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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对 ７ 目 ５１ 种昆虫足的粘附结构进行超微形态观察. 根据

形态和着生位置ꎬ共发现光滑型、刚毛型和吸盘 ３ 大类粘附结构. 光滑型粘附结构可以进一步

划分为光滑型中垫、光滑型爪垫和光滑型跗垫ꎻ刚毛型粘附结构可划分为跗节刚毛型粘附底

面、刚毛型爪垫和爪间突、海绵窝ꎬ以及跗节棘特化的粘附结构等ꎻ吸盘是龙虱科昆虫特化的吸

附结构. 在目级阶元上ꎬ粘附结构的类型及形态具有显著差异ꎬ可作为分类鉴定及系统发育研

究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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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期 刘　 征ꎬ等:５１ 种昆虫足的爬行粘附结构研究

　 　 在自然界中ꎬ许多生物具有在垂直的甚至倒

悬的光滑表面上爬行的能力ꎬ其中一些种类甚至

能够产生超过自身重量 １００ 倍的粘附力[１] . 在光

滑表面上的爬行过程涉及到粘附和脱附 ２ 个环

节. 牢固的粘附可以使得生物在攀爬过程中不会

掉落ꎬ而快速的脱附可以保证其运动自如. 足是昆

虫重要的运动器官ꎬ足的表皮及其衍生物在昆虫

粘附结构的设计中起到关键的作用ꎬ这些结构主

要分布于足末端的胫节(ｔｉｂｉａ)、跗节( ｔａｒｓｕｓ)和前

跗节(ｐｒｅｔａｒｓｕｓ). 研究与模仿生物的粘附结构和

机理ꎬ研制仿生爬壁机器人并应用于人类活动ꎬ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１　 研究背景

人类对昆虫在光滑表面的爬行粘附能力产生

浓厚兴趣已有几个世纪之久. 最初ꎬ博物学家利用

当时原始的光学显微镜对蝇类足的一般形态进行

观察和描述ꎬ发现在足的末端存在一对爪ꎬ并且在

爪垫(ｐｕｌｖｉｌｌｉ)上密布大量微小的刚毛(ｓｅｔａ)或称

粘毛(ｔｅｎｅｎｔ ｈａｉｒ) . 随着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明和

广泛应用ꎬ可以在微纳米尺度上对研究对象的外

部形态和内部结构进行精确观察ꎬ极大地促进了

形态学和仿生学的发展.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研究者将

兴趣逐渐转移到研究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上ꎬ
实验手段更趋于多元化ꎬ学科交叉也更加频繁ꎬ并
试图提出可供仿生工业参考的理论模型.

在爬行粘附领域ꎬＳｔｏｒｋ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观察并描述了鞘翅目 １６ 科 ８４ 种昆虫足跗

节的形态结构[２]ꎻＨａｎｎａ 和 Ｂａｒｎｅｓ 发现树蛙足掌

腹面具有大量微吸盘状的结构[３]ꎻＷａｌｋｅｒ 在总结

前人工作的基础上ꎬ将粘附结构分为刚毛型和光

滑型 ２ 大类ꎬ并且发现分泌液对粘附具有增强的

作用[４]ꎻＡｕｔｕｍｎ 对壁虎足掌的微纳米级刚毛结构

进行形态学观察和力学测量ꎬ发现刚毛角度在粘

附与脱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５]ꎻＢｅｕｔｅｌ 和

Ｇｏｒｂ 对 ２１ 目 ３８ 科 ４３ 种昆虫足的外部形态进行

观察ꎬ将昆虫的表皮附着系统划分为 ８ 种主要形

式:１)钩或爪(ｈｏｏｋｓ)ꎬ２)锁或扣( ｌｏｃｋ ｏｒ ｓｎａｐ)ꎬ
３) 夹 ( ｃｌａｍｐ )ꎬ ４ ) 吸 附 垫 ( ｓｐａｃｅｒ )ꎬ ５ ) 吸 盘

(ｓｕｃｋｅｒ)ꎬ６)膨胀固定器(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ｃｈｏｒ)ꎬ７)黏
性分泌液(ｇｌｕｅ)ꎬ８)摩擦结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多种形式

的粘附结构也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物种中ꎬ其粘附

功能主要借助于机械互锁和减少接触距离 ２ 种方

式而实现[６] . Ｂｕｌｌｏｃｋ 和 Ｆｅｄｅｒａｌ 测量了一种甲虫

Ｇ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ａ Ｖｉｒｉｄｕｌａ 足跗节 ３ 种刚毛的粘附力[７]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利用扫描电子显

微镜(ＳＥＭ)对 ７ 目 ５１ 种昆虫足的粘附结构进行

超微形态观察ꎬ对形态结构开展了描记、测量ꎬ并
对获得的特征数据开展了初步的分析.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 １　 爬行粘附研究术语
昆虫的粘附结构十分复杂ꎬ为便于研究ꎬ列出

常用的术语及其解释.
跗节(ｔａｒｓｕｓ):昆虫足的末端部分. 由 １ ~ ５ 个

跗分节组成.
前跗节(ｐｒｅｔａｒｓｕｓ):昆虫足的最末端部分ꎬ接

近端跗节的近端部. 通常包括爪、中垫、掣爪片等

结构.
爪( ｃｌａｗ 或 ｕｎｇｕｅｓ):中空、可活动的钩状结

构. 在背侧与跗节的近端部相关连.
掣爪片(ｕｎｇｕｉｔｒａｃｔｏｒ):前跗节腹面的中间基

板ꎬ通常隐置于末端跗分节内.
跗基节(ｐｌａｎｔａ):掣爪片的末端部分ꎬ分开形

成 ２ 个骨片.
柄状突(ｍａｎｕｂｒｉｕｍ):中垫基背侧伸长的中

间骨片ꎬ近端与跗节末端、爪基部之间部分相连

接ꎬ远端较窄ꎬ指向中垫基部.
爪基片(ａｕｘｉｌｉａｅ ｏｒ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 ｓｃｌｅｒｉｔｅｓ):爪基部

下方的侧面骨片.
中垫( ａｒｏｌｉｕｍ):中空的裂片结构ꎬ位于前跗

节中间ꎬ完全膜质或部分骨化ꎬ表面光滑.
爪垫( ｐｕｌｖｉｌｌｕｓ):侧生ꎬ成对出现ꎬ表面光滑

或具刚毛ꎬ位于爪腹面ꎬ着生于爪基片上.
爪间突( ｅｍｐｏｄｉｕｍ):爪垫中间的突起ꎬ起始

于掣爪片的远端ꎬ脊状或裂片状.
跗节刚毛型吸附底面(ｈａｉｒｙ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ｓ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ａｒｓｏｍｅｒｅｓ):位于鞘翅目昆虫跗分节的腹面ꎬ通常

具有密集的吸附刚毛ꎬ大多数刚毛末端膨大.
海绵窝( ｆｏｓｓｕｌａ ｓｐｏｎｇｉｏｓａ):位于猎蝽科昆虫

胫节腹面近端部ꎬ光滑的表面通常具有大量细小

刚毛.
跗节棘特化而来的吸附结构 ( ｔａｒｓａｌ ｔｈｏｒ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由棘特化为

吸附结构ꎬ通常扁平、较宽ꎬ位于跗节腹面的末端ꎬ
表面具有刚毛状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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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垫( ｅｕｐｌａｎｔｕｌａｅ):位于跗分节腹面ꎬ光滑

型ꎬ垫状的粘附结构.
２ ２　 实验材料

本研究观察的昆虫种类共 ７ 目 ５１ 种(表 １).
包括 半 翅 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９ 科 １８ 种、 鞘 翅 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１０ 科 ２０ 种、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５ 科 ５ 种、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３ 科 ４ 种、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１ 科１ 种、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２ 科 ２ 种及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１ 科 １ 种. 全部标本为新鲜采集或酒精

浸泡标本ꎬ主要采自北京及海南.

