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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居盲副鳅及其性状演化 

陈银瑞 杨君兴 B 斯盖特 G 阿兰西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650223)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摘要 1995年由 G．Aljaneic先生在贵州荔渡溶洞采到 3尾体呈半透明 无眼睛的垒穴居 

鱼类标本，经鉴定为副鳅属中的 1新种，依特征命名为长须盲副鳅 Paracobitis tongibarbatus 

sp rlOV．。形态特征的分析表明：洞穴鱼类的性状演化，反映了物种对黑暗环境的适应性变 

异，同时也表达了物种适应辐射的结果，体现了性状在演化中趋同和趋异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塑 ，堑 ，苎些 函．J鱼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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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7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生物技术 

学院进行洞穴动物区系合作考察期间，对 G．Aljancic先生于 1995年 3月 2日在贵州省荔 

渡县溶洞采到的 3尾全穴居的鱼类标本进行共同研究，经鉴定为副鳅属中 l新种，这是我 

国副鳅属鱼类中发现的第一种盲鱼。现将新种描述如下，并对其性状演化进行讨论。 

1 新种描述 

长须盲副鳅，新种 ParacobiO'siongibarbatus詈p．Ⅱ0v． 

正模标本：编号 953001，全长 70 mill，体长 68 mm；副模标本 2尾，编号 953002， 

953003，全长 35—36mm，体长 29—3Omill。模式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 

背鳍条 i卜8；臀鳍条 ii-6；胸鳍条 i—lO一1h 腹鳍条 i一5—6；尾鳍分枝鳍条 l3— 

14。 

体长为体高的 6．4—7_3倍，为头长的 3．6__4．1倍，为尾柄长的 4．8—6．8倍，为尾柄 

高0的 14 5一l8．1倍。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3．O一3．1倍，13角须长为头长的 O．3—O．4倍，外 

吻须长为头长的 0．5—O．6倍，内吻须长为头长的 0．2—O．25倍。 

身体延长，前躯较宽，后躯侧扁，头部和尾部细长。前鼻孔管状，后缘延长呈须状， 

与后鼻孔紧相邻。触须发达，鼻须、内外吻须及口角须各 l对，内吻须稍短，外吻须长。 

无眼。口下位，口裂呈弧形。上、下唇厚，唇上密布乳突，下唇中央有一较大的缺刻。尾 

柄上下缘具软鳍褶，上侧鳍褶发达。 

·国家自然科学基盘、中国科学院分类区系学科特别支持费费助项目和中国、斯洛文尼亚洞穴动物区系台作考寨 

内容的 一部分 

@不包括尾柄上，下便I的软鳍帽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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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鳍起点距吻端远于距尾鳍基。胸鳍长，伸达至腹鳍距离的 2／3，腹鳍起点约与背鳍起 

点相对或稍前，末端盖过肛门，但未达臀鳍基郎，尾鳍后缘深凹形，上叶稍长于下叶。侧 

线完全。 

体裸露无鳞。侧线埋于皮下，沿体侧越过鳃孔上角直达鼻孔之下方。在上鳃孔的后方 

侧线上有一椭圆形的透明区，镶在身体的两侧。鲜活时体呈透明状，浸泡标本为白色，无 

透明感。 

本种与广布于同一水系的红尾副鳅 P．variegatus longidorsalis Yang el Chen(Yan 

等，1994)较相似，但本新种以无眼、无色素、无体鳞、前鼻孔管状并延长成须
、 触须和 

偶鳍发达延长、尾鳍后缘深凹等，明显有别于本属的已知种。 

0mm 

图 1 长须盲副鳅，新种Paracobitis longibarbatus sp nov 

2 分类地位和性状演化 

2．1 本种以前、后鼻孔紧相邻，尾柄上、下缘具软鳍褶，其高不超过尾柄高的一半，决 

定了属的归宿。虽然还有些性状如前鼻孔管状为该属所不容，但尚不足以作为建立新属的 

根据。新种的形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它与地表种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它对穴 

居环境的适应性演化。 

2．2 无眼睛、无色素、无体鳞，是典型的适应洞穴黑暗环境的趋 同特征，这在鳅科 

Cobitidae(陈银瑞等，1992)或鲤科 Cyprinidae(陈银瑞等，1994)的穴居种类中均可 

见到，表明本种是副鳅属的一个特化分支。 

2．3 洞穴环境中的黑暗和食物匮乏，是鱼类定居洞穴的最大障碍，同时它又是促进穴居 

鱼类性状演化的最主要的外界条件。当鱼类从地表转入洞穴之后，便开始了适应性的改 

变，以提高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本种与分布于地表近缘种相比，除了上述提到的若干趋同 

特征外，还见于其他性状的适应性变化，主要的有： 

2．3．1 偶鳍特别长 偶鳍的功能是使身体前进、控制方向和稳定身体的作用 (孟庆闻 

等，1987)。对洞穴鱼类而言，可能还有一定的感觉作用，因为这是存在于洞穴鱼类中的 

普遍现象，而最典型的是湘西盲高原鳅 Triplophysa xiangxiensis(杨干荣等，1986)，胸 

鳍特别长，其末端超过臀鳍起点。 

2．3 2 吻须和I：1角须发达 触须具味觉作用，是搜索和辨别食物的重要器官，特别是外 

吻须，其长约为头长的 1／2，而地表近缘种须长不及头长的 1／5。洞穴鱼类在眼睛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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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功能之后，触须的加强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现象也见于个旧盲高原鳅 nf肼，础ysa 

胛础 (Chu el Chen)、石林盲高原鳅 Triplophysa shiliens~s (Chen el Yang)。 

2．3．3 鼻管顶端延长成须 鼻须在条鳅亚科 Nemacheilinae中只见于北鳅属 Ca和平 

鳅属 Oreonectes等少数属种，副鳅属的已知种都不具鼻须。但前 2个具鼻须的属种，其 

前、后鼻孔相隔分离而与本种前、后鼻孔紧相邻相区别。这也是本新种归隶副鳅属的原因 

之一。该种鼻须的形成和发展，是完善触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它的形成过程是：首先由 

鼻瓣发展成鼻管，然后又由鼻管的顶端延长成须。 

2．3．4 出现派生性状 穴居鱼类对环境的适应有个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种间适 

应性状间的差别通常不是由于洞穴不同环境所致，而是特化程度的差别。亢居鱼类适应的 

最终结果，便出现派生性状，如盲~!}Amblyopsis spelaeU$、古巴盲鱼 Stygicola denlalu$ 

等，头上具有不同形状的感觉突起或许多细小的敏感须。穴居金线鱼巴Sinocyclochei／us则 

位于头后背部，呈锥状或叉状。可见，不同穴居鱼类所引发出派生感觉器的部位和形态也 

各异。鉴于本种在上鳃孔的后方侧线上的椭圆形透明区为其特有，也应属派生性状。从这 

些派生性状只见于高度特化种类 中的事实出发，推测该性状具有特殊的或综合的感觉功 

能，这是穴居鱼类对洞穴黑暗环境更高阶段的适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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