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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及其动物地理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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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描述了采自广西都安县红水河水系的条鳅亚科鱼类 2个新种：丽纹云南鳅 Yunnanilus pulcherrimu~ 

sp．no ．在侧线长度、鳞片分布、鳍条数目、尾型、吻须长度等方面与侧纹云南鳅 Yunnanilu~pleurotaenia(Re— 

g ，1904)最为相似，但新种独特的斑纹和上下唇的长乳突可明显与之区别，二者在一些度量特征上也有区 

别。黄体高原鳅 Triplophysaflavicorpu~sp．nov．与同分布于西江水系的南丹高原鳅 T．nandanensis Lan et a1．较为 

相似，并以下列特征组合与高原鳅属所有已知种相区别：背鳍分枝鳍条 10根、臀鳍分枝鳍条6—7根、体被细 

鳞、侧线完全、具6条宽横斑和 1条沿侧线的细纵纹、尾鳍深分又、尾鳍基具 1半圆形黑斑、尾鳍上下叶各具 

2条黑色横斑、腹鳍末端后伸超过肛门、腋部具发达的肉质鳍瓣、上唇中央完全中断等。云南鳅属和高原鳅属 

均是高原特有类群，前者仅分布于云南东中部地区，后者则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两个新种的分布地均远离这 

两个属的分布中心，而且呈间断分布。通过各 自相近种谱系关系分析，推测这种特殊的分布格局是通过隔域分 

化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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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new loaches of subfamily Nemacheilinae have been recognized on basis of collections from Hongshui— 

he River，a tributary of Xijiang in Du’an County，Guangxi，China，All type specimens of Yunnanilus pulcherrimu~sp． 

nov，(Holotype：KIZ 995001，39．6 mm SL)were collected from an underground fiver，and had diagnosis characters： 

dorsal—fin 3，8—9(occasionally 3，9)；anal—fin 3，5—6(occasionally 3，6)；pectoral—fin 1，8—10；pelvic—fin 1．6 
— 7(occasionally 1，6)；branched caudal—fin rays 14—16(occasionally 14)：gill rakers 1 1—12 on the inner side of 1st 

gill arch；vertebrae(1 ex，)4+29．The new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Yunnanilus pleurotaenia (Regan．1904 )in 

length of lateral—line，pattern of scale coverage，count of fin rays，shape of caudal—fin and length of rostral barbels
． but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all congeners by its unique color pattern and the elongated papillae on upper and 1ower lips
．
and 

can be further distinguished from Y．pleurotaenia by some morphometric characters：standard length／bodv depth 4
． 3— 

5．6(5．0)vs．3，9—4．9(4．2)，standard length／head length 4，4—5，1(4．7)vs．3，7—3．9(3．8)，standard length／ 

caudal—peduncle length 5．7—7，1(6．3)vs．7．7—9，1(8．4)，head length／snout length 2．7—3，5(3．0)vs．2，5—2
． 8 

(2，6)，caudal—peduncle length／depth 1．2—1．7(1．4)vs．1．1—1．2(1．1)
． All type specimens of Triplophysn flavi— 

corpus sp．nov．(Holotype：KIZ 995004，76．4 mm SL)were diagnosticated by characters：dorsal一 n 3．10：anal—fin 

3，6—7；pectoral—fin 1，11；pelvic—fin 1，6—7(occasionally 1，6)；branched caudal—fin rays 8+8；gil1 rakers 5—9 

on the outer side and 11—12 on the inner side of 1st gill arch；vertebrae(1 ex
． )4+34．The new triplophysid specie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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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lv related to hys0 nandanensis Lan et a1． 1995 by dorsal—fin origin at mid point of body，lateral—line c0mPle e 

and deeD forked caudal—fin，and can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all congeners by following characters： 10 branched do卜 

sal fin rays， 6—7 branched ana1 fin rays， body covered by tiny scales，lateral—line complete， 6—7 broad veaical bars 

on b0dv aJ1d 1 narr0w Ionsitudinal stripe along lateral—line， caudal—fin deeply forked， a large black spot on caudal—fin 

base． 2 black bars on b0th lobes of cauda1．fin，posterior tip of pelvic—fin surpasses anus， a developed axillary lobe pre— 

sent at pelvic—fin base， upper lip completely interrupted at the middle． Both genera of Yunnanilus and Tnplophysa are 

