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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 2017 年 5 和 6 月以及 9 和 10 月在怒江西藏段收集了怒江裂腹鱼（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194 尾、裸腹叶须鱼（Ptychobarbus kaznakovi）152 尾，热裸裂尻鱼（Schizopygopsis thermalis）117 尾。
综合运用 3 种多元分析方法分析 3 种鱼类摄食及消化器官形态的种间差异，结果显示，主要种间差异
部位为头部及肠道；种间形态指标均为显著性差异（P < 0.05）；3 种裂腹鱼的头部形态已有了一定程
度的分化。鱼类食物组成及食物竞争情况研究表明，怒江裂腹鱼和裸腹叶须鱼属杂食性偏动物食性鱼
类，两者食物重叠指数较高（0.91）；热裸裂尻鱼属杂食性偏植物食性鱼类。食物多样性指数的种间
差异明显。3 种裂腹鱼营养及空间生态位均有分化，摄食与水温、流速和海拔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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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have sampled 194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152 Ptychobarbus kaznakovi and 117
Schizopygopsis thermalis in Tibet section of the Nujiang River between May and October 2017 (Fig. 1, 2;
Table 2)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estive organs including feeding and
digestive organs among the three Schizothoracinae fish species. Three method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of feeding and digestive orga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jor parts of interspecific variation were the cephalic and enteral characteristics (Fig. 3, 4; Table 5, 6),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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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phological indexes of different speci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P < 0.05)
(Table 3). The cephalic morphology of the three species was with differences. Analysis on the enteral
inclusion under microscopes was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ir food compet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and Ptychobarbus kaznakovi belonged to the omnivore and partial carnivore fish
(Fig. 6), and the Schoener overlap index between two species was high (0.91). Schizopygopsis thermalis
belonged to the omnivore and partial herbivore fish. The indexes of diversity of dietary composition among
three species of fishes were apparently different (Table 8). Feeding habits of the three fish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water temperature, flow rate and altitude (Table 1).
Key words: Schizothoracinae; Feeding and digestive organs; Multivariate analysis; Feeding habits; Nujiang
River

怒江是中国西南边陲一条重要的国际性河

al. 2006，2007，Yang et al. 2012）。迄今对裂腹

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流经西

鱼类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较多，但研究对象多为

藏、云南，进入缅甸境内称萨尔温江，最后注

单物种，区域多集中于四川、云南及西藏少数

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怒江流域属季风气候区，

区域（钱瑾等 1998，季强 2008，马宝珊 2011）。

径流主要来源于降雨，地形地貌复杂，自然资

针对怒江西藏段 3 种性状特化等级不同的裂腹

源丰富，是南北鱼类重叠分布的过渡性区域（何

鱼，怒江裂腹鱼、裸腹叶须鱼和热裸裂尻鱼，

明华 2005）
。因为西藏拥有复杂的地质历史和

仅有怒江裂腹鱼的种群遗传学研究（Chen et al.

景观多样性，所以形成了特有的鱼类区系（武

2015，Li et al. 2016），而在生物学特性方面的

云飞等 1991），该区系组成主体是裂腹鱼类、

比较研究匮乏，尤其是在摄食消化器官形态及

高原鳅类及

类（陈小勇 2013）。据不完全

食性等摄食生态领域。形态差异在鱼类分类上

统计，西藏共有鱼类 81 种，其中特有物种就超

最为直观，多元分析是综合研究物种形态差异

过了 23 种。怒江西藏段裂腹鱼亚科鱼类共有 4

的有效分析方法。而摄食生态的研究，对了解

种，怒江裂腹鱼（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鱼类群落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至关

裸腹叶须鱼（Ptychobarbus kaznakovi）
、热裸裂

重要（Ross 1986）。随着西藏经济高速发展，

尻鱼（Schizopygopsis thermalis）和贡山裂腹鱼

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外来物种入侵及环境污染

（Schizothorax gongshanensis），其中，贡山裂

等问题日渐严重（杨汉运等 2010，范丽卿等

腹鱼仅在怒江左贡以下江段有分布（刘绍平等

2016），因此急需对西藏鱼类资源及可持续利用

2016）。

问题深入研究。本研究以上述 3 种裂腹鱼为研

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起源于鲃

究对象，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判别分析和主

亚科（Barbinae）（Hora 1937），该亚科鱼类仅

成分分析三种多元分析方法，比较研究物种间

分布于亚洲中部的高原地区。自第三纪末期青

摄食消化器官形态差异，同时比较分析其食性、

藏高原开始急剧隆起，原本适应于温暖气候和

食物竞争关系及生态位。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裂

湖泊静水环境的鲃亚科鱼类，性状发生改变，

腹鱼类生态适应机制以及怒江渔业资源保护提

逐渐演变成适应于寒冷气候和河川急流环境的

供理论基础。

原始裂腹鱼类，基于性状的原始或是特化，分
为 3 个不同特化等级（曹文宣等 1981）。对此
国内有裂腹鱼类演化生物地理学和系统发育学
的研究（武云飞等 1992，陈毅峰 2000，He et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2017 年 5 和 6 月及 9 和 10 月在怒江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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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察瓦龙至那曲段）设置 6 个干流采样站点

