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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拉市海保 护 区的鱼 类区 系和现存状 态 

陈小勇，杨君兴，陈自明，孔德平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23) 

摘要 ：2001年 8、l0月和 1999年 l0月在云南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 自然保护区采得鱼类标本 4 550号 。结 

合文献记录 ，并用参与式农村评估 (PRA)与渔民讨论 ，评估各鱼种的生存状态。初步确定该保护 区共有鱼类 

25种，隶属 5目 l0科 2l属。其中有 7个土著种，l8个引入种 ，高度濒危或灭绝 3种。首次记录到秀丽高原 

鳅。该地鱼类区系主要由引入种组成 ，土著种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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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na and Status of Fishes in Lashihai 

Nature Reserve in Lij iang 

CHEN Xiao—yong，YANG Jun—xing， CHEN Zi—ming，KONG De—ping 

(Kunnung Institute of 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China) 

Abstract：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in four major plateau wetlands in Lashihai Nature Reserve in August and Octo— 

ber 200 1．and October l 999．For determining the status of fishes fauna，literature was referenced，and fishermen were 

interviewed in the Participated Rural Augmentation (PRA)．A combination of the results of species—identification of4 550 

specimen and PRA，as well as checking historical records resulted in：there are 25 fish species，belonging to 21 genera， 

1 0 families and 5 orders：of 25 species， l 8 were introduced，7 were indigenous，and 3 species were highly endangered 

or even extinct．Triplophysa (Triplophysa)venusta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is area．The fauna mainly consists of intro— 

duced species，and the indigenous are disapp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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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地区地处横断山区纵谷地带东部，北临金 

沙江和玉龙雪山。拥有泸沽湖、程海、拉市海 、文 

海、文笔水库和吉子水库等众多高原湖泊和特有鱼 

类。云南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 区于 

1998年 6月建立，保护对象为高原湿地野生动物 、 

迁徙水鸟、湿生和水生植物组成的生态系统。保护 

区范围内有 2个湖泊 (拉市海、文海 )和 2个水库 

(文笔水库、吉子水库) (图 1)。其 中文海 (1OO。 

09 E，26。58 N)面积 0～1．6 km ；拉市海 (100。 

05 ～13 E，26。44 ～27。00 N)面积 9．334 km ，库 

容 1．84×10 in ；文笔水 库面积 1．25 km ，库容 

7．65×10 in ；吉子水库面积 0．5 km ，库容 1．58× 

收稿 日期 ：2002—06—24；接受日期 ：2002一ll一11 

基金项 目：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资助 

10 nl (Yang et al，personal comunication)。均隶属 

于漾弓江水系，人鹤庆改称中江河，由中江河汇人 

金沙江。而拉市海是丽江县城的重要水源地。拉市 

海保护区的鱼类区系和生存现状有待调查研究。 

1 调查方法 

2001年 8、10月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 自然保护 

区采得鱼类标本 4 420号，外加 1999年 10月杨晓 

君等采集到的 130号，共计 4 550号。结合文献记 

录，并用参与式农村评估 (PRA)与渔民和管理干 

部讨论 ，评估各鱼种的生存状态。标本鉴定主要依 

据Zhu&Cao(1988)、Chu& Chen(198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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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Indigenous species) 

引人种 

(IIltr0duoed species) 16 

现存种 

(Existing species) l5 

灭绝种 

(Extinct spedes) 5 

7 

l5 

l8 

4 

4 

4 

l 7 

6 l8 

7 22 

3 

‘资料来源 ：‘本研究 IbGao et al，1990(s0urce： This survey；bGao et a1
．  

土著种，其他为引人种 (Indigenous species；otIIers，introduced)； 

++现存种 ：本次和／或杨等 1999年 10月采集到标本 (Exlsting species： 

October 1999)； 

1990)。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in this survey and／or offered by Yang et al in 

+现存种 ：暂无标本，由渔 民描述或照片辨认确定其存在 (Exlsring species：temp0rarily n。 pedmens
， 

proven in photo·identification by tlshermen)； 
一 濒危和灭绝种 ：很难捕到的，以及文献上有过记录但近年已消失的物种 

peared though there were records in literature)。 

but their existence was reported or 

(Endangered and extinct species：rarely fished，and recently di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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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 自然保护区主要湖泊和水库 

