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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流域吻鲍新记录
崔科，甘练，唐汇娟，刘丽，赵会宏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在广东东江流域进行鱼类资源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吻胡 Rhinogob切 typω 的分布，对其分类性状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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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cord of Rhinogobio typUS in Dongjiang River
CUI Ke , GAN Lian , TANG Hui-juan , LIU Li , ZHAO Hui-hong
(College of An imal 5cience , 50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42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sh morphological feature ，出e distribution of Rhinogobio typ山 was found in
Dongjiang River , and its classification properties wer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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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7 年在东江流域开展广东省淡水鱼类

体细长，前部圆筒形，后部细长而略扁.头尖，其

资源调查项目期间，采集到淡水鱼类一新记录:吻鲍

长大于体高.吻尖且长，显著向前突出.眼大;距鲍

Rhinogobio typus ， 本文对有关标本进行了形态度量的

盖后缘较吻端为近.口下位，马蹄形.唇厚，无乳突，

测定及分布上的分析.

唇后沟中断，间距甚大.口角具 1 对粗而短的须，其

长度等于或稍大于眼径.背鳝起点距吻端较尾鳝基

材料与方法

1

部为近，胸鳝末端远离腹鳝，腹鳝起点约在背鳝第 3

研究检测的三尾吻鲍标本，全部来自于珠江水

4 根分枝鳝条下方.侧线平直.胸部鳞片特别小，

系的东江河源段.采样时间为 2∞6 年 4 月.采用传

隐埋于皮下.胚门位于腹鳝基部与臀鳝起点之间的

统的形态度量与框架结构度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标本

前 2/5 处.活体体色较深，背部青灰色，腹部灰白色，

进行测量，所选择的 9 个形态度量学测量距离见表1.

背鳝和尾鳝灰黑色，其他各鳝灰白色(见图1).

对此次发现吻鲍个体的外部形态特征与《福建鱼类
志》、《湖南鱼类志》和《中国动物志》中的记载进行对
比研究，希望对不同地理区域分布的吻鲍种内变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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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特征、物种的有效性等做比较全面的了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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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体 ;B: 头部

结果

2
2.1

A,total: B ,head
图 1

吻卸新记录的可数性状及外部特征描述

Fig.1

背鳝 iii-7 ， ，臀鳝 iii- 6 ，胸鳝 i-13 ，腹鳝山，侧线

完整且平直，侧线鳞 49 - 52 ，背鳝前鳞 16 -17 ，围尾
柄鳞 16.

2.2

吻鱼句的形态特征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Rhinogobio

typω

吻由新记录的可量性状
三尾标本的体长分别为 247 、 228 、 200 cm ，有关

的比例性状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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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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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鱼句新记录的生物学比例

Th e biological proportion for characters of Rhinogobio
标本 sarnple

性状
character百

体长/体高 body

lengthlbody height

体长/头长 body lengtνhead
体长/尾柄长 body

length

lengthlcaudal peduncle length

typus

福建鱼类

湖南鱼类

中国动物

志中记录

志中记录

志中记录

record in

record in

record in

2

3

5.5

6.7

5.3

5.5 阳 7.5

5.4-6.9

5.4 时 7.0

4.5

4.4

4.2

4.2 -4.7

3.9 阳 4.5

4.3-5.8

4.4

4.9

4.4

4.6-5.5

4.1 -4.8

Fujian fishes Hunan fishes

fauna Sinica

头长/吻长 head

lengthl snot length

2.0

2.0

1. 9

1. 8 阳 2.0

1.7 - 2.1

1. 7 -2.1

头长/眼径 head

lengthl eye diameter

5.0

5.0

4.7

5.0-5.8

3.6-4.7

4.2ω5.5

3.4 町 4.1

4.5-5.8

3.0-4.1

头长/眼间距 head

lengthlinterorbital space

3.3

3.4

3.4

头长二/尾柄长 head

lengthlcaudal peduncle length

1. 0

1. 1

1. 1

0.9 -1. 2
2.7-3.3

头长/尾柄高 head lengtνcaudal
体长/腹鳝臀鳝起点距 body

2.3

peduncle height

len gth/ space between pelvic fin and anal fin

吻卸属的分布与习性

3.4

3.0

3.9

4. 7

即特大洪水或河流冲袭，使韩江中极少数吻鲍进入

吻鲍属 Rhinogob切Bleeker 为我国特有属，包括
吻鲍 Rhinogobio typ山、长鳝吻鲍 Rhinogobio ventralis 、

大鼻吻鲍 Rhinogobio nωut山和圆筒吻鲍 Rhinogobio
cylindric阳、湖南吻鲍 Rhinogobio hunanen.s臼共 5

种 [2.5]

3.3
4.0

东江流域新丰江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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