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tterfly Checklist of China中国蝴蝶名录
金裳凤蝶 Troides aeacus
裳凤蝶 Troides helena
荧光裳凤蝶 Troides magellenus
暖曙凤蝶 Atrophaneura aidoneus
玛曙凤蝶 Atrophaneura nox
曙凤蝶 Atrophaneura horishana
窄曙凤蝶 Atrophaneura zaleuca
瓦曙凤蝶 Atrophaneura varuna
麝凤蝶 Byasa alcinous
中华麝凤蝶 Byasa confusa
长尾麝凤蝶 Byasa impediens
灰绒麝凤蝶 Byasa mencius
达摩麝凤蝶 Byasa daemonius
短尾麝凤蝶 Byasa crassipes
突缘麝凤蝶 Byasa plutonius
粗绒麝凤蝶 Byasa nevilli
多姿麝凤蝶 Byasa polyeuctes
白斑麝凤蝶 Byasa dasarada
云南麝凤蝶 Byasa hedistus
纨裤麝凤蝶 Byasa latreillei
彩裙麝凤蝶 Byasa polla
娆麝凤蝶 Byasa rhadinus
锤尾凤蝶 Losaria coon
红珠凤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褐斑凤蝶 Chilasa agestor
斑凤蝶 Chilasa clytia
小黑斑凤蝶 Chilasa epycides
翠蓝斑凤蝶 Chilasa paradoxa
臀珠斑凤蝶 Chilasa slateri
玉牙凤蝶 Papilio castor
黑美凤蝶 Papilio bootes
玉斑凤蝶 Papilio helenus
妹美凤蝶 Papilio macilentus
美凤蝶 Papilio memnon
宽带凤蝶 Papilio nephelus
纳补凤蝶 Papilio noblei
玉带凤蝶 Papilio polytes
蓝凤蝶 Papilio protenor
红基美凤蝶 Papilio alcmenor
台湾凤蝶 Papilio thaiwanus
红斑美凤蝶 Papilio rumanzovia
马哈凤蝶 Papilio mahadeva
窄斑翠凤蝶 Papilio arcturus
碧凤蝶 Papilio bianor
穹翠凤蝶 Papilio dialis
短尾翠凤蝶 Papilio doddsi

重帏翠凤蝶 Papilio hoppo
波绿凤蝶 Papilio polyctor
克里翠凤蝶 Papilio krishna
绿带翠凤蝶 Papilio maackii
巴黎翠凤蝶 Papilio paris
西番翠凤蝶 Papilio syfanius
达摩翠凤蝶 Papilio demoleus
柑橘凤蝶 Papilio xuthus
金凤蝶 Papilio machaon
宽尾凤蝶 Agehana elwesi
台湾宽尾凤蝶 Agehana maraho
燕凤蝶 Lamproptera curius
绿带燕凤蝶 Lamproptera meges
统帅青凤蝶 Graphium agamemnon
碎斑青凤蝶 Graphium chironides
宽带青凤蝶 Graphium cloanthus
木兰青凤蝶 Graphium doson
银钩青凤蝶 Graphium eurypylus
青凤蝶 Graphium sarpedon
黎氏青凤蝶 Graphium leechi
纹凤蝶 Paranticopsis macareus
细纹凤蝶 Paranticopsis megarus
客纹凤蝶 Paranticopsis xenocles
斜纹绿凤蝶 Pathysa agetes
绿凤蝶 Pathysa antiphates
芒绿凤蝶 Pathysa aristea
红绶绿凤蝶 Pathysa nomius
金斑剑凤蝶 Pazala alebion
铁木剑凤蝶 Pazala timur
升天剑凤蝶 Pazala euroa
华夏剑凤蝶 Pazala glycerion
圆翅剑凤蝶 Pazala incerta
乌克兰剑凤蝶 Pazala tamerlana
四川剑凤蝶 Pazala hoenei
旖凤蝶 Iphiclides podalirius
西藏旖凤蝶 Iphiclides podalirinus
褐钩凤蝶 Meandrusa sciron
黑钩凤蝶 Meandrusa lachinus
钩凤蝶 Meandrusa payeni
喙凤蝶 Teinopalpus imperialis
金斑喙凤蝶 Teinopalpus aureus
丝带凤蝶 Sericinus montelus
多尾凤蝶 Bhutanitis lidderdalii
二尾凤蝶 Bhutanitis mansfieldi
丽斑尾凤蝶 Bhutanitis pulchristata
三尾凤蝶 Bhutanitis thaidina
不丹尾凤蝶 Bhutanitis ludlowi
玉龙尾凤蝶 Bhutanitis yulongensis

玄裳尾凤蝶 Bhutanitis nigrilima
中华虎凤蝶 Luehdorfia chinensis
虎凤蝶 Luehdorfia puziloi
长尾虎凤蝶 Luehdorfia longicaudata
云绢蝶 Hypermnestra helios
羲和绢蝶 Parnassius apollonius
红珠绢蝶 Parnassius bremeri
福布绢蝶 Parnassius phoebus
夏梦绢蝶 Parnassius jacquemontii
依帕绢蝶 Parnassius epaphus
天山绢蝶 Parnassius tianschanicus
小红珠绢蝶 Parnassius nomion
阿波罗绢蝶 Parnassius apollo
觅梦绢蝶 Parnassius mnemosyne
白绢蝶 Parnassius stubbendorfii
冰清绢蝶 Parnassius glacialis
艾雯绢蝶 Parnassius eversmanni
爱侣绢蝶 Parnassius ariadne
珍珠绢蝶 Parnassius orleans
联珠绢蝶 Parnassius hardwickii
四川绢蝶 Parnassius szechenyii
周氏绢蝶 Parnassius choui
元首绢蝶 Parnassius cephalus
师古绢蝶 Parnassius schulteri
马哈绢蝶 Parnassius maharajus
蜡贝绢蝶 Parnassius labeyriei
爱珂绢蝶 Parnassius acco
普氏绢蝶 Parnassius przewalskii
巴裔绢蝶 Parnassius baileyi
蓝精灵绢蝶 Parnassius acdestis
翠雀绢蝶 Parnassius delphius
西陲绢蝶 Parnassius staudingeri
君主绢蝶 Parnassius imperator
姹瞳绢蝶 Parnassius charltonius
孔雀绢蝶 Parnassius loxias
微点绢蝶 Parnassius tenedius
西猴绢蝶 Parnassius simo
安度绢蝶 Parnassius andreji
Parnassius augustus (Fruhstorfer 1903)
Parnassius dongalaicus (Tytler 1926)
Parnassius huberi (Vladimir Paulus 1999)
Parnassius hide (Koiwaya, 1987)
Parnassius nosei (Watanabe 1989)
迁粉蝶 Catopsilia pomona
镉黄迁粉蝶 Catopsilia scylla
梨花迁粉蝶 Catopsilia pyranthe
碎斑迁粉蝶 Catopsilia florella Fabricius，1775
黑角方粉蝶 Dercas lycorias

橙翅方粉蝶 Dercas nina
檀方粉蝶 Dercas verhuelli van der
斑缘豆粉蝶 Colias erate
橙黄豆粉蝶 Colias fieldii
黑缘豆粉蝶 Colias palaeno
黎明豆粉蝶 Colias heos
镏金豆粉蝶 Colias chrysotheme
豆粉蝶 Colias hyale
山豆粉蝶 Colias montium
玉色豆粉蝶 Colias berylla
黧豆粉蝶 Colias richthofrni
红黑豆粉蝶 Colias arida
曙红豆粉蝶 Colias eogene
格鲁豆粉蝶 Colias grumi
西梵豆粉蝶 Colias sieversi
西番豆粉蝶 Colias sifanica
斯托豆粉蝶 Colias stoliczkana
小豆粉蝶 Colias cocandica
金豆粉蝶 Colias ladakensis
黄芪豆粉蝶 Colias erschoffi Alpheraky，1881
东亚豆粉蝶 Colias poliographus MOTSCHULSKY, 1861
女神豆粉蝶 Colias diva GRUM-GRSHIMAILO, 1891
黎豆粉蝶 Colias nebulosa OBERTHÜR, 1894
西藏豆粉蝶 Colias tibetana RILEY, 1922
阿豆粉蝶 Colias adelaidae VERHULST, 1991
万达豆粉蝶 Colias wanda GRUM-GRSHIMAILO, 1907
洱豆粉蝶 Colias aegidii VERHULST, 1990
新疆豆粉蝶 Colias tamerlana STAUDINGER, 1897
尼那豆粉蝶 Colias nina FAWCETT, 1904
勇豆粉蝶 Colias thrasibulus FRUHSTORFER, 1910
菲儿豆粉蝶 Colias felderi GRUM-GRSHIMAILO, 1891
拉豆粉蝶 Colias lada GRUM-GRSHIMAILO, 1891
砂豆粉蝶 Colias thisoa Ménétriès, 1832
浅橙豆粉蝶 Colias staudingeri ALPHERAKY, 1881
兴安豆粉蝶 Colias tyche (BOEBER, 1812)
杜比豆粉蝶 Colias dubia ELWES, 1906
北黎豆粉蝶 Colias viluiensis Ménétriès, 1859
尖角黄粉蝶 Eurema laeta
宽边黄粉蝶 Eurema hecabe
檗黄粉蝶 Eurema blanda
安迪黄粉蝶 Eurema andersoni
么妹黄粉蝶 Eurema ada
无标黄粉蝶 Eurema brigitta
安里黄粉蝶 Eurema alitha
玕黄粉蝶 Gandaca harina
尖钩粉蝶 Gonepteryx mahaguru
钩粉蝶 Gonepteryx rhamni
圆翅钩粉蝶 Gonepteryx amintha

台湾钩粉蝶
橙粉蝶 Ixias pyrene
报喜斑粉蝶 Delias pasithoe
红腋斑粉蝶 Delias acalis
优越斑粉蝶 Delias hyparete
侧条斑粉蝶 Delias lativitta
隐条斑粉蝶 Delias subnubila
黄裙斑粉蝶 Delias wilemani
艳妇斑粉蝶 Delias belladonna
洒青斑粉蝶 Delias sanaca
倍林斑粉蝶 Delias berinda
奥古斑粉蝶 Delias agostina
丽斑粉蝶 Delias descombesi Bosiduval
白翅尖粉蝶 Appias albina
宝玲尖粉蝶 Appias paulina
雷震尖粉蝶 Appias indra
利比尖粉蝶 Appias libythea
灵奇尖粉蝶 Appias lyncida
兰姬尖粉蝶 Appias lalage
兰西尖粉蝶 Appias lalassis
联眉尖粉蝶 Appias remedios
红翅尖粉蝶 Appias nero
红肩锯粉蝶 Prioneris clemanthe
锯粉蝶 Prioneris thestylis
绢粉蝶 Aporia crataegi
小蘖绢粉蝶 Aporia hippia
马丁绢粉蝶 Aporia martineti
暗色绢粉蝶 Aporia bieti
箭纹绢粉蝶 Aporia procris
锯纹绢粉蝶 Aporia goutellei
灰姑娘绢粉蝶 Aporia intercostata
酪色绢粉蝶 Aporia potanini
大翅绢粉蝶 Aporia largeteaui
奥倍绢粉蝶 Aporia oberthueri
中亚绢粉蝶 Aporia leucodice
利箭绢粉蝶 Aporia harrietae
三黄绢粉蝶 Aporia larraldei
猬形绢粉蝶 Aporia hastata
黑边绢粉蝶 Aporia acraea
完善绢粉蝶 Aporia agathon
森下绢粉蝶 Aporia morishitai
丫纹绢粉蝶 Aporia delavayi
普通绢粉蝶 Aporia genestieri
秦岭绢粉蝶 Aporia tsinglingica (Verity, 1911
西村绢粉蝶 Aporia nishimurai Koiwaya, 1989
哈默绢粉蝶 Aporia lhamo (Oberthür, 1893)
等距绢粉蝶 Aporia howarthi Bernardi, 1961
龟井绢粉蝶 Aporia kamei Koiwaya, 1989