Dlateaus．indicator fishes．The genus of Yunnanilus is endemic to the eastern Yunnan Plateau．The genus of Triplophysa 

occurs mainly in Qinghai—Tibet Plateau．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two new loach species in Guangxi are far away 

from the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their genera．Their distribution patterns are obviously disjunct．A preliminary phylogenetic 

analysis on both new species and their relatives demonstrates that disjunct patterns might have been yielded by vicariant 

mode of speciations． 

Key words：Guangxi；Nemacheilinae； New spe cies；Zoogeography 

1995年 5月至 2000年 12月，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都安县红水河水系陆续采到一批条鳅亚科鱼类标 

本。经鉴定，其中有 2个新种，分别隶属于云南鳅 

属 Yunnanilus和高原鳅属 Triplophysa。云南鳅属是 

云南高原的特有类群，高原鳅属则是青藏高原的特 

有类群。它们在广西的发现对深入揭示青藏高原邻 

近地区的地理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现分别对它们 

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对其动物地理学意义进行初步 

的探讨。模式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鱼类标本库。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标本均用福尔马林固定。测量方法参照 

Yang(1990)。新种的认定以具有独特而且间断的 

外形特征 (含形态、可数、可量特征)和独立的分 

布区为标准 (Zhu&Zhou，1988)。动物地理分析 

以区系成分分析和谱系地理分析为主。 

2 结果与讨论 

2．1 丽纹云南鳅，新种 Yunnanilus pulcherrimus 

sp．nov．(图1) 

正模标本 KIZ995001，体长 39．6 mm，1999年 

5月采自广西都安地下河，属红水河水系。 

副模标本 13号，KIZ995002，20014048—57． 

200204024—25，体长 40．7～48．4 inn，1999年 5 

月，2001年 4月和2002年 4月分别采 自广西都安 

地下河，属红水河水系。 

2．1．1 形态特征 测量标本 14尾，全长 48．2～ 

57．9 inn，体长 39．6～48．4 inn。背鳍条 3，8～9 

(个别为 3，9)；臀鳍条 3，5～6(个别为 3，6)； 

胸鳍条 1，8～10；腹鳍条 1，6～7(个别为 1，6)； 

尾鳍分枝鳍条 14～16(个别为 14)。第一鳃弓内侧 

鳃耙 11～12。脊椎骨 (1尾标本)4+29。 

体长为体高 4．3～5．6(5．0)倍，为头长 4．4 

～ 5．1(4．7)倍，为尾柄长 5．7～7．1(6．3)倍， 

为尾柄高 7．9～9．7(8．7)倍，为前背长 1．9～2．1 

(2．0)倍，为腹鳍前体长 1．8～2．0(1．9)倍，为 

臀鳍前体长 1．3倍。头长为吻长 2．7～3．5(3．0) 