捕获材料鱼后，现场测量 3 种裂腹鱼活体

（图 1），每个采样点覆盖范围为 5 km，采集怒

样本的体长、体重。体长用钢卷尺（TAJIMA

江裂腹鱼、裸腹叶须鱼和热裸裂尻鱼 3 种裂腹

L25-55，精确到 1 mm）测量，体重用便携式电

鱼样本。采样方式为网捕及钩钓，采样网具使用

子天平（凡展 FZ-50002，精确到 0.01 g）称量。

三层流刺网（内层网目 7.5 cm，外层网目 18 cm）

统计计算 3 种鱼的数量百分比（每种鱼总个数

及单层流刺网（网目 6 cm）。样点位置及环境

占所有鱼总个数的百分比）和重量百分比（每

信息见表 1。

种鱼总体重占所有鱼总体重的百分比），精确到

1.2

0.01%。测定 3 种鱼主要生活水域的环境因子，

实验方法

图1
Fig. 1

研究样本采样点示意图

Sampling sites of fishes in the Nujiang River
表1

Table 1
采样地点
Sampling
sites

鱼类采样点信息

Information of sampling sites of fishes

北纬
North
latitude

东经
East
longitude

海拔
Altitude
(m)

察瓦龙 Zayü County

28°26′55″

98°27′37″

八宿 Baxoi County

30°05′59″

洛隆县 Lhorong County

30°48'40″

边坝镇 Banbar County
比如 Biru County
那曲县 Nagqu County

31°19′37″

水温 Water temperature (℃)

流速 Water flow velocity (m/s)

5 和 6 月份
May﹣June

9 和 10 月份
Sep.﹣Oct.

5 和 6 月份
May﹣June

9 和 10 月份
Sep.﹣Oct.

1 769

15.4

16.7

0.465

0.353

97°14′09″

2 664

12.3

13.4

0.709

0.491

96°19′25″

3 096

11.4

13.0

1.965

0.476

31°01′40″

94°46′33″

3 475

10.4

10.1

1.975

1.011

31°31′29″

93°25′47″

3 955

9.2

11.3

1.147

0.532

91°47′07″

4 475

7.9

9.9

0.876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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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佳明 GPSMAP 62sc 手持式 GPS 确定采样

种间形态的判别函数，单因子方差分析（LSD

点的经纬度和海拔（精确到 0.1 m），金洋 LS45-2

法和 Tamhane′s T2 法，显著性水平设 α 为 0.05）

旋杯式流速仪测定怒江近岸处的水流流速（精

统计种间形态差异的显著性。剩余的 8 项指标，

确到 0.001 m/s），YSI pro/plus 手持式溶氧仪同

即 4 项定性指标及 4 项可数定量指标，采用列

时测量水中溶氧量和水温，温度精确到 0.1 ℃。

表法分析对比种间差异。为了确定不同采样点

在进行摄食及消化器官形态分析时，从所

间同一物种是否到达亚种分化水平，参照识别

采集 3 种鱼共 463 尾样本中每种鱼各随机选择

和 划 分 亚 种 的 75% 规 则 方 法 （ Mayr et al.

