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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短吻鱼属 S／kuk／a隶属于鲤科刍巴亚科 (Cyprinidae：Barbinae)，分布于澜沧江一泪 

公河流域。已知本属鱼类有 4种．仅分布于中国西南部{嗣I沧江下游的有 S．flavicaudata和 

S．／o~ibarbata；S．~ ger／只见于泰国湄公河；s． 姆  为中国和泰国共有种。长须短吻 

鱼，新种 S ／ong~rbom 印．nov 主要鉴别特征为：具须 2对，吻须伸达眼中央正下方，口角 

须伸达眼眶后缘下方；鳃耙 10～12；背鳍、尾鳍具黑色边缘。 

美t词 塑 璺 垣堕鱼墨， 
中田分类萼— 59．磊i一 

1 短吻鱼属 S'／ku／6a Smith 

S碹 Smith，1931．Copeia，(30)：138—139(泰国)．模式种 Sikukia stejnegerl Smith． 

XeT~cheilichthys Smith，1934．J．S／mn Soc．nat，Hist．Supp／．9(3)：304—305[模 

式种：Xenocheilichthysgudgeri Smith J． 

Albulichthys伍献文等，1977．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271(景东)，模式种：Albu． 

蹦chthys stejnegri伍献文等。 

属的特征：口端位或次下位，口裂伸至眼前缘之下。吻短，其长等于或略大于眼径。 

眼大。侧位，游离眼缘呈圆形。须2对或缺如。下咽齿 3行，呈狭长瓣形。背鳍末根不分 

枝鳍条具硬刺，后缘有锯齿，分枝鳍条8根，起点稍后于腹鳍起点。臀鳍 m．5～6，末根 

不分枝鳍条不成硬刺。侧线完全。 

本属最早由Smith建立于1931年，随后 Smith(1934)又以X．gudgeri上唇较厚为特 

征另立 Xenocheilichthys属。Kotteht(1984)认为 X． 一吻圆钝较短，眼太和鳃耙内 

缘具小分枝等同Sik~ia的属征基本相符，而将 Xenocheilichth3~归作Sikukia的异名，有 

他的合理性。由于有关模式标本保存在国外，使我国在该类群分类的属称上难以把握，伍 

献文 (1977)在整理中国鲤科鱼类时又把S／kuk／a作为Albulichthys的异名。直至褚新洛 

(1989)在查看了保存于美国密支安大学动物博物馆的模式标本之后，才确认 AIbulichthys 

和Sikukia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具有发‘达的脂睑，游离眼缘呈垂直向的椭圆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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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ukia没有脂睑，游离眼缘呈圆形。所以 Sikukia与AI．bulichthys应成为独立的有效属。 

据此 Sikukia属有 S．ste)ngeri Smith、S．gudgeri(Smith)、S．flavicaudata Chu et Chen 

和新种 S．tongibarbata sp．nOV．，它们分布于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生活于江河主河道。 

种 的 检 索 裹 

1(4)无须 

2(3)倒线鳞32--34；鳃耙2．5--27(泰国湄公河)⋯⋯⋯⋯⋯⋯⋯泰国短吻鱼S．stejngeri Smith 

3(2)倒线鳞32；鳃耙 35(泰国湄公河、中国澜艳江)⋯⋯⋯⋯⋯短吻鱼S．gudgm"(S~aith) 

4(1)具须 2对 ～～ ～ 一。。一 

5(6)吻须较口角须为短或等长，口角须后伸达眼中央的正下方；倒线鳞38--39；鳃耙 18--22(中国澜 

沧江)⋯⋯⋯⋯⋯⋯⋯⋯⋯⋯⋯⋯⋯黄尾短吻鱼 S．t／av／cauda~ Chu Ch∞ 

6(5)吻须长于口角须，口角须后伸达眼后缴下方；储线鳞3o～33；鳃耙 10～12(中国涌沧江)⋯⋯ 

⋯ ⋯ ⋯ ⋯ ⋯ ⋯ ⋯ ⋯ ⋯ ⋯ ⋯ ⋯ ⋯ ⋯ ⋯ ⋯ 长须短吻童．新种 S．／ong／barbata s口 nOV 

2 长须短吻鱼，新种 $／kuk／a longibarbata sp．nOV．(图1) 