倍，为眼径 3．5—4．3(3．8)倍，为眼间距 2．3～ 

3．4(2．5)倍，为背鳍长 0．9～1．3(1．0)倍，为 

胸鳍长 1．2～I．5(1．4)倍，为腹鳍长 1．4～1．7 

(1．5)倍，为臀鳍长 1．2～1．5(1．3)倍。头高为 

头宽 1．1～1．3(1．2)倍，头宽为 口宽 2．5～3．8 

(3．1)倍。尾柄长为尾柄高 1．2～1．7(1．4)倍。 

尾鳍最长鳍条为中央鳍条 1．1～1．3(1．1)倍。 

体呈纺锤形，侧扁。背腹缘弧度约相等，身体 

最高点在背鳍起点之前。头侧扁。吻钝圆，吻长小 

于眼后头长。前后鼻孑L分离，前鼻孑L短管状，约位 

于眼前缘至吻端的中点；后鼻孑L周围无瓣膜，紧位 

眼前上缘，距前鼻孑L大于距眼前缘。眼大，侧上 

位，位于头部中央。眼间隔微隆起。口小，次下位 

(图2)。口角达前鼻孑L前缘的垂直线。上下唇发 

达，表面具皱褶；上唇中央具 2个长乳突；下唇中 

央具缺刻，具左右两行各 2个长乳突。上颌中央具 

齿状突；下颌中央无缺刻。须 3对，均较长；内侧 

吻须伸达口角，外侧吻须伸达眼前缘，颌须不及眼 

后缘。鳃膜连于鳃峡，鳃峡宽约等于吻长，鳃孑L下 

角止于胸鳍起点的腹面。 

背鳍起点约位于吻端至尾鳍基的中点，外缘弧 

形，最末不分枝鳍条短于第一分枝鳍条，鳍条末端 

伸过肛门的垂直线，但不及臀鳍起点的垂直线。臀 

鳍外缘弧形，末端略超过尾柄之中点。胸鳍外缘弧 

形，中央鳍条最长，末端不及胸鳍起点至腹鳍起点 

间距的中点。腹鳍起点位于背鳍起点的后下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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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弧形，短小，末端不及肛门；距胸鳍起点大于距 

臀鳍起点；腋部无肉质鳍瓣。肛门靠近臀鳍起点， 

约位于腹鳍起点至臀鳍起点的后 1／4处。尾鳍浅 

凹。 

除头部外，全身被细密鳞片。侧线不完全，止 

于胸鳍末端上方。头部具侧线管孔。腹膜灰白色。 

肠管平直。鳔前室包被于骨质鳔囊中，后壁膜质； 

后室发达，椭圆形，游离于腹腔，末端不及腹鳍起 

点。 

浸制标本头背部及侧面上半部灰褐色，下半部 

浅黄色。吻须灰褐色，颌须黄色。自吻端沿体侧中 

轴至尾鳍基有一条黑褐色纵纹；身体具黑褐色细横 

斑 12～17条，除腹鳍之前的数条横斑中断于腹中 

线，其余横斑均环绕身体一周；横斑在背侧有时分 

裂成 2条；横斑间距大致相等，背部最宽，向下渐 

窄；横斑间距在背侧小于或等于横斑宽度，在腹侧 

约为横斑宽度的2倍。各鳍鳍条浅灰色或灰色。 

雄性吻端、吻须、胸鳍和腹鳍背面、臀鳍及尾 

柄腹侧具极细小珠星。 

2．1．2 分类分析 本种在侧线长度、鳞片分布、 

鳍条数目、尾型、吻须长度等方面与侧纹云南鳅 

Yunnanilus pleurotaenia (Regan，1904)最为相似， 

但本种独特的斑纹和上下唇的长乳突可明显与之相 

区别；二者的区别还体现在一些可量性状上：体长 

／体高4．3～5．6(5．0)VS．3．9～4．9(4．2)，体长／ 

头长 4．4～5．1(4．7)VS．3．7～3．9(3．8)，体长／ 

尾柄长5．7～7．1(6．3)VS．7．7—9．1(8．4)，头长 

长 2．7～3．5 (3．0)VS．2．5～2．8 (2．6)， 

尾 柄长／尾柄高1．2～1．7(1．4)VS．1．1～1．2(1．1)。 

2．2 黄体高原鳅。新种 Triplophysa flavicorpus 

sp．nov．(图3) 