Fig．1 Major lakes and reservoirs in Lijiang Lashihai Plateau 
Wetland Nature Reserve 

Yue(2000)的资料进行。参与式评估涉及渔民 28 

人 ，相关管理干部 14人。定义 ：土著种 ，当地 自 

然分布 的物种；引人种，人为引人 的物种 ；濒危 

种 ，种群数量 已经降低到很难捕捞到的物种；灭绝 

种 ，历史上有过纪录 ，但近年已无人见到。 

2 鱼类区系组成 

拉市海保护区的鱼类共有 25种 (表 1)，隶属 

5目 1O科 21属。土著种 7种 ：鲫鱼 (二倍体 )、杞 

麓鲤、小裂腹鱼、秀丽高原鳅、泥鳅、黄鳝、中华 

青鱼{《；引人种 18种。现存种 22种 ，濒危或灭绝种 

3种。拉市海共有鱼类 2O种 。其中土著种 4种 ，引 

人种 16种；现存种 15种 ，灭绝种 5种 (其中有一 

度繁盛的土著种小裂腹鱼)。文笔水库共有鱼类 22 

种。土著种 7种 ，引人种 15种 ；现存种 18种 ，灭 

绝种 4种 (其中有一度繁盛的土著种杞麓鲤、小裂 

腹鱼和秀丽高原鳅 )。文海共有鱼类 4种，全部都 

是引人种 。吉子水库共有鱼类 7种 ，土著种 1种 

(仅鲫鱼)，其余 6种都是引人种。 

根据标本采集情况和在打渔村获得的信息，拉 

市海从未有过黄鳝分布 ，即使在种植水稻时也是如 

此。Gao et al(1990)认为麦穗鱼是土著种 ，但实 

际上该种是在 6O年代引人四大家鱼时带进来的 ， 

不能算土著种 。至于 Gao et al(1990)所提及的丽 

江裂腹鱼，由于没有任何正式新种描述发表 ，该种 

不能成立。 

保护区内2个湖泊和 2个水库 的鱼类 区系组成 

的有如下共性 ：区系组成简单，土著种数量和种类 

少，外来引人种 占优势 ，无凶猛鱼类。人为因素决 

定了各湖泊中引人种的种类差异。 

3 鱼类区系组成变化及原因初析 

拉市海的土著种秀丽高原鳅 已经濒l临灭绝 ，小 

裂腹鱼已经绝迹，鲫 鱼已经被引人 的高背鲫所取 

代。鲤鱼、四大家鱼 (青、草、鲢、鳙 )、团头鲂、 

鳜、池沼公鱼、太湖新银鱼、虹鳟鱼等经济鱼类曾 

先后被引人拉市海 ，但现在仅有少量鲤鱼、草鱼、 

鳙、团头鲂、鳜、虹鳟鱼等 ，其他经济鱼类 已经绝 

迹。高背鲫 、黄鳓鱼、麦穗鱼、高体鲭鲛等小型野 

杂鱼逐渐成为主体。根据当地渔民的描述 ，小裂腹 

鱼的绝迹很可能与闸坝有关：闸坝之后湖中的鱼无 

法退回落水洞再进人漾 弓江繁殖，而洞内的鱼又无 

法进人湖内觅食。池沼公鱼和太湖新银鱼的绝迹可 

能与难以适应拉市海较大的湖盆面积的季节性变化 

及沼泽化的浅水湖泊环境有关 ，因为这两种鱼类较 

为适应在深水湖泊的敞水区生活。 

文笔水库 的鱼类组成的变化与拉市海较为相 

似。除了小裂腹鱼、秀丽高原鳅已经绝迹外，土著 

种杞麓鲤也已绝迹。大型经济鱼类数量减少，高体 

鲭皱、黄鳓鱼、麦穗鱼及棒花鱼等小型野杂鱼成为 

主体。其原因可能也与闸坝有关。池沼公鱼尚存在 
一 定数量。由于 1999年没有采到文海的标本，无 

法对 比组成变化。但根据当地渔民的记述 ，近年来 
一 直只有 4种鱼类 ，鱼类群落组成稳定。 

吉子水库的鱼类组成基本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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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陈小勇等：丽江拉市海保护区的鱼类区系和现存状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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