正模标本 编号 9606078，全长 82 rfffn．体长 63iTlrll。1996年 6月采自西双版纳的勐 

仑 (澜沧江水系)。 

副模标本 7尾，编号 9606074、9606079～82．9606085，960609o，全长 7O～1o2 

mm，体长52～76 m 。模式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鱼类标本馆。 

背鳍条 iii一8；臀鳍条 iii一5；胸鳍条i一14～15；腹鳍条 I一9。下咽齿 3行，2．3．4～ 
c f f 

4．3．2；鳃耙 10--12。背鳍前鳞 11--12；围尾柄鳞 14；侧线鳞30 33。 

体长为体高的2．7～3．6(3．2)倍，为头长的3．7～4．4 (4．1)倍，为尾柄长的 5．9 
～ 7．0(6．5)倍，为尾柄高的 7．4～8．9(8．3)倍。头长为吻长的 3．2～4．0(3．5)倍， 

为眼径的3．2～4．O(3．5)倍，为眼间距的2．5～2．9(2．7)倍。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1．3 
～ 1．5(1．4)倍。 

体略高，侧扁，背缘凸出，腹缘弧度稍大。吻短，吻长约等于眼径，吻皮边缘完整， 

与上唇分离，盖于唇基部，唇后沟向前伸，在颏部不相连。眼大，位于头前部。眼窝周围 

游离边缘略成脂膜状，眼圈呈圆形。口次下位，口裂伸达鼻孔下方，其宽小于 口角须长。 

鼻孔具发达鼻瓣，在眼前方与上眶骨几成水平。下颁具薄的革质缘，下唇紧贴下领基部， 

使下颌边缘外露。须2对，吻须始于吻侧沟前端，后伸达眼中央的正下方；口角须后伸达 

眼眶后缘下方。鳃膜在前鳃盖骨后缘下方连于峡都。背鳍背缘内凹，起点相对于腹鳍起点 

稍后上方，距吻端比距尾鳍基为近。背鳍末根不分枝鳍条成发达硬刺，后缘带锯齿。臀鳍 

无硬刺，末根不分枝鳍条基部稍硬，后伸远不达尾鳍基。胸鳍尖，末端不达腹鳍起点。腹 

鳍末端距臀鳍基部距离较胸鳍末靖距腹鳍基部的距离为大。尾鳍叉形。 

鳞片较大且薄，易脱落。倜线完全，在体侧略下弯渐向下，往后入尾柄中部。肛门紧 

靠臀鳍起点。鳃耙稀疏，内侧缘无微突，呈锥形，顶端尖。下咽齿主列第2枚粗壮，其他 

呈狭长瓣形，表面无直沟。 

标本酒精浸泡后，体上侧灰黑，下侧淡黄，腹部白色。胸鳍、腹鳍白色，背鳍和尾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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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黑色边缘。 

本新种具有发达的吻须和口角须，吻须后伸达眼中央正下方，口角须后伸达眼眶后缘 

下方；鳃耙稀少；背鳍、尾鳍具黑色边缘 及侧线鳞、围尾柄鳞的变化等特征与同属其他 

3种鱼类有显著区别 (表 1)。 

图 1 长须短吻鱼。新种 鼬  缸／~ng／harbata sp [J．ov， 

裹 1 短吻鱼一种间主要鉴刷特征比较 

TaNle1 Q肌呻 1 0fmaind~m-aeters amongs一面啦l耐 · 

S． l由 ，s． a删出衄 and S．／ongibar~m 

资料引自：0 KottelatM ．1984；② 措新洛等，1989。 

3 地理分布与演化 

鱼类的白然分布一方面受环境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与地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已知 

