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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长尾姬鼠 ({P 豫 oms~s)的分类地位一直不确定。基于在云南中部无量山区采集的大 

量姬鼠类标本，经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长尾姬鼠明显区别于中华姬鼠 (A．&aco)。主要鉴别特征在于体长、 

尾长及尾长与体长的比例，且相关分析表明，该两种的尾长与体长具显著的相关性。而对无量山姬鼠的生态地 

理分布研究显示，长尾姬鼠与中华姬鼠具完全同域分布，因此认为长尾姬鼠是一有效种。无量山区现有姬鼠3 

种：A．chevded、A．士删 和A．orestes，前者因其体形较大、尾较短、体色明显偏黄而明显区别于后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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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鼠 (／~9ode／7／,u$)是典型的古北区种类，在东 

洋界仅呈边缘分布。该类群的种类不仅较多而且分 

类问题也较复杂。尽管有人在分类上对其进行过系 

统地 整理 研究。如 Corbet(1978)和 Kobayasbi 

(1985)对古北区姬鼠类、夏武平 (1984，1985) 

对中国的姬鼠及 Musser等 (1996)对整个姬鼠属 

所进行的研究，但是姬鼠的种类究竟有多少，不同 

学者所持观点不同，如：认为只有 5种(Ellerman 

等，1951)、有 l2种(Corbet，1978)、13种(Corbet等， 

1980；Honaeki等，1982)、14种(Corbet等，1991)、甚 

至多达 21种(Muss~r等。1993，1996)。除了其他有 

关种类外，Corbet等(1992)认为东洋界印度 一马来 

亚地区的姬 鼠有 8种。其 中包括将从中华姬 鼠 

(A．draco)中独立出来的长尾姬鼠 (A．oⅢ船)， 

并且认为这两种的主要区别在于长尾姬鼠体色较 

暗、尾很长 (超过体长的 l20％)。但是 Musser等 

(1996)对采集于中国和缅甸的标本经过研究后仍 

认为 otestes是draeo的异名。我们在无量山进行野 

外调查过程中，采集了大量的姬鼠标本，本文根据 

无量山采集的姬鼠标本及其生态地理分布材料对 

m}5 5种级地位进行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有材料为近年来在云南中部无量山区采 

集的245号成年个体标本。其方法首先是对所有姬 

鼠标本进行鉴定，并与模式产地——蛾眉山的标本 

进行比较；摘录每一标本标签上的外形量度：体重 

(Bw)、体长(HB)、尾长(TL)、后足长(I-W)和耳长 

(EL)；记录毛色、牙齿的形态等，并进行头骨测量。 

头骨测量方法主要依据 Musser(1979)、Musser等 

(1992)。测量的头骨变量如下：颅全长 (greatest 

length of skull，GL)、基长(basal ie~gth。BL)、眶问宽 

(intemrbital breadth，IOB)、颧宽(zygomatic breadtlI， 

ZB)、脑颅宽(cranial breadtlI，CB)、脑颅高 (cranial 

height，CH)、吻宽 (breadth of rostrttm。BR)、吻长 

(ie~gth of reslxum，RL)、吻后长(hrIgth of posla'o61xum 

PRL)、鼻骨长(nasal bone len劬 ，NL)、眼窝长(1en劬 

of orbital fossa，LOF)、门齿孔长 (ie~sth of incisive 

foramina，taF)、门齿孔宽(breadtlI of incisive forami． 

／B，BIF)、齿 隙长 (1ength of diastema，LD)、腭 长 

(palatal length，PL)、腭桥长(ie~th of pal8【丑l dge， 

LPB)、腭 后 长 (postpalatal h~Sth，PPL)、听泡 长 

(1en劬 of auditory bulla，LAB)、中翼骨窝宽(breadtlI 

ofmesopterygoid fossa，BMF)、第 l臼齿 问腭桥宽 

(breadth of bony palate at first molar，BPFM)、第 3臼 

齿间腭桥宽(breadtlI of bony palate at tlIird molar， 

BPTM)、上第 2臼齿外宽(M 一M )、上齿列长(crown 

len讪 of upper molar row，CLUMR)、第 1上臼齿宽 

(breadtlI of first upper molar，BFUM)、门齿厚(depth 

of incisor，DI)、颧板宽(breadth of zygomafic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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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P)、下颌体长 1(mandibular le．gth 1，ML1)、下颌 

