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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版纳蛙类一新种描述 

饶定齐 杨大同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昆明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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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描述 了在三南西双版纳地区发现的蛙属 1新种：版纳蛙 Rana bannanica sp 

IIOV并从外部形态和核型上 与东南亚相近种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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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6—7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和磨憨两地池塘、沼泽中漂浮的水草 上 

采到 8只正在呜叫的成蛙标本，体纤长，具有明显的背侧褶，前肢上臂前方有一白色块状 

腺体，口角后也有一白色的长形腺体，有一对外声囊，前后肢适中、略纤长，因而明显为 

水蛙类的物种。经比较．它与东南 亚的水蛙类物种 Rana mi／leti Smith，R humera／is 

Boulenger．R．miopus Boulenger，R margariana Anderson，R．nicobariensis Stoliczka．R 

v(1rio~s Boulenger(黑耳蛙)，且 taipehensis Van Denburgh(台北蛙)，R chapaensis Bourret， 

macrodactyla Gunther(长趾蛙)，R．nigr0vittata Blyth(黑带蛙)，R spinu／osa Smith(细刺 

蛙)等相近，但都有明显的区别，应为一新种，描述如 F： 

l 版纳蛙 Rana bannanica sp．nov． 

正模标本 KIZ94001， 占，成体，1994年6月底采于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磨憨，海 

拔 850m。 

副模标本 KIZ94002--94008， ，成体，1994年 6月中旬和下旬分别采于云南 

勐腊县劫仑 (海拔 600 m)和磨憨 (850 m)。所有模式标本均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 

鉴别特征 新种与黑带蛙 Rana嘲grovittata Blyth极相似，但新种吻明显尖出；颊部 

垂直略凹^；趾问仅 1／3— 1／2蹼；无雄性腺。而黑带蛙吻较钝j颊部略向外斜，趾间 

几为全蹼；有雄性腺。另外，两种的鸣声和染色体组型不同 

形态描述(根据 8 成体) 体型稍纤长．不如西双版纳黑带蛙 R．nigrovittata扁 

乎；体长 38_42 mm；头长明显大于头宽；吻明显尖出，突出于下颌；颊部垂直，甚至 

向内凹^，在鼻孔与眼前角之间形成一凹槽；鼻孔位于吻眼之中间 (鼻孔到吻端之距等于 

鼻孔到眼前角之距)；眼间距等于或略小于鼻间距，鼻间距略小于上眼睑宽；鼓膜显著， 

乎置椭圆形，横径小于上眼睑宽。锄骨齿呈倒“八”字形排列，位于内鼻孔之间，左右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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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下颌前端呈“山”字突。 