黄翅绢粉蝶 Aporia lemoulti Bernardi, 1944
蒙蓓绢粉蝶 Apoia monbeigi meiliensis yoshlno,1995
高黎贡绢粉蝶 Aporia kaolinkonensis Yoshino
Aporia kanekoi KOIWAYA, 1989
Aporia kaolinkonensis Yoshino
妹粉蝶 Mesapia peloria
黑脉园粉蝶 Cepora nerissa
青园粉蝶 Cepora nadina
黄裙园粉蝶 Cepora judith
黄群迁粉蝶 Cepora aspasia olga
吴氏园粉蝶 Cepora wui Chou，Zhang et Wang，2001
欧洲粉蝶 Pieris brassicae
菜粉蝶 Pieris rapae
斑缘菜粉蝶 Pieris deota
东方菜粉蝶 Pieris canidia
暗脉菜粉蝶 Pieris napi
黑纹粉蝶 Pieris melete
大展粉蝶 Pieris extensa
杜贝粉蝶 Pieris dubernardi
大卫粉蝶 Pieris davidis
王氏粉蝶 Pieris wangi Huang，1998
克莱粉蝶 Pieris krueperi Staudinger，1860
斯坦粉蝶 Pieris steinigeri Eitschberger，1983
东北粉蝶 Pieris orientis Oberthür，1880
黑边粉蝶 Pieris melaina Röber，1907
春丕粉蝶 Pieris chumbiensis de Nicéville，1897
库茨粉蝶 Pieris kozlovi Alpheraky，1897
偌思粉蝶 Pieris rothschildi Verity，1911
阿尔金粉蝶 Pieris aljinensis Huang et Murayama，1992
斯托粉蝶 Pieris stotzneri Draeseke，1924
绿云粉蝶 Pontia chloridice
云粉蝶 Pontia daplidice
箭纹云粉蝶 Pontia callidice
飞龙粉蝶 Talbotia naganum
侏粉蝶 Baltia butleri
Mesapia peloria (Hewitson, 1853)
纤粉蝶 Leptosia nina
青粉蝶 Pareronia valeria
黄尖襟粉蝶 Anthocharis scolymus
皮氏尖襟粉蝶 Anthocharis bieti
红襟粉蝶 Anthocharis cardamines
橙翅襟粉蝶 Anthocharis bambusarum
藏襟粉蝶 Anthocharis thibetana Oberthür, 1886
赤眉粉蝶 Zegris pyrothoe
突角小粉蝶 Leptidea amurensis
锯纹小粉蝶 Leptidea serrata
莫氏小粉蝶 Leptidea morsei
圆翅小粉蝶 Leptidea gigantea

Leptidea lactea LORKOVIC, 1950
君主斑蝶 Danaus plexippus
金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虎斑蝶 Danaus genutia
黑虎斑蝶 Danaus melanippus
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骈纹青斑蝶 Tirumala gautama
啬青斑蝶 Tirumala septentrionis
白色青斑蝶 Tirumala alba
大绢斑蝶 Parantica sita
西藏绢斑蝶 Parantica pedonga
黑绢斑蝶 Parantica melanea
绢斑蝶 Parantica aglea
旖斑蝶 Ideopsis vulgaris
拟旖斑蝶 Ideopsis similis
大帛斑蝶 Idea leuconoe
蓝点紫斑蝶 Euploea midamus
幻紫斑蝶 Euploea core
黑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双标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妒丽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a
异型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冷紫斑蝶 Euploea algea
默紫斑蝶 Euploea klugii
台南紫斑蝶 Euploea phaenareta
白壁紫斑蝶 Euploea radamantha
咖玛紫斑蝶 Euploea cameralzeman
凤眼方环蝶 Discophora sondaica
惊恐方环蝶 Discophora timora
月纹矩环蝶 Enispe lunatum
蓝带矩环蝶 Enispe cycnus Westwood，1851
矩环蝶 Enispe euthymius Doubleday，1845
紫斑环蝶 Thaumantis diores
海南紫斑环蝶 Thaumantis hainana Crowley，1900
森下交脉环蝶 Amathuxidia morishitai
斜带环蝶 Thauria lathyi
纹环蝶 Aemona amathusia
尖翅纹环蝶 Aemona lena
奥倍纹环蝶 Aemona oberthueri Stichel，1906
双星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neumogeni
白袖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louisa
白兜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fruhstorferi
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howqua
心斑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nourmahal Westwood，1851
黎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le Joicey et Talbot，1921
斯巴达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sparta de Nicéville, 1894
喜马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camadeva Westwood，1848
Stichophthalma suffusa Leech，1892

串珠环蝶 Faunis eumeus
灰翅串珠环蝶 Faunis aerope
褐串珠环蝶 Faunis canens Hübner，1826
暮眼蝶属 Melanitis
暮眼蝶 Melanitis leda
睇暮眼蝶 Melanitis phedima
黄带暮眼蝶 Melanitis zitenius
黛眼蝶 Lethe dura
素拉黛眼蝶 Lethe sura
甘萨黛眼蝶 Lethe kansa
尖尾黛眼蝶 Lethe sinorix
马太黛眼蝶 Lethe mataja
长纹黛眼蝶 Lethe europa
波纹黛眼蝶 Lethe rohria
小云斑黛眼蝶 Lethe jalaurida
米勒黛眼蝶 Lethe moelleri
曲纹黛眼蝶 Lethe chandica
三楔黛眼蝶 Lethe mekara
华山黛眼蝶 Lethe serbonis
白带黛眼蝶 Lethe confusa
深山黛眼蝶 Lethe insana
玉带黛眼蝶 Lethe verma
八目黛眼蝶 Lethe oculatissima
宽带黛眼蝶 Lethe helena
紫线黛眼蝶 Lethe violaceopicta
小圈黛眼蝶 Lethe ocellata
西峒黛眼蝶 Lethe sidonis
圣母黛眼蝶 Lethe cybele
黑带黛眼蝶 Lethe nigrifascia
蟠纹黛眼蝶 Lethe labyrinthea
妍黛眼蝶 Lethe yantra
明带黛眼蝶 Lethe helle
迷纹黛眼蝶 Lethe maitrya
玉山黛眼蝶 Lethe niitakana
白条黛眼蝶 Lethe albolineata
黄带黛眼蝶 Lethe luteofascia
安徒生黛眼蝶 Lethe andersoni
银线黛眼蝶 Lethe argentata
西藏黛眼蝶 Lethe baladeva
云南黛眼蝶 Lethe yunnana
棕褐黛眼蝶 Lethe christophi
奇纹黛眼蝶 Lethe cyrene
连纹黛眼蝶 Lethe syrcis
边纹黛眼蝶 Lethe marginalis
罗丹黛眼蝶 Lethe laodamia
泰妲黛眼蝶 Lethe titania
苔娜黛眼蝶 Lethe diana
康定黛眼蝶 Lethe sicelides

文娣黛眼蝶 Lethe windhya
直带黛眼蝶 Lethe lanaris
重瞳黛眼蝶 Lethe trimacula
比目黛眼蝶 Lethe proxima
舜目黛眼蝶 Lethe bipupilla
孪斑黛眼蝶 Lethe gemina
门左黛眼蝶 Lethe manzora
珠连黛眼蝶 Lethe monolifera
圆翅黛眼蝶 Lethe butleri
蛇神黛眼蝶 Lethe satyrina
细黛眼蝶 Lethe siderea
白裙黛眼蝶 Lethe visrava
华西黛眼蝶 Lethe baucis
侧带黛眼蝶 Lethe latiaris Hewitson
木坪黛眼蝶 Lethe moupinensis
彩斑黛眼蝶 Lethe procne
Lethe goalpara
Lethe bhairava (Moore, 1857)
贝利黛眼蝶 Lethe baileyi
卡米拉黛眼蝶 Lethe camilla
Lethe gregoryi
Lethe armandina
Lethe shirozui
Lethe uemurai
Lethe bitaensis
Lethe kanjupkula
Lethe gracilis
Lethe liae Huang,2002
Lethe lisuae Huang,2002
Lethe wui Huang，1999
Lethe guansia Sugiyama，1999
Lethe umedai Koiwaya,1998
Lethe tingeda Zhai et Zhang,2011
Lethe kouleikouzana Yoshino，2008
Lethe neofasciata Lee，1985
Lethe baoshana Huang,Wu et Yuan,2003
Lethe hayashii Koiwaya，1993
帕德拉荫眼蝶 Neope bhadra
阿芒荫眼蝶 Neope armandii
乳色荫眼蝶 Neope lacticolora
黄斑荫眼蝶 Neope pulaha
黑斑荫眼蝶 Neope pulahoides
布莱荫眼蝶 Neope bremeri
田园荫眼蝶 Neope agrestis
网纹荫眼蝶 Neope christi
拟网纹荫眼蝶 Neope simulans
德祥荫眼蝶 Neope dejeani
蒙链荫眼蝶 Neope muirheadii

丝链荫眼蝶 Neope yama
奥荫眼蝶 Neope oberthueri
大斑荫眼蝶 Neope ramosa
四川荫眼蝶 Neope shirozui Koiwaya, 1989
黄荫眼蝶(桐木荫眼蝶) Neope contrast
Neope chayuensis Huang,2002
Neope serica Leech，1892
宁眼蝶 Ninguta schrenkii
蓝斑丽眼蝶 Mandarinia regalis
斜斑丽眼蝶 Mandarinia uemurai Sugiyama
网眼蝶 Rhaphicera dumicola
黄网眼蝶 Rhaphicera satricus
Rhaphicera moorei Butler，1867
Orinoma damaris
白纹岳眼蝶 Orinoma alba
豹眼蝶 Nosea hainanensis
棕带眼蝶 Chonala praeusta
带眼蝶 Chonala episcopalis
马森带眼蝶 Chonala masoni
Chonala irene Bozano et Della Bruna，2006
Chonala miyatai Koiwaya，1996
Chonala laurae Bozano，1999
Chonala yunnana Li，1994
藏眼蝶 Tatinga tibetana
黄环链眼蝶 Lopinga achine
丛林链眼蝶 Lopinga dumetora
小链眼蝶 Lopinga nemorum
Lopinga eckweileri
Lopinga catena Leech，1890
Lopinga gerdae Nordström，1939
Lopinga fulvescens Alphéraky, 1889
黄翅毛眼蝶 Lasiommata eversmanni
小毛眼蝶 Lasiommata minuscula
大毛眼蝶 Lasiommata majuscula
和丰毛眼蝶 Lasiommata hefengana
斗毛眼蝶 Lasiommata deidamia
Lasiommata kasumi Yoshino,1995
Lasiommata maera
多眼蝶 Kirinia epaminondas
Kirinia epimenides Ménétriés, 1859
奥眼蝶 Orsotriaena medus
小眉眼蝶 Mycalesis mineus
稻眉眼蝶 Mycalesis gotama
僧袈眉眼蝶 Mycalesis sangaica
裴斯眉眼蝶 Mycalesis perseus
拟稻眉眼蝶 Mycalesis francisca
中介眉眼蝶 Mycalesis intermedia
平顶眉眼蝶 Mycalesis panthaka