34 尾，并确保所选取的同种鱼的体长大致相

1953），如果差异系数（coefficient of difference，

等。摄食消化器官的形态学指标总计 15 个，包

CD）大于 1.28，可认为两群体间的差异达到亚

括定性指标 4 个和定量指标 11 个。定性指标为

种以上水平。计算公式为 CD =（M1﹣M2）/（S1

口位类型、须的发达程度、下颌前缘性状、下

+ S2），式中，M1 和 M2 分别代表两个群体某形

咽齿形态。定量指标为：体长（standard length，

态性状比值的平均值，S1 和 S2 为对应的标准差。

SL）、头长（head length，HL）、吻长（snout length，

在进行食性分析时，样本拍照并观察肠道

SnL）、口裂面积（area of mouth，AM）、外鳃

充塞度，划分为 6 个等级（殷名称 1995），作

耙长（length of outer gill raker，LOGR）
、鳃耙

为衡量鱼类摄食强度的指标。判定方法为：肠

间距（space between gill rakers，SGR）、肠长（gut

内无食物即空肠，为 0 级；肠内仅有残食，约

length，GL）
、外鳃耙数（number of outer gill

占肠管的 1/4，为 1 级；肠内有少量食物，约占

rakes，NOGR）、内鳃耙数（number of internal gill

肠管的 1/2，为 2 级；肠内有适量食物，约占肠

rakes，NIGR）、肠弯曲数（number of intestine

管的 3/4，为 3 级；肠内充满了食物，但不膨大，

loops，NIL）和下咽齿齿式（dental formula of

为 4 级；肠内充满了食物，且肠壁膨大，为 5

pharyngeal teeth，DFPT）。其中的口裂面积，

级。摄食等级越高，表示肠道充塞度越高，即

因鱼类口裂张开时的形状近似椭圆形，因此测

肠道越饱满。摄食率为某种鱼肠道存在食物的

量口裂宽和口裂高数据，利用椭圆面积计算公

个体数占该种鱼总个体数的百分比。选择摄食

式获取个体的口裂面积数据，口裂的测量方法

等级为 4 和 5 级的样本，取出肠内容物，用吸

见参考文献（代田昭彦 1985）
。肠弯曲数是解

水纸吸干表面水分后称重，并以 10%中性福尔

剖鱼体并观察肠管盘曲情况，数清肠道经过多

马林溶液固定保存。分析肠道内容物成分，在

少次弯曲后开口于肛门，计数结果为肠弯曲数。

Olympus 显微镜下计数，得到不同种类食物的

鳃耙长、鳃耙间距、鳃耙数为左右两侧第一鳃

数量，并根据每种浮游生物特有的定量参数换

弓外鳃耙最大长度、间距、数量均值。定量指

算质量。计算出现率百分比（occurrence rate

标中的可量性状使用 ASIMETO307 电子数显

percentage，O）=（含某种饵料生物肠道的数

游标卡尺（精确到 0.01 mm）测量。

量/含有食物团肠道的数量）× 100%，个数百分

在进行多元分析时，为消除样本间个体大
小不同造成的误差，首先计算样本的前 7 项形

比（number percentage，N）=（某种饵料生物
的个体数/所有饵料生物的总个体数）× 100%，

态学定量指标（体长除外）与体长之比，将得

重量百分比（weight percentage，W）=（某种

到的 6 种比值，即吻长/体长、头长/体长、口裂

饵料生物的重量/所有饵料生物的总重量）×

面积/体长、鳃耙间距/体长、外鳃耙长/体长、

100% ， 相 对 重 要 指 数 （ index of relative

肠长/体长，作为原始数据进行分析（SPSS 19.0

importance）= 出现率百分比 ×（个数百分比 +

统计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变量标准化）

重量百分比），相对重要指数百分比（index of

分析种间形态的主要差异部分，判别分析确定

relative importance，IRI）=（某种饵料生物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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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指数/所有饵料生物总的相对重要指数）

裸腹叶须鱼主要分布于八宿至边坝段（海拔范

× 100%。根据每种鱼摄取的主要食物判定食性

围：2 600 ~ 3 800 m），热裸裂尻鱼主要分布于

类型，本实验综合分析 5 个参数来确定主要食

边坝至那曲段（海拔范围：3 600 ~ 4 500 m）。

物并判定食性。使用 Schoener（1970）重叠指

鱼群分布呈垂直分带现象，分布范围存在一定

数（Cxy）、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

程度的重叠。

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J）分析食物多样性与均

2.2

摄食及消化器官形态

匀度，确定食物竞争关系与生态位宽度。Cxy =

从总共采集的 463 尾样本鱼中再进行挑

1﹣0.5 ∑ | Pxi﹣Pyi |，Pxi、Pyi 分别为共有食物 i

选，每种鱼各随机选择 34 尾，用于分析摄食及

在两种鱼 x、y 肠内含物中所占的重量百分比。

消化器官形态（图 2）。

H′ =﹣Pi（ln Pi），Pi 为某一种食物的重量百分

怒江裂腹鱼体呈棒状，具下位口，两对长

比（Shannon 1948）；J = H′/ln S，S 为群落中的

须。下颌前缘具锐利角质，下唇表面均被密集

物种数（Pielou 1966）。重叠指数 Cxy 表示两种

乳突。咽部被密集颗粒状乳突，口腔上壁具较

鱼的生态位宽度，范围为 0 ~ 1，0 表示二者饵

高纵褶。鳃耙排列较密集，第一鳃弓内外鳃耙

料完全不重叠，1 表示饵料全部重叠，当重叠

数分别为 26 ~ 32 个和 17 ~ 23 个，最长外鳃耙

指 数 大 于 0.6 时 ， 表 示 达 到 显 著 重 叠 水 平

长度为（1.69 ± 0.47）mm，最宽鳃耙间距为（0.67

（Wallace 1981）。

± 0.17）mm。下咽齿顶端尖，有 3 行，齿式为
2.3.5/5.3.2，咀嚼面适中。食道较短且壁厚，内

结果

2

壁黏膜纵褶约为 12 条。肠管盘曲复杂，弯曲数

研究对象样本信息

为 8 ~ 12 个。肠长与体长比为 1.34 ~ 5.54（2.96

在研究区域共采集 3 种裂腹鱼 463 尾，其

± 0.92）。裸腹叶须鱼体呈圆筒形，吻突出，具

中，怒江裂腹鱼 194 尾，裸腹叶须鱼 152 尾，热

下位口，一对长须。下颌前缘无角质及乳突，

裸裂尻鱼 117 尾（表 2）
。怒江裂腹鱼主要分布于

两叶唇发达且厚。口腔上壁具纵褶。鳃耙较长，

察瓦龙至洛隆段（海拔范围：1 500 ~ 3 100 m）
，

第一鳃弓内外鳃耙数分别为 16 ~ 22 个和 14 ~

2.1

表2
Table 2

鱼类样本信息

The information of fish samples

怒江裂腹鱼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个体数 Individual number (ind)

