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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翼手类新记录——小巨足蝠 

张礼标，张劲硕，梁 冰，张树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080) 

摘要：2003年 9月在云南获得 1号雌性蝙蝠标本，经鉴定为中国新记录——小巨足蝠 (Myotis hasseltii) 

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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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cord of a Bat Species from China， 

Myotis hasseltii(Temminck，1840) 

ZHANG Li—biao，ZHANG Jin—shuo。LIANG Bing．ZHANG Shu—yi 

(Imthu~of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 ng 100080，China) 

Abstract：A species of bats Myotis hasseltii(female)collected in Bailong Dong，Mile County，Yunnan Province， 

China，in September，2003，and this is the first record from China．Diagnosis of this specimen：the pelage is short and 

velvety，with the upperparts gray to pale brown and the underparts somewhat lighter；the individual hairs are dark at their 

bases， tIl pale silver tips．The ears are dark brown  and large，but rather short：the tragus is bluntly pointed，with a 

triangular lobe at its base．The face and muzzle are covered with sparse hairs。witIl tIle exposed skin pink in color．The 

interfemoral membrane is large， acutely angular behind；the wings attach at the ankle．The second premolar is displaced 

inwards SO that the first and山ird premolars are nearly in contact．Th is report brings tIle known  bat fauna of China to 122 

species，the genus of Myotis of China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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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9月，中英两国翼手类专家在云南省 

考察时，获得 1号蝙蝠标本，经鉴定为小巨足蝠 

(Myotis hassehii)，为中国新记录。现将这种蝙蝠的 

形态特征和相关测量数据报道如下。 

1 研究方法 

2003年9月8日，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白龙 

洞 (24。12 N，103。21 E，海拔 1 480 m)，在张挂在 

洞口的雾网 (mist net，张网时间为黄昏蝙蝠出飞前 

至凌晨 12点左右)上捕捉到蝙蝠 1只，为雌性。 

采到蝙蝠后，我们先进行了初步的鉴定，记录采集 

时间、地点和物种。然后参照Thonglongya(1973) 

的方法，对初步鉴定的蝙蝠进行详细测量，称重 

(精确到0．1 g)，测量前臂长 (精确到0．1 mm，下 

同)、耳长、耳宽、耳屏长、耳屏宽、头体长、尾 

长、胫骨长、后足长、距长、第Ⅲ掌骨长、第Ⅲ掌 

骨第一指长、第Ⅲ掌骨第二指长、第Ⅳ掌骨长、第 

V掌骨长、第V掌骨第一指长、第V掌骨第二指 

长。 

完成外观测量后，把蝙蝠麻醉处死后保存在 

75％的酒精内，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鉴定。分离出 

头骨，参照Genoways＆willi砌s(1979)的方法测 

量：颅全长、枕髁 一犬齿距离、颧宽、乳突外宽、 

脑颅宽、眶间宽、鼻隆宽、腭桥宽、上齿列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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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Total lengtIl；HFL：Hindfoot length；EAL：Ear length；EAD：Ear width；TRL：Tragus length；TRD：Tragus width；FAL：Fore。 

arⅡl length；TIL：Tibia length；CAL：Calcar length；GTL：Greatest length of skull；CCL：Condylo-canine length；ZW：Zygomatic 

width；MW ：Mastoid width；BB：Brmncase breadth；IW：Interorbital width；NSW ：Nasal swellings width；PBL：Palatal bridge length； 

C．M3： Maxillary toothrow length；C-C：Outer width between upper canines；M3．M ：Posterior palatal width ；C-M3：Mandibular toothrow 

length； ML：Man dibular length． 

远远超过第一门齿；犬齿发育良好，无次尖，比第 

三前臼齿高；第一前臼齿小，单齿冠，与犬齿相接 

触；第二前臼齿齿冠面积约为第一前臼齿之 1／3， 

与第三前臼齿相紧接，第二前臼齿内移致使第一及 

第三前臼齿几乎接触。下齿列中，第一及第二下门 

齿三浅裂；犬齿高度几为第一前臼齿之两倍，同时 

也比第三前臼齿高且宽；第二前臼齿齿冠面积约为 

第一前臼齿之 1／3，约为犬齿之2／3。 

3 讨 论 

按Nowak(1991)的文献记载，鼠耳蝠属包括 

3个亚属：Myotis Kaup，1829，包括 21种；Sety- 

sius Bonaparte，1841，包括 31种；Leuconoe Boie， 

1830，包括45种。小巨足蝠隶属于 Leuconoe亚属， 

与郝氏鼠耳蝠 (Myotis horsfieldii)特别相似，但小 

巨足蝠翼膜止于踝部，而郝氏鼠耳蝠翼膜止于跖骨 

基部；前者颅骨较后者宽，牙齿亦更强，上犬齿更 

长，第一前臼齿更大，上臼齿齿冠更宽 (Bates et 

al，1999)，但两者的上臼齿均具鼠耳蝠属之典型特 

征。 

云南标本与越南、泰国标本相比，外形特征、 

头骨测量基本一致。但是云南标本的耳更短，体色 

亦较深。我们的报道使得中国翼手类动物种类增加 

到122种，鼠耳蝠属增加到 25种 (Wang，2003； 

Wu et al，2004)。 

在泰国，小巨足蝠雌雄混居，集群大小一般大 

于25只个体 (Lekagul&McNeely，1977)。在红树 

林生境中该蝙蝠低飞于水面既捕食飞行昆虫，也拾 

取水面昆虫。其后足相对较强，揣测捕食水面的小 

鱼 (Lekagul&McNeely，1977)。因利用强壮的后 

足捕鱼已在对大足鼠耳蝠的研究 (Ma et al，2003a， 

b)中证实，小巨足蝠是否也用其较发达的后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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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目前已知小巨足蝠分布在印度、斯里兰卡、缅 

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明大威群 

岛、廖内群岛 (Riau Arch．)、爪哇、婆罗洲 (Sim— 

mons，in press)。在中国为首次发现。IUCN把小巨 

足蝠列为低危物种 (Hutson et al，2001)，我们在 

这次调查中也仅仅得到 1号标本，可见其珍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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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际灵长类生物医学研讨会”在昆明圆满结束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于2004年 1O月27日至 1O月30日在昆明主持举办了 “第一届国际灵长 

类生物医学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有相关领域的5O余位著名学者与会，其中有外籍知名专家17位，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Charles Gross教授、美国 NIH的Michael Lenardo教授、英国皇 

家学院的Frances Gotch教授、新加坡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David Lane教授和英国鲁德维格癌症研究所的 

卢欣教授等。大会共交流学术报告 23篇，主要围绕六个议题展开：1．肿瘤、病毒与免疫；2．神经生物 

学；3．生殖与发育生物学；4．遗传与进化；5．生态与保护；6．灵长类实验动物标准和伦理学。与会人 

员充分交流了他们最新的、也是相关领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致认可灵长类动物在研究人类面临的重大 

疾病和疫情中的重要性，对灵长类动物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达成了共识，并表示将通过国内外专家学 

者间的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为加强灵长类动物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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