珞巴眉眼蝶 Mycalesis lepcha
君主眉眼蝶 Mycalesis anaxias
密纱眉眼蝶 Mycalesis misenus
大理石眉眼蝶 Mycalesis mamerta
褐眉眼蝶 Mycalesis unica
白斑眼蝶 Penthema adelma
台湾斑眼蝶 Penthema formosana
彩裳斑眼蝶 Penthema darlisa
箭纹粉眼蝶 Callarge sagitta
凤眼蝶 Neorina patria
黄带凤眼蝶 Neorina hilda
Neorina neosinica Lee，1985
黑眼蝶 Ethope henrici
白襟黑眼蝶 Ethope noirei
龙女锯眼蝶 Elymnias nesaea
闪紫锯眼蝶 Elymnias malelas
翠袖锯眼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Elymnias vacudeva Moore，1857
蓝穹眼蝶 Coelites nothis
玳眼蝶 Ragadia crisilida
颠眼蝶属 Acropolis
颠眼蝶 Acropolis thalia
俄罗斯白眼蝶 Melanargia russiae
白眼蝶 Melanargia halimede
华西白眼蝶 Melanargia leda
甘藏白眼蝶 Melanargia ganymedes
黑纱白眼蝶 Melanargia lugens
华北白眼蝶 Melanargia epimede
曼丽白眼蝶 Melanargia meridionalis
山地白眼蝶 Melanargia montana
居间云眼蝶 Hyponephele interposita
黄衬云眼蝶 Hyponephele lupina
西方云眼蝶 Hyponephele dysdora
黄翅云眼蝶 Hyponephele davendra
玄裳眼蝶 Satyrus ferula
边眼蝶 Satyrus parisatis
蛇眼蝶 Minois dryas
永泽蛇眼蝶 Minois nagasawae
Minois paupera (Alphéraky, 1888)
高山蛇眼蝶 Minois aurata (Oberthür, 1909)
古北拟酒眼蝶 Paroeneis palaearctica
锡金拟酒眼蝶 Paroeneis sikkimensis
拟酒眼蝶 Paroeneis pumilus
Paroeneis bicolor (Seitz, [1909])
Paroeneis parapumilus Huang, 2001
Paroeneis grandis Riley, 1923
槁眼蝶 Karanasa regeli
侧条槁眼蝶 Karanasa latifasciata

寿眼蝶 Pseudochazara hippolyte
双星寿眼蝶 Pseudochazara baldiva
仁眼蝶 Eumenis autonoe
花岩眼蝶 Chazara anthe
白室岩眼蝶 Chazara heydenreichii
八字岩眼蝶 Chazara briseis
大型林眼蝶 Aulocera padma
罗哈林眼蝶 Aulocera loha
细眉林眼蝶 Aulocera merlina
四射林眼蝶 Aulocera magica
小型林眼蝶 Aulocera sybillina
喜马林眼蝶 Aulocera brahminoides
绢眼蝶 Davidina armandi
黑绢眼蝶 Davidina alticola Röber, [1907]
矍眼蝶属 Ypthima
矍眼蝶 Ypthima balda
卓矍眼蝶 Ypthima zodia
幽矍眼蝶 Ypthima conjuncta
台湾矍眼蝶 Ypthima formosana
山中矍眼蝶 Ypthima yamanakai
黎桑矍眼蝶 Ypthima lisandra
魔女矍眼蝶 Ypthima medusa
连斑矍眼蝶 Ypthima sakra
融斑矍眼蝶 Ypthima nikaea
大波矍眼蝶 Ypthima tappana
前雾矍眼蝶 Ypthima praenubila
鹭矍眼蝶 Ypthima ciris
完璧矍眼蝶 Ypthima perfecta
江崎矍眼蝶 Ypthima esakii
中华矍眼蝶 Ypthima chinensis
小矍眼蝶 Ypthima nareda
拟四眼矍眼蝶 Ypthima imitans
虹矍眼蝶 Ypthima iris
密纹矍眼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重光矍眼蝶 Ypthima dromon
乱云矍眼蝶 Ypthima megalomma
曲斑矍眼蝶 Ypthima zyzzomacula
东亚矍眼蝶 Ypthima motschulskyi
迈式矍眼蝶 Ypthima melli
小三矍眼蝶 Ypthima norma
Ypthima akragas
东北矍眼蝶 Ypthima argus
Ypthima pseudodromon Forster, [1948]
Ypthima akbar Talbot, 1947
不孤矍眼蝶 Ypthima insolita Leech, 1891
Ypthima putamdui South, 1913
Ypthima baileyi South, 1913
Ypthima frontierii Uemura & Monastyrskii, 2000

Ypthima yoshinobui Huang & Wu, 2003
Ypthima lihongxingi Huang & Wu, 2003
Ypthima yangjiahei Huang, 2001
Ypthima phania (Oberthür, 1891)
Ypthima dengae Huang, 2001
Ypthima confusa Shirôzu & Shima, 1977
Ypthima muotuoensis Huang, 2000
Ypthima pemakoi Huang, 1999
Ypthima pseudosakra Huang,1999
Ypthima uemuraiana Huang,1999
Ypthima sinica Uémura & Koiwaya, 2000
Ypthima tiani Huang & Liu, 2000
Ypthima albipuncta Lee, 1985
Ypthima microphthalma Forster, [1948]
Ypthima methorina Oberthür, 1891
Ypthima parasakra Eliot, 1987
Ypthima savara Grose-Smith, 1887
Ypthima similis Elwes & Edwards, 1893
Ypthima sobrina Elwes & Edwards, 1893
Ypthima angustipennis Takahashi, 2000
Ypthima wangi Lee, 1998
Ypthima beautei Oberthür, 1884
Ypthima wenlungi Takahashi,2007
Ypthima eckweileri Uémura & Koiwaya, 2001
古眼蝶 Palaeonympha opalina
大艳眼蝶 Callerebia suroia
混同艳眼蝶 Callerebia confusa
多斑艳眼蝶 Callerebia polyphemus
白边艳眼蝶 Callerebia baileyi
Callerebia ulfi Huang，2003
Callerebia hybrida Butler, 1880
白瞳舜眼蝶 Loxerebia saxicola
横波舜眼蝶 Loxerebia delavayi
垂泪舜眼蝶 Loxerebia ruricola
草原舜眼蝶 Loxerebia pratorum
黑舜眼蝶 Loxerebia martyr
十目舜眼蝶 Loxerebia carola
林区舜眼蝶 Loxerebia sylvicola
Loxerebia rurigena Leech，1890
Loxerebia seitzi (Goltz, 1939)
Loxerebia yukikoae Sugiyama，1992
Loxerebia phyllis (Leech, 1891)
Loxerebia yphthimoides (Oberthür, 1891)
Loxerebia pieli Huang & Wu, 2003
Loxerebia albipuncta (Leech, 1890)
Loxerebia megalops (Alphéraky, 1895)
Loxerebia innupta (South, 1913)
Loxerebia bocki (Oberthür, 1893)

Loxerebia loczyi (Frivaldsky, 1885)
明眸眼蝶 Argestina pomena
Argestina inconstans (South, 1913)
Argestina irma Evans, 1923
Argestina karta Riley, 1923
Argestina nitida Riley, 1923
Argestina waltoni (Elwes, 1906)
Argestina phantasta Goltz, 1938
山眼蝶 Paralasa batanga
耳环山眼蝶 Paralasa herse
华眼蝶 Sinonympha amoena
华眼蝶 Sinonympha avinoffi
贝眼蝶 Boeberia parmenio
酒眼蝶 Oeneis urda
娜娜酒眼蝶 Oeneis nanna
菩萨酒眼蝶 Oeneis buddha
蒙古酒眼蝶 Oeneis mongolica Oberthür
Oeneis jutta (Hübner, [1806])
Oeneis norna (Thunberg, 1791)
牧女珍眼蝶 Coenonympha amaryllis
新疆珍眼蝶 Coenonympha xinjiangensis
爱珍眼蝶 Coenonympha oedippus
潘非珍眼蝶 Coenonympha pamphilus
绿斑珍眼蝶 Coenonympha sunbecca
西门珍眼蝶 Coenonympha semenovi
英雄珍眼蝶 Coenonympha hero
隐藏珍眼蝶 Coenonympha arcania
狄泰珍眼蝶 Coenonympha tydeus
中华珍眼蝶 Coenonympha sinica
油庆珍眼蝶 Coenonympha glycerion
阿芬眼蝶 Aphantopus hyperantus
蟾眼蝶 Triphysa phryne
Triphysa dohrnii Zeller, 1850
Triphysa nervosa Motschulsky, 1866
红眼蝶 Erebia alcmena
暗红眼蝶 Erebia neriene
波翅红眼蝶 Erebia ligea
酡红眼蝶 Erebia theano
图兰红眼蝶 Erebia turanica
西宝红眼蝶 Erebia sibo
渲黑眼蝶 Atercoloratus alini (Bang-Haas, 1937)
凤尾蛱蝶 Polyura arja
窄斑凤尾蛱蝶 Polyura athamas
黑凤尾蛱蝶 Polyura schreiber
二尾蛱蝶 Polyura narcaea
大二尾蛱蝶 Polyura eudamippus
针尾蛱蝶 Polyura dolon
忘忧尾蛱蝶 Polyura nepenthes

沾襟尾蛱蝶 Polyura posidonius
螯蛱蝶 Charaxes marmax
亚力螯蛱蝶 Charaxes aristogiton
白带螯蛱蝶 Charaxes bernardus
花斑螯蛱蝶 Charaxes kahruba
璞蛱蝶 Prothoe franck
红锯蛱蝶 Cethosia biblis
白带锯蛱蝶 Cethosia cyane
紫闪蛱蝶 Apatura iris
柳紫闪蛱蝶 Apatura ilia
细带闪蛱蝶 Apatura metis
曲带闪蛱蝶 Apatura laverna
Apatura bieti Oberthür,1885
迷蛱蝶 Mimathyma chevana
夜迷蛱蝶 Mimathyma nycteis
环带迷蛱蝶 Mimathyma ambica
白斑迷蛱蝶 Mimathyma schrenckii
黄带铠蛱蝶 Chitoria fasciola
武铠蛱蝶 Chitoria ulupi (Doherty)
栗铠蛱蝶 Chitoria subcaerulea
铂铠蛱蝶 Chitoria pallas
斜带铠蛱蝶 Chitoria sordida
金铠蛱蝶 Chitoria chrysolora
模铠蛱蝶 Chitoria modesta Oberthür，1906
那铠蛱蝶 Chitoria naga Tytler，1915
李氏铠蛱蝶 Chitoria leei Lang，2009
罗蛱蝶 Rohana parisatis
珍稀罗蛱蝶 Rohana parvata Moore ,1857
那罗蛱蝶 Rohana nakula Moore，1858
猫蛱蝶 Timelaea maculata
白裳猫蛱蝶 Timelaea albescens
异型猫蛱蝶 Timelaea aformis
发射纹猫蛱蝶 Timelaea radiata
明窗蛱蝶 Dilipa fenestra
窗蛱蝶 Dilipa morgiana
累积蛱蝶 Lelecella limenitoides
帅蛱蝶 Sephisa chandra
黄帅蛱蝶 Sephisa princeps
台湾帅蛱蝶 Sephisa daimio
台湾白蛱蝶 Helcyra plesseni
银白蛱蝶 Helcyra subalba
傲白蛱蝶 Helcyra superba
偶点白蛱蝶 Helcyra heminea
爻蛱蝶 Herona marathus
耳蛱蝶 Eulaceura osteria
芒蛱蝶 Euripus nyctelius
黑脉蛱蝶 Hestina assimilis
拟斑脉蛱蝶 Hestina persimilis