表 １　 研究标本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目 ｏｒｄｅｒ
１ 东方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ｃａｒｔａ ｈｅｒｏｓ 沫蝉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２ 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ｃａｒｔａ ｓｐ. 沫蝉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３ 黄新拟沫蝉 Ｐａｒａｃｅｒｃｏｐｏｉｄｅｓ ｆｌａｖｉｔｈｏｒａｘ 沫蝉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４ 红蝉 Ｃｉｃａｄａ ｓａｕｇｕｉｎｅａ 蝉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５ 华凹大叶蝉 Ｂｏｔｈｒｏｇｏｎ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叶蝉科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６ 龙眼鸡 Ｐｙｒｏｐｓ ｃａｎｄｅｌａｒｉａ 蜡蝉科 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７ 宽广蜡蝉属 Ｐｏｃｈａｚｉａ ｓｐ. 蜡蝉科 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８ 眼纹疏广蜡蝉 Ｅｕｒｉｃａｎｉａ ｏｃｅｌｌｕｓ 蜡蝉科 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９ 月纹丽象蜡蝉 Ｏｒｔｈｏｐａｇｕｓ ｌｕｎｕｌｉｆｅｒ 蜡蝉科 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０ 伯瑞彩象蜡蝉 Ｒａｉｖｕｎａ ｐａｔｒｕｅｌｉｓ 蜡蝉科 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１ 斑翅负角蝉 Ｔｅｌｉｎｇａｎａ ｍａｃｕｌｏｐｔｅｒａ 角蝉科 Ｍｅｍｂｒａｃ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２ 荔蝽属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 ｓｐ. 荔蝽科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３ 红足荆猎蝽 Ａｃａｎｔｈａｓｐｉｓ ｉｍｍｏｄｅｓｔａ 猎蝽科 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４ 黄足猎蝽 Ｓｉｒｔｈｅｎｅａ ｆｌａｖｉｐｅｓ 猎蝽科 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５ 泛光红蝽 Ｄｉｎｄｙｍｕｓ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ｕｓ 红蝽科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６ 突背斑红蝽 Ｐｈｙｓｏｐｅｌｔａ ｇｕｔｔａ 红蝽科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７ 瘤缘蝽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ｏｒｉｓ ｓｃａｂｅｒ 缘蝽科 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８ 红背安缘蝽 Ａｎｏｐｌｏｃｎｅｍｉｓ ｐｈａｓｉａｎａ 缘蝽科 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９ 咖啡双条天牛 Ｘｙｓｔｒｏｃｅｒａ ｆｅｓｔｉｖａ 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０ 松厚花天牛 Ｐａｃｈｙｔａ ｌａｍｅｄ 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１ 普红缘亚天牛 Ａｎｏｐｌｉｓｔｅｓ ｈａｌｏｄｅｎｄｒｉ ｐｉｒｕｓ 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２ 神农洁蜣螂 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ｕｓ ｍｏｌｏｓｓｕｓ 蜣螂科 Ｇｅｏｔｒｕｐ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３ 波纹皮蠹 Ｄｅｒｍｅｓｔｅｓ ｕｎｄｕｌａｔｅｓ 皮蠹科 Ｄｅｒｍｅｓｔ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４ 三点四拟叩甲 Ｔｅｔｒａｌａｎｇｕｒｉａ Ｃｏｌｌａｒｉｓ 大蕈甲科 Ｅｒｏｔｙ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５ 泥红槽缝叩甲 Ａｇｒｙｐｎｕｓ ａｒｇｉｌｌａｃｅｕｓ 叩甲科 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６ 红胸截额叩甲 Ｓｉｌｅｓｉｓ ｄｕｐｏｒｔｉ 叩甲科 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７ 单斑龙虱 Ｈｙｄａｔｉｃｕｓ 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龙虱科 Ｄｙｔｉｓｃ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８ 老鹳草跳甲 Ａｌｔｉｃａ ｖｉｒｉｄｉｃｙａｎｅａ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２９ 中华萝藦肖叶甲 Ｃｈｒｙｓｏ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０ 二纹柱萤叶甲 Ｇａｌｌｅｒａｃｉｄａ ｂｉ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１ 十星瓢萤叶甲 Ｏｉｄｅｓ ｄｅｃ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２ 甘薯腊龟甲 Ｌａｃｃｏｐｔｅｒａ ｑｕａｄｒ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３ 臭椿沟眶象 Ｅｕｃｒｙ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ｂｒａｎｄｔｉ 象甲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４ 象甲 Ｐｔｏｃｈｉｄｉ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象甲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５ 波纹斜纹象 Ｌｅｐｙ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象甲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６ 红星盘瓢虫 Ｐｈｒｙｎｏｃａｒｉａ ｃｏｎｇｅｎｅｒ 瓢甲科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７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瓢甲科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８ 赤翅甲 Ｐｙｒｏｃｈｒｏｉｄａｅ ｓｐ. 赤翅甲科 Ｐｙｒｏｃｈｒｏ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９ 黑带食蚜蝇 Ｅｐｉｓｙｒｐｈｕｓ ｓｐ. 食蚜蝇科 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４０ 虻属 Ｔａｂａｎｕｓ ｓｐ. 虻科 Ｔａｂａｎｉｄａｅ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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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目 ｏｒｄｅｒ
４１ 红腹毛蚊 Ｂｉｂｉｏ ｒｕｆ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毛蚊科 Ｂｉｂｉｏｎｉｄａｅ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４２ 厕蝇 Ｆａｎｎｉａ ｓｐ. 蝇科 Ｍｕｓｃｉｄａｅ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４３ 玷蜂虻 Ｂｏｍｂｙｌｉｕｓ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蜂虻科 Ｂｏｍｂｙｌｉｉｄａｅ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４４ 火红熊蜂 Ｂｏｍｂｕｓ Ｐｙｒｏｓｏｍａ 蜜蜂科 Ａｐｉｄａｅ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４５ 扁胫突瓣叶蜂 Ｎｅｍａｔｕｓ ｃａｅｒｕｌ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叶蜂科 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４６ 日本弓背蚁 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蚁科 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４７ 意大利蜜蜂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蜜蜂科 Ａｐｉｄａｅ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４８ 黄钩蛱蝶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ａ ｃａｕｒｅｕｍ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４９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５０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ｉｄａｅ ｓｐ. 草蛉科 Ｃｈｒｙｓｏｐｉｄａｅ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５１ 东亚飞蝗 ｌｏｃ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蝗科 Ａｃｒｉｄｉｄａｅ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２ ３　 实验方法
将昆虫的足用镊子和刀切下ꎬ用磷酸缓冲液