体长2(mandibular length 2，ML2)、下齿列长(erowii 

le．gth of lower molar low，CLLMR)、下颁第 1臼齿宽 

(breadth offirst lower molar，BFLM)。 

所有标本的外形和头骨测量均由蒋学龙一人完 

成，因而避免了测量的系统误差。其外形和头骨量 

度都被用来进行多变量分析 (主成分分析，以评价 

这些标本的总体相似性)及判别分析 (以分析标本 

鉴定的正确性)。同时还利用单变量分析和相关分 

析，探讨 A．draco和A．oreste$两类群间各变量 

差异的显著性及尾长作为鉴别特征的可行性。此外 

对无量山姬鼠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分析。 

2 结 果 

经过鉴定，无量山区的姬鼠可分为：高山姬鼠 

( ．chevrieri)、毛色类似于中华姬鼠但尾较短者、 

毛色类似于中华姬鼠但尾较长者。高山姬鼠因体形 

较大、尾较短、耳较小及毛色明显偏黄而易于区 

分，但后两者除了尾长外因其毛色相似、体形大小 

相近则不易区分 (表 1)。 

表 1 无量山姬鼠类的外形与头骨量度 

Tablel Ex~rnm and gt~adml nle~ uremetltsinApodemus inW aliaagMounlain 

2．1 多变量分析 

由于采集的标本较多，且由于多变量分析的要 

求，本文进行多变量分析的标本均为成年、头骨完 

整的标本，其外形与头骨量度见表 1。通过对 147 

号头骨标本的 34个外形和头骨变量进行主成分分 

析。其中高山姬鼠8号、短尾类群 100号、长尾类 

群39号。结果表明前3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是 

16．5、3．6和 2．2，占总体变量的 65．5％，其中多 

数特征在第 1主成分 (占48．5％的总体变异)上具 

较高的正负荷，说明其与大小因素有关，第 2主成 

分 (占10．6％的总体变异)与尾长、耳长、吻长有 

关 (负荷>4．6)，第 3主成分 (占6．4％的总体变 

异)与上下领第 1臼齿的宽度和上领臼齿齿列长有 

关 (负荷 >6．9)。对第 1主成分与第 2主成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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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显示出无量山的姬鼠类群可明显分为两大群， 
一 类即是体形较大而尾较短、耳较小的高山姬鼠， 

在第 1主成分轴上的值>1 0，在第 2主成分轴上 

的值 <一2．4。另一类即是中华姬鼠的短尾和长尾 

混合群，在第 2轴上的值 >一1．5，而绝大多数标 

本在第 1主成分轴上 <1．5(图 1)。 

经主成分分析，长尾类群与短尾类群是一混合 

群而无法分开，因此我们运用了另一多变量分析方 

主成分1(factor11 

图 1 无量山姬鼠类主成分分析图 

Fig．1 Plot 0“p ．ci~d component factor 1 and 2 of 

Apoderrau inWuliangMountain 

2．2 单变量分析 

由判别分析结果表明无量山姬鼠类可分为 3个 

类群，进而对这3类群的各变量均值差异的显著性 

进行检验 (t一检验)。其结果为：高山姬鼠 (A． 

chevr~r／)与中华姬鼠类群在外形上差异明显，且 

许多头骨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如与短尾类群间除 

了后足长、眶间宽、吻长、腭桥长和中翼骨窝宽 

外，其他所有量度均呈现出极显著或显著性差异； 

与长尾类群问除了眶间宽、颅宽、吻长、腭桥长、 

中翼骨窝宽和门齿厚外，其余量度也均具极显著或 

显著性差异。而在中华姬鼠短尾和长尾类群间的差 

异主要表现在外形量度上，体长 (f=78．359，P 

<0．001)、尾长 (t=71．555，P<0．001)、后足长 

“=83．426，P<0．001)及体长与尾长的比例( 

70．550，P<0．001)均具有极显著差异；但是 29 

项头骨变量中仅脑颅宽 (t=75．866，P=0．025) 

