椭圆形、似圆形、似方圆

形或斜方圆形等，小至中等大小，一般壳长４—６
ｍｍ；背缘直，初生壳（壳顶、胎壳、喙，等）小；生长带
一般在１０—３０条左右。成年期以后的壳瓣上有三
种装饰：早期（幼年期）生长带上发育小针孔装饰；到
中期小针孔聚成一簇一簇分布，宏观上呈多边形小
网状或不规则的小网状；到晚期，小网成放射线状排
列，进而再逐渐演变成线脊状装饰，在线脊之间一般
有两排小针孔，局部也有一排和三排的。这三种装
饰之间是逐渐过渡的，在不同属种的壳瓣上三种装
饰各占的比例是变化的：有的小针孔占的面积大，占
壳瓣的上半部；有的只占据靠近初生壳的几条生张
带；有的小网占的面积大，有的只在壳瓣中部有少量
小网或仅局部能见到，例如，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犵犪狀
狊狌犲狀狊犻狊，犜．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等，只仅局部能
见到小网；线脊装饰在不同壳瓣上发育的成度也有
所不同。

讨论　该科叶肢介装饰的构成以小针孔为基本
元素，不论在小网内或线脊之间都有清楚的小针孔，
这类装饰比较特殊。与本科比较接近的真叶肢介科
（Ｅｕｅｓｔｈｅｒｉｉｄａｅ）具有小网状装饰（张文堂等，１９７６），
但据今已发表的文献，它的小网格内没有小针孔，表
明这种小网格不是由小针孔演化而来的，与本科不
同源。笔者注意到在归入真叶肢介科（Ｅｕｅｓｔｈｅｒｉ
ｉｄａｅ）的属、种中，基本上都是单纯的小网状装饰或
在腹部小网仅有成放射线状排列的现象，与本科的
装饰不同，但在低倍普通显微镜下观察的装饰，确与
本科化石有点相似，例如，甘肃靖远王家山油页岩段
所产犈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狊狌犫狇狌犪犱狉犪狋犪Ｃｈｅｎ，犈．
犼犻狀犵狔狌犪狀犲狀狊犻狊Ｃｈｅｎ和犈．犳犪犫犻犳狅狉犿犻狊Ｃｈｅｎ三种的
装饰都由小网和在腹部小网成放射线状排列的现
象。关于Ｌｉｏｅｓｔｈｒｉｉｄａｅ的装饰各家叙述不一，Ｒａｙ
ｍｏｎｄ（１９４６）和张文堂等（１９７６）都指定为生长带上
光滑或具有针点状装饰，在该科的模式属和属的模
式种犔犻狅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犾犪犾犾狔犲狀狊犻狊上，仅有针点状装饰，但
他们都没有提供清楚的装饰图片，难以详细比较。
在叶肢介化石中，最早描述具有针孔状装饰的是
Ｊｏｎｅｓ（１８６２）描述的“犈狊狋犺犲狉犻犪”犽狅狋犪犺犲狀狊犻狊（Ｐ．８１—