清洗ꎬ具有刚毛型结构的样品在 ７０％ ꎬ ８０％ ꎬ
９０％ ꎬ９５％和 １００％酒精中梯度脱水ꎬ具有光滑垫

状结构的样品在 ３０％ ꎬ５０％ ꎬ７０％ ꎬ８０％ ꎬ９０％ ꎬ
９５％和 １００％酒精中梯度脱水ꎬ其中在 １００％浓度

的酒精中重复脱水 ３ 次. 然后经过二氧化碳临界

点干燥ꎬ在体式显微镜下将样品固定于样品台上ꎬ
在真空镀膜机中喷金ꎬ最后在扫描电子显微镜

Ｑｕａｎｔａ２００(ＦＥＩ 有限公司ꎬ俄勒冈ꎬ美国)下观察

拍照. 用 ＩｍａｇｅＪ 软件对粘附结构的面积、长度等

数据进行测量.

３　 实验结果

结果表明不同类群的昆虫具有多种形式的粘

附结构. 根据粘附结构的形态和着生位置ꎬ主要分

为“光滑型”和“刚毛型”２ 大类截然不同的类型ꎬ
另外ꎬ龙虱科昆虫具有特化的吸盘结构.

“光滑型”粘附结构是由光滑表皮组成的垫

状结构ꎬ表皮无刚毛. “光滑型”粘附结构还可以

进一步被分为光滑型中垫、光滑型爪垫和光滑型

跗垫.
“刚毛型”粘附结构也是由表皮组成的垫状

结构ꎬ但表皮密布刚毛. “刚毛型”粘附结构可以

进一步划分为跗节刚毛型粘附底面、刚毛型爪垫

和爪间突、海绵窝ꎬ以及由跗节棘演化而来的粘附

结构等多种形态的粘附结构.
３ １　 光滑型粘附结构
３ １ １　 光滑型中垫

中垫是中空的垫状或片状结构ꎬ位于前跗节

２ 爪之间ꎬ完全膜质或部分骨化ꎬ表面光滑ꎬ一般

呈球形或近球形(图 １).
研究发现多个目昆虫足的前跗节具有光滑型

中垫. 膜翅目和脉翅目昆虫具有光滑的中垫. 鳞翅

目昆虫具有光滑的中垫或刚毛型爪垫. 在半翅目

蝉类中ꎬ沫蝉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蜡蝉科(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昆虫具有中垫ꎬ叶蝉科 (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角蝉科

(Ｍｅｍｂｒａｃｉｄａｅ)具有爪垫ꎬ而蝉科(Ｃｉｃａｄｉｄａｅ)昆虫

仅具有一对爪. 在蝽类中ꎬ长蝽科(Ｌｙｇａｅｉｄａｅ)具

有中垫ꎬ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具有中垫和光滑跗垫.
膜翅目昆虫的前跗节均具有一对细长的爪及

一个光滑的球形中垫. 日本弓背蚁 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Ｍａｙｒ)(膜翅目:蚁科)足前跗节的爪细

长ꎬ中垫呈椭圆球形ꎬ宽(１０３ ８８ ± ０ ８３) μｍꎬ腹
面面积(５ ８０６ ３１ ± ８８ ９５) μｍ２ꎻ表面光滑ꎬ仅有

少量微弱的凹槽. 中垫腹面基部的跗基节表面密

集着生细长的刚毛ꎻ基部两侧的表皮上具有大量

细小的刺状突起ꎻ中垫背面的柄状突表面具有不

规则的细小凹槽及褶皱ꎬ近基部着生少量的刺状

突起ꎬ柄状突上具有一对刚毛(图 １(ａ)和 １(ｂ)).
掣爪片与跗基节相连ꎬ表面具有铜钱状或称鱼鳞

状突起ꎬ端部两侧共着生 ２ 对刚毛.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ｃａｒｎｅａ (Ｓｔｅｐｎｅｎｓ)(脉翅目:草蛉科)干燥的中垫

中间凹陷ꎬ表面具有少量细小的球形突起及皱褶.
中垫宽(１１７ ８１ ± １ ０７) μｍꎻ中垫的顶端表皮具

有乳突状突起ꎬ突起高(４ ３４ ± ０ ３４) μｍꎬ基部较

大ꎬ宽(２ ０１ ± ０ ２４) μｍ. 中垫基部表面平整光

滑ꎬ着生 ４ ~ ５ 根细长的刚毛ꎬ部分刚毛近端部分

叉(图 １(ｃ)). 掣爪片细长ꎬ表面具有铜钱状或鱼

鳞状突起.
鳞翅目昆虫的足通常具有中垫ꎬ部分种类具

有刚 毛 型 爪 垫. 黄 钩 蛱 蝶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ａ ｃａｕｒｅ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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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的前跗节中垫呈片状(图 １(ｄ))ꎻ高
(１３６ ０５ ± ３ ２７) μｍꎬ端部宽 (１６７ ７４ ± ２ ００)
μｍ. 中垫腹面的基部及边缘均具有细小刺状突

起ꎬ基部的突起较小ꎬ高(３ ３６ ± ０ ５３) μｍꎻ腹面

近端部表面无突起ꎬ较光滑ꎬ具有纵向的凹槽. 中
垫腹面基部与跗基节相连ꎬ跗基节细长ꎬ呈长方

形ꎬ表面具有大量细长的刚毛状突起. 掣爪片表面

具有半圆或铜钱状突起.

图 １　 光滑型中垫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ａｒｏｌ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半翅目的沫蝉科、蜡蝉科昆虫具有中垫. 东方

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ｃａｒｔａ ｈｅｒｏｓ (Ｆａｂｒ. ) (图 １( ｅ))、丽
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ｃａｒｔａ ｓｐ. 及黄新拟沫蝉 Ｐａｒａｃｅｒｃｏｐｏｉｄｅｓ
ｆｌａｖｉｔｈｏｒａｘ (Ｌｉａｎｇ) ３ 种沫蝉均具有球状的光滑中

垫ꎬ中垫顶端形成一个近圆形的平整区域ꎬ侧面均

具有骨化的背侧板与腹侧板ꎻ侧板及中垫顶端均

有感受器刚毛ꎬ刚毛的数量及长度不同ꎻ掣爪片表

面均具有鱼鳞状或半圆形的突起. 龙眼鸡 Ｐｙｒｏｐｓ
ｃａｎｄｅｌａｒｉａ (Ｌ. )、伯瑞彩象蜡蝉 Ｒａｉｖｕｎａ ｐａｔｒｕｅｌｉｓ

(Ｓｔåｌ) ( 图 １ ( ｆ ))、 月 纹 丽 象 蜡 蝉 Ｏｒｔｈｏｐａｇｕｓ
ｌｕｎｕｌｉｆｅｒ (Ｕｈｌｅｒ)、宽广蜡蝉 Ｐｏｃｈａｚｉａ ｓｐ. 及眼纹疏