讴脉蛱蝶 Hestina ouvrardi
蒺藜纹脉蛱蝶 Hestina nama
黑紫蛱蝶 Sasakia funebris
大紫蛱蝶 Sasakia charonda
最美紫蛱蝶 Sasakia pulcherrima
秀蛱蝶 Pseudergolis wedah
饰蛱蝶 Stibochiona nicea
电蛱蝶 Dichorragia nesimachus
长纹电蛱蝶 Dichorragia nesseus (Grose-Smith, 1893)
文蛱蝶 Vindula erota
台文蛱蝶 Vindula dejone
彩蛱蝶 Vagrans egista
钩翅帖蛱蝶 Terinos atlita
黄襟蛱蝶 Cupha erymanthis
珐蛱蝶 Phalanta phalantha
幸运辘蛱蝶 Cirrochroa tyche
斐豹蛱蝶 Argyreus hyperbius
绿豹蛱蝶 Argynnis paphia
老豹蛱蝶 Argyronome laodice
融斑老豹蛱蝶 Argyronome kuniga
红老豹蛱蝶 Argyronome ruslana
潘豹蛱蝶 Pandoriana pandora
云豹蛱蝶 Nephargynnis anadyomene
欧洲小豹蛱蝶 Brenthis hecate
小豹蛱蝶 Brenthis daphne
伊诺小豹蛱蝶 Brenthis ino
珀蛱蝶 Paduca fasciata
青豹蛱蝶 Damora sagana
银豹蛱蝶 Childrena childreni
曲纹银豹蛱蝶 Childrena zenobia
银斑豹蛱蝶 Speyeria aglaja
镁斑豹蛱蝶 Speyeria clara
福蛱蝶 Fabriciana niobe
蟾福蛱蝶 Fabriciana nerippe
灿福蛱蝶 Fabriciana adippe
东亚福豹蛱蝶 Fabriciana xipe
珍蛱蝶 Clossiana gong
女神珍蛱蝶 Clossiana dia
佛珍蛱蝶 Clossiana freija
西冷珍蛱蝶 Clossiana selenis
通珍蛱蝶 Clossiana thore
东北珍蛱蝶 Clossiana perryi (Butler, 1882)
铂蛱蝶 Proclossiana eunomia
洛神宝蛱蝶 Boloria napaea
龙女宝蛱蝶 Boloria pales
曲斑珠蛱蝶 Issoria eugenia
珠蛱蝶 Issoria lathonia
绿蛱蝶 Dophla evelina

绿裙玳蛱蝶 Tanaecia julii
褐裙玳蛱蝶 Tanaecia jahnu
白裙翠蛱蝶 Euthalia lepidea
黄裙翠蛱蝶 Euthalia cocytus
绿裙边翠蛱蝶 Euthalia niepelti
红裙边翠蛱蝶 Euthalia irrubescens
红斑翠蛱蝶 Euthalia lubentina
暗斑翠蛱蝶 Euthalia monina
鹰翠蛱蝶 Euthalia anosia
暗翠蛱蝶 Euthalia eriphylae
尖翅翠蛱蝶 Euthalia phemius
黄铜翠蛱蝶 Euthalia nara
矛翠蛱蝶 Euthalia aconthea
捻带翠蛱蝶 Euthalia strephon
散斑翠蛱蝶 Euthalia khama
珠翠蛱蝶 Euthalia perlella
纹翠蛱蝶 Euthalia alpheda
黄带翠蛱蝶 Euthalia patala
珀翠蛱蝶 Euthalia pratti
嘉翠蛱蝶 Euthalia kardama
珐琅翠蛱蝶 Euthalia franciae
孔子翠蛱蝶 Euthalia confucius
黄翅翠蛱蝶 Euthalia kosempoma
渡带翠蛱蝶 Euthalia duda
西藏翠蛱蝶 Euthalia thibetana
锯带翠蛱蝶 Euthalia alpherakyi
台湾翠蛱蝶 Euthalia formosana
链斑翠蛱蝶 Euthalia sahadeva
褐蓓翠蛱蝶 Euthalia hebe
波纹翠蛱蝶 Euthalia undosa
窄帶翠蛺蝶 Euthalia insulae
Euthalia yasuyukii
Euthalia durga
峨眉翠蛱蝶 Euthalia omeia
燕子坪翠蛱蝶 Euthalia linpingensis
Euthalia heweni Huang, 2002
Euthalia mingyiae Huang, 2002
Euthalia pulchella Lee, 1979
Euthalia dubernardi Oberthür, 1907
Euthalia malapana Shirôzu & Chung, 1958
Euthalia colinsmithi Huang, 1999
Euthalia chayuana Huang,2001
Euthalia chayuensis Huang,2001
太平翠蛱蝶 Euthalia pacifica Mell, 1935
布翠蛱蝶 Euthalia bunzoi Sugiyama, 1996
Euthalia guangdongensis Wu, 1994
Euthalia occidentalis Hall,1930
Euthalia narayana Grose-Smith & Kirby, 1891

Euthalia pyrrha Leech,1892
Euthalia staudingeri Leech, 1891
Euthalia alpherakyi Oberthür, 1907
Euthalia kameii Koiwava, 1996
Euthalia aristides Oberthür, 1907
Euthalia sakota Fruhstorfer, 1913
Euthalia koharai Yokochi,2005
Euthalia masumi Yokochi,2009
Euthalia hoa Monastyrskii,2005
Euthalia monbeigi Oberthür, 1907
Euthalia iva Moore，1857
Euthalia yao Yoshino，1997
Euthalia evelina Stoll，1790
Euthalia saitaphernes Fruhstorfer，1913
Euthalia apex Tsukada，1991
Euthalia thawgawa Tytler，1940
蓝豹律蛱蝶 Lexias cyanipardus
小豹律蛱蝶 Lexias pardalis
黑角律蛱蝶 Lexias dirtea
尖翅律蛱蝶 Lexias acutipenna
红线蛱蝶 Limenitis populi
蓝线蛱蝶 Limenitis dubernardi
隐线蛱蝶 Limenitis camilla
巧克力线蛱蝶 Limenitis ciocolatina
折线蛱蝶 Limenitis sydyi
细线蛱蝶 Limenitis cleophas
横眉线蛱蝶 Limenitis moltrechti
重眉线蛱蝶 Limenitis amphyssa
扬眉线蛱蝶 Limenitis helmanni
戟眉线蛱蝶 Limenitis homeyeri
断眉线蛱蝶 Limenitis doerriesi
残锷线蛱蝶 Limenitis sulpitia
愁眉线蛱蝶 Limenitis disjucta
Limenitis misuji Sugiyama,1994
Limenitis tamaii Koiwaya，2007
珠履带蛱蝶 Athyma asura
虬眉带蛱蝶 Athyma opalina
玄珠带蛱蝶 Athyma perius
新月带蛱蝶 Athyma selenophora
双色带蛱蝶 Athyma cama
孤斑带蛱蝶 Athyma zeroca
六点带蛱蝶 Athyma punctata
离斑带蛱蝶 Athyma ranga
倒钩带蛱蝶 Athyma recurva
玉杵带蛱蝶 Athyma jina
幸福带蛱蝶 Athyma fortuna
畸带蛱蝶 Athyma pravara
相思带蛱蝶 Athyma nefte

福建带蛱蝶 Athyma minensis Yoshino, 1997
Athyma whitei
拟缕蛱蝶 Litinga mimica
缕蛱蝶 Litinga cottini
婀蛱蝶 Abrota ganga
奥蛱蝶 Auzakia danava
耙蛱蝶 Bhagadatta austenia
穆蛱蝶 Moduza procris
肃蛱蝶 Sumalia daraxa
中华葩蛱蝶 Patsuia sinensis
丫纹俳蛱蝶 Parasarpa dudu
白斑俳蛱蝶 Parasarpa albomaculata
吖彩衣俳蛱蝶 Parasarpa hourberti
西藏肃蛱蝶 Parasarpa zayla
锦瑟蛱蝶 Seokia pratti
姹蛱蝶 Chalinga elwesi
味蜡蛱蝶 Lasippa viraja
日光蜡蛱蝶 Lasippa heliodore
金蟠蛱蝶 Pantoporia hordonia
山蟠蛱蝶 Pantoporia sandaka
鹞蟠蛱蝶 Pantoporia paraka
苾蟠蛱蝶 Pantoporia bieti
Pantoporia aurelia Staudinger，1886
短带蟠蛱蝶 Pantoporia assamica Moore，1881
Pantoporia dingdinga Butler，1879
柯环蛱蝶 Neptis clinia
仿柯环蛱蝶 Neptis clinioides
小环蛱蝶 Neptis sappho
中环蛱蝶 Neptis hylas
耶环蛱蝶 Neptis yerburii
娜环蛱蝶 Neptis nata
娑环蛱蝶 Neptis soma
周氏环蛱蝶 Neptis choui
回环蛱蝶 Neptis reducta
宽环蛱蝶 Neptis mahendra
白环蛱蝶 Neptis leucoporos
弥环蛱蝶 Neptis miah
瑙环蛱蝶 Neptis noyala
断环蛱蝶 Neptis sankara
啡环蛱蝶 Neptis philyra
司环蛱蝶 Neptis speyeri
基环蛱蝶 Neptis nashona
卡环蛱蝶 Neptis cartica
阿环蛱蝶 Neptis ananta
娜巴环蛱蝶 Neptis namba
台湾环蛱蝶 Neptis taiwana
泰环蛱蝶 Neptis thestias
羚环蛱蝶 Neptis antilope

林环蛱蝶 Neptis sylvana
江崎环蛱蝶 Neptis esakii
玫环蛱蝶 Neptis meloria
桂北环蛱蝶 Neptis guia
矛环蛱蝶 Neptis armandia
莲花环蛱蝶 Neptis hesione
紫环蛱蝶 Neptis radha
单环蛱蝶 Neptis rivularis(Scopoli)
重环蛱蝶 Neptis alwina
链环蛱蝶 Neptis pryeri Butler, 1871
玛环蛱蝶 Neptis manasa Moore
Neptis thisbe
黄环蛱蝶 Neptis themis
五段环蛱蝶 Neptis divisa
折环蛱蝶 Neptis beroe Leech
提环蛱蝶 Neptis thisbe Menerties
伊洛环蛱蝶 Neptis ilos
德环蛱蝶 Neptis dejeani OBERTHüR, 1894
珂环蛱蝶 Neptis clynia
Neptis qianweiguoi Huang,2002
Neptis obscurior Oberthur，1906
Neptis nycteus de Niceville，1890
Neptis cydippe Leech，1890
Neptis narayana Moore，1858
Neptis zaida Doubleday，1848
Neptis pseudonamba Huang,2001
Neptis harita Moore,1875
Neptis arachne Leech，1890
Neptis yunnana Oberthur，1906
Neptis andetria Fruhstorfer，1912
Neptis raddei Bremer，1861
Neptis kuangtungensis (Mell, 1923)
蔼菲蛱蝶 Phaedyma aspasia
柱菲蛱蝶 Phaedyma columella
秦菲蛱蝶 Phaedyma chinga
黑条伞蛱蝶 Aldania raddei
仿斑伞蛱蝶 Aldania imitans
丽蛱蝶 Parthenos sylvia
波蛱蝶 Ariadne ariadne
细纹波蛱蝶 Ariadne merione
黑缘丝蛱蝶 Cyrestis themire
八目丝蛱蝶 Cyrestis cocles
网丝蛱蝶 Cyrestis thyodamas
雪白丝蛱蝶 Cyrestis nivea
黄绢坎蛱蝶 Chersonesia risa
蠹叶蛱蝶 Doleschallia bisaltide
枯叶蛱蝶 Kallima inachus
蓝带枯叶蛱蝶 Kallima knyvetti