８２，Ｐｌ．ＩＩ，Ｆｉｇ．２４—２５）。此种产于印度中部的考塔
哈（Ｋｏｔａｈ），层位是下侏罗统，壳瓣较小，长约３．３
ｍｍ，１０条生长带，生长带一般是光滑的，偶而到腹
部的生长带上见有细弱的放射线脊，在放射线脊之
间有多列小针孔（ｒｏｗｓｏｆｍｉｎｕｔｅｐｉｔｓ），在图版Ⅱ图
２５上，显示出放射线脊之间的小针孔一般有二列。
Ｇｈｏｓｈ（２０１１）也记述了印度Ｋｏｔａ村西南早侏罗世
早期的叶肢介化石（与Ｊｏｎｅｓ，１８６２描述的标本来自
同一地区），归入犆狔狕犻犮狌狊（犔犻狅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犽狅狋犪犺犲狀狊犻狊
（Ｊｏｎｅｓ），没有图版，仅描述在生长带上有小针孔装
饰（ｍｉｎｕｔｅｐｕｎｃｔａｅ）。考虑到这两位作者都未对此
种壳瓣各部分的装饰作详细描述，本文暂未列入三
饰叶肢介科，但笔者推测，在壳瓣上部可能有小针孔
和小网状装饰。陈丕基等（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
１９９１）建立Ａｎｔｒｏｎｅｓｔｈｅｒｉｉｄａｅ科，它的模式属是
犃狀狋狉狅狀犲狊狋犺犲狉犻犪，属的模式种是犃狀狋狉狅狀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犽犻犾
犿犪犾狌狀犪犵犲狀狊犻狊，其装饰是不规则的凹坑，凹坑内有一
个或几个小针孔，在每条生长带近下边沿有一排较
大凹坑，与三饰叶肢介科的区别，主要是它没有线脊
状装饰。从演化系统来看，犃．犽犻犾犿犪犾狌狀犪犵犲狀狊犻狊演
化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是由单针孔装饰的一类叶肢
介演变为由多个针孔构成凹坑装饰，属于另一演化
系统；二是由三饰叶肢介科的某类特化，而演变为另
一阶段，笔者倾向后者。当然，这只是推测，究竟如
何，尚待进一步研究。沈炎彬（１９９４）建立的犆犪狉犪
狆犪犮犲狊狋犺犲狉犻犪属，具有网格和线脊装饰，在网格内和线
脊间都有小针孔，在靠近初生壳的生长带上可能还
有小针孔装饰。从壳瓣大、小和装饰组构来看，与
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很接近，只是网格的网径稍大（０．０２—０．
０３６ｍｍ），可归入三饰叶肢介科。

本科至少包括下列各属：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Ｗａｎｇ，
１９８４；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Ｓｈｅｎ，Ｌｉ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２；
犖犲狅狆狅犾狔犵狉犪狆狋犪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９１；犛犽狔犲狊狋犺犲
狉犻犪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９１；犇犲狀犱狉狅狊狋狉犪犮狌狊Ｃｈｅｎ
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９１；犆犪狉犪狆犪犮犲狊狋犺犲狉犻犪Ｓｈｅｎ，１９９４。

时代与分布　关于三饰叶肢介科的时代与分
布，前已述及在英国的大河口群，无疑是中侏罗世的
巴通期（Ｂａｔｈｏｎｉａｎ），中国西北区的头屯河组、石门
沟组、红沟组的时代应与大河口群相同；中国北方区
的东部，如冀北的九龙山组、髫髻山组和辽西的髫髻
山组（蓝旗组）时代稍晚，可能是中侏罗世晚期的卡
洛期（Ｃａｌｌｏｖｉａｎ），因为冀北平泉营子九龙山组、髫髻
山组含犜狉犻犵犾狔狋狆犪狆犻狀犵狇狌犪狀犲狀狊犻狊层的凝灰岩获得
ＳＣＨＲＩＭＰＵＰｂ锆石年龄值分别为１６１．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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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和１６０．２±１．２Ｍａ（详情将另文发表），此年龄值
较新疆玛纳斯河红沟剖面齐古组下部１６４．６±１．４
Ｍａ为小，可能为卡洛期（Ｃａｌｌｏｖｉａｎ）。南极洲南维
多利亚地的卡拉帕斯扭那塔克（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Ｎｕ
ｎａｔａｋ），分布于中侏罗世早期的ＦｅｒｒａｒＧｒｏｕｐ群。

亚布赖三饰叶肢介（新种）　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狔犪犫狉犪犻犲狀狊犻狊
狊狆．狀狅狏．

（图版Ⅰ，Ⅱ）
词源　种名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亚

布赖镇名。
全模　标本Ａｌ１和Ａｌ２，采自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右旗亚布赖镇附近的钻孔岩心，层位可能相
当于中侏罗世晚期的王家山组或新河组。