广蜡蝉 Ｅｕｒｉｃａｎｉａ ｏｃｅｌｌｕｓ (Ｗａｌｋｅｒ) ５ 种蜡蝉前跗

节均具有光滑的球形中垫ꎬ具有一对背侧板ꎬ象蜡

蝉的中垫腹面近基部具有感受器刚毛. 掣爪片表

面具有鱼鳞状突起.
３ １ ２　 光滑型爪垫

爪垫是位于爪腹面、着生于爪基片上的垫状

或囊状结构. 侧生ꎬ成对出现ꎬ表面光滑或具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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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图(２)).
叶蝉科和角蝉科昆虫具有光滑爪垫. 华凹大

叶蝉 Ｂｏｔｈｒｏｇｏｎ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Ｙａｎｇ ｅｔ Ｌｉ) 爪垫饱满呈

卵圆形ꎬ顶端到基部高(２７７ ２９ ± ２ ８３) μｍ. 顶端

背面形成脊状褶皱ꎬ并着生 ３ 对刚毛ꎬ刚毛长

(８７ ５８ ± ０ ９５) μｍꎬ基部宽(２ ７７ ± ０ ０３) μｍ. 爪
垫腹面的外表皮平整ꎬ顶端形成一个光滑的椭圆

形区域ꎬ面积为(１７ ５１０ １５ ± ２０４ １３) μｍ２ (图 ２
(ａ))ꎻ当叶蝉的爪垫打开时ꎬ椭圆区域可能最早

接触基质表面. 椭圆形区域的边缘皱缩ꎬ腹面近基

部着生 ４ ~ ５ 对短小的刚毛ꎬ较长的刚毛长(１３ ４６
± ０ ４７) μｍ. 爪垫外表皮下方是树枝状分叉结

构ꎬ树枝状结构上还具有少量膨大或瘤状突起ꎬ形
状如豆科植物的根. 掣爪片细长ꎬ两侧表皮具有横

向的脊状突起ꎻ中间大部分区域的表皮具有鱼鳞

状或长条状突起ꎻ顶端的突起呈指状ꎬ长(０ ５８ ±
０ ０９) μｍꎬ端部宽(０ ３０ ± ０ ０４) μｍ.

斑翅负角蝉 Ｔｅｌｉｎｇａｎａ ｍａｃｕｌｏｐｔｅｒａ (Ｙｕａｎ) 爪

垫呈卵圆形ꎬ顶端到基部的长度为 (１５３ ６８ ±
２ ８５) μｍꎬ近端部向内凹陷ꎬ凹陷区域形成明显

的脊状皱褶ꎬ皱褶的宽度不等(图 ２(ｂ)). 凹陷区

域着生有 １ 对刚毛ꎬ刚毛长(６１ ３７ ± ０ ５４) μｍ.
爪垫顶端及基部外表皮具有细颗粒状突起ꎬ而腹

面近基部较平整ꎬ呈肾形ꎬ面积是 (４ ５５８ ６７ ±
３０ ２９) μｍ２ꎬ表面形成较细小的凹槽ꎬ可能是干燥

过程中造成的(图 ２(ｃ)). 爪垫基部内侧着生 ３ 对

短小的刚毛ꎬ刚毛长度最大可达(２６ ４５ ± ０ ５４)
μｍ. 掣爪片位于前跗节腹面的基部ꎬ狭窄呈三角

形ꎬ表面覆盖着细长的指状突起.
缘蝽科、蝽科和红蝽科昆虫的成虫也具有光

滑爪垫. 泛光红蝽 Ｄｉｎｄｙｍｕｓ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ｕｓ (Ｆａｂｒ. ) 爪

垫与爪基片相连ꎬ爪基片长(１４４ ６３ ±２ ８１) μｍꎬ外
表皮光滑ꎬ具有细小的圆粒状突起ꎻ宽(６０ ３７ ±
１ ４７) μｍꎬ近端部较窄、弯曲(图 ２(ｄ)). 观察到的

图 ２　 光滑型爪垫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ｐｕｌｖｉｌｌ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爪垫腹面呈近三角形ꎬ面积为(６ ６１４ ６６ ± ８７ ２８)
μｍ２ꎻ表面较光滑ꎬ基部具有细小的粒状突起. 爪
垫腹面近基部向上隆起ꎬ端部边缘均向背面卷曲ꎻ
爪垫背面具有放射状的由基部延伸而来的圆脊状

突起ꎬ直径(１ ０６ ± ０ ０８) μｍ. 爪垫腹面表皮以下

具有很多分叉的树枝状结构. 掣爪片端部着生一

对刚毛ꎬ刚毛长(３０１ ６３ ± ３ ００) μｍ.
３ １ ３　 光滑型跗垫

直翅目和蜚蠊目昆虫在跗分节腹面具有光滑

型跗垫. 东亚飞蝗 ｌｏｃ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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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ｙｅｎ) 跗节腹面具有 ４ 对光滑的垫状结构ꎬ并
在 ２ 爪之间具有 １ 个光滑型中垫(图 ３). 第 １ 对

至第 ３ 对跗垫连接紧密ꎬ与第 ４ 对相距较远. 跗垫

腹面呈圆角矩形ꎬ长 (５９８ ２６ ± ４３ ５１) μｍꎬ宽

(４７３ ４８ ± ４１ ３８ ) μｍꎬ 腹面面积 ( ２４６ ２０２ ±
３５５ ２１) μｍ２ꎻ表面光滑ꎬ有少量凹孔. 跗垫基部两

侧的表皮上具有大量细小的刺状突起ꎻ跗垫背侧

面着生稀疏的刚毛. 中垫为腹面光滑的椭圆形囊

状结构ꎬ仅有少量微弱的凹槽ꎬ顶部侧面着生短粗

刚毛.

图 ３　 东亚飞蝗 Ｌｏｃ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前足的 ４ 对光滑型跗垫

Ｆｉｇ ３　 Ｆｏｕｒ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ｍｏｏｔｈ ｅｕｐｌａｎｔｕｌａ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ｌｅｇ ｏｆ Ｌｏｃ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３ ２　 刚毛型粘附结构
３ ２ １　 跗节刚毛型粘附底面

除金龟总科和蜣螂科等ꎬ大部分鞘翅目昆虫

的粘附结构为跗节刚毛型粘附底面(图 ４)ꎬ即在

跗分节的腹面着生有浓密的粘附性刚毛. 刚毛由

刚毛杆和刚毛末端 ２ 部分组成ꎬ根据刚毛末端的

形状ꎬ可将刚毛分为不同类型. 龙虱科昆虫跗节腹

面着生有特化的吸盘结构.
叶甲总科昆虫的跗节为隐 ５ 节ꎬ近基部的 ３

个跗分节腹面覆盖有浓密的刚毛. 十星瓢萤叶甲

Ｏｉｄｅｓ ｄｅｃ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Ｂｉｌｌｂｅｒｇ) (鞘翅目:叶甲科:
萤叶甲亚科)雄性个体的跗节腹面具有披针状、
抹刀状和圆盘状 ３ 种类型的刚毛ꎬ其中圆盘状刚