瑶蛱蝶 Yoma sabina
金斑蛱蝶 Hypolimnas missipus
幻紫斑蛱蝶 Hypolimnas bolina
畸纹紫斑蛱蝶 Hypolimnas anomala
荨麻蛱蝶 Aglais urticae
西藏麻蛱蝶 Aglais ladakensis Moore 1882
大红蛱蝶 Vanessa indica
小红蛱蝶 Vanessa cardui
琉璃蛱蝶 Kaniska canace
黄缘蛱蝶 Nymphalis antiopa
朱蛱蝶 Nymphalis xanthomelas
白矩朱蛱蝶 Nymphalis vau-album
白钩蛱蝶 Polygonia c-album
黄钩蛱蝶 Polygonia c-aureum
巨型钩蛱蝶 Polygonia gigantea
展钩蛱蝶 Polygonia extensa Leech，1892
Polygonia interposita Staudinger，1881
Polygonia gongga Lang,2010
孔雀蛱蝶 Inachis io
美眼蛱蝶 Junonia almana
翠蓝眼蛱蝶 Junonia orithya
黄裳眼蛱蝶 Junonia hierta
蛇眼蛱蝶 Junonia lemonias
波纹眼蛱蝶 Junonia atlites
钩翅眼蛱蝶 Junonia iphita
黄豹盛蛱蝶 Symbrenthia brabira
斑豹盛蛱蝶 Symbrenthia leoparda
花豹盛蛱蝶 Symbrenthia hypselis
云豹盛蛱蝶 Symbrenthia niphanda
散纹盛蛱蝶 Symbrenthia lilaea
Symbrenthia doni Tytler，1940
Symbrenthia sinoides Hall，1935
Symbrenthia sinica Moore，1899
Symbrenthia silana de Neceville，1885
直纹蜘蛱蝶 Araschnia prorsoides
曲纹蜘蛱蝶 Araschnia doris
断纹蜘蛱蝶 Araschnia dohertyi
布网蜘蛱蝶 Araschnia burejana
大卫蜘蛱蝶 Araschnia davidis
张氏蜘蛱蝶 Araschnia zhangi
蜘蛱蝶 Araschnia levana (Linnaeus)
金堇蛱蝶 Euphydryas aurinia
伊堇蛱蝶 Euphydryas iduna
中堇蛱蝶 Euphydryas intermedia
Euphydryas ichnea Boisduval，1833
Euphydryas maturna Linnaeus，1758
Euphydryas sibirica Staudinger，1871
黄蜜蛱蝶 Mellicta athalia

网纹蜜蛱蝶 Mellicta dictynna
黑蜜蛱蝶 Mellicta plotina
Mellicta ambigua Menestries，1859
Mellicta britomartis Assmann，1847
Mellicta rebeli Wnukowsky，1929
狄网蛱蝶 Melitaea didyma
斑网蛱蝶 Melitaea didymoides
圆翅网蛱蝶 Melitaea yuenty
罗网蛱蝶 Melitaea romanovi
庆网蛱蝶 Melitaea cinxia
颤网蛱蝶 Melitaea pallas
菌网蛱蝶 Melitaea agar
兰网蛱蝶 Melitaea bellona
黑网蛱蝶 Melitaea jezabel
网蛱蝶 Melitaea diamina
大网蛱蝶 Melitaea scotosia
Melitaea ala Staudinger，1881
Melitaea latonigena Eversmann，1847
Melitaea sutschana Staudinger，1892
Melitaea fergana Staudinger，1882
Melitaea infernalis Grum-Grshimailo, 1891
Melitaea asteroida Staudinger, 1881
Melitaea solona Alphéraky, 1881
Melitaea protomedia Ménétriés, 1859
Melitaea arcesia Bremer, 1861
Melitaea phoebe Denis et Schiffermüller，1775
Melitaea sibina Alphéraky, 1881
大卫绢蛱蝶 Calinaga davidis
绢蛱蝶 Calinaga buddha
黑绢蛱蝶 Calinaga lhatso
Calinaga funebris Oberthür，1919
Calinaga sudassana Melvill, 1893
Calinaga aborica Tytler, 1915
苎麻珍蝶 Acraea issoria
斑珍蝶 Acraea violae
朴喙蝶 Libythea celtis
棒纹喙蝶 Libythea myrrha
紫喙蝶 Libythea geoffroyi
第一小蚬蝶 Polycaena princeps
喇嘛小蚬蝶 Polycaena lama
歧纹小蚬蝶 Polycaena chauchawensis
红脉小蚬蝶 Polycaena carmelita
露娅小蚬蝶 Polycaena lua
密斑小蚬蝶 Polycaena matuta
Polycaena kansuensis Nordstrom, 1935
Polycaena yunnana Sugiyama. 1997
Polycaena aestivalis Oberthür 1903
方裙褐蚬蝶 Abisara freda

黄带褐蚬蝶 Abisara fylla
白带褐蚬蝶 Abisara fylloides
长尾褐蚬蝶 Abisara neophron
白点褐蚬蝶 Abisara burnii
蛇目褐蚬蝶 Abisara echerius
梯翅褐蚬蝶 Abisara saturata
曲带褐蚬蝶 Abisara abnormis
暗蚬蝶 Paralaxita dora
白蚬蝶 Stiboges nymphidia
波蚬蝶 Zemeros flegyas
银纹尾蚬蝶 Dodona eugenes
大斑尾蚬蝶 Dodona egeon
秃尾蚬蝶 Dodona dipoea
红秃尾蚬蝶 Dodona adonira
无尾蚬蝶 Dodona durga
斜带缺尾蚬蝶 Dodona ouida
黑燕尾蚬蝶 Dodona deodata
白燕尾蚬蝶 Dodona henrici
Dodona kaolinkon Yoshino, 1999
Dodona maculosa Leech, 1890
Dodona hoenei Forster 1951
埃圆灰蝶 Poritia ericynoides
德锉灰蝶 Allotinus drumila
布衣云灰蝶 Miletus boisduvali
中华云灰蝶 Miletus chinensis
羊毛云灰蝶 Miletus mallus
凝云灰蝶 Miletus nymphis
古云灰蝶 Miletus archilochus
麻陇灰蝶 Logania marmorata Moore，1884
熙灰蝶族 Spalgini
熙灰蝶属 Spalgis
熙灰蝶 Spalgis epeus
蚜灰蝶族 Tarakini
蚜灰蝶属 Taraka
蚜灰蝶 Taraka hamada
白斑蚜灰蝶 Taraka shiloi
银灰蝶属 Curetis
尖翅银灰蝶 Curetis acuta
圆翅银灰蝶 Curetis saronis
银灰蝶 Curetis bulis
褐翅银灰蝶 Curetis brunnea
诗灰蝶 Shirozua jonasi
媚诗灰蝶 Shirozua melpomene
线灰蝶 Thecla betulae
噢线灰蝶 Thecla ohyai
尧灰蝶 Iozephyrus betulinus(Staudinger，1887)
珂灰蝶 Cordelia comes
宓妮珂灰蝶 Cordelia minerva

北协珂灰蝶 Cordelia kitawakii
天使工灰蝶 Gonerilia seraphim
银线工灰蝶 Gonerilia thespis
佛工灰蝶 Gonerilia buddha Sugiyama，1992
冈村工灰蝶 Gonerilia okamurai Koiwaya，1996
佩工灰蝶 Gonerilia pesthis Wang et Chou，1998
陕灰蝶 Shaanxiana takashimai
四川陕灰蝶 Shaanxiana pauper Sugiyama，1994
范赭灰蝶 Ussuriana fani Koiwaya，1993
赭灰蝶 Ussuriana michaelis
藏宝赭灰蝶 Ussuriana takarana
周赭灰蝶 Ussuriana choui Wang et Fan，2000
平赭灰蝶 Ussuriana plania Wang et Ren，1999
朝灰蝶 Coreana raphaelis
斑精灰蝶 Artopoetes pryeri
璞精灰蝶 Artopoetes praetextatus
栅灰蝶 Japonica saepestriata
黄栅灰蝶 Japonica lutea
台湾栅灰蝶 Japonica patungkoanui Murayama，1956
阿栅灰蝶 Japonica adusta Riley，1939
Japonica bella Hsu, 1997
南岭灰蝶 Nanlingozephyrus bella
癞灰蝶 Araragi enthea
杉山癞灰蝶 Araragi sugiyamai
熊猫癞灰蝶 Araragi panda Hsu et Chou, 2001
祖灰蝶 Protantigius superans
青灰蝶 Antigius attilia
巴青灰蝶 Antigius butleri
陈氏青灰蝶 Antigius cheni
璐灰蝶 Leucantigius atayalicus
晰灰蝶 Wagimo signata
华晰灰蝶 Wagimo sulgeri
朝野晰灰蝶 Wagimo asanoi Koiwaya，1999
宝岛晰灰蝶 Wagimo insularis
斜线晰灰蝶 Wagimo asanoi
虎灰蝶 Yamamotozephyrus kwangtungensis
珠灰蝶 Iratsume orsedice
紫轭灰蝶 Euaspa forsteri
轭灰蝶 Euaspa milionia
陈氏何华灰蝶 Howarthia cheni Chou et Wang(1996)
何华灰蝶 Howarthia caelestis(Leech，1890)
黑缘何华灰蝶 Howarthia nigricans
柯氏何华灰蝶 Howarthia courvoisieri(Oberthür，1908)
美丽何华灰蝶 Howarthia melli
渡边何华灰蝶 Howarthia watanabei Koiwaya，1993
黑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hecale
享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hinomaru Fujioka，1994
千叶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chibahideyukii Fujioka，1 994