描述　壳瓣近似短卵圆形至斜圆形；背缘直；初
生壳小，位于背缘前端与中点之间。成年壳长５．
０—６．２ｍｍ，壳高３．１—４．６ｍｍ，生长带２３或稍多。
在普通显微镜下观察，壳瓣下部的生长带上具小网
状和线脊状装饰，小网状和线脊状装饰之间是过渡
关系。到壳的上部网格变小，并逐渐变浅。在电子
扫描图像上观察，壳瓣上部的装饰为分散的小针孔
状，到壳的中部小针孔聚集成一簇一簇状、宏观上呈
小网状；到壳的中、下部小网格成放射线状排列，并
逐渐变为线脊状装饰，在小网格内和线脊之间均有
小针孔。在同一块标本上，各壳瓣的小针孔、小网格
和线脊装饰各占的面积比例有所变化，例如，Ａｌ１
壳瓣，其线脊装饰占据壳瓣的２／３，而在Ａｌ２壳瓣
上，线脊装饰仅占据腹部的几条生长带。

讨论　新种的装饰特征与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
狆犻狀犵狇狌犪狀犲狀狊犻狊相同，其区别在于后一种的壳瓣多呈
长卵形或长椭圆形，生长带也略少。新种在外形上
与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犿犪狀犪狊犻犮犪相似，但后一种的壳瓣较
小，而生长带却较多，一般在３０—４０条。

产地与层位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亚布赖
镇附近，标本为钻孔岩心，层位可能相当于邻区甘肃
的王家山组或新河组。

天祝叶肢介　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犛犺犲狀，犔犻犪狀犱犆犺犲狀
建昌天祝叶肢介（新种）　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犼犻犪狀
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狊狆．狀狅狏．

（图版Ⅲ，Ⅳ）
词源　种名来源于辽宁建昌县名。
全模　标本编号为ＪＴ１，ＪＴ２，ＪＴ３，ＪＴ４，ＪＴ

５和ＪＴ６，层位为辽西建昌县玲珑塔镇大西山村，中

侏罗统上部髫髻山组（蓝旗组）火山岩沉积夹层。
描述　壳瓣呈卵圆形至短卵圆形或近似短椭圆

形；背缘直，较短；壳长５．９—４．６ｍｍ，壳高４．４—３．
７ｍｍ；生长带一般３０条左右，可区分出早、中、晚三
个生长阶段：早期生长带由窄逐渐变宽，中期生长带
最宽，到晚期又复变窄。在普通显微镜下观察，壳的
上部可能“光滑”无饰，壳的下部为放射线状装饰。
但在电子扫描图片上观察，在背部生长带上确是光
滑的；到壳的中部逐渐出现均匀分散的小针孔；向腹
部小针孔逐渐成放射线脊状排列，或小针孔经由不
规则小网格（每一小网格有４—６个小针孔不等）成
放射线状排列，再进而演变为放射线脊状。在线脊
之间的沟内一般有两列小针孔，局部有一列或三列。
放射线脊在壳的前腹部最显著，向后部逐渐变得不
明显，以致被均匀分布的小针孔替代。

讨论　新种与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犵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在
装饰组构上相同，两者的装饰都是由小针孔和放射
线脊构成的，仅在壳瓣中部生长带上有少数小网，其
区别在于后者的装饰布满整个壳瓣，而新种仅发育
在壳的下部数条生长带上，此外，新种的个体较大，
生长带也多。新种的装饰（图版Ⅲ，图８—１０；图版
Ⅳ，图１—３）与犖犲狅狆狅犾狔犵狉犪狆狋犪在装饰组构上极为
相似（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９１，Ｐｌ．２，Ｆｉｇｓ．５—７，９），
其区别在于后者的装饰布满整个壳瓣和生长带上有
一串珠状的下边缘。新种某些部位的装饰，例如图
版Ⅲ图１０和图版Ⅳ图２，与犇犲狀犱狉狅狊狋狉犪犮狌狊的一些
装饰（Ｃｈｅｎａｎｄ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９１，Ｐｌ．３，Ｆｉｇ．９）也很相
似，但其区别是后者生长带有管齿状的下边缘。

产地与层位　辽宁省建昌县玲珑塔镇大西山
村，中侏罗统髫髻山组（蓝旗组）沉积夹层（段冶等，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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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宝贵的修改建议和叶肢介化石文献；陈方远为本
文电子扫描化石，提供照片；周伟和李亚博士、王猛
为本文绘制图件，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深切地感谢。