毛为雄性所特有(图 ４(ａ)—图 ４(ｄ)). 披针状刚

毛分布于雄性前、中足第 １ 跗分节周缘和第 ２ 跗

分节全部腹面及雌性 ３ 对足和雄性后足第 １、２ 跗

分节的全部腹面. 刚毛细长而直ꎬ向端部逐渐变尖

细ꎬ略微弯曲呈钩状. 抹刀状刚毛分布于雄性前、
中足第 ３ 跗分节周缘及雌性 ３ 对足和雄性后足第

３ 跗分节的全部腹面. 抹刀状刚毛末端腹面光滑ꎬ
背面具 ７ ~ １５ 个突起. 圆盘状刚毛分布于雄性前、
中足的第 １、３ 跗分节中部. 刚毛杆直ꎬ圆盘状刚毛

末端的中部比边缘凹陷. 这些刚毛被推测在爬行

或交配过程中具有粘附的作用[８] .
铁甲亚科昆虫足跗节的刚毛具有分支状的末

端. 甘 薯 腊 龟 甲 Ｌａｃｃｏｐｔｅｒａ ｑｕａｄｒ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鞘翅目:叶甲科:铁甲亚科)足跗节

腹面具有 ４ 种类型的刚毛ꎬ分别为末端分支的披

针状刚毛、末端分支的抹刀状刚毛、末端分支的水

滴状刚毛以及圆盘状刚毛(图 ４(ｅ)ꎬ图 ４(ｆ)).
天牛科昆虫的跗节为隐 ５ 节ꎬ近基部的 ３ 个

跗分 节 覆 盖 有 浓 密 的 刚 毛. 咖 啡 双 条 天 牛

Ｘｙｓｔｒｏｃｅｒａ ｆｅｓｔｉｖａ (Ｔｈｏｒｎｓｏｎ) 具有细针状、扁圆状

和扁平状 ３ 种类型的粘附刚毛ꎬ松厚花天牛

Ｐａｃｈｙｔａ ｌａｍｅｄ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具有披针状和圆盘状 ２
种刚毛ꎬ普红缘亚天牛 Ａｎｏｐｌｉｓｔｅｓ ｈａｌｏｄｅｎｄｒｉ ｐｉｒｕｓ
(Ａｒａｋａｗａ) 仅具有 １ 种类型的刚毛.

瓢虫科昆虫的跗节为隐 ４ 节ꎬ近基部的 ２ 个

跗分 节 腹 面 覆 盖 有 浓 密 的 刚 毛. 异 色 瓢 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Ｐａｌｌａｓ)(鞘翅目:瓢虫科)跗分

节腹面具有披针状、抹刀状和圆盘状 ３ 种类型的

刚毛. 披针状刚毛在雄性前、中足上分布于第 １ 跗

分节腹面周缘ꎬ在雄性后足以及雌性 ３ 对足上ꎬ分
布于第 １ 跗分节全部腹面. 抹刀状刚毛具有铲状

的末端(图 ４( ｇ))ꎬ在雄性前、中足上分布于第 ２
跗分节腹面周缘ꎬ在雄性后足以及雌性 ３ 对足上ꎬ
分布于第 ２ 跗分节的腹面. 圆盘状刚毛仅分布于

雄性前、中足第 １ 和第 ２ 跗分节腹面的中部. 异色

瓢虫的抹刀状刚毛末端背面光滑ꎬ不具有指状突

起. 前跗节有 １ 对爪.
象甲科昆虫的跗节为隐 ５ 节ꎬ近基部的 ３ 个

跗分节腹面覆盖有浓密的刚毛. 波纹斜纹象

Ｌｅｐｙ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Ｒｏｅｌｏｆｓ(鞘翅目:象甲科)第 ３ 跗

分节腹面的刚毛末端呈弯曲状(图 ４(ｈ))ꎬ在刚

毛杆与刚毛末端的连接处呈现肘状弯曲.
　 　 老鹳草跳甲 Ａｌｔｉｃａ ｖｉｒｉｄｉｃｙａｎｅａ (Ｂａｌｙ)跗节隐

５ 节ꎬ具有针状、扁平状和抹刀状 ３ 种类型的刚

毛. 红胸截额叩甲 Ｓｉｌｅｓｉｓ ｄｕｐｏｒｔｉ 与泥红槽缝叩甲

Ａｇｒｙｐｎｕｓ ａｒｇｉｌｌａｃｅｕｓ 跗节为 ５ 节ꎬ均可见ꎬ具有纤

维状刚毛以及少量的末端扁平状的刚毛.
３ ２ ２　 刚毛型爪垫和爪间突

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的大蚊具有中垫ꎬ其他类群

成虫均具有刚毛型爪垫ꎬＴａｂａｎｉｄａｅ 虻科和毛蚊科

Ｂｉｂｉｏｎｉｄａｅ 昆虫在爪垫之间还具有爪间突ꎬ爪间突

呈刚毛状或与爪垫形状相似(图 ５). 蝇科、丽蝇科

及食 蚜 蝇 科 昆 虫 最 具 有 代 表 性[９] . 其 爪 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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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鞘翅目昆虫具有跗节刚毛型粘附底面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ｈａｉｒｙ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ｓ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ｕｌｖｉｌｌｉ)位于在前跗节的 ２ 爪腹面ꎬ并密布刚毛.
黑带食蚜蝇 Ｅｐｉｓｙｒｐｈｕｓ ｓｐ. (双翅目:食蚜蝇

科)爪垫腹面呈椭圆形ꎬ面积(５ １０７ ９８ ± ４１ １０)
μｍ２(图 ５(ａ))ꎻ爪垫腹面着生大量的吸附刚毛ꎬ

密度可达 １ 根 / ９ ５５ μｍ２ . 吸附刚毛可分为 ２ 种类

型:第 １ 种刚毛末端稍膨大ꎬ与直径 ( ２ ４３ ±
０ １４) μｍ 的圆形平板相连接ꎬ末端圆形平板的腹

面光滑ꎬ与刚毛末梢相连处具有明显的凹槽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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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泌液的释放相关(图 ５(ｂ))ꎻ第 ２ 种刚毛端

部逐渐变宽ꎬ呈抹刀状ꎬ扁平弯曲ꎻ末端边缘平直ꎬ
边缘宽(２ １３ ± ０ １３) μｍꎬ分布于爪垫腹面的基

部(图 ５(ｃ)).
红腹毛蚊 Ｂｉｂｉｏ ｒｕｆ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Ｄｕｄａ)(双翅目:毛

蚊科)爪垫细长ꎬ腹面呈椭圆形ꎬ爪间突形状与爪

垫的相似(图 ５(ｄ)). 具有 ２ 种类型刚毛ꎬ刚毛末

端膨大或具有圆盘状的末端. 第 １ 种刚毛位于爪

垫腹面的近端部ꎬ刚毛末端与膨大的近圆形平板相

连(图 ５(ｅ)). 刚毛杆基部宽(１ ０５ ±０ ０９) μｍꎻ

图 ５　 双翅目昆虫的刚毛型爪垫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ｈａｉｒｙ ｐｕｌｖｉｌｌｕ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ｏｄ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ｔｅｒ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末端平板宽为(１ ５２ ± ０ １４) μｍꎬ表面光滑无突