和腭桥长 (t=60．803，P=O．030)呈现出显著性 

差异，其他所有变量的差异均不显著。 

2．3 相关分析 

法一 判别分析法。通过判别分析，高山姬鼠显示 

出与中华姬鼠类群更为明显的区别，它在第 1判别 

轴上的值 >l1．O，在第 2判别轴上的值 >1．5。在 

主成分分析中混合在一起的长尾和短尾类群，经判 

别分析后，这两个类群的标本均得到 100％的正确 

分类，短尾类群在第 l判别轴的值上 >一2 0．在 

第 2判别轴上的值 <1．O。长尾类群在第 1判别轴 

上的值<一1 0，在第 2判别轴上的值>0(图2)。 

8 

鞋 
怪 

判别函数1(axis 11 

图 2 无量山姬鼠类判别分析图 

Fig．2 Plot 0n diseriminant eanonical axis 1 and 2 0f 

Apodemus in Wulim~g Mountain 

判别分析和各变量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均表明 

体长和尾长是中华姬鼠长尾和短尾类群重要的区分 

标准，但是否可作为两类群物种分类的指标?针对 

这两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尾长 (TL)与 

体长 (HB)均具显著性相关，前者相关系数分别 

为0．729；后者相关系数为0．790，且相关程度更 

高。通过回归分析，短尾类群的截距为 l4．7，长 

尾类群的截距为l7．7；前者的斜率为0．934，后者 

为 1．062；表明长尾类群的尾平均较短尾类群长， 

且随着体形的增大，长尾类群的尾增加更快。对尾 

长与体长作图，则更为直观地显示这一关系和种间 

的区别 (图3)。 

2．4 无量山姬鼠类生态地理分布 

经过对无量山采集的姬鼠类标本垂直分布 (图 

4)及栖息地类型分析，结果显示高山姬鼠分布于 

海拔 1 850 2 300In，栖息于农田和灌丛中；中华 

姬鼠长尾类群分布于 2 450—3 000m，为典型的林 

栖种类，栖息于中山常绿阔叶林和山顶苔藓矮林， 

这两种姬鼠在生态地理分布上有着明显的隔离。然 

一 0RJ) 隶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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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华姬 鼠短尾 类群 的分布 范围与栖 息地类 

型较前述两类姬鼠要广得多，分布于海拔 1 800— 

2 850m，栖息于农田、灌丛、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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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量山姬鼠类头体长与尾长的关系图 

Fig．3 Relative tail leng【l-in Apodenuu in Wuliang Mountain 

3 讨 论 

长尾姬鼠 (A．ol'es~s)是 Thomas(1911)据 

四JI J峨眉山的标本命名的，并作为日本姬鼠 (A． 

speciosas)的 1个亚种 (A．s．ol'es~s) 由于 日本 

姬鼠系为分布于日本的一种体形较大的姬鼠，Alien 

(194o)认为 Thonlas(1911．1912)将 D 放在 

A．spec／osas中明显是一个错误，他认为 oreM~$在 

头骨一般特征上与欧洲的小林姬鼠 ( ．sylvaticus) 

没有多大区别，牙齿又很相似，因而又错误地认为 

其是小林姬 鼠的 1个亚种 (A．sylvaticus D )。 

Ellerman等 (1951)更是将亚洲的大多数种归人欧 

洲的小林姬鼠和黄喉姬鼠 (A．flav／co／／／s)并作为 

它们的亚种。但是．Zimmennann(1962)认为东亚 

的姬鼠与欧洲类群有明显的区别，并分别给予亚属 

的地位，即西部的 Sylvaemas亚属和东亚的AIsomys 

亚属。尽管对亚属的特征有异议，Corbet(1978) 

亦同意东亚的姬鼠不应归人小林姬鼠和黄喉姬鼠， 

亦即 oreM~$不是小林姬鼠的亚种。 

在 ol'es~s分类上的另一问题是它与中华姬鼠 

(A．妇 o)的关系，亦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中华 

姬鼠虽然从小林姬鼠中独立出来并与东亚的其他姬 

鼠共同置于 AIsomys亚属，但 Corbet(1978)未作 

讨论即将 ol'es~s作为中华姬鼠的一个亚种。夏武平 

(1984)在研究 中国姬鼠的分类与分布时接受 了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和山顶苔藓矮林等，在下部与 