前肢较纤细，指较细长，指长顺序 3一卜4—2；指端有小吸盘，第 3、4指的吸盘背面 

有横沟；指间无蹼；关节下瘤大，尤以第 1指的最大，第 1、2指各 1，第2、3指各 2} 

掌突 2个，均较小，外掌突稍大于内掌突}第 1指基部甚粗壮。后肢较长，胫跗关节前达 

眼前，左右跟部重叠；胫长约为体长的 l／2；趾端均膨大成吸盘，趾吸盘略大于指吸 

盘}趾长顺序 4—5—3—2一1．趾问 1／3— 1／2蹼，第 4趾蹼仅达第 2关节，蹼缘缺刻较 

澡，外侧 间仅有蹼迹，关节下瘤小而显著}外踱突稍大为长形，内踱突小而圆，与内踌 

突相连有一宽的跗褶。 

体背及背侧褶外缘具有大小不等的小腺体(疣粒或痣粒)，皮肤略显粗糙}背侧褶明 

显，前端较宽，并在肩部略向外弯曲，但近胯部不连续或不明显，体侧下方及腹部光滑} 

颔腺显著，在前肢基部上方成一狭长疣}上臂前方各有一白色块状腺体：无颓褶}肛部周 

围有痣粒}胫部背面和股上方有少数纵肤棱。 

体背及背侧褶外缘均棕黄色，疣粒和痣粒成黑点，背侧褶外缘没有延 自鼻孔的黑色纵 

带，灏部色较澡，上颌缘色浅，下颌缘略显雾状斑}体侧下方和腹部、咽胸部和四肢腹面 

皆白色，有时有黑色雾状斑点，四肢背面与体背颜色相似，横纹不显或无，指趾吸盘背面 

黑色}股后上方呈不规则深黑色云斑。 

雄性第 1指外侧略有灰色婚垫，有 l对咽侧下外声囊，无雄性腺。 

新种有 l3对染色体，明显为 5对大染色体和 8对小染色体，根据长短次序，l 3对染 

色体依次为 M+M+M+SM+M+M+M+sM+M+M+sM+sM+M，第 8对染色体长臂中 

部有一次缢痕 (详见另文)。 

生活习性和生境 该蛙分别在勐腊县勐仑和磨憨的静水塘内采到，采到时它们都凛浮 

于池塘中的水草(水胡芦)上(叶上或枝间)鸣~q(Ca天未听到其呜叫)，同域同时采到的还有 

西双版纳地区的黑带蛙，二者在鸣声上截然不同(故此而引起作者注意)，另外还有侧条跳 

树蛙 Chiricalus vittatus(Boulenger)。 

2 讨论 

新种由于吻部明显尖出、鼻孔略近吻端、指尖膨大成吸盘状而与R．milleti Smith(吻 

不明显尖出、鼻孔位端部、指尖不膨大成吸盘状)不同}由于指尖膨大成吸盘状而与 ． 

nicobariensis Stoliczka(指尖不成吸盘状)不同；由于颞部不具有深色三角斑、皮肤有腺粒 

而与黑耳蛙 R．varians(~l部具三 角斑、皮 肤光滑)不 同， 由于个体较小(雄 性 38— 

42 ram)、趾问仅 l／3— 1／2蹼而与 R．humeralis Bou1enger(体长 73 mm、趾间满蹼) 

不同，由于个体较小、背部有腺粒、指尖成吸 

盘状而与 ．miopus Boulenger(体长 73 mm、背部 

无腺粒、指间不成吸盘状)不同；由于趾间 l／3— 

1／2蹼 、 背 侧褶 明 显 、 吻 明显 尖 出 而 与 R． 

margariana Anderson(趾间满蹼、背侧褶不明显、 

吻不明显尖出)不同；由于背部为棕黄色、雄性肱 

部前方有豆状腺体、四肢不特别长而与台北蛙 R． 

图1版纳蛙Rana bannanica sp P．OV(s x1)taipehensis Van Denburgh(体背绿色、无眩前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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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细长】不同；由 j：胫跗关节不达吻端(仅达眼前缘)、趾间仅 l／3—1／2蹼而与长趾蛙 

R 口c 。 c Guenther(胫跗关节达吻端或超过、趾间满蹼)不同；由于背侧褶较窄、 

颁腺明显、鼓膜小于 L眼睑宽而与细刺蛙 R 肪 “ (背删褶较宽、颌腺不明显
、 鼓膜大 

于上眼胎宽)不同；由于背中线无纵线纹、背部有腺粒而与沙巴蛙 R ch口pa n Bourretr 

背中线有纵线纹、背部无腺粒)不同。 

该新种与西双版纳的黑带蛙 R．” ∞v mf口(据刘承钊，1961)相似，二者同在一个生 

境内生活，但呜叫声明显不同，同时，新种背部为榇黄色，吻特尖出面与黑带蚌(背部漂 

棕色、吻较钝)不 同 

表 1 版纳蛙量度表(单位；ram) 

3 新种与部分相近种之间染色体组型比较 

由表 2显示新种与部分相近种之间在染色体组型上有明显的差别
， 因而，从染色体组 

型的角度说明新种与这砦相近种的不同。 

表 2 新种版纳蛙与部分相近种之间染色体组型比较 

!!!：! ! !!!!!! ‘cal c0mparis0n between Rata bannanica and other relafive species 0f ∞ 

物 _  — 二 —  物 种 
大染色体组 琶 百————～  ⋯  

j引冉李研深等 (【994)； 乖丈作者待发表资料；-0nce =interna1 

致谢 吴保陆同志帮助绘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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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CRIPT10N oF A NEW  RANID SPECIES FR0M 

XISHUANGBANNA— — 曰舳 肆bannanica sp．nov． 

Rao Dingqi Yang Datong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Yunnan．650223) 

Abstract 

A kind of ranid specimens from Xishuangbanna，Yunnan  is considered as a new species 