裸腹叶须鱼
Ptychobarbus kaznakovi

热裸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thermalis

194

152

117

数量百分比 Quantity percentage (%)

41.90

32.83

25.27

重量百分比 Weight percentage (%)

39.22

21.61

39.17

191.55 ± 58.19

167.09 ± 67.89

195.76 ± 76.07

体长（mm）
Standard length

体重（g）
Weight

平均值 ± 标准差
Mean ± SD
范围 Range

90 ~ 360

65 ~ 395

83 ~ 333

平均值 ± 标准差
Mean ± SD

23.85 ± 136.50

76.87 ± 95.70

152.42 ± 163.32

范围 Range

8.67 ~ 744.34

3.08 ~ 656.62

8.41 ~ 511.48

18 577.32

10 234.68

18 556.16

总重 Total weight (g)

数量百分比和重量百分比是指采集的某种鱼的个体数或总重量占 3 种鱼的总个体数和总重量的比例。
Quantity percentage and weight percentage refer to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r total weight of the fish species collected to the total
number and weight of three species of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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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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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裂腹鱼摄食及消化器官形态

Feeding and digestive organ morphology of three Schizothoracinae fishes

a、b、c. 外部形态；d、e、f. 下颌形态；g、h、i. 口咽腔背部；j、k、l. 第一鳃弓外侧观；m、n、o. 下咽齿腹面观；p、q、r. 肠道腹
面观。
a, b, c. Morphology of fish; d, e, f. Morphology of lower jaws; g, h, i. Dorsal face of oropharyngeal cavity; j, k, l. Lateral shape of the first
branchial arch; m, n, o. Underside of the pharyngeal teeth; p, q, r. Underside of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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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个。最长外鳃耙长度为（1.95 ± 0.61）mm，