正模标本 KIZ995004，体长 76．4 mm，1999年 

5月采自广西都安红水河水系。 

副模标本 9号，KIZ995003，001 10551—54． 

00120610，14，21，24，体 长 52．2～84．7 mm． 

1999年5月、2000年 ll～l2月采自广西都安红水 

河水系。 

2．2．1 形态特征 测量标本 10尾，全长 67～ 

104．3 mm，体长 52．2～84．7 mm。背鳍条 3，10； 

臀鳍条 3，6～7；胸鳍条 1，1 1；腹鳍条 1，6～7 

(个别为 1，6)；尾鳍分枝鳍条 8+8。第一鳃弓外 

侧鳃耙 5～9，内侧鳃耙 1 1～12。脊椎骨 (1尾标 

本)4+34 

体长为体高4．7～6．8(6．0)倍，为头长4．0 

～ 4．4(4．2)倍，为尾柄长 5．1～5．8(5．4)倍， 

为尾柄高 8．2～10．1(9．2)倍，为前背长 1．9～ 

2．0(2．0)倍。头长为吻长 2．4～3．1(2．6)倍， 

为眼径 5．1～6．8(5．9)倍，为眼间距 3．7～5．2 

(4．7)倍。头宽为口宽 2．3～3．0(2．6)倍。尾柄 

长为尾柄高 1．5～2．0(1．7)倍。尾鳍最长鳍条为 

中央鳍条 1．9～2．2(2．0)倍。 

体粗壮，身体及尾柄侧扁。头略平扁，头宽稍 

大于头高。吻钝圆，吻长小于眼后头长。前后鼻孔 

紧邻，前鼻孔位于鼻瓣中，鼻瓣不延长为须状，位 

眼前缘至吻端的后 1／3；后鼻孔周围无瓣膜，靠近 

眼前上缘。眼大，侧上位，约位于头部中央。眼间 

隔及鼻间隔稍隆起。口下位 (图 4)。口角位于后 

鼻孔的下方。上唇发达，表面具细4,-~L突；上唇中 

央被一深沟完全隔断；下唇发达，中央具深”V” 

宁形缺刻。上颌弧形，中央无齿状突；下颌弧形， 

中央无缺刻。须 3对，均较长；内侧吻须伸达口 

角，外侧吻须伸达眼前缘，颌须略不及或伸达眼后 

缘。鳃膜连于鳃峡，鳃孔下角止于胸鳍起点腹面。 

背鳍起点约位于吻端至尾鳍基的中点，外缘内 

凹，最长不分枝鳍条约等于体高；鳍条末端伸过肛 

门的垂直线，接近臀鳍起点垂直线。臀鳍鳍条末端 

接近尾鳍基。胸鳍略平展，鳍条末端后伸不及腹鳍 

起点：腹鳍起点与背鳍起点相对，末端后伸超过肛 

门，但不及臀鳍起点；距胸鳍起点大于距臀鳍起 

点；腋部具一发达肉质鳍瓣。肛门约位于腹鳍起点 

至臀鳍起点间距的后 1／3处。尾鳍深分叉，下叶略 

长于上叶。 

除头部、胸部及腹鳍至臀鳍之间的腹部外，全 

身被细密鳞片。侧线完全，平直，仅在背鳍基后缘 

下方略下弯，后段人尾柄正中。腹膜淡黄色，具黑 

色素斑。肠在 “u”字形的胃发出后，在 胃后方向 

前弯折一周，在胃后端向后通向肛门。鳔完全包被 

于骨质鳔囊中，后壁骨质，无开孔。 

浸制标本头部背面、侧面、吻端、鳃盖等处密 

布相互连接的虫状纹；头部腹面深黄褐色；唇及须 

黄褐色。身体基色黄褐色，体侧具 6～7条界限清 

晰的黑褐色宽横斑，横跨背部；横斑间距小于横斑 

宽。体侧沿侧线具 1条黑褐色细纵纹。背鳍基及背 

鳍中央 1／3鳍条各具 1黑斑；臀鳍、胸鳍、腹鳍各 

具 1黑斑。尾鳍基具 1半圆形黑斑；尾鳍上下叶各 

具2条黑色横斑纹。雄性颊部刺突区明显 ，长条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14 动 物 学 研 究 25卷 

图 l 丽纹云南鳅 Yunnanilus pulcherrimus sp．nov 

Fig．1 Yunnanilus pulcherrimus sp．nov． 

正模标本KIZ995001，体长39．6mln(Holotype KIZ995001，39．6mm SL) 

图 2 丽纹云南鳅 Yunnanilus pulcherrimus sp．nov．头部腹面观 

Fig．2 Ventral view of head of Yunnanilus pulcherrimus sp．nov． 

正模标本KIZ995001，体长39．6mm (Hdotype KIZ995001，39．6mm SL) 