参考文献（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ＣｏｐｅＪＣＷ，ＤｕｆｆＫＬ，ＰａｒｓｏｎｓＣＦ，ＴｏｒｒｅｎｓＨＳ，ＷｉｍｂｌｅｄｏｎＷＡ，

３２　第４期 王思恩：三饰叶肢介科（Ｔｒｉｇｌｙｐｔｉｄａｅｆａｍ．ｎｏｖ．）的建立及其在叶肢介演化、地层划分对比上的意义　　　　



ＷｒｉｇｈｔＪＫ，１９８０．Ａ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ｓｌｅｓ．Ｐａｒｔｔｗｏ：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５．

ＣｈｅｎＰｅｉｊｉ，ＨｕｄｓｏｎＪＤ，１９９１．Ｔｈｅ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ｃａｎｆａｕｎａ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３４
（３）：５１５—５４５．

ＤｕａｎＹｅ（段　冶），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ｏｌｉｎ（郑少林），ＨｕＤｏｎｇｙｕ（胡东宇），
ＺｈａｎｇＬｉｊｕｎ（张立君），ＷａｎｇＷｕｌｉ（王五力），２００９．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
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ａｎｄｆｏｓｓｉｌｓｆｒｏｍＬ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ａ
ａｒｅａｏｆ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世界地质），２８
（２）：１４３—１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ｈｏｓｈＳＣ，２０１１．Ｅｓｔｈｅｒｉｉｄｓ（Ｆｏｓｓｉｌ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ｃａ）ｏｆＩｎｄｉａＧｏｎｄ
ｗａｎａ．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ａＩｎｄｉ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ｅｗＳｅ
ｒｉｅｓ，５４：５１．

ＨａｒｒｉｓＪＰ，ＨｕｄｓｏｎＪＤ，１９８０．Ｌｉｔｈ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ｕ
ａｒ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ＩｎｎｅｒＨｅｂｒｉｄｅｓ．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Ｊｏｕ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６（２／３）：２３１—２５０．

ＪｏｎｅｓＴＲ，１８６２．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犈狊狋犺犲狉犻犪．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ＭＤＣＣＣＸＬＶＩ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４：１１—
１２．

ＱｉａｎＤａｄｕ（钱大都），ＷｅｉＢｉｎｘｉａｎ（魏斌贤），ＬｉＹｕ（李　钰）犲狋犪犾．，
１９９６．Ｉｎｔｒｏｄ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ｅｎＹａｎｂｉｎ，１９９４．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ｃａｎｓｆｒｏｍ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Ｎｕ
ｎａｔａｋ，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６
（１）：１０５—１１３．

ＳｈｅｎＹａｎｂｉｎ（沈炎彬），ＬｉＺｕｗａｎｇ（李祖望），ＣｈｅｎＰｅｉｊｉ（陈丕基），
２００２．Ｓｏｍ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ａｎｄ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ｃａｎｓｆｒｏｍＧａｎ
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ＷＣｈｉｎａ．Ｐａｌａｅｏｗｏｒｌｄ，１４：１２４—１２７（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１９８０．Ｆｏｓｓｉｌｃｌａｍｓｈｒｉｍｐ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
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ｅｄ．），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ＳｈａＧａｎＮｉｎｇＢａｓｉｎ（ＰａｒｔＴｗｏ）．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９６—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１９８３．Ｓｏｍ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
ｃａｎｓｆｒｏｍＱｉｎｇｈａｉ．Ａｃｔａ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古生物学报），
２２（４）：４６０—４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１９８４．Ｎｅｗ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
ｃａｎ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ｂｅｉａｎｄＮｅｉＭｏｎｇｏｌ．Ａｃｔａ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
ｃａＳｉｎｉｃａ（古生物学报），２３（４）：７２６—７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１９８５．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ａｎｄ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
ｃａｎｓＦｒｏｍ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Ｕｉｇｕ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１２：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１９９８．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ｉｃ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Ｓｃｏｔ
ｌａｎｄ，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ｃｔａ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古生物学
报），７２（１）：１２—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ｃｈｅｎｇ（张志诚），ＹａｏＰｅｉｙｉ（姚培
毅），ＬｉｕＧｕｉｆａｎｇ（刘桂芳），ＹｕＪｉｎｇｓｈａｎ（于菁珊），１９９４．Ｔｈｅ
Ｊｕｒｏ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ｄ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ｏａｌ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即１—５页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ＰａｎｇＱｉｑｉｎｇ（庞其清），ＷａｎｇＤａｎｉｎｇ（王大
宁），２０１２．Ｎｅｗ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ｂｉｏ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地质通报），
３１（４）：４９３—５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王思恩），ＧａｏＬｉｎｚｈｉ（高林志），２０１２．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ｚｉ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ｕｆｆ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Ｑｉｇ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ｕ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中国侏罗—白垩
纪含煤地层与聚没规律），３１（４）：５０３—５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ｔａｎｇ（张文堂），ＣｈｅｎＰｅｉｊｉ（陈丕基），ＳｈｅｎＹａｎｂｉｎ（沈炎
彬），１９７６．Ｆｏｓｓｉｌ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ｃ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
１—３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犜犎犈犜犚犐犌犔犢犘犜犐犇犃犈犉犃犕．犖犗犞．犃犖犇犐犜犛犛犐犌犖犐犉犐犆犃犖犆犈犐犖
犈犞犗犔犝犜犐犗犖，犅犐犗犛犜犚犃犜犐犌犚犃犘犎犢犃犖犇犕犐犖犈犚犃犔犈犡犘犔犗犚犃犜犐犗犖