短吻鱼属鱼类有 4种。其中仅见于中国的有2种 ，即：S．flavicaudata (景洪、勐海)和 

S．1ongibarbata (勐腊县的勐仑)；仅分布于泰国的1种，即：S．stejngeri(难河、班东)； 

另外 1种 S． 为中国与泰国共有 (分布于中国景洪县的勐罕，泰国的难河、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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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开、汶干)。短吻鱼属鱼类作为典型的南亚类群，又是世界淡水鱼类区划中东洋区的代 

表性类群之一 (李思忠，1981)，主要分布于澜沧江 一湄公河流域，分布的范围是：澜沧 

江上游自中国的景洪至下游泰国的汶干江段，迄今还未在澜沧江景洪以上的江段发现，可 

能是受约于上游水温较低的缘故。钯亚科中触须的变化反映了属间的系统关系，伍献文等 

(1977)认为，在钯亚科鱼类的演化过程中，须的演化方向是由发达到退化，数 目由2对 

到 1对，直至最后消失。这一演化主线在本属鱼类中表现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属 

鱼类中的鳃耙数目、体长／体高、尾柄长 尾柄高、头长／吻长等特征均表现出与触须相关 

联的演化趋势，即触须发达者 (黄尾短物鱼和长须短吻鱼)其鳃耙数目也较少，身体和尾 

柄较短且高，吻较长，属祖征；而无须者 (泰国短吻 和短吻色)则鳃耙数目较多．身体 

和尾柄较细长，吻较短钝，属离征。从以上特征可以初步得出本属鱼类的系统演化，即长 

须短吻鱼最原始，其次是黄尾短吻鱼，而泰国短吻鱼与短吻鱼的关系最近，也最特化。基 

于这一谱系关系，结合本属鱼类的地理分布，可以推测现在分布于湄公河流域的短吻鱼有 

可能是云南的原始类群辐射进化的结果。 

致谢 昊保陆同志绘图，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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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HES 0F GENUS$ilcukia(聊 ．Eos1=EI， 

CYPgiNID~ )IN LANCANC_,JIANG RIVER SYSTEM 

(Cypriniformes：Cyprinidae) 

I_1 Zai-yun CI-／~ I Yi r~rui YAt,X3 dm-xing O-IEN~iao-yong 

(KunmingInstitute ofZoology，the(TaineteAcademy of＆ 650223) 

Abstract 

Fishes 0f the genus Sikukia(Cyprinidae： Ⅲ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fish- 

esofBarbh1aein 嗍 I characters，such as snout shorter，eyes bigger，adipose eyelid absent 

etc．Sofarthree specieshavebeen reeorded．W e report a nw  svec~ S．1ong／barbara inthis 

paper．80there aretotatlyfour speciesI1OW．All ofthem can befoundin Laneangii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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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il． 

Sikukialongibarbam sp．nov． 

Holotype：KIZ9606078，standard length 62mm；Menglun，Xishuangbanna，Laneanji— 

ang fiver system，June，1996．Paratypes：7 specimens，KIZ 9606074，9606085，9606090， 

9606079 082．standard 1ength 52—76 nIm．collecting localities and dae 8anle as Holotype． 

D．3—8：A．3— 5： P． 1— 14— 15； V 1— 9 Lateral llne． 30— 33； predorsat 

scales 11—12；circumpeduncule scales 14：gill takers 10—12；pharyngeal teeth 3 rows． 

Depth 2．7—3．6，head 3．7—4．4，length of eaudaI peduncle 3．7—4．4，depth 0f caudal 

peduncle 7．4—8．9 in standard1eng th；snout 3．2—4．0，eyes 3．2—4．0，intemrbital width 

2．5—2．9in headlength；depth of caudal peduncle1．3—1．5initslength． 

The first species of the genus Sikukia， S．gudgeri without barhels OgCLLFS only in Thei— 

land．The remaining 3 species including the two species with developed barbels are distributed 

in lower reach 0f Lancangjiang ，South—western Yunnan 

Key words I ancan舀 ang，S ，New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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