形，自眼前下缘延伸至外侧吻须基部；胸鳍条变 

硬，背侧具细小珠星。 

2．2．2 分类分析 西江水系已记录有 12种高原鳅 

(Chu&Chen，1979；Zhu SQ，1989；Yang，1990；Yang 

& Chu，1990；Chen et al，1992；Lan et al，1995；Li& 

Zhu，2000；Wang& Li，2001)，即个 旧盲 高原鳅 

Triplophysa geji~nsis(Chu et Chen)、南盘江高原鳅 

T．nanpanjiangensis Zhu et Cao、云南高原鳅 T．yun 

na／'ten．s／s Yang、大斑高原鳅 T．macromaculatus Yang、 

大眼高原鳅 T．macrophthalma Zhu et Gu0、抚仙高原 

鳅 T．fuxianensis Yang et Chu、湖高原鳅 T．1acustris 

Yang et Chu、石林盲高原鳅 T．shilinensis Chen et 

Yang、阿庐高原鳅 Triplophysa aluensis Li、鼻须高原 

鳅 Triplophysa nasobarbatula Wang et Li、贞丰高原鳅 

Triplophysa zhenfengensis Wang et Li、南丹 高原鳅 

Triplophysa nandanensis Lan et a1．。本新种背鳍起 

点位于体之中点，侧线完全，尾鳍深分叉，与同分布 

于红水河水系的南丹高原鳅 Triplophys口 口ndanensis 

Lan et a1．较为相似；但二者区别明显，本种身体粗 

壮，腋部具发达的肉质鳍瓣，肛门位置较前 ，身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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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体高原鳅 Triplophysaflavicorpu*sp．nov 

Fig．3 Triplophysaflavicoqms sp．nov． 
正模标本 KIZ995004，体长76．4 I／1I／1(Holotype KIZ995004，76．4 lnnl SL) 

图 4 黄体高原鳅 Triplophysaflavicorpus sp．nov．头部腹面观 

Fig．4 Ventral view of head of Triplophysaflavicorp~sp．nov． 

正模标本KIZ995004，体长76．4 m／n(Holotype KIZ995004，76．4 illnl SL) 

鳞，体具宽横斑，背鳍分枝鳍条 10，臀鳍分枝鳍条 6 

7；后者身体细长，腋部无肉质鳍瓣，肛门紧靠臀鳍 

起点，全身无鳞，体具不规则细小斑纹，背鳍分枝鳍 

条 8，臀鳍分枝鳍条 5。本新种以下列特征组合与我 

国高原鳅属所有已知种相区别：背鳍分枝鳍条 10， 

臀鳍分枝鳍条 6—7，体被细鳞，侧线完全，具 6～7 

条宽横斑和 I条沿侧线的细纵纹，尾鳍深分叉，尾鳍 

基具 1半圆形黑斑，尾鳍上下叶各具 2条黑色横斑 

纹，腹鳍末端后伸超过肛门，腋部无肉质鳍瓣，肛门 

紧靠臀鳍起点，上唇中央被一深沟隔断。 

2．3 动物地理分析 

云南鳅属和高原鳅属均是高原特有类群。前者 

仅分布于云南东中部地区；后者则集中分布于青藏 

高原，与裂腹鱼类一起成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类群 

(Cao et al，1981；Wu & Wu，1991；Zhu HH， 

1989)。此次在广西红水河发现的 2种条鳅鱼类， 

其分布地远离这两个属的分布中心，而且呈问断分 

布。这种特殊的分布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可能的途 

径只有两种。一是扩散 (dispersion)，即其祖先由 

云贵高原西部随水流扩散至广西的红水河，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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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现在的物种；扩散发生于障碍出现之后，时 

间较晚。一是隔域分化 (vicariance)，即上述 2种 

鱼类的祖先就曾广泛分布于红水河至云贵高原西部 

乃至青藏高原地区，后来它们在红水河至云贵高原 

西部之间的广大地区消失了，仅有少量个体存活于 

红水河并形成了现在的物种；祖先种在隔离出现前 

就广泛分布于被隔离的地区，时间较早。这 2种条 

鳅是通过扩散还是隔域分化途径形成现在的分布格 

局?最可靠的判断依据必须从种间谱系关系中寻 

找。丽纹云南鳅的主要特征有：侧线不完全，止于 

胸鳍末端上方；头部具侧线管孔；除头部外，全身 

被细密鳞片；尾鳍分枝鳍条主要为 16根。这些特 

征表明，丽纹云南鳅 (Yunnanilus pulcherrimus)隶 

属于云南鳅属下的侧纹云南鳅种组 (Yunnanilus 

pleurotaenia group)；更以鳔后室发达、末端不分出 

第三室这一特征，显示丽纹云南鳅与分布于滇中南 

盘江的小云南鳅 (Yunnanilus parvus)具有最密切 

的谱系关系。黄体高原鳅 (Triplophysa flavic0rpus) 

也具有相似的情形。在高原鳅属 (Triplophyso)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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