ＷＡＮＧＳｉｅｎ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犆犺犻狀犪）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ｌａｍｓｈｒｉｍｐｓ，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犛狌犿犿犪狉狔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Ｗａｎｇ，１９８４ｅｒｅｃｔｅｄ，ａ
ｎｅｗｆｏｓｓｉ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ｌａｍｓｈｒｉｍｐｓｗｉｔｈ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ｍｉｎｕｔｅｐｕｎｃｔａｅｓｍａｌｌ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ｄｉａｌｓｔｒｉａ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ｏｎｅａｆｔ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ｅｏｒｎａ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ｏｆａｃｌｏｓｅ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Ｔｒｉｇｌｙｐｔｉｄａ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ｒｅｃｔｅｄｎｅｗｌｙ．ＴｈｅＴｒｉｇｌｙｐ
ｔｉｄａｅｆｏｓｓｉｌｓａｒ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ｆｏｒｅｖｏ

４２ 古　生　物　学　报 第５３卷　　　　　　



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ｍｓｈｒｉｍｐｓ，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犉犪犿犻犾狔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犻犱犪犲犳犪犿．狀狅狏．
犌犲狀狌狊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犠犪狀犵，１９８４
犛狆犲犮犻犲狊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狔犪犫狉犪犻犲狀狊犻狊狊狆．狀狅狏．

犈狋狔犿狅犾狅犵狔　ＦｒｏｍＹａｂｒａｉＴｏｗｎ，ＡｌｘａＹｏｕｑｉ，
ＮｅｉＭｏｎｇｏｌＺｉｚｈｉｑｕ．

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５．０６．２
ｍｍｌｏｎｇ，３．１４．６ｍｍｈｉｇｈ，ｓｕｂｏｖａｔｅｔｏｏｂｌｉｑｕ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Ｇｒｏｗｔｈｂａｎｄ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３，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ｍｉｎｕｔｅｐｕｎｃｔａｅｉｎ
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ｓｍａｌｌ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ｉｄ
ｄ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ｌｉｒａｅｉｎ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ｏｆ
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ｍｅｓｈｈａｖｉｎｇ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ｎｕｔｅ
ｐｕｎｃｔａ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ａｄｉａｌｌｉｒａｅｈａｖ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２ｒｏｗｓｏｆｍｉｎｕｔｅｐｕｎｃｔａｅ．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　ＮｅａｒＹａｂｒａｉＴｏｗｎ，ＡｌｘａＹｏｕｑｉ，
ＮｅｉＭｏｎｇｏｌＺｉｚｈｉｑｕｅ；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Ｊｕ

ｒｒａｓｉｃ．

犌犲狀狌狊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犛犺犲狀，犔犻犪狀犱犆犺犲狀
犛狆犲犮犻犲狊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狊狆．狀狅狏．