促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tsukiyamahiroshii Fujioka，1994
瓦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vallonia(Oberthür，1914)
仓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tsangkie(Oberthür，1886)
怒和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nuwai Koiwaya，1996
俞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yugaii(Kano，1928)
福氏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florianii Bozano，1996
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arisanus(Wileman，1909)
皮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picquenardi(Oberthür，1914)
阿里铁灰蝶 Teratozephyrus arisanus
崎灰蝶 Esakiozephyrus icanus
藏东崎灰蝶 Esakiozephyrus zhengi Huang，1998
奈斯崎灰蝶 Esakiozephyrus neis(Oberthür，1914)
毕磐灰蝶 Iwaseozephyrus bieti
阿磐灰蝶 Iwaseozephyrus ackeryi Fujioka，1994
三枝灰蝶 Saigusaozephyrus atabyrius
台湾翠灰蝶 Neozephyrus taiwanus
闪光翠灰蝶 Neozephyrus coruscans
海伦娜翠灰蝶 Neozephyrus helenae
日本翠灰蝶 Neozephyrus japonicus
杜翠灰蝶 Neozephyrus dubernardi(Riley，1939)
上田翠灰蝶 Neozephyrus uedai Koiwaya，1996
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maragdinus(Bremer，1861)
重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maragdina
耀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brillantinus(Staudinger，1887)
色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etohi Koiwaya，1996
黑角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nigroapicalis(Howarth，1957)
加布雷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kabrua
闪光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cintillans
铁稠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teisoi(Sonan，1941)
清水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himizui Yoshino，1997
宽缘金灰蝶 Chryozephyrus marginatus(Howarth，1957)
美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meili Yoshino，1999
噶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garmanitus
幽斑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zoa(de Nicéville，1889)
萨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akula Sugiyama，1992
迪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desgodinsi(Oberthür，1886)
都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duma(Hewitson，1869)
康定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tatsienluensis(Murayama，1955)
西风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nishikaze(Araki et Sibatani，1941)
云南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yunnanensis(Howarth，1957)
腰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yoshikoae Koiwaya，1993
高氏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gaoi Koiwaya，1993
林氏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linae Koiwaya，1993
庞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giganteus
天目山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tiemushanus
中华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chinensis(Howarth，1957)
苏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ouleana(Riley，1939)
瓦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watsoni(Evans，1927)

裂斑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disparatus
盈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inthanonensis Kimura et Murayama，
缪斯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mushaellus
理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rileyi(Forster，1940)
久松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plendidulus
埔里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yuchingkinus Murayama et
白底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ataxus(Doubleday et Hewitson，
娆娆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rarasanus
雷公山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leigongshanensis
帕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paona Tytler，1915
森下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morishitai
尧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ioi Wang et Fan，2000
袁氏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yuani
库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kuromon Sugiyama，1994
锡金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sikkimensis
江崎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esakii
周氏金灰蝶 Chrysozephyrus choui
贵州柴谷灰蝶 Sibataniozephyrus Iijinae Hsu，1995
台湾柴谷灰蝶 Sibataniozephyrus kuafui Hsu et Lin，1994
艳灰蝶 Favonius orientalis
翠艳灰蝶 Favonius taxila(Bremer，1861)
萨艳灰蝶 Favonius saphirinus(Staudinger，1887)
超艳灰蝶 Favonius ultramarinus(Fixsen，1887)
考艳灰蝶 Favonius korshunovi Dubatolov et Sergeyev，1982
里奇艳灰蝶 Favonius leechi(Riley，1939)
亲艳灰蝶 Favonius congnatus
百娆灰蝶 Arhopala bazala
日本娆灰蝶 Arhopala japonica
娥娆灰蝶 Arhopala eumolphus
海蓝娆灰蝶 Arhopala hellenore
翠袖娆灰蝶 Arhopala hellenoroides
齿翅娆灰蝶 Arhopala rama
小娆灰蝶 Arhopala paramuta
琼岛娆灰蝶 Arhopala qiongdaoensis
婀伊娆灰蝶 Arhopala aida
无尾娆灰蝶 Arhopala arvina
酒娆灰蝶 Arhopala oenea
银链娆灰蝶 Arhopala pseudocentaurus
缅甸娆灰蝶 Arhopala birmana
奇娆灰蝶 Arhopala comica de Nicéville，1900
佩娆灰蝶 Arhopala perimuta(Moore，[1858])
拨娆灰蝶 Arhopala bazaloides(Hewitson，1878)
塔灰蝶 Thaduka multicaudata
玛灰蝶 Mahathala ameria
婀玛灰蝶 Mahathala ariadeva
俳灰蝶 Panchala ganesa
黑俳灰蝶 Panchala paraganesa
碧俳灰蝶 Panchala birmana Moore，[1884]

畸俳灰蝶 Panchala aberrans
阿俳灰蝶 Panchala ammonides(Doherty，1891)
锁铠花灰蝶 Flos asoka
中华花灰蝶 Flos chinensis
爱睐花灰蝶 Flos areste
迪花灰蝶 Flos diardi (Hewitson, 1862)
阿花灰蝶 Flos adriana de Nicéville，[1883]
滇花灰蝶 Flos yunnanensis
酥灰蝶 Surendra quercetorum
畸陶灰蝶 Zinaspa distorta(de Nicéville，1887)
伊陶灰蝶 Zinaspa isshiki Koiwaya，1989
扎陶灰蝶 Zinaspa zana de Nicéville，1898
陶灰蝶 Zinaspa todara(Moore，[1884])
杨陶灰蝶 Zinaspa youngi Hsu et Johnson 1998
丫灰蝶 Amblopala avidiena
昴灰蝶 Amblypodia anita
铁木莱异灰蝶 Iraota timoleon
三尾灰蝶 Catapaecilma major
刺灰蝶属 Acupicta
海南刺灰蝶 Acupicta hainanicum Sugiyama，1992
鹿灰蝶 Loxura atymnus
雄球桠灰蝶 Yasoda androconifera
三点桠灰蝶 Yasoda tripunctata
斜条斑灰蝶 Horaga rarasana
白斑灰蝶 Horaga albimacula
斑灰蝶 Horaga onyx
锡斑灰蝶 Horaga syrinx(C．Felder，1860)
三滴灰蝶 Ticherra acte
截灰蝶 Cheritrella truncipennis de Nicéville，1887
富丽灰蝶 Apharitis acamas
豆粒银线灰蝶 Spindasis syama
银线灰蝶 Spindasis lohita
黄银线灰蝶 Spindasis kuyaniana
塔银线灰蝶 Spindasis takanonis
露银线灰蝶 Spindasis rukmini(de Nicéville，[1889])
里奇银线灰蝶 Spindasis leechi Swinhoe，1912
西藏银线灰蝶 Spindasis zhengweilie Huang，1998
豹斑双尾灰蝶 Tajuria maculata
双尾灰蝶 Tajuria cippus
淡蓝双尾灰蝶 Tajuria illurgis
灿烂双尾灰蝶 Tajuria luculenta
顾氏双尾灰蝶 Tajuria gui
白日双尾灰蝶 Tajuria diaeus
天蓝双尾灰蝶 Tajuria caerulea
南岭双尾灰蝶 Tajuria nanlingana
考达灰蝶 Dacalana cotys Hewitson，[1865]
珀灰蝶 Pratapa deva
小珀灰蝶 Pratapa icetas

玛乃灰蝶 Maneca bhotea(Moore，1884)
凤灰蝶 Charana mandarina
珐奈灰蝶 Neocheritra fabronia(Hewitson，[1878])
克灰蝶 Creon cleobis
莱灰蝶 Remelana jangala
安灰蝶 Ancema ctesia
白衬安灰蝶 Ancema blanka
吉蒲灰蝶 Chliaria kina
蒲灰蝶 Chilaria othona
勐腊蒲灰蝶 Chliaria menglaensis Wang，1997
珍灰蝶 Zeltus amasa
玳灰蝶 Deudorix epijarbas
淡黑玳灰蝶 Deudorix rapaloides
银下玳灰蝶 Deudorix hypargyria
海南玳灰蝶 Deudorix hainana
拟燕玳灰蝶 Deudorix pseudorapaloides Wang et Chou，1996
南岭玳灰蝶 Deudorix nanlingensis
散玳灰蝶 Deudorix sankakuhonis(Matsumura，1938)
Deudorix rapaloides (Naritomi,1941)
绿灰蝶 Artipe eryx
霓纱燕灰蝶 Rapala nissa
高沙子燕灰蝶 Rapala takasagonis
红燕灰蝶 Rapala iarbus
燕灰蝶 Rapala varuna
宽带燕灰蝶 Rapala arata
点染燕灰蝶 Rapala suffusa
蓝燕灰蝶 Rapala caerulea
奈燕灰蝶 Rapala nemorensis
绯烂燕灰蝶 Rapala pheretima
麻燕灰蝶 Rapala manea
波密燕灰蝶 Rapala bomiensis Lee，1979
白带燕灰蝶 Rapala repercussa Leech，1890
秦灰蝶 Qinorapala qinlingana Chou et Wang，1995
生灰蝶属 Sinthusa
生灰蝶 Sinthusa chandrana
娜生灰蝶 Sinthusa nasaka
拉生灰蝶 Sinthusa rayata Riley，1939
浙江生灰蝶 Sinthusa zhejiangensis Yoshino，1995
费托灰蝶 Tomares fedtschenkoi Erschoff，1874
尼采梳灰蝶 Ahlbergia nicevillei
东北梳灰蝶 Ahlbergia frivaldszkyi
浓蓝梳灰蝶 Ahlbergia prodiga
银梳灰蝶 Ahlbergia chalybeia(Leech，[1893])
双斑梳灰蝶 Ahlbergia bimaculata Johnson，1992
朝鲜梳灰蝶 Ahlbergia korea Johnson，1992
李梳灰蝶 Ahlbergia leei Johnson，1992
阿梳灰蝶 Ahlbergia arquata Johnson，1992
普梳灰蝶 Ahlbergia pluto(Leech，[1893])

白梳灰蝶 Ahlbergia aleucopuncta Johnson，1992
单色梳灰蝶 Ahlbergia unicolora Johnson，1992
秀梳灰蝶 Ahlbergia pictila Johnson，1992
天蓝梳灰蝶 Ahlbergia caerulea Johnson，1992
环梳灰蝶 Ahlbergia circe(Leech，[1893])
浓蓝梳灰蝶 Ahlbergia prodiga Johnson，1992
蓝灰梳灰蝶 Ahlbergia caesius Johnson，1992
林达梳灰蝶 Ahlbergia lynda Johnson，1992
金梳灰蝶 Ahlbergia chalcides Chou et Li，1994
卡灰蝶 Callophrys rubi
普氏齿灰蝶 Novosatsuma pratti
巨齿灰蝶 Novosatsuma collosa Johnson，1992
马氏齿灰蝶 Novosatsuma matusiki Johnson，1992
大齿灰蝶 Novosatsuma magnasuffusa Johnson，1992
璞齿灰蝶 Novosatsuma plumbagina Johnson，1992
奥齿灰蝶 Novosatsuma oppocoenosa Johnson，1992
紫齿灰蝶 Novosatsuma magnapurpurea Johnson，1992
蔽齿灰蝶 Novosatsuma cibdela Johnson，1992
始灰蝶 Cissatsuma albilinea(Riley，1939)
甘肃始灰蝶 Cissatsuma kansuensis Johnson，1992
哈始灰蝶 Cissatsuma halosa Johnson，1992
管始灰蝶 Cissatsuma tuba Johnson，1992
齿始灰蝶 Cissatsuma crenata Johnson，1992
综始灰蝶 Cissatsuma contexta Johnson，1992
佩灰蝶属 Petrelaea Toxopeus，1929
台湾洒灰蝶 Satyrium formosanum
田中洒灰蝶 Satyrium tanakai
优秀洒灰蝶 Satyrium eximia
南风洒灰蝶 Satyrium austrinum
井上洒灰蝶 Satyrium inouei
德斯灰蝶 Satyrium dejeani (Riley , 1939)
饰洒灰蝶 Satyrium ornata
武大洒灰蝶 Satyrium watarii
红斑洒灰蝶 Satyrium rubicundula
大洒灰蝶 Satyrium grandis
杨氏洒灰蝶 Satyrium yangi
微洒灰蝶 Satyrium v-album
普洒灰蝶 Satyrium prunoides
苹果斯灰蝶 Satyrium pruni
塔洒灰蝶 Satyrium thalia (Leech , 1893)
欧洒灰蝶 Satyrium oenone
礼洒灰蝶 Satyrium percomis
菲斯洒灰蝶 Satyrium phyllodendri
江崎斯灰蝶 Satyrium esakii
父斯灰蝶 Satyrium patrius(Leech，1891)
像斯灰蝶 Satyrium persimilis(Riley，1939)
拉斯灰蝶 Satyrium lais(Leech，[1893])
幽洒灰蝶 Satyrium iyonis