— — Raria bannanica sp．nov．．the description iS as bellows： 

曾m" bannanlca sp．nov． 

Holotype：KIZ94001．adult male．tolle'cted from Mo—hart (China—Laos border)of 

Xishuangbanna in June，1 994，alfitude 850 meters． 

Paratypes：KIZ94002—94008．adult males，collected from Mo—han，Menglun(Xishuang— 

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altitude 600 meters)in 

June．All the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iagnosis：The new species is very similar with Rana nigrovittata(they also live in the 

same environments)．but it difiers from the later in bellow：(1)snout sharped and obviously 

projecting beyond jaw；(2)loreal vertical and slightly depressed；toes 1／3—1／2 webed；(3) 

no linear musculinae in male；(4)the sounds much difierent． 

Discription：Body length in males 38—‘42 mm；snout shaped and obviously projecting be· 

yond jaw；loreal vertical；tympanum very distinct，transversely ellipsed，the holizontal diame· 

ter shorter than the width of upper eyelid；dorsolateral foId obviously present，much wide in 

front and narrow behind，and dis—countinued or un—clear on hip；the terminal of fingers ex· 

panded，sucker—liked；no any rudimentary webs between fingers；the terminal of toes also ex- 

panded；toes l／3—1／2 webed．Arm and leg slender；tibiotarsal articulation reaching Ⅱ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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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卉母： I每 版纳蚌婪 f·描j苎 

snout~heels overlaped when the flexed legs are held at right angles io the bode axis two pair— 

ed exlernaI】ateral yoGal sacs ill male：and respectively,a．ith a white gland behind mouth c0r 

Her(maxillary'glandJ and the frontal of upperarm (humeral gland)；no temple fold：Vomerine 

teeth present between the two internal nare
． ranged as reversed“八 ” shaped and relativelv 

separated far away Dorsal of boby scattered with tubercles and granules irregularly ranged
．  

ventral smooth：no linea musculiiftle in male Thc abovc of arm L Lld leg with slender 

longitudinal skin folds Dorsa1．including dorsa1 latcra1 I aIt and the abLivc oI、 l̈lS and legs 

greyish or brown yellowish but the tubcrcles alld granules blackish the Yclltrail wl1itish： 

transverse bars on the dorsals ol a rifts and legs not clear
． the above ol’tlie 1c!mmat of fingers 

and toes black：somc irregular black marks around the all LIS 

The karyolype is l 3 pai rs chromosomes．with ob x iousl> 5 large pairs and S sn：：ill pairs
． 

the Nos 4，8，11 12 are SM and the rest are M chrolftosomcs One secondary cotlstrictiua is 1 c 

cared】n the internal of the long aHT1 of No 8 ch rO[1lOSOnle 

Key words Rana hannanica sp [IOV，Anura．New Species Xishmmgbann j(Y L／!lilan) 

获奖项目介绍} 

“中国特有珍稀若干动物类群的细胞与分子进化”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该项目是昆明动物研究所已故所长、中鲥科@--I~院士趋 芷I!Ii研究 弱衄贵承扦I的中科院“／k；hi~N
．4／,项 

目c其中大熊猫研究得到i南省应削基础研究基金资劫 项 [2f1~采 代分于 L物学研究手段．札分 

子系统学角度澄清 r一砦动物系统发育中重要的、长期悬而一亡决的疑难问题 ．并柯 一些新发现，诸如重 

复序列的生物学功能等．为进化生物学普遍荚往的理论问题提供了线索=以珍稀濒危动物为对象的遗侍 

多样性盟其保护研究·从进化角度阐明了物种斓危的墙传学机制，为利学、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 

了理论依据 该项研究系统性强、手段先进，F往重学科先进性 与我国特色的育机结合。经两代^ I 6年的 

艰苦努力共发表论文 73篇。其中在国际权威性 刊物 ((Nature))上发表 1篇．其它国际核心期刊 21篇。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 日和高度lr平价，对推动我国动物的细胞和分子进化研究起到 r重要作用=获得 r中 

国科学院 l 996年度自然f }学 等奖．并山中吲科学院推荐中报 l 997午度 家 日然科学奖 

精云 

l巾 学眭 叫曲劫 f究Ⅱ：Lf划处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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