高山姬鼠重叠分布，在上部与中华姬鼠长尾类群重 

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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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无量山姬鼠类的垂直分布 
Fig．4 Vertical distrlbution of Apodemus in Wuliang Mountain 

Corbet的观点，认为中华姬鼠可分为 3亚种，即： 

分布于华中、华东、华北及陕西和甘肃等地的指名 

亚种 (A．d．&aco)；分布于云南、贵州、四JI J 

和西藏等地的西南亚种 (A．d．D )；分布于 

我国台湾的台湾亚种 (A．d．semotas)。后来有人 

认为 SerBol／．／3是独立种 (Mvsser等，1993，1996) 

但是 draco和 D 在 我国西南部有同域分布 

(Corbet等，1992)，在无量山同一海拔高度、同一 

栖息地中均能采集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标本 (围4)， 

因此，我们认为 orest~8是 draco的亚种这种分类观 

点不正确。Corbet等 (1992)据两者有同域分布及 

DM 的尾很长和体色较暗而将D 提升到种级 

地位。但是 Musser等 (1996)通过对来 自中国和 

缅甸的大量 draco—orestes类群标本的研究，认为没 

有证据支持 orestes可以区别于 draco而成为独立 

种。 

Thomas (1912)在描记 口 时指出，oreMe$ 

区别于&aco在于其体形较大、尾较长、体背缺乏 

赤褐色色调，模式标本尾长与体长比例为 134％。 

而在无量山，中华姬鼠长尾类群与短尾类群的毛色 

无甚区别，均呈赭褐色；短尾类群体形反较长尾类 

群大，其平均体长前者较后者长 (表 1)，并有显 

著性差异 (t：78．359，P<0．001)。这与原始描 

记不同，Musser等 (1996)亦有类似的结果。但是 

长尾类群的尾长与体长比例平均为 126％，与原始 

n ● H圈 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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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一致。Corbet等 (1992)认为，A．0Ⅻ 的 

体色较暗及尾长与体长比例通常在 120％以上而区 

别于中华姬 鼠 A．draeo 然而 ~,tltlss6r等 (1996) 

据尾长与体长之比的分布频率否定了尾长作为区分 

该两物种的作用，因他们发现这种分布频率是单型 

的，尽管他们同时又指出尾长差异明显且具有地理 

分布的特征，在低海拔地区和四川东南和东北部的 

姬鼠尾长相对较短。我们的结果显示．在无量山既 

有长尾类型亦有短尾类型，其尾长与体长之比在 

92％～137％，并且这两种类型具同域分布，只是 

短尾类群较长尾类群的分布范围更广、栖息地类型 

更多 ，这从另一侧面说明近缘种间为避免激烈竞争 

导致的生态位隔离。 

综上所述，由于短尾类群和长尾类群在体长、 

尾长、尾长与体长比例等具极显著差异，经判别分 

析两者 100％得到正确分类；尾长与体长相关分析 

亦显示出明显差异；同时在无量山具完全重叠分 

布，因此．我们认为长尾类群 A．oreste$应为区别 

于短尾类群A．draco的不同种。 

参 考 文 献 

夏武平，1984．中国姬鼠属的研究及与日本种类关系的讨论[J]兽类 

学报，4(2)：93—98．[)【ja w P，1994 A Btudy 0II Chinese 咖 
with a di u商 0II ofits~lations to Jap~eBe Bped牌．̂ c 一 

m S r ，4(2)：93—98 J 

Nlen G M，1940． m 自of凸iⅡa叽d N~ lim[M]． ： 
^Jne c衄 ]Ⅶug~unl ol"Natm~l ItiBIc州 ．11：p1．2：621— 1350． 