起ꎬ端部的刚毛长(２４ １８ ± １ ８５) μｍ. 第 ２ 种刚毛

位于爪垫腹面近基部ꎬ刚毛(１２ ０４ ± ０ ９３) μｍꎻ基
部宽(１ １０ ± ０ １２) μｍꎬ端部扁平、略宽ꎬ端部宽

(１ １９ ±０ ０７) μｍꎬ末端边缘通常圆滑或尖细(图 ５
(ｆ)). ２ 种类型的刚毛杆表面均具有少量细小的脊

状突起ꎬ刚毛末端均有不同程度的弯曲.
厕蝇 Ｆａｎｎｉａ ｓｐ. (双翅目:蝇科)爪垫腹面呈

卵圆形或椭圆形(图 ５ ( ｇ))ꎬ面积(７ １２４ ９８ ±
４９ ９３) μｍ２ . 爪垫腹面着生大量细小的刚毛ꎬ密度

为 １ 根 / ６ ４２ μｍ２ . 刚毛杆的基部宽(０ ６３ ± ０ ０６)
μｍꎬ近端部逐渐变窄ꎬ刚毛杆末端与近圆形的平

板相连ꎬ末端平板宽(１ １９ ± ０ ０８) μｍꎬ表面光滑

无突起ꎻ末端平板与刚毛杆相连处具有凹槽或清

晰的脊突(图 ５(ｈ)ꎬ图 ５( ｉ)). 刚毛的长度多变ꎬ
越靠近爪垫端部ꎬ刚毛越长ꎬ测得近端部的刚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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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５５ ± １ １１) μｍ. 爪间突呈刚毛状ꎬ位于爪垫之

间ꎬ着生在掣爪片顶端ꎬ具有 ３ 根刚毛状突起ꎬ最
长的突起长(８０ ５１ ± ０ ４５) μｍ.
３ ２ ３　 海绵窝

海绵窝位于胫节腹面近端部ꎬ通常具有大量

细小的刚毛. 猎蝽科及臭蝽亚目的一些类群在胫

节末端具有这种刚毛型粘附结构(图 ６). 海绵窝

可能分布在前足或前足与中足ꎬ也可能在 ３ 对足

均有分布[１０] . 猎蝽科海绵窝的柔韧表皮上面覆盖

着浓密、纤细、很短的刚毛[１１] .

红足荆猎蝽 Ａｃａｎｔｈａｓｐｉｓ ｉｍｍｏｄｅｓｔａ (Ｂｅｒｇｒｏｔｈ)
(半翅目:猎蝽科)前足、中足胫节均具有狭长的

海绵窝ꎬ后足胫节无海绵窝结构(图 ６ ( ａ)ꎬ图 ６
(ｂ)). 海绵窝的刚毛短小且直ꎬ刚毛杆扁圆ꎬ宽
(２ ６１ ± ０ ３５) μｍꎬ近端部具有少量纵向的凹槽.
刚毛末端具有膨大的圆形或近圆形的平板ꎬ直径

(４ ７０ ± ０ ４５) μｍ. 圆盘状末端扁平ꎬ与基质表面

接触的腹面表皮光滑ꎬ仅有少量微弱的褶皱ꎻ背面

具有排列整齐的指状突起ꎬ突起高(１ ６４ ± ０ ２５)
μｍꎬ直径(０ ５３ ± ０ ０６) μｍ.

图 ６　 猎蝽科昆虫足的海绵窝结构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ｕｌａ ｓｐｏｎｇｉｏｓａ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
　

　 　 黄足猎蝽 Ｓｉｒｔｈｅｎｅａ ｆｌａｖｉｐｅｓ (Ｓｔåｌ)(半翅目:猎
蝽科)仅前足胫节具有宽阔的海绵窝ꎬ中足、后足

胫节无海绵窝结构(图 ６(ｃ)ꎬ图 ６(ｄ)). 海绵窝延

伸超 过 胫 节 的 末 端ꎬ 呈 近 长 方 形ꎬ 面 积 约

(９８１ ４２４ ９ ± ４ ３２１ ８２) μｍ２ . 近端部刚毛较密

集ꎬ刚毛分为 ２ 种类型:一种刚毛粗壮坚挺ꎬ通常不

弯曲ꎬ刚毛长(２７８ ３２ ± ４１ ６９) μｍꎬ基部宽(２２ ９２
±１ ９８) μｍꎻ另一种刚毛纤细ꎬ相对较短ꎬ端部可弯

曲ꎬ刚毛长(１４４ １８ ± １７ ０９) μｍꎬ基部宽(５ ５５ ±
１ ８７) μｍꎬ刚毛在后足胫节腹面中央位置较密集.
３ ２ ４　 由棘特化的粘附结构

膜翅目叶蜂科昆虫除了前跗节中垫外ꎬ在跗

节具有棘特化而来的吸附结构 (图 ７ ( ａ)ꎬ图 ７

( ｂ )). 扁 胫 突 瓣 叶 蜂 Ｎｅｍａｔｕｓ ｃａｅｒｕｌ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ｒｔｉｇ)第 １ ~ ４ 跗分节的腹面末端均着生扁平

的由棘衍化而来的吸附垫ꎬ呈椭圆形ꎬ面积为

(１０２ ６９ ７１ ± １８ ８６) μｍ２ꎻ腹面着生短小的刚毛

状突起ꎬ 突起长 ( １０ ２３ ± １ ０６ ) μｍꎬ 基部宽

(１ ８３ ± ０ ２０) μｍꎬ边缘的突起较细小ꎬ中间的突

起较粗壮第 ５ 跗分节无吸附垫ꎬ腹面末端中线两

侧着生 １ 对感受器刚毛.
３ ３　 吸盘

吸盘结构是龙虱科昆虫特化的吸附结构(图
７( ｃ)ꎬ图 ７ ( ｄ)). 对单斑龙虱 Ｈｙｄａｔｉｃｕｓ 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鞘翅目:龙虱科)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观察ꎬ发现其前足和中足跗节腹面具有吸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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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足第 １ ~ ３ 跗分节极宽ꎬ腹面光滑ꎬ着生 ４ 行 １９
个大小不等的吸盘. 第一跗分节基部吸盘较大ꎬ跗
分节侧缘及第 ３ 跗分节端部的吸盘较小ꎬ最大吸

盘直径 ( ２４９ ９２ ± ５ ３６ ) μｍꎬ 最 小 吸 盘 直 径

(８６ ４７ ± ２ ８５) μｍ. 中足第 １ ~ ３ 跗分节细长ꎬ腹
面同样具有大小相近的吸盘ꎬ共计 ４ 行 １５ 个ꎬ吸
盘直径(６８ ７０ ± ７ ０３) μｍ.