形态判别函数。结果表明，根据吻长（X1）和

最宽鳃耙间距为（0.75 ± 0.22）mm。下咽齿顶

头长（X2）建立的判别函数对怒江裂腹鱼群体

端呈钩状，有 2 行，齿式为 3.4/4.3，咀嚼面窄。

（Y1）、裸腹叶须鱼群体（Y2）和热裸裂尻鱼群

食道粗短且壁厚，内壁黏膜纵褶约为 12 条。肠

体（Y3）的判别率分别为 92.3%、85.7%、91.7%，

管盘曲简单，弯曲数为 2 ~ 4 个。肠长与体长比

综合判别率为 90.6%。怒江裂腹鱼群体：Y1 =

范围为 0.99 ~ 2.38（1.46 ± 0.39）。热裸裂尻鱼，

581.428X1 + 1484.941X2﹣183.042；裸腹叶须鱼

体略侧扁，具下位口，无须。下颌前缘具锐利

群体：Y2 = 473.480X1 + 1 816.278X2﹣251.486；

角质。咽部被密集颗粒状乳突，口腔上壁具较

热裸裂尻鱼群体：Y3 = 30.691X1 + 1 715.119X2

高纵褶。鳃耙稀疏且短小，第一鳃弓内外鳃耙

﹣194.379。

数分别为 16 ~ 23 个和 9 ~ 13 个。最长外鳃耙

2.3.3

长度为（1.59 ± 0.74）mm，最宽鳃耙间距为（0.62

分析，对摄食消化器官形态变量进行主成分分

± 0.26）mm。下咽齿顶端尖，有 2 行，齿式为

析，得到累积贡献率与特征值，前 5 项主成分

3.4/4.3，咀嚼面适中。食道较短，内壁黏膜纵

的累计贡献率为 95.25%（表 5）。

褶约为 10 条。肠管盘曲复杂，弯曲数为 10 ~ 16
个。肠长与体长比范围为 1.24 ~ 5.53（3.41 ±

主成分分析 对 3 种鱼 102 尾样本合并

主成分荷载见表 6，第一主成分中，吻长、
外鳃耙长、肠长、鳃耙间距与体长之比的贡献

1.26）。3 种鱼的肠壁黏膜褶均为从前肠到后肠

率最大，主要反映鱼体咽腔和肠道的特征；第

变细变低，肌肉层厚度逐渐变薄。

二主成分中，口裂面积和头长的贡献率最大，

3 种鱼均具下位口，下颌前缘角质化程度

主要反映鱼体口腔和头部的特征；第三主成分

不同。3 种鱼均无颌齿和口腔齿，左右咽齿交

中，鳃耙间距和口裂面积的贡献率最大，主要

叉相间排列，咽背侧的角质垫与其配合构成咀

反映鱼体口咽腔的特征。

嚼面，方便研磨，初步消化食物；均无胃，食

将提取的第一主成分与第二、三主成分作

道和肠的界限明显，食道黏膜褶为纵褶，肠黏

散布图（图 3、4），怒江裂腹鱼和裸腹叶须鱼

膜褶为 Z 型，前肠消化功能大大增加。3 种裂

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组，热裸裂尻鱼相对分散。3

腹鱼类摄食及消化器官的形态特征与食物组成

种鱼几乎均无重叠，容易将其区分开来，说明

比较见表 3。

3 种鱼的摄食消化器官形态差异较大。

3 种鱼可量定量指标比较

2.3
2.3.1

单因素方差分析 将 6 种可量性状数据

食性分析

2.4

3 种裂腹鱼特化等级不同，摄食器官的差

与体长比值作为指标，3 种鱼两两比较 6 个指

异是否导致对食物的选择性不同，进而引起摄

标的差异系数（表 4），共有 18 种组合，其中 9

食方式及食性的差异？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食

种组合差异系数的差异极显著（P < 0.01）。

性研究。

两两物种间形态特征的差异系数大于阈值

2.4.1

摄食强度 怒江裂腹鱼、裸腹叶须鱼和

1.28 的有吻长特征，体现在怒江裂腹鱼与热裸

热裸裂尻鱼的摄食率均较高（表 7）
。怒江裂腹

裂尻鱼间、裸腹叶须鱼与热裸裂尻鱼间；头长

鱼和热裸裂尻鱼肠道摄食等级普遍偏高，而裸

特征，体现在怒江裂腹鱼与裸腹叶须鱼间；肠

腹叶须鱼肠道摄食等级偏低（图 5）
。

长特征，体现在怒江裂腹鱼与裸腹叶须鱼间、

2.4.2

裸腹叶须鱼与热裸裂尻鱼间，总体上反映了头

数百分比（N）、重量百分比（W）和相对重要

部和肠道的部分特征。

指数百分比（IRI）4 个参数表示各种食物的组

2.3.2

判别分析 对所有样本进行逐步判别，

选出对判别贡献较大的参数，并建立各物种的

食物组成 使用出现率百分比（O）、个

成情况。
怒江裂腹鱼：从 30 尾样本肠道中共检出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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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裂腹鱼中两两物种间形态特征的差异系数

Variation coefficients in each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between each pair two species
from three schizothoracinae species
怒江裂腹鱼与
裸腹叶须鱼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vs.
Ptychobarbus
kaznakovi

怒江裂腹鱼与
热裸裂尻鱼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vs.
Schizopygopsis
thermalis

吻长/体长 Snout length/standard length

0.437

1.624

1.486

头长/体长 Head length/standard length

1.568

0.375

1.183

口裂面积/体长 Area of mouth/standard length

0.082

0.290

0.158

鳃耙间距/体长 Space between gill rakers/standard length

0.054

0.442

0.430

外鳃耙长/体长 Length of outer gill raker/standard length

0.135

0.575

0.588

肠长/体长 Gut length/standard length

1.320

0.234

1.369

性状 Characters

表5
Table 5

裸腹叶须鱼与
热裸裂尻鱼
Ptychobarbus
kaznakovi vs.
Schizopygopsis
thermalis

3 种不同特化等级裂腹鱼群体的主成分分析

The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ree specialized schizothoracinae population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贡献率（%）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1

2.869

47.815

47.815

2

1.246

20.774

68.589

3

0.761

12.677

81.267

4

0.504

8.407

89.673

5

0.334

5.574

95.247

6

0.285

4.753

100.000

表6
Table 6

累积贡献率（%）
Accumulating contribution rate

裂腹鱼 6 个形态学性状的主成分载荷

Loadings of three principle components for 6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izothoracinae
性状 Characters

第一主成分
Principle component 1

第二主成分
Principle component 2

第三主成分
Principle component 3

吻长/体长 Snout length/standard length

0.862

﹣0.106

﹣0.055

头长/体长 Head length/standard length

0.596

﹣0.594

﹣0.236

口裂面积/体长 Area of mouth/standard length

0.331

0.762

﹣0.517

鳃耙间距/体长 Space of gill raker/standard length

0.678

0.250

0.630

外鳃耙长/体长 Length of outer gill raker/standard length

0.815

0.343

0.079

﹣0.733

0.349

0.180

肠长/体长 Gut length/standard length

类 5 门 28 属（O = 100%，N = 98.34%，W =

黄藻门（Xanthophyta）、裸藻门（Euglenophyta）

0.42%，IRI = 47.11%）。硅藻门（Bacillariophyta）

各 1 属。原生动物门（Protozoa）7 属（O = 100%）
、

18 属（O = 100%，N = 96.62%，IRI = 47.05%），

轮虫（Rotifera）3 属和节肢动物门（Arthropoda）

以等片藻（Diatoma）
、异极藻（Gomphonema）

4 属。轮虫卵（Rotifer eggs，O = 42.86%），水

和短缝藻（Eunotia）为主。蓝藻门（Cyanophyta）

生昆虫（aquatic insect，O = 92.63%，W =

4 属，绿藻门（Chlorophyta）4 属（O = 14.75%）
，

99.43%，IRI = 50.91%）以摇蚊幼虫（Chirono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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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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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腹鱼群体摄食消化器官形态特征第一、第二主成分散布图