岷山洒灰蝶 Satyrium minshanicum
孔明洒灰蝶 Satyrium kongmingi
拟杏洒灰蝶 Satyrium pseudopruni
新秀洒灰蝶 Satyrium neoeximia
刺痣洒灰蝶 Satyrium spini
四姑娘洒灰蝶 Satyrium siguniangshanicum
久保洒灰蝶 Satyrium kuboi
离纹洒灰蝶 Satyrium w-album (Knoch , 1872)
Satyrium tamikoae
Satyrium inflammata
久保斯灰蝶 Satyrium kuboi(Chou et Tong，1994)
新斯灰蝶 Satyrium neosinica Lee，1963
伏斯灰蝶 Satyrium volt Sugiyama，1993
莱斯灰蝶 Satyrium redae(Bozano，1993)
鼠李新灰蝶 Neolycaena rhymnus
白斑新灰蝶 Neolycaena tengstroemi
大卫新灰蝶 Neolycaena davidi
新灰蝶 Neolycaena sinensis(Alphéraky，1881)
伊犁新灰蝶 Neolycaena yiliensis(Huang et Murayama，1992)
伊洲新灰蝶 Neolycaena iliensis(Grum-Grshimailo，1891)
丽罕莱灰蝶 Helleia li
罕莱灰蝶 Helleia helle
红灰蝶 Lycaena phlaeas
橙昙灰蝶 Thersamonia dispar
昙灰蝶 Thersamonia thersamon
梭尔昙灰蝶 Thersamonia solskyi
阿昙灰蝶 Thersamonia alpherakyi
丽昙灰蝶 Thersamonia splendens(Staudinger，1881)
貉灰蝶 Heodes virgaureae
尖翅貉灰蝶 Heodes alciphron
昂貉灰蝶 Heodes ouang(Oberthür，1891)
伊貉灰蝶 Heodes irmae(Bailey，1932)
提貉灰蝶 Heodes tityrus(Poda，1761)
陈呃灰蝶 Athamanthia tseng (Oberthur, 1886)
华山呃灰蝶 Athamanthia svenhedini Nordstrom, 1935
庞呃灰蝶 Athamanthia pang(Oberthür，1886)
呃灰蝶 Athamanthia athamantis(Eversmann，1854)
帕呃灰蝶 Athamanthia pavana(Kollar，1844)
卡呃灰蝶 Athamanthia kasyapa(Moore，1865)
斯旦呃灰蝶 Athamanthia standfussi(Grum-Grshima?lo，1891)
迪呃灰蝶 Athamanthia dimorpha(Staudinger，1881)
古灰蝶 Palaeochrysomphanus hippothoe
摩来彩灰蝶 Heliophorus moorei
斜斑彩灰蝶 Heliophorus phoenicoparyphus
美男彩灰蝶 Heliophorus androcles
浓紫彩灰蝶 Heliophorus ila
美丽彩灰蝶 Heliophorus pulcher
古铜彩灰蝶 Heliophorus brahma

莎菲彩灰蝶 Heliophorus saphir
莎罗彩灰蝶 Heliophorus saphiroides
Heliophorus eventa
烤彩灰蝶 Heliophorus kohimensis
耀彩灰蝶 Heliophorus gloria Huang，1999
云南彩灰蝶 Heliophorus yunnani
翠彩灰蝶 Heliophorus viridipunctata(de Nicéville)
印度彩灰蝶 Heliophorus indicus Fruhstorfer，1908
彩灰蝶 Heliophorus epicles(Godart，[1824])
闪光彩灰蝶 Heliophorus brillantinus Huang，1999
塔彩灰蝶 Heliophorus tamu(Kollar，[1844])
黑灰蝶 Niphanda fusca
小黑灰蝶 Niphanda cymbia
尖角灰蝶 Anthene emolus
锯灰蝶 Orthomiella pontis
中华锯灰蝶 Orthomiella sinensis
峦太锯灰蝶 Orthomiella rantaizana
纯灰蝶 Una usta
佩灰蝶 Petrelaea dana(de Nicéville．1884)
曲纹拓灰蝶 Caleta roxus
散纹拓灰蝶 Caleta elna
檠灰蝶 Discolampa ethion
豹灰蝶 Castalius rosimon
达灰蝶 Tarucus theophrastus(Fabricius，1793)
细灰蝶 Syntarucus plinius
贝娜灰蝶 Nacaduba beroe
古楼娜灰蝶 Nacaduba kurava
帕娜灰蝶 Nacaduba pactolus(C．Felder，1860)
贺娜灰蝶 Nacaduba hermus(C．Felder，1860)
百娜灰蝶 Nacaduba berenice(Herrich-Sch?ffer，1869)
娜拉波灰蝶 Prosotas nora
阿波灰蝶 Prosotas aluta
黄波灰蝶 Prosotas lutea(Martin，1895)
波灰蝶 Prosotas dubiosa
布波灰蝶 Prosotas bhutea(de Nicéville，[1884])
皮波灰蝶 Prosotas pia Toxopeus，1929
雅灰蝶 Jamides bochus
碧雅灰蝶 Jamides elpis
素雅灰蝶 Jamides alecto
锡冷雅灰蝶 Jamides celeno
净雅灰蝶 Jamides pura
咖灰蝶 Catochrysops strabo
蓝咖灰蝶 Catochrysops panormus
亮灰蝶属 Lampides
亮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棕灰蝶 Euchrysops cnejus
吉灰蝶 Zizeeria karsandra
珂吉灰蝶 Zizeeria knysna(Trimen，1862)

酢浆灰蝶 Pseudozizeeria maha
毛眼灰蝶属 Zizina
毛眼灰蝶 Zizina otis
长腹灰蝶 Zizula hylax
珐灰蝶 Famegana alsulus
枯灰蝶 Cupido minimus
佛枯灰蝶 Cupido buddhista(Alphéraky，1881)
普枯灰蝶 Cupido prosecusa(Erschoff，1874)
华枯灰蝶 Sinocupido lokiangensis Lee，1963
山灰蝶 Shijimia moorei
点玄灰蝶 Tongeia filicaudis
海南玄灰蝶 Tongeia hainani
玄灰蝶 Tongeia fischeri
竹都玄灰蝶 Tongeia zuthus
波太玄灰蝶 Tongeia potanini
淡纹玄灰蝶 Tongeia ion
弧玄灰蝶 Tongeia arcana(Leech，1890)
大卫玄灰蝶 Tongeia davidi(Poujade，1884)
西藏玄灰蝶 Tongeia menpae Huang，1998
蓝灰蝶 Everes argiades
长尾蓝灰蝶 Everes lacturnus
无尾蓝灰蝶 Everes acaudata Lee，1963
云驳灰蝶 Bothrinia nebulosa
丸灰蝶属 Pithecops
黑丸灰蝶 Pithecops corvus
蓝丸灰蝶 Pithecops fulgens
琉球丸灰蝶 Pithecops ryukyuensis Shir?zu，1964
钮灰蝶 Acytolepis puspa
韫玉灰蝶 Celatoxia marginata
白斑妩灰蝶 Udara albocaerulea
珍贵妩灰蝶 Udara dilecta
赖灰蝶 Lestranicus transpectus(Moore，1879)
琉璃灰蝶 Celastrina argiola
熏衣璃灰蝶 Celastrina lavendularis
大紫璃灰蝶 Celastrina oreas
华西璃灰蝶 Celastrina hersilia
巨大璃灰蝶 Celastrina gigas
莫璃灰蝶 Celastrina morsheadi(Evans，1915)
苏璃灰蝶 Celastrina sugitanii(Matsumura，1919)
菲璃灰蝶 Celastrina filipjevi(Riley，1934)
霍璃灰蝶 Celastrina huegelli(Moore，1882)
宽缘璃灰蝶 Celastrina perplexa Eliot et Kawazoé，1983
玫灰蝶 Callenya melaena(Doherty，1889)
美姬灰蝶 Megisba malaya
一点灰蝶 Neopithecops zalmora
穆灰蝶属 Monodontides Toxopeus，1927
穆灰蝶 Monodontides musina(Snellen，1892)
嘎霾灰蝶 Maculinea arion

大斑霾灰蝶 Maculinea arionides
胡麻霾灰蝶 Maculinea teleia
蓝底霾灰蝶 Maculinea cyanecula(Eversmann，1848)
库氏霾灰蝶 Maculinea kurentzovi Sibatani et al．，1994
霾灰蝶 Maculinea alcon([Denis et Schiffermüller]，1775)
靛灰蝶 Caerulea coeligena
扣靛灰蝶 Caerulea coelestis(Alphéraky，1897)
巨瑶灰蝶 Iolana gigantea(Grum-Grshima?lo，1885)
白灰蝶 Phengaris atroguttata
台湾白灰蝶 Phengaris daitozana
婀白灰蝶 Phengaris abida Leech，[1893]
黎戈灰蝶 Glaucopsyche lycormas Butler 1886
蓝底戈灰蝶 Glaucopsyche alexis(Poda，1761)
糁灰蝶 Palaeophilotes triphysina(Staudinger，1892)
珞灰蝶 Scolitantides orion
僖灰蝶 Sinia leechi Forster，1940
烂僖灰蝶 Sinia lanty(Oberthür，1886)
欣灰蝶 Shijimiaeoides divina(Fixen，1887)
扫灰蝶属 Subsulanoides Koiwaya，1989
扫灰蝶 Subsulanoides nagataKoiwaya，1989
婀灰蝶 Albulina orbitula
萨婀灰蝶 Albulina sajana(Heyne，1895)
秦岭婀灰蝶 Albuling qinlingensis Wang，1995
安婀灰蝶 Albulina amphirrhoe Oberthür，1910
康定婀灰蝶 Albulina tatsienluica Oberthür，1910
西藏婀灰蝶 Albulina tibetana D′Abrera，1993
莱阿灰蝶 Albulina lehana(Moore，1878)
嘎婀灰蝶 Albulina gaborronkayi Bálint，1997
菲婀灰蝶 Albulina felicis(Oberthür，1886)
泳婀灰蝶 Albulina younghusbandi(Elwes，1906)
澳婀灰蝶 Albulina omphisa(Moore，[1875])
耀婀灰蝶 Albulina metallica(C．et R．Felder，1865)
中华爱灰蝶 Aricia mandschurica
华夏爱灰蝶 Aricia chinensis
爱灰蝶 Aricia agestis(Denis et Schiffermüller，1775)
阿爱灰蝶 Aricia allous(Geyer，[1836])
埃灰蝶 Eumedonia eumedon(Esper，[1780])
紫灰蝶 Chilades lajus
曲纹紫灰蝶 Chilades pandava
云南紫灰蝶 Chilades yunnanensis Watkins，1927
福来灰蝶 Freyeria trochylus
普福来灰蝶 Freyeria putli
豆灰蝶 Plebejus argus
克豆灰蝶 Plebejus christophi
萨豆灰蝶 Plebejus samudra(Moore，1875)
平豆灰蝶 Plebejus planorum(Alpheraky，1881)
澳豆灰蝶 Plebejus obscurolunulata，1999
泰豆灰蝶 Plebejus themis(Grum-Grshima?lo，1891)