图 ７　 由棘特化的粘附结构及吸盘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ｔａｒｓａｌ ｔｈｏ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ｋｅｒ
　

４　 讨论

４ １　 不同类群昆虫的粘附结构
本研究所观察的 ７ 个目昆虫ꎬ在目的阶元上ꎬ

粘附结构的类型及形态具有显著的差异. 半翅目昆

虫前跗节具有光滑的中垫或爪垫ꎬ猎蝽科昆虫胫节

具有海绵窝ꎬ海绵窝由大量粘附刚毛组成. 鞘翅目

昆虫除龙虱科、蜣螂科之外ꎬ其他类群的昆虫的跗

节均具有刚毛型粘附底面. 双翅目昆虫前跗节具有

刚毛型的爪垫ꎬ爪间突呈刚毛状或爪垫状. 膜翅目

昆虫前跗节具有光滑的中垫ꎬ叶蜂科昆虫的跗节具

有棘特化的粘附结构ꎻ鳞翅目昆虫的前跗节具有光

滑的中垫及爪垫. 脉翅目昆虫具有光滑的中垫. 所
观察到的结果与前人的发现一致[６] . 在目级阶元

上ꎬ粘附结构的类型及形态具有显著的差异ꎬ可作

为分类鉴定及系统发育研究的重要特征.
４ ２　 粘附机理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ꎬ昆虫为了适应在自然

环境中的光滑表面上爬行粘附的需要ꎬ发展出了

光滑型和刚毛型 ２ 种截然相反的粘附机制ꎬ２ 种

粘附机制均通过增加实际接触面积实现的.
昆虫的光滑型粘附结构一般具有形变性ꎬ为

粘弹性材料. 与具有一定粗糙度的表面接触时ꎬ光
滑型 粘 附 结 构 可 通 过 形 变 贴 合 表 面. 螽 斯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Ｌ. ) 具有由多个微小六边

形结构组成的光滑型跗垫[１２] . Ｇｏｒｂ 等[１３] 在硅的

表面制作出直径 ６ μｍ 且平均分布的凸起ꎬ且与

螽斯的跗垫紧密接触ꎬ并施加一定的压力ꎬ然后快

速冷冻ꎬ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结果发现ꎬ螽
斯跗垫的外部形态符合硅表面的形貌ꎬ六边形结

构的光滑型跗垫具有形变性.
而在刚毛型粘附结构中ꎬ刚毛的柔软程度以

及刚毛杆的长度与粗细ꎬ均对刚毛的粘附能力产

生影响[１４] . 通过在微观尺度上与粗糙表面有更近

的接触ꎬ提供更大的粘附力并有助于可控的脱附

过程[１５] . 因此ꎬ无论表面具有何种细微形貌ꎬ这两

２８１



第 ２ 期 刘　 征ꎬ等:５１ 种昆虫足的爬行粘附结构研究

种机制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接触距离ꎬ从而尽可

能得到最大的实际接触面积. 爪在宏观尺度粗糙

的表面上有重要作用ꎬ而在光滑表面以及轻微粗

糙表面上的作用十分有限[１４] .
４ ３　 湿吸附与干吸附

壁虎是目前已知质量最大的具备全空间无障

碍运动能力的动物ꎬ其脚掌腹面覆盖着大量的具

有多分级结构的刚毛. 壁虎的足掌在爬行过程中

不分泌液体ꎬ属于干吸附. Ａｕｔｕｍｎ 测量了单根壁

虎足掌刚毛的粘附力ꎬ研究结果排除了其他作用

力如毛细管湿性粘附力、静电吸引力等的作用. 证
明了壁虎足掌刚毛与物体表面接触的粘附力是通

过范德华力即分子间作用力实现的[５ꎬ１６￣１７] . 虽然范

德华力没有方向性和饱和性ꎬ且绝对值很小ꎬ但只

要刚毛的数量足够多就能产生足以支持壁虎全身

重量的力. 同时发现ꎬ壁虎脚趾与界面接触后沿水

平方向相对滑动一定距离ꎬ有利于粘附力的增强.
昆虫的足在爬行时由跗节内部的分泌腺体分

泌出透明的液体ꎬ这种分泌液在足和接触表面之

间形成一层薄薄的液膜ꎬ通过这层液膜所产生的

毛细管力增强粘附的作用ꎬ为湿吸附. Ｓｔｅｆａｎｉｅ
等[１８]将马铃薯叶甲 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跗节

的腹面与玻璃接触ꎬ发现跗节刚毛在玻璃上留下

了众多由微小液滴组成的“足印”ꎬ足印的位置与

吸附垫刚毛的位置是相对应的. 鞘翅目足印的组

成成分与体表以及鞘翅的脂质膜十分近似ꎬ可抵

御外界环境的干燥ꎬ主要成分为 ｎ － 烷烃、甲基 －
支链烷烃等亲脂性成分[１８￣２０] . Ｆｅｄｅｒｌｅ 等在对黄柑

蚁 Ｏｅｃ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ａ 的光滑型中垫的研究中

发现ꎬ除亲脂性成分外ꎬ黄柑蚁中垫的分泌液中还

包含一些亲水性成分ꎬ这些亲水相包被于亲脂相

内且极为不稳定[２１￣２２] .
Ｌａｎｇｅｒ 等对蝇类刚毛的粘附力进行了研究.

他们利用 ＡＦＭ 测量蝇类 Ｃａｌｌｉｐｈｏｒａ ｖｉｃｉｎａ 爪垫单

根刚毛的粘附力[２３]发现ꎬ随着切下的跗节在空气

中暴露时间的延长ꎬ刚毛末端的分泌液逐渐凝固、
减少ꎬ导致单根刚毛的粘附力大大降低. 粘附力的

大小也同时受到空气温湿度的影响. 单根刚毛的

末端具有中间低边缘高的表面形貌ꎬ据测量发现

中央的粘附力远高于边缘的粘附力ꎬ前者大约是

后者的 ２ 倍.
目前ꎬ大部分学者认为ꎬ粘附作用产生于接触

表面与生物粘附结构间的分泌液所产生的毛细管

力ꎬ以及分子间作用力的共同作用ꎬ或者仅由范德

华力(分子间作用力)引起[５ꎬ ２４] .

５　 爬行粘附仿生在工业中的应用及
展望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利用范

德华力粘附的粘虫机器人.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

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模仿甲虫粘附机制的能在消化

道内停止和移动的内窥镜微胶囊ꎬ利用的是范德

华力和毛细管力的共同作用. Ｇｅｉｍ 等参考壁虎足

掌的刚毛结构研制出一种仿壁虎粘附带ꎬ可将一

个重 ４０ ｇ 的蜘蛛侠模型吊起[２５] . ２０１１ 年德国科

学家研制出仿甲虫足的粘附胶带ꎬ这种胶带的粘

附力可以承载一名成年研究员的重量. 其原理是

模仿甲虫足底具有的大量的微米级刚毛ꎬ能够得

到更多的接触面积从而产生足够的粘附力.
目前已研制出的仿生粘附材料ꎬ虽然能产生较

强的粘附力ꎬ但仍面临着难以快速脱附的问题. 粘
附后需要很大的脱附力才能与界面脱离. 而在昆虫

和壁虎等生物的爬行过程中ꎬ脱附过程十分迅速.
运用爬行粘附仿生理论ꎬ研制三维空间无障碍

运动机器人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技术ꎬ在军事

侦察、高空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２６] . 爬行粘附机理的深入研究ꎬ对三维空间

无障碍运动机器人技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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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３ (１):３￣７.