Scatter plots of scor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izothoracinae
populations′ feeding and digestive organ forms

larvae，O = 87.45%，W = 97.91%，IRI = 50.91%）

须鱼属杂食性偏动物食性鱼类。

为主，偶见节肢动物残肢。还检出少量线虫

热裸裂尻鱼：从 30 尾样本肠道中共检出藻

（Nematoda）、植物腐烂碎屑及泥沙。因此推

类 6 门 39 属（O = 100%，N = 99.94%，W =

测怒江裂腹鱼属主食杂食性偏动物食性鱼类。

48.61%，IRI = 93.67%）
。硅藻门 19 属（N =

裸腹叶须鱼：从 30 尾样本肠道中共检测出

93.37%，W = 45.05%，IRI = 92.08%），以等片

藻类 5 门 27 属（O = 100%，N = 97.71%，W =

藻（O = 100%，W = 31.28%）和针杆藻（Synedra，

0.28%，IRI = 51.84%）。硅藻门 17 属（IRI =

O = 100%，W = 5.40%）为主。蓝藻门 6 属（N

51.17%），蓝藻门 4 属（N = 5.37%）
，绿藻门 4

= 4.64%），绿藻门 11 属（O = 64.16%，N =

属（N = 2.61%），黄藻门、裸藻门各 1 属。原

1.84%，W = 3.42%），甲藻门、裸藻门和黄藻

生动物门、轮虫、节肢动物门分别 6 属、5 属、

门各 1 属。小型无脊椎动物包括原生动物门 4

12 属。昆虫纲 4 目 3 科，水生昆虫（O = 100%，

属（O = 92.36%）、轮虫 5 属和节肢动物门 2 属。

W = 90.32%，IRI = 41.93%）有摇蚊幼虫（O =

轮虫卵、钩虾（Gammarus，W = 16.9%，IRI =

97.89%，W = 89.35%，IRI = 41.86%）和摇蚊蛹

2.95%）及高原鳅幼体（Larval Triplophysa，W =

（Chironomid pupae，O = 28.57%）。还检出植

34.42%，IRI = 3.33%）。还检出寄生虫绦虫

物碎片、昆虫残肢、少量线虫、有机碎屑（O =

（Tapeworm)、小鱼残骸、腐烂的植物碎屑、

100%，W = 8.36%）及泥沙。因此推测裸腹叶

有机碎屑及泥沙。因此推测热裸裂尻鱼属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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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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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腹鱼群体摄食消化器官形态特征第一、第三主成分散布图

Scatter plots of sco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izothoracinae
populations′ feeding and digestive organ forms
表7
Table 7

3 种鱼的摄食率

Feeding rates of three species of fishes

个体数（ind）
Individual
number

体长范围（mm）
Standard length
range

体重范围（g）
Weight range

摄食率（%）
Feeding rate

怒江裂腹鱼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144

90﹣360

8.67﹣744.34

72.00

裸腹叶须鱼 Ptychobarbus kaznakovi

150

65﹣395

3.08﹣656.62

83.54

热裸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thermalis

106

83﹣333

8.41﹣511.48

88.68

物种 Species

性偏植物食性鱼类。
2.5

2.6

3 种裂腹鱼食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食物重叠情况
将不同种类的食物重新分为 6 大类（图 6），

根据重量百分比计算食物重叠指数。3 种裂腹
鱼各类食物组成比例不同，怒江裂腹鱼与裸腹
叶须鱼的食物重叠指数较高（0.91）
，热裸裂尻
鱼与怒江裂腹鱼和裸腹叶须鱼的食物重叠程度
较低，食物重叠指数分别为 0.16，0.17。

营养生态位宽度

的变化幅度较大。热裸裂尻鱼两种指数最大，
裸腹叶须鱼次之，怒江裂腹鱼最小（表 8）。

3
3.1

讨论
摄食消化器官形态的比较
比较了怒江西藏段 3 种性状特化等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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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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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鱼类摄食等级数量图

Fish feeding grade of the three species of schizothoracinae

图6
Fig. 6

各类食物的重量百分比

The percentage weight of different food items

标注“+”的表示数值小于 0.01。The value of label “+” is less than 0.01.

的裂腹鱼，即原始特化等级的怒江裂腹鱼、特

至 1 列，体鳞也逐渐退化。而且，这 3 种鱼的

化等级的裸腹叶须鱼、高度特化等级的热裸裂

分布随海拔升高呈垂直分带现象，特化等级越

尻鱼，在摄食消化器官形态上的差异。发现裂

高的其分布海拔也越高，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

腹鱼随特化等级由低到高，须的数量逐渐减少，

原因是随着海拔升高，环境条件更加恶劣，为

最终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下咽齿由 2 列减少

减少能量消耗，裂腹鱼逐渐演变为蛰居，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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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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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鱼食性、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Pielou 均匀度指数

The feeding habits,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Pielou′s evenness index of the three fish species

物种 Species

食性 Feeding habits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ex (H')

均匀度指数
Evenness index (J)

怒江裂腹鱼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杂食性偏动物食性
Omnivore and partial carnivore fish

