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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鱼 (Tanichthys口lbon bes Lin)又称白云金丝、白云山鱼，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在发现时个体数量已属稀少；近代仅分布于广州白云山及附近的山溪中；近20年来，无野外发现该种的报道， 

被认为野生种群已经灭绝。作者在2003年9月在广州的山溪中发现了该种的野生种群，并对该野生种群的形 

态、食性 生境、生长和繁殖做了初步研究，分析了致危因素，提出了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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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overing the W ild Population of W hite Cloud 

Mountain Minnows(Tanichthys albonubes 

Lin)o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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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te cloud mountain minnow (Tanichthys albonubes Lin)is an endemic species．It has been listed a 

second．class state protected animal of China．The species was already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when LIN Shu．yan first 

discovered it in 1932 at the Baiyunshan Mountain．Its distribution area is very narrow and only distributed in the mountain 

brooks of the Baiyunshan Mountain，Huadu City，Longgang in Shenzhen，Hong Kong and the vicinity of Guangzhou in 

Guangdong Province．It Was deeply convinced to extinct in nature because there Was not a report of the fish in the wild 

state since 1980．In September 2003，its population in wild state Was discovered in a mountain puddle where spring well 

up and slow．move on the vicinity of Guangzhou．It likes to stay in clear shallow water with thick growth of weeds．Some 

basic studies have been done to wild T．albonubes on the 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feed habits，habitat，growth and re． 

production，and factors of endangerment and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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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鱼 (Tanichthys albonubes Lin)又称白云金 

丝、白云山鱼，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为林书颜于 1932年根据采集于广州白云山的 

标本发表在 1932年 《岭南科学》上的一个新属、 

新种，国内外普遍称其为白云山鱼，英文名 White 

cloud mountain minnow，是我国原产的有名的观赏 

鱼，并且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在发现时个体数量 

已属稀少，近代仅分布于广州白云山及广州附近的 

山溪中。由于人类活动，造成产区山林破坏、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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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导致山涧断流或改道、原有的一些山泉断 

水，使唐鱼原分布区的生态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近 

20年来，无野外发现该种的报道，被广泛认为野 

生种群已经灭绝 (Yue&Chen，1998)。从30年代 

开始，作为观赏鱼，已广泛地在香港、东南亚、美 

国、德国、英国，甚至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养殖，深 

受观赏鱼爱好者的喜爱，近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 

表的相关论文约20余篇(http：／／www．fishbase．org)， 

涉及该种的生态、食性、繁殖、核型、病害等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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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2003年9月我们在进行鱼类资源调查时，在 

珠江三角洲丘陵地带发现唐鱼的野生种群，现对其 

形态、栖息地生态、食性、生长和繁殖作一简单报 

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与测量 

于2003年 11月一2004年3月每月中旬在野外 

用鱼网随机捕捞唐鱼，一次采样 60尾左右，共采 

集390尾，用精确度为 0．O1 mm的电子数显卡尺 

(上海)测量长度，用精确到0．001 g的电子天平称 

量体重。并选择其中的189尾，立即用70％的乙醇 

固定，保持其被采集时肠内的食物状态，以用于食 

性观察和分析。 

1．2 食性观察和分析 

将唐鱼置解剖镜下，用解剖针解剖腹部，挑取 

消化道置载玻片上，加一滴蒸馏水，并小心地将部 

分盘曲的肠道用镊子拉直，用电子数显卡尺测量肠 

道长度。目测消化道食物的饱满度，饱满度分为5 

级：0级，无食物；1级，食物占消化道的 1／4；2 

级，食物占消化道的 1／2；3级，食物占消化道的 

3／4；4级，整个消化道都有食物；5级，消化道中 

食物极饱满。然后，进一步分离肠内容物并盖上盖 

玻片，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以定性分析食物团的 

组成成分，查核并记录食物种类。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 态 

野生唐鱼生活时体色艳丽多彩 (图4)，体背 

棕黄色，腹面银白，沿体侧中部有一道紫红色，下 

边具蓝色有金属光泽的纵行条斑。尾柄末端、尾鳍 

表 1 不同采集地唐鱼性状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morphometric characters at the different localities 

可能为全长 (TL)，因在野外采集的标本中未发现体长 (sL)达到30 mm的个体 lit is likely a total lengtll(TL)since no individual has 

been found whose standard lenglh(SL)is above 30 r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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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当属偶食类型。 

2．3．2 摄食强度的变化 189尾唐鱼标本胃肠食 

物饱满度统计情况见表 3。唐鱼 11月至 3月的胃 

肠食物饱满度多以2～4级为主。实验室饲养一段 

时间的个体脂肪较多，野生个体脂肪较少。 

2．4 生长与繁殖 

2．4．1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2003年 l1月一20o4 

年3月 (秋末、冬季、春初)采集的390尾2～5 

龄唐鱼的体长 (￡)与体重 ( )的生长关系呈幂 

函数相关： =0．0016L · ， =390，R2= 

0．897，P<0．005，体长与体重极显著相关 (图 

5)：同时 b：3．6384，符合 Brawn提出的一般硬骨 

鱼类的指数 b值应为 2．5～4．0的观点 (Brown， 

1957)。 

2．4．2 繁殖 较大个体雌雄性别差异明显：雄性 

腹部较平，颜色鲜艳，背鳍和臀鳍较长，末端有黑 

色斑点；雌性腹部圆而突出，颜色较淡，背鳍、臀 

鳍较短，无黑斑 (图 1)。最小性成熟年龄为 1．5 

龄，繁殖时间可从 3月延续到 12月。由于在野外 

发现该种的时间较短，尚未见到受精卵，但 2003 

年 12月中旬发现有3～5 mm的仔鱼，应该是刚孵 

化不久，所以推测产卵时间可延续到1 2f]。当时 

表 2 唐鱼消化道内各类食物成分及其出现频率 

Table 2 Composition and frequency of feed in T．albonubes enteron 

表3 唐鱼消化道食物饱满度 

Table 3 Feed fullness for T．albonubes enteron (n=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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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唐鱼的体长 (￡)与体重 ( )之问的生长相关曲线 

Fig．5 The growth curve in body length(L)and body weight( )0f T．albonubes 

测量水温为 16℃，环境为浅的微流水，有许多腐 

烂的竹叶，竹叶上硅藻数量较多，可以为初孵仔鱼 

提供开口的饵料，以保证其生长。 

3 致危因素分析和保护措施 

因。其次，由于唐鱼体色艳丽，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而受到捕食，也是其致危的主要原因。其三，食蚊 

鱼等造成的生境竞争可能也是其致危的原因，因为 

在调查中发现，在有较多食蚊鱼的地方，唐鱼较 

少。我们认为：在唐鱼原产地建立保护站，保持和 

造成唐鱼濒危的原因分析如下：其一，珠江三 维护原有的生态环境，对唐鱼的保护是十分重要 

角洲经济快速发展，山区的一些小水溪干涸、污 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染，造成唐鱼生境破碎化，这是其致危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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