[ ５ ] 　 Ａｕｔｕｍｎ Ｋꎬ Ｌｉａｎｇ Ｙ Ａꎬ Ｈｓｉｅｈ Ｓ Ｔ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ｇｅｃｋｏ ｆｏｏｔ￣ｈａｉｒ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０ꎬ ４０５:６８１￣６８５.

[ ６ ] 　 Ｂｅｕｔｅｌ Ｒ Ｇꎬ Ｇｏｒｂ Ｓ Ｎ.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ｘａｐｏｄｓ (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１ꎬ ３９:１７７￣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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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Ｊ Ｍ Ｒꎬ Ｆｅｄｅｒｌｅ Ｗ. Ｂｅｅｔｌｅ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ｈａｉ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ｅｔａｅ [ Ｊ] .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９８ (５):
３８１￣３８７.

[ ８ ] 　 Ｌｉｕ Ｚꎬ Ｌｉａｎｇ Ａ Ｐ.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ｓｕｓ ｉｎ Ｏｉｄｅｓ
ｄｅｃ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 Ｂｉｌｌｂｅｒｇ ) (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ｎｓａｓ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８６
(２):１２２￣１３２.

[ ９ ] 　 张学书ꎬ 梁爱萍. 三种蝇类昆虫(双翅目)足爪垫结构的

超微形态研究 [ Ｊ] . 动物分类学报. ２０１２ꎬ ３７ ( ４ ):
６９４￣７００.

[１０] 　 Ｗｅｉｒａｕｃｈ Ｃ. Ｈａｉｒｙ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
( Ｃｉｍ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ꎬ 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ꎬ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ｕｌａ ｓｐｏｎｇｉｏｓａ 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ｍ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 Ｊ ] .
Ｚｏ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４６:１５５￣１７５.

[１１]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Ｊ 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ｔｗｏ ｒｅｄｕｖｉｉｄ 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ꎬ Ｒｈｉｎｏｃｏｒｉｓ ｃａｒｍｅｌｉｔａ 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ｙｍｅｒｉｓ ｒｈａｄａｍａｎｔｈｕｓ Ｇｅｒｓｔ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Ａꎬ １９６２ꎬ ３７: ８９￣９８.

[１２] 　 Ｇｏｒｂ Ｓꎬ Ｓｃｈｅｒｇｅ Ｍ.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ｎ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ａｄ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６７ (１４４９):
１ ２３９￣１ ２４４.

[１３] 　 Ｇｏｒｂ Ｓꎬ Ｊｉａｏ Ｙꎬ Ｓｃｈｅｒｇｅ Ｍ.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ａｄｓ ｉｎ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ｉｄａｅ )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８６ (９):８２１￣８３１.

[１４]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Ｊ Ｍ Ｒꎬ Ｆｅｄｅｒｌｅ 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ｎ
ｃ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ｈａ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ｋ ｂｅｅｔｌｅ
Ｇ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ａ ｖｉｒｉｄｕｌａ [ Ｊ ] .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８:
２９８￣３０４.

[１５] 　 Ｆｅｄｅｒｌｅ Ｗ. Ｗｈｙ ａｒｅ ｓｏ ｍａｎｙ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ｐａｄｓ ｈａｉｒｙ?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９ (１４):２６１１￣２６２１.

[１６] 　 Ａｕｔｕｍｎ Ｋꎬ Ｓｉｔｔｉ Ｍꎬ Ｌｉａｎｇ Ｙ Ａ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ａｌｓ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ｃｋｏ ｓｅｔａｅ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ＳＡꎬ ２００２ꎬ ９９:
１２ ２５２￣１２ ２５６.

[１７] 　 Ａｕｔｕｍｎ Ｋꎬ Ｄｉｔｔｍｏｒｅ Ａꎬ Ｓａｎｔｏｓ Ｄꎬ ｅｔ 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ａ ｎｅｗ ａｎｇｌｅ ｏｎ ｇｅｃｋｏ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９:３ ５６９￣３ ５７９.

[１８] 　 Ｇｅｉｓｅｌｈａｒｄｔ Ｓ Ｆꎬ Ｌａｍｍ Ｓꎬ Ｇａｃｋ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
ｅｐｉ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ｓ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Ｓａｙ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９６:３６９￣３７８.

[１９] 　 Ｂｅｔｚ 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ｓｉ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ｔｅｎ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ꎬ Ｓｔａｐｈｙｌｉｎｉｄａｅ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ａｒｓ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５５ (１):２４￣４３.

[２０] 　 Ｎｅｌｓｏｎ Ｄ Ｒꎬ Ａｄａｍｓ Ｔ Ｓꎬ Ｆａｔｌａｎｄ Ｃ Ｌ.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ｘ ｏｆ ｅｇｇｓ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ｐｏｔａｔｏ ｂｅｅｔｌｅꎬ
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Ｊ]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Ｐａｒｔ Ｂ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３４:４４７￣４６６.

[２１] 　 Ｆｅｄｅｒｌｅ Ｗꎬ Ｒｉｅｈｌｅ Ｍꎬ Ｃｕｒｔｉｓ Ａ Ｓ Ｇ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ｅｔ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ｔａｒｓａｌ ｐａｄｓ ｉｎ ａｎｔ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２ꎬ ４２:１ １００￣１ １０６.

[２２] 　 Ｄｉｒｋｓ Ｊ Ｈꎬ 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Ｃ Ｊꎬ Ｆｅｄｅｒｌｅ Ｗ. Ｉｎｓｅｃｔ ｔｒｉｃｋｓ: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ｉｃ ｆｏｏｔ ｐａｄ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ｓｌｉｐｐ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ꎬ ２０１０ꎬ ７:５８７￣５９３.

[２３] 　 Ｌａｎｇｅｒ Ｍ Ｇꎬ Ｒｕｐｐｅｒｓｂｅｒｇ Ｊ Ｐꎬ Ｇｏｒｂ Ｓ.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ｌ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ｙ’ｓ ｓｅｔａ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７１(１５５４):２ ２０９￣２ ２１５.

[２４] 　 Ａｒｚｔ Ｅꎬ Ｇｏｒｂ Ｓꎬ Ｓｐｏｌｅｎａｋ Ｒ.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 ｔｏ ｎａｎ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ＳＡ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００ ( ２９ ):
１０ ６０３￣１０ ６０６.

[２５] 　 陈少华ꎬ 苏爱嘉. 生物黏附与仿生黏附力学的进展 [ Ｊ] .
力学与实践ꎬ２００７ꎬ ２９ (２): ９￣１７.

[２６] 　 戴振东ꎬ 孙久荣. 壁虎的运动及仿生研究进展 [ Ｊ] . 自然

科学进展ꎬ２００６ꎬ １６ (５): ５１９￣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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