毕豆灰蝶 Plebejus biton(Bremer，1861)
露豆灰蝶 Plebejus lucifuga(Fruhstorfer，1915)
灿灰蝶 Agriades pheretiades
喇灿灰蝶 Agriades lamasem(Oberthür，1910)
嘉灿灰蝶 Agriades janigena(Riley，1923)
默灿灰蝶 Agriades morsheadi(Evans，1923)
斑灿灰蝶 Agriades luana(Evans，1915)
递灿灰蝶 Agriades dis(Grum-Grshima?lo，1891)
锡金灿灰蝶 Agriades sikkima(Bath，1900)
娲灰蝶 Vacciniina optilete(Knoch，1781)
红珠灰蝶 Lycaeides argyrognomon
青海珠灰蝶 Lycaeides qinghaiensis
索珠灰蝶 Lycaeides subsolanus
阿点灰蝶 Agrodiaetus amandus (Schneider, 1792)
蓝点灰蝶 Agrodiaetus cyane(Eversmann，1837)
露点灰蝶 Agrodiaetus rueckbeili Forster，1960
皮点灰蝶 Agrodiaetus pylaon(Fischer de Waldheim，1832)
点灰蝶 Agrodiaetus damon([Denis et Schiffermüller]，1775)
酷灰蝶 Cyaniris semiargus(Rottemburg，1775)
沛酷灰蝶 Cyaniris persephatta(Alphéraky，1881)
安酷灰蝶 Cyaniris annulata(Elwes，1906)
多眼灰蝶 Polyommatus erotides
维纳斯眼灰蝶 Polyommatus venus
萨眼灰蝶 Polyommatus sarta(Alphéraky，1881)
伊眼灰蝶 Polyommatus icarus(Rottemburg，1775)
仪眼灰蝶 Polyommatus icadius(Grum-Grshima?lo，1890)
烘眼灰蝶 Polyommatus hunza(Grum-Grshima?lo，1890)
佛眼灰蝶 Polyommatus forresti Bálint，1992
埃眼灰蝶 Polyommatus erigone(Grum-Grshima?lo，1890)
奴眼灰蝶 Polyommatus nuksani(Forster，1937)
金眼灰蝶 Polyommatus chrysopis(Grum-Grshima?lo，1888)
Polyommatus laziensis
雕形伞弄蝶 Bibasis aquilina
钩纹伞弄蝶 Bibasis sena
绿伞弄蝶 Bibasis striata
大伞弄蝶 Bibasis miracula
黑斑伞弄蝶 Bibasis oedipodea
橙翅伞弄蝶 Bibasis jaina
褐伞弄蝶 Bibasis harisa
白伞弄蝶 Bibasis gomata
无趾弄蝶 Hasora anura
无斑趾弄蝶 Hasora danda
双斑趾弄蝶 Hasora chromus
银针趾弄蝶 Hasora taminata
纬带趾弄蝶 Hasora vitta
三斑趾弄蝶 Hasora badra
金带趾弄蝶 Hasora schoenherr
尖翅弄蝶 Badamia exclamationis

绿弄蝶 Choaspes benjaminii
半黄绿弄蝶 Choaspes hemixantha
黄毛绿弄蝶 Choaspes xanthopogon
峨眉大弄蝶 Capila omeia
海南大弄蝶 Capila hainana
线纹大弄蝶 Capila lineata
窗斑大弄蝶 Capila translucida
黑裳大弄蝶 Capila nigrilima
白粉大弄蝶 Capila pieridoides
微点大弄蝶 Capila pauripunetata
黄带弄蝶 Lobocla liliana
双带弄蝶 Lobocla bifasciata
简纹带弄蝶 Lobocla simplex
曲纹带弄蝶 Lobocla germana
束带弄蝶 Lobocla contracta
嵌带弄蝶 Lobocla proxima
疏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aspersus
斑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maculosus
黄射纹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oscula
同宗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consanguineus
小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ratna
尖翅小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pulomaya
台湾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horishanus
黄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pero
周氏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choui
斜带星弄蝶 Celaenorrhinus aurivittatus
珠弄蝶 Erynnis tages
深山珠弄蝶 Erynnis montanus
白弄蝶 Abraximorpha davidii
粉白弄蝶 Abraximorpha pieridoides
黑脉白弄蝶 Abraximorpha heringi
彩弄蝶 Caprona agama
黄窗弄蝶 Coladenia laxmi
明窗弄蝶 Coladenia agnioides
花窗弄蝶 Coladenia hoenei
幽窗弄蝶 Coladenia sheila
绵羊窗弄蝶 Coladenia agni
黄襟弄蝶 Pseudocoladenia dan
梳翅弄蝶 Ctenoptilum vasava
黑弄蝶 Daimio tethys
中华捷弄蝶 Gerosis sinica
匪夷捷弄蝶 Gerosis phisara
角翅弄蝶 Odontoptilum angulatum
刷胫弄蝶 Sarangesa dasahara
飒弄蝶 Satarupa gopala
密纹飒弄蝶 Satarupa monbeigi
台湾飒弄蝶 Satarupa formosibia
蛱型飒弄蝶 Satarupa nymphalis

台湾瑟弄蝶 Seseria formosana
锦瑟弄蝶 Seseria dohertyi
白腹瑟弄蝶 Seseria sambara
白边裙弄蝶 Tagiades gana
黑边裙弄蝶 Tagiades menaka
沾边裙弄蝶 Tagiades litigiosa
滚边裙弄蝶 Tagiades cohaerens
毛脉弄蝶 Mooreana trichoneura
花弄蝶 Pyrgus maculatus
北方花弄蝶 Pyrgus alveus
锦葵花弄蝶 Pyrgus malvae
星点弄蝶 Syrichtus tessellum
宽带白点弄蝶 Syrichtus antonia
稀点弄蝶 Syrichtus staudingeri
黄饰弄蝶 Spialia galba
曲纹袖弄蝶 Notocrypta curvifascia
宽纹袖弄蝶 Notocrypta feisthamelii
窄纹袖弄蝶 Notocrypta paralysos
森下袖弄蝶 Notocrypta morishitai
黑色钩弄蝶 Ancistroides nigrita
雅弄蝶 Iambrix salsala
红标弄蝶 Koruthaialos rubecula
新红标弄蝶 Koruthaialos sindu
烟弄蝶 Psolos fuligo
姜弄蝶 Udaspes folus
小星姜弄蝶 Udaspes stellata
黑锷弄蝶 Aeromachus piceus
标锷弄蝶 Aeromachus stigmatus
疑锷弄蝶 Aeromachus dubius
河伯锷弄蝶 Aeromachus inachus
腌翅弄蝶 Astictopterus jama
福建腌翅弄蝶 Astictopterus fujiananus
窄翅弄蝶 Halpe homolea (Hewitson)
独子酣弄蝶 Halpe homolea
双子酣弄蝶 Halpe porus
讴弄蝶 Onryza maga
琵弄蝶 Pithauria murdava
黄标琵弄蝶 Pithauria marsena
槁翅琵弄蝶 Pithauria stramineipennis
花裙陀弄蝶 Thoressa submacula
黄条陀弄蝶 Thoressa horishana
徕陀弄蝶 Thoressa latris
银弄蝶属 Carterocephalus
白斑银弄蝶 Carterocephalus dieckmanni
克理银弄蝶 Carterocephalus christophi
黄斑银弄蝶 Carterocephalus alcinoides
银弄蝶 Carterocephalus palaemon
黄翅银弄蝶 Carterocephalus silvicola

链弄蝶 Heteropterus morpheus
双色舟弄蝶 Barca bicolor
小弄蝶 Leptalina unicolor
刺胫弄蝶 Baoris farri
刷翅刺胫弄蝶 Baoris penicillata
籼弄蝶 Borbo cinnara
拟籼弄蝶 Pseudoborbo bevani
无斑珂弄蝶 Caltoris bromus
放踵珂弄蝶 Caltoris cahira
方斑珂弄蝶 Caltoris cornasa
直纹稻弄蝶 Parnara guttata
曲纹稻弄蝶 Parnara ganga
玄纹稻弄蝶 Parnara bada
中华谷弄蝶 Pelopidas sinensis
南亚谷弄蝶 Pelopidas agna
近赭谷弄蝶 Pelopidas subochracea
隐纹谷弄蝶 Pelopidas mathias
印度谷弄蝶 Pelopidas assamensis
古铜谷弄蝶 Pelopidas conjuncta
山地谷弄蝶 Pelopidas jansonis
黑标孔弄蝶 Polytremis mencia
透纹孔弄蝶 Polytremis pelllucida
盒纹孔弄蝶 Polytremis theca
刺纹孔弄蝶 Polytremis zina
黄纹孔弄蝶 Polytremis lubricans
融纹孔弄蝶 Polytremis discreta
台湾孔弄蝶 Polytremis eltola
黄脉孔弄蝶 Polytremis flavinerva
周氏孔弄蝶 Polytremis choui
弄蝶 Hesperia comma
小赭弄蝶 Ochlodes venata
宽边赭弄蝶 Ochlodes ochracea
白班赭弄蝶 Ochlodes subhualina
雪山赭弄蝶 Ochlodes siva
菩提赭弄蝶 Ochlodes bouddha
针纹赭弄蝶 Ochlodes klapperichii
黄赭弄蝶 Ochlodes crataeis
西藏赭弄蝶Ochlodes thibetana (Oberthür, 1886)
豹弄蝶 Thymelicus leoninus
黑豹弄蝶 Thymelicus sylvaticus
旖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黄斑蕉弄蝶 Erionota torus
白斑蕉弄蝶 Erionota grandis
香蕉弄蝶 Erionota torus
椰弄蝶 Gangara thyrsis
尖翅椰弄蝶 Gangara lebadea
玛弄蝶 Matapa aria
长须弄蝶 Scobura cephaloides

须弄蝶 Scobura coniata
素弄蝶 Suastus gremius
小素弄蝶 Suastus minutus
珞弄蝶 Lotongus saralus
希弄蝶 Hyarotis adrastus
火脉弄蝶 Pyroneura margherita
肿脉弄蝶属 Zographetus
黄裳肿脉弄蝶 Zographetus satwa
龙宫肿脉弄蝶 Zographetus ogygioides
光荣肿脉弄蝶 Zographetus doxus
尖翅黄室弄蝶 Potanthus palnia
孔子黄室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曲纹黄室弄蝶 Potanthus flavus
淡色黄室弄蝶 Potanthus pallidus
直纹黄室弄蝶 Potanthus rectifasciatus
断纹黄室弄蝶 Potanthus trachalus
宽纹黄室弄蝶 Potanthus pavus
锯纹黄室弄蝶 Potanthus lydius
长标弄蝶 Telicota colon
紫翅长标弄蝶 Telicota augias
黄纹长标弄蝶 Telicota ohara
黑脉长标弄蝶 Telicota linna
红翅长标弄蝶 Telicota ancilla
金斑弄蝶 Cephrenes chrysozona
双子偶侣弄蝶 Oriens goloides
偶侣弄蝶 Oriens gola
黄弄蝶 Taractrocera flavoides
黄斑弄蝶 Ampittia dioscorides
钩形黄斑弄蝶 Ampittia virgata
小黄斑弄蝶 Ampittia na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