0.03

0.02

裸腹叶须鱼
Ptychobarbus kaznakovi

杂食性偏动物食性
Omnivore and partial carnivore fish

0.43

0.24

热裸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thermalis

杂食性偏植物食性
Omnivore and partial herbivore fish

1.01

0.56

在江底主动巡游寻找食物的生活方式，从而减

较高（90.6%），均说明 3 种鱼器官形态具明显

少了触须的使用频率以至退化，体鳞也因游动

差异。聚类分析的分级聚类过程，主成分里贡

频率减少而退化；同时增大食谱范围，杂食性

献率高的指标，反映了 3 种鱼在口部、头部及

程度增大；为使体内储存尽可能多的食物，肠

肠道差异明显。单因素方差分析则更详细地显

道尽快达到饱满状态，减少了下咽齿研磨食物

示了变化差异：特化等级由低到高的 3 种鱼，

功能以至下咽齿行数减少。咽齿形态的分化往

吻长、口裂面积、鳃耙间距、外鳃耙长均呈下

往是一种适应性变化，是各科鱼类系统分化以

降趋势。多元分析综合表明，3 种裂腹鱼头部

后再行次级分化的生态适应特征，是一种非同

形态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源特征（何舜平等 1997）。由此可见，这一系

3.2

列的形态特征变化反映了高原裂腹鱼类的生态

关系

适应性机制。

摄食方式与摄食消化器官及生活环境的
鱼类索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形

研究结果也印证了高原裂腹鱼类的生态适

态、感觉、行为、生态和生理特性是长期自然

应性：① 特化等级越高，裂腹鱼类食物多样性

选择造成的，这些特性保证了鱼类具有最强的

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越高，营养生态位宽度越大

摄食生态适应性，且这种适应性总是倾向于使

且不同等级的裂腹鱼差距较大。② 特化等级越

鱼类获得最大的净能量得益（Pyke 1984）
。本

高，裂腹鱼类摄食率越高，肠道饱满度越高。

文对 3 种不同特化等级裂腹鱼摄食生态方面的

虽然不同季节的取样方式差异也可能影响摄食

研究结果符合最适索饵理论，其中摄食器官的

强度，且被动性渔具操作时间较长可导致空胃

差异导致对食物的选择性不同，进而引起摄食

率增加，但本研究样本量较高，所以研究结果

方式及食性的差异。

具有代表性。③ 杂食性偏植物食性的热裸裂尻

原始等级的怒江裂腹鱼具下位口，借助锐

鱼，在体长达到 280 mm 以上时，几乎每尾鱼

利的下颌角质边缘、密集乳突、两对长须，寻

的肠道内都能发现幼体高原鳅，说明了其食谱

找并刮取基质中的底栖生物，摄食方式为刮食。

范围的增大，也可能随着个体生长食性发生了

食性分析结果显示，属杂食性偏底栖无脊椎动

部分转变。④ 3 种鱼主食或兼食的藻类种类丰

物食性，食性结果和摄食器官密切相关。一般

富且不同种鱼摄食的主要藻类有差异，也证明

来说，鱼类下咽齿的数目、排列方式及形态特

了裂腹鱼类摄食藻类范围大大增加且存在营养

征和食性相关（郏国生等 1987），口裂的大小

生态位的分化。⑤ 多元分析特征指标显示：在

通 常 与 其 摄 食 饵 料 个 体 大 小 正 相 关 （ Piet

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中，散点图中每种鱼分

1998）。怒江裂腹鱼具尖状下咽齿 3 行，口裂宽

布几乎无重叠，易区分，3 种鱼综合判别率均

度较大，这些性状具有的功能为吞食并撕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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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型的水生昆虫和充分研磨藻类。鱼类鳃耙

8.4 ℃，流速减缓，由洛隆县河段的 1.965 m/s 至

的长度和数量与其摄食的食物大小密切相关

比如河段的 1.147 m/s 至那曲县河段的 0.876 m/s。

（Motta et al. 1995），鱼类消化吸收植物性食物

那曲县河段食物种类少，且多为营养成分比较

比动物性食物所消耗的时间要长，为了增加饵

低的着生藻类。不同生境条件及饵料资源导致

料在肠道内的容留时间，植食性鱼类肠道的相

了热裸裂尻鱼与另两种鱼的食物重叠程度较

对长度通常要大于肉食性鱼类的相对长度（潘

低。上述环境条件均为高原裂腹鱼类生态适应

黔生等 1996）。怒江裂腹鱼鳃耙、肠道较长，

性的环境基础。裸腹叶须鱼除在干流分布外，

与摄食方式和饵料属性一致。特化等级的裸腹

在支流也有分布。栖息摄食区域的差异，空间

叶须鱼借助一对长须、发达的厚唇，吸取底泥

生态位的分化减缓了怒江裂腹鱼和裸腹叶须鱼

中的底栖动物和有机碎屑，无刮食鱼类具有的

的食物竞争，符合经典共存理论（Svanbäck et

下颌前缘角质，因此摄食方式为吸食型。属杂

al. 2007）。

食性偏底栖无脊椎动物食性，此结果与胡睿

致谢 野外采样过程中得到罕光斌、孟金荣、

（2012）对裸腹叶须鱼食性的研究结果一致。

张聪、宋江腾和孙慧媛同学的支持与帮助，在

口裂宽度较大，下咽齿顶端呈钩状，咀嚼面窄，

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适于固定并撕裂无脊椎动物，较短的肠道适于
进一步消化。高度特化等级的热裸裂尻鱼与怒

参

考 文 献

江裂腹鱼相同，借助锐利的下颌角质边缘刮取

Chen W T, Du K, He S P. 2015. Genetic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饵料，摄食方式为刮食。不同的是，热裸裂尻

demography of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Cyprinidae) in

鱼无须，下咽齿 2 行，口裂宽度较小，因此只

continuous habitat. Ecology and Evolution, 5(4): 984–995.