c dc11，l978．11le咖ⅡⅡ岫 ol"the PB1ee~retie region【M J．1棚d肋： 

llliti~ M啪 um (／qaturB1 Itist~3')．314 

CorbHC11，Hill】E，1980．Aworldlist ol"枷 衄Ⅱ 蛐 species【M J．1加· 

don：llfi~h Museum(Natm~l H 0rv)．226 

Co工bd C11，Hill】E，1991 A dliB!ol"I— 吼 i皿 species( edi． 

n0II)【M J． d0“：ll~tish Nuseum(Natural l王i o )．243． 

oⅡbH C 11，Hill】E，1992 1 e m衄m  s the In n山  删 re 帅 ：A 

s rn 脚 i晰[M OIhd：O~'ord University Press 488． 
Ⅱk m明 J R，MorriB叨 ．Se眦 ，T C S，l95l Ch “ n ofh la叫  c蚰d 

lrId|衄 mamma1s l 8 to 1 6【M d0 ：11血ish MuB衄m ( 蚰1 

B10Ⅳ)．8l0 

H∞ 日el(i J H． 一 K E，K伽ppl J W ，1982．Ma擅I_n species of the 

w d：A t~onomie丑ILd ogmpllic rel'eo~nee【M]Alkn Press，bc． 

皿d ll Aas8oci ton 0f SvBIernmjcB Cdleedo~ ．I~ enee，K删 ． 

6 ． 

K0 a丑hi T，1985_n一 呷 c pmbler~ 1n IlIe鲫 uB p̂D出陇 【A J． 

In； aⅡIic T．Cl棚 I朗 姗 ma擅I_n 【。盯 in C|曲 a 衄d 】印曲 

【M]．M h- c Society 0f J印衄 80—82． 

Muter C C．1979 ReBIlk of Ihe ．~ehlMd E邱edi 叭 N0 102．The 

species 0foI 忡  0册 ，叫 哺l mice 0flndeeh a阻 dtheNaday 

 ̂ 妇 lJ 砌 ．Am 沁̂ 批4 胁  ．1砬 ：381—445． 

MlI鹤叮 G G Ite~ey L R，1992．Philippine rod∞ ：̈deftnitions of 扎lr_ 

鲫 叽d“m瑚m plus日P础 m1nm7 a明蔑ameⅡI 咖 】 }e『l c 

patios~mong n~ive ． (M rIae，Nmid~e)[̈  
Bid／Am № ．胁 ．，2l1：卜 l38． 

Musse~CG，C et帅 M D，1993 Mmia~e【A J bl：w_l蜘 DE，Reed叮D 

M．M帅  Bp∞i 0f lhe d：A t肛叨 0mic阻d伊 p c refer- 

ence(Second ed 眦1)L M J．w聃h T 叽：s田i【h帅Ⅱj衄 lⅡsti眦 帅 

Pr髓s．50I一755 

NusserC C，Brothers EM，C 帅 M D d ，1996 n瑚 啪 ，衄d dis- 

Irlbulion re B Orient Europe．~ 甜 ，with a review 

ofIlIe -m -研h 啪 problem【Jj 邱m ．三 ．胁 r．．4‘： 

143—19o． 

1兀一 舶 0．1911 MⅢⅡⅡ B edleet~ in Ihe p~o'Anees Ilw皿 衄d 

YI【nnan．~gest Chi阻 ，hy ．Maleclm AT．ders叽 ，for the D1Ike 0f 

lle~gord'B∞ 【 on of E舶tem  ̂a[J]  ̂fr础  Zoot 

． ． ． 100：48—50． 

Th删 舶 0，1912．The Duke 0f B ’B z0D1耐 c 印l— d0I1 0f栅 I唧  

 ̂a．xv．On — 血 l B h帅 IlIe口r帅i 0f Sz ecllw曲 衄d Yun- 

啪 ，w删肿 c a[J．胁 三 ． d ，127—141 

)【jaW P．1985 A study叨 Cl~nese P 陇 删d tel 0IIto J~ ese 

印eci [A]In：K wa c T．cl棚I舢叩0|日rr— 血 。 in c|曲a蛐d 

J p且n[M M 】Il c Soeiet~of J印 76 79． 
Zimr~ K，1962．Die I【nI n der自帅 “g 时 k Ip 

l】】． ．Zoo／．＆ ，13：198—208． 

T'lⅢ FIELD MICE(4 Pm珊)IN WULI~NG MOUI~MN WITH 

A DISCUSSIoN oF A．口 

JIANG Xue‘Long WANG Ying Xiang 

( 啪 跏  zo0 ，船 Chir~ Aee~emy s新 ， 650223，蕊 肺 @哪 -妇 m) 