犈狋狔犿狅犾狅犵狔　Ｆｒｏｍ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５．９４．６
ｍｍｌｏｎｇ，４．４３．７ｍｍｈｉｇｈ，ｏｖａｔｅｏｒ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ａｂｏｕｎｔ３０ｇｒｏｗｔｈｂａｎｄｓ．Ｇｒｏｗｔｈｂａｎｄｓｓｍｏｏｔｈｉｎ
ｄｏｒｓ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ｔｏ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ｃａｒａｐａｃ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ｕｎｃｔａｔｅ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ｖ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ｏｆ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ｔｈｅｐｕｎｃｔａ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ｏｒａｄｉａｌ
ｒｏｗｓｏｒａｆｅｗｏｆ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
ｉｎｔｏｒａｄｉａｌｌｉｒａ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ｍｅｓｈｈａｖｉｎｇ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ｍｉｎｕｔｅｐｕｎｃｔａ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ａｄｉａｌｌｉｒａｅ
ｈａｖ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１３ｒｏｗｓｏｆｍｉｎｕｔｅｐｕｎｃｔａｅ．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　ＴｈｅＤａｘｉｓｈ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ａ
Ｔｏｗｎ，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ｉａｏｊｉ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ｄｓ．

图版说明（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犾犪狋犲狊）

图版Ⅰ和Ⅱ标本采自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赖镇附近中侏罗统上部，图版Ⅲ和图版Ⅳ的化石标本均采自辽宁建昌县玲龙塔镇大西山村，
髫髻山组沉积夹层，所有标本存放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Ｉ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ＩＩａ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ｎｅａｒＹａｂｒａｉＴｏｗｎ，ＡｌｘａＹｏｕｑｉ，ｉ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ＩＩＩ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ＩＶａ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ｉａｏｊｉ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ｄｓｏｆｌａｔｅ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图版Ⅰ（犘犾犪狋犲Ⅰ）
１—５．雅布赖三饰叶肢介（新种）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狔犪犫狌狉犪犻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

１．左壳瓣，标本号：Ａｌ１；２．右壳瓣，标本号：Ａｌ２；３．标本Ａｌ１
壳瓣后部线脊装饰；４．标本Ａｌ２壳瓣前部网状装饰；５．标本
Ａｌ１壳瓣后部线脊装饰（放大１００倍）。

图版Ⅱ（犘犾犪狋犲Ⅱ）
１—２．雅布赖三饰叶肢介（新种）犜狉犻犵犾狔狆狋犪狔犪犫狌狉犪犻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

１．标本Ａｌ２壳瓣后部线脊装饰，线脊间有小针孔；２．标本Ａｌ２
壳瓣腹部网格和线脊状装饰，网格内和线脊间均有小针孔。

图版Ⅲ（犘犾犪狋犲Ⅲ）
１—１０．建昌天祝叶肢介（新种）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ｓｐ．

ｎｏｖ．

１．左壳瓣，标本号：ＪＴ３；２．右壳瓣，标本号：ＪＴ４；３．右壳瓣，标
本号：ＪＴ１；４．左壳瓣，标本号：ＪＴ６；５．右壳瓣，标本号：ＪＴ２；
６．左壳瓣，标本号：ＪＴ５；７．标本ＪＴ３壳瓣前部线脊状装饰；８．
标本ＪＴ３壳瓣中后腹部线脊状装饰，线脊间有小针孔；９．标本
ＪＴ３壳瓣前部线脊状装饰（放大），线脊间有小针孔；１０．标本
ＪＴ３壳瓣中部线脊状装饰（放大），线脊间有小针孔。

图版Ⅳ（犘犾犪狋犲Ⅳ）
１—４．建昌天祝叶肢介（新种）犜犻犪狀狕犺狌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ｓｐ．

ｎｏｖ．
１．标本ＪＴ３壳瓣前腹部线脊状装饰（放大），线脊间有小针孔；
２．标本ＪＴ３壳瓣前中部线脊状装饰（放大），线脊间有小针孔；
３．标本ＪＴ３壳瓣中腹部线脊状装饰（放大），线脊间有小针孔；
４．标本ＪＴ３壳瓣后上部小针孔状装饰（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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