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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鲤科鱼类新纪录—— 爪 哇四须包巴 

陈自明 ，黄德昌 ，徐世英 ，祁文龙 
(1．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23；2．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水产渔政站 ，云南 景洪 666100) 

摘要 ：2001年 7月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罗梭江 (澜沧江的支流)中采集到 2尾鱼类标本 ，经鉴定为 

中国鲤科鱼类四须鱼巴属 Barbodes的一个新纪录——爪哇四须鱼巴Barbodes gonionotus。该新纪录与本属其他种的显 

著区别为其臀鳍分枝鳍条有 6～7根，而其他种有 5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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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cord of Cyprinid Fishes in 

China-- Barbodes gonion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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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Luosuo River(a branch of Lancang River)，China in July 2001． 

They are identified as Barbodes goniohorus．a new record in the Chinese fish f_auna．This new record differs markedly 

from the other species of genus Barbodes in that it has 6—7 branched anal—fin 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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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7月，作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 

县罗梭江 (澜沧江 的支流)中采集到 2尾鱼类标 

本 ，经鉴定为中国鲤科鱼类四须鲍属 Barbodes的一 

个新记 录——爪 哇四须 鲍 Barbodes gonionotus(该 

新纪录的中文名称来源于 wu et al，1999)。标本保 

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鱼类标本室 ，标本 

号为 200107013、200107014。其特征描述如下 ： 

爪哇四须刍巴Barbodes gonionotus(Bleeker， 

1850)(图 1) 

测量标本 2尾 ，全长 199．8 204．0 mm，体长 

均为 154mm。 

背鳍条iV一8；臀鳍条iii一6÷；胸鳍条 i一14 
— 15；腹 鳍条 i一8。侧线鳞 31 32；侧线上鳞 

6．5；侧线下鳞 3．5；背鳍前鳞 11 12；围尾柄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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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一鳃 弓外侧鳃耙 16，内侧鳃耙 21—22。下 

咽齿 3行，2·3·5—5·3·2。 

体长为体高 的 2．25—2．26 (平均 2．26)倍， 

为头长的 3．71 3．73(平均 3．72)倍，为尾柄 长 

的7．0—7．51(平均 7．26)倍 ，为尾柄高的 6．7 

7．0(平均 6．8)倍。头长为吻长的 3．4 3．6(平 

均 3．5)倍，为眼径 的 4．3—4．4 (平均 4．4)倍 ， 

为眼间距的 2．0倍 ，为眼后头长的 2．0 2．1(平均 

2．0)倍，为尾 柄长 的 1．9—2．0(平均 2．0)倍 ， 

为尾柄高的 1．8 1．9(平均 1．8)倍。尾柄长为尾 

柄高的 0．93—0．96(平均 0．94)倍。 

身体较高，侧扁，腹圆，外形轮廓略呈菱形。 

背缘 自头后隆起 ，至背鳍起点处最高，往后和缓下 

降。头中等大，侧扁 ；头长比体高小。吻短 ，向前 

突 出，吻长小于眼后头长。吻皮盖及上唇基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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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爪哇四须鱼巴 

Fig．1 Barbodes gonionotus(Bleeker，1850) 

体长 154 mm(Standard length 154 mln)。 

唇露出。吻侧在前眶骨之前下方有一浅沟，浅沟向 

后延伸绕过 口角须基部外侧又向前向内回折成为唇 

后沟。吻皮与上唇之间的沟与吻侧沟汇合 。鼻孔位 

于眼的前方，距眼前缘较距吻端近。眼大，侧位； 

眼间距隆起，远大于吻长。口端位 ，半圆形 ，下唇 

紧接上颌之后 ，口角间距大于眼径。口角不达眼前 

缘的垂直线，略超过鼻孔后缘的垂直线。上颌与上 

唇有一浅缢 ，浅缢终止于口角之前 ，上颌在前端稍 

露出。下唇与下颌之间有一浅缢痕 ，以示下唇和下 

颌的分界 ；下唇只包住下颌 的外侧 ，下唇较发达， 

稍长于下颌 ，下颌不露出。唇后沟中断，相隔宽度 

小于口角间距之半。须 2对 ，较为细弱；吻须后伸 

达鼻孔的后缘 ，但不达眼前缘 ；颌须后伸达眼睛中 

部的垂直线。据 Weber& de Beaufort(1916)的描 

述 ，爪哇四须鱼巴的须细小或微弱 ，特别是吻须 ，在 
一 些个体中甚至完全消失。鳃膜在前鳃盖骨后缘下 

方与鳃峡相连。 

背鳍末根不分枝鳍条为强壮的硬刺 ，约五分之 
一 的端部柔软分节 ，其长略小于头长；后缘具锯 

齿。背鳍外缘内凹，起点距尾鳍基的距离略大于距 

吻端的距离 。背鳍起点稍后 于腹鳍起点 ，与第 10 

个侧线鳞相对。臀鳍外缘浅 凹，后伸不达尾鳍基 ， 

起点距尾鳍基部略大于距腹鳍起点 。胸鳍长小于头 

长 ，向后伸达腹鳍起点或距腹鳍起点一个鳞片。腹 

鳍略短于胸鳍长，起点稍前于背鳍起点 ，与第 9个 

侧线鳞相对 ；腹鳍基的后端与背鳍起点相对；腹鳍 

起点距臀鳍起点略大于距胸鳍起点；腹鳍后伸不达 

臀鳍起点，约 1～2鳞片的距离。尾鳍深叉 ，末端 

尖。尾鳍分枝鳍条 17，最长鳍条约为最短鳍条 的 

3．7倍。 

鳞片较大，体侧中部的鳞片较后部的鳞片大。 

侧线鳞与侧线上下的鳞片大小一致。背鳍基具鳞 

鞘。侧线在体侧中部和缓下弯，向后进入尾柄中 

部。侧线管不具分枝。鳞片具波状纹，不具辐射 

纹，呈银白色 ，体侧鳞片的基部有褐色的月状斑 ； 

月状斑相互连接 ，几乎在体侧形成网状纹。 

吻端无白色小颗粒。鳃耙短壮 ，排列稀疏。下 

咽齿略侧扁 ，顶端尖且弯曲。 

身体背部灰黑色；腹部银白色。背鳍和尾鳍浅 

灰黑色 ，胸鳍和腹鳍白色 ，臀鳍灰白色。 

爪哇四须钯与本属其他种的显著区别为：新纪 

录种的臀鳍分枝鳍条为 6～7根，而其他种为 5根。 

爪哇四须刍巴广泛分布于印度尼西亚至泰国的广 

大地区 (Weber&de Beaufort，1916)，也分布于老 

挝、柬埔寨等湄公河下游 国家 (Rainboth，1996； 

Kottelat，2001)。这次在中国澜沧江下游的勐腊县 

罗梭江发现 ，可能是它在汛期沿澜沧江一湄公河上 

溯的结果。罗梭江也是它目前分布的最北地区。 

爪哇四须钯常见于江河、溪流和泛滥平原 ，有 

时也可在水库 中见到。该种通常生活于水体的中下 

层，杂食性，在雨季喜欢栖息于洪水泛滥的灌木丛 

中。有 时也作 为观 赏鱼类 见 于交易 市场 (Rain— 

both。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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