Absta~et：The palm．arctic field mice(genus却D出- 

m瑚) mainly have palaearc吣 distribution and 

m~rginally occur in Oriental region in B0u【hem China 

and the Himalayas．Among Chinese~odemus，A． 

。r is often aligned with A．dr8c。．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cl~ fy the syste~ tie problems of A． 

ore~tes based on 245 specimens collected in Wuli~mg 

Mountain，Central Yunnan． Of the specimens，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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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贝氏虫属一新种 
(指环虫目：锚首虫科) 

字应伟① 骆永德@ 

CN s3—1040／Q ISSN 0254—5853 

&{ I 

(①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系 云南 665OOO) (②云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昆明 6SO0~) 

摘要：报道了采 自云南寄生于黄斑褶鱿 Pseudecheneis suleatu~(McClelland)鳃丝上的新贝氏虫属一新种—— 

钳状新贝氏虫 Ⅳ舶 洲 白讲 chelicer~ sp．nOV．。 

关键词： !塞 ；堑墨重皇堡；! ；至南 葫葫立本} 中圈分类萼■ 
．1爱 —戛_献 i稻■r 文；甬 ：” 4—5853(2000)o6—0478—03 

1998年 5月在云南西部澜沧江水系落扎河 

(云县，24~28 N，100~07 E)采到黄斑褶鲩 [Pseu- 

decheneis sulcatus(McClelland)]4尾，经镜检，全 

为阳性，从鳃部均找到单殖吸虫，感染强度为3— 

5只。据封片标本鉴定，该虫与马成伦等 (1983) 

报道 的鱿新 贝氏虫 0 b ‰ glyptothoraci 

Ma，Wang et Li相似：虫体长形，后吸器与体部区 

分不明显；具 7对边缘小钩，3对发育完全，4对 

为胚钩型；有背、腹两套大钩和背、腹联结片及副 

片；此外 ，后 吸 器具 “w”形 的辅 助 附着 器 

收稿日期 ：2000—07一lO；修改稿收到日期：2000—09—19 

(apparatus of attachment)，背中央大钩具 1对棒状 

的第 2副片。由于所发现的种类具有上述属主要特 

征，故列入该属。但该种在 “W”形辅助附着器前 

缘 有 一 呈 钳 状 的 几 丁 质 结 构，交 接 器 与 

。 b  5 ‰ glyptothoraci Ma，Wang et Li，1983 

也 有 明 显 差 别．故 拟 名 为 钳 状 新 贝 氏 虫 

(Neobychowskyella chelicerus sp．nov．)，现报道如下。 

文中量度以毫米 (J，1-n)计。模式标本保存在 

云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和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 

系。 

(上接第 477页) 

wjth complete skulls have been used for multivariate 

and monovariate analys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ave out two groups．A． chev~ and draco— 

o~stes group，while the discriminant analysis showed 

山at all specimens WG~I'e correctly classified in A． 

chev~ ．A． draco and A． orestes wi山 the fonller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e latter two． An univariat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A． draco and A． Ol'~St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in headand bodylength(f： 

78．359．P<0．001)，tail length(t：71．555，P< 

0．001)，the rate of tail length to head and body length 

( ：70．550，P<0．0o1)，cranial bread￡ll(f： 

75．886，P：0．025)and palatal bridge length(f= 

60．803，P：0．030)． odemus draco has a wide 

distribution in Wulian g Mountain。which overlaps wi山 

A． chev~ n in lower elevations leSS山an 2 300 m in 

farmlands and jun e habitat，overlaps with A． 。础姗 

in higher elevations over 2 450 m in forest habitat． 

Therefore．Apodemlz$0Ⅻ is a valid species． 

Key words：Wuliang Mountain；Apodemus；Univariate analysis；Multivariate Analysis；Eeogeographieal 

distribu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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