能刮取基质和底石表面着生的藻类，属杂食性

He D K, Chen Y F. 2006. Biogeography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of

偏藻类食性。但体长 280 mm 以上的较大个体

the genus Schizothorax (Teleostei: Cyprinidae) in China inferred

因摄食器官的生长完善，采用吞食的方式摄食

from cytochrome b sequence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3(8):

高原鳅幼体，扩大摄食范围来适应高海拔资源

1448–1460.

匮乏的环境条件。
裂腹鱼类摄食习性也与生活环境相对应。

He D K, Chen Y F. 2007. Molecular phylogeny and biogeography of
the highly specialized grade Schizothoracine fishes (Teleostei:

研究结果表明，3 种鱼特化等级由低到高，分

Cyprinidae) inferred from cytochrome b sequences. Chinese

布区域的海拔也不断升高，种群间分布区域存

Science Bulletin, 52(6): 777–788.

在不同程度的重叠。怒江裂腹鱼与裸腹叶须鱼

Hora S L. 1937. Comparison of the fish-faunas of the northern and

的食物重叠指数较高。这与其生活环境较为类

the southern faces of the great Himalayan range. Rec. Ind. Mus.,

似有关，这两种鱼类分布在海拔为 1 500 ~

39(3): 241–250.

3 800 m 的河段，属峡谷地带，水流湍急，水温

Li W W, Liu Y, Xu Q H. 2016.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相对较高，饵料资源相对较丰富，动物性饵料

Schizothorax nukiangensis Tsao (Cyprinidae: Schizothorax).

如底栖无脊椎动物较多。相似的生境条件及饵

Mitochondrial DNA Part A: DNA Mapping Sequencing &

料资源造成了两种鱼的食物重叠程度较高，重

Analysis, 27(5): 3549–3550.

叠的分布区域也表明两种鱼存在食物竞争现

Mayr E, Linsley E G, Usinger R L. 1953.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象。而热裸裂尻鱼主要分布在海拔为 3 600 ~

systematic zoology. Geological Magazine, 90(5): 374–374.

4 500 m 的上游河段，多为浅滩型河流生境。随

Motta P J, Clifton K B, Hernandez P, et al. 1995. Ecomorphological

着海拔上升，水温下降，由八宿河段的 12.9 ℃

correlates in ten species of subtropical seagrass fishes: diets and

至边坝镇河段的 10.2 ℃再降至那曲县河段的

microhabitat utilization. Environmental Biology of Fishes,

2期

王起等：怒江上游三种裂腹鱼类摄食及消化器官比较研究

44(1): 37–60.
Pielou E C. 1966. The measurement of divers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221·

陈毅峰. 2000. 裂腹鱼类的系统进化及资源生物学. 武汉: 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1–102.

biological collec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3(1):

代田昭彦. 1985. 水产饵料生物学. 北京: 农业出版社, 450.

131–144.

范丽卿, 刘海平, 林进, 等. 2016. 拉萨河流域外来鱼类的分布、群

Piet G J. 1998. Ecomorphology of a size-structured tropical
freshwater fish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Biology of Fishes,
51(1): 67–86.
Pyke G H. 1984.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5(1): 523–575.
Ross S T. 1986. Resource partitioning in fish assemblages: a review
of field studies. Copeia, 1986(2): 352–388.
Schoener T W. 1970. Non-synchronous spatial overlap of lizards in
patchy habitats. Ecology, 51(3): 408–418.
Shannon C E. 194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4): 623–656.

落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水生生物学报, 40(5): 958–967.
何明华. 2005. 浅谈怒江水系鱼类资源保护. 林业调查规划, 30(增
刊 1): 73–75.
何舜平, 乐佩琦, 陈宜瑜. 1997. 鲤形目鱼类咽齿形态及发育的比
较研究. 动物学报, 43(3): 255–262.
胡睿. 2012. 金沙江上游鱼类资源现状与保护. 武汉: 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
季强. 2008. 六种裂腹鱼类摄食消化器官形态学与食性的研究. 武
汉: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郏国生, 张国华, 刘彦. 1987. 浙江鳊鲌亚科鱼类咽骨咽齿的比较
研究. 浙江水产学院学报, 6(1): l–12.

Svanbäck R, Bolnick D I. 2007. 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drives
刘绍平, 刘明典, 张耀光, 等. 2016. 怒江水生生物物种资源调查
increased resource use diversity within a natural population.
与保护.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54–181.
Proceedings Biological Sciences, 274(1611): 839–844.
马宝珊. 2011. 异齿裂腹鱼个体生物学和种群动态研究. 武汉: 华
Wallace R K. 1981. An assessment of diet-overlap indexes.
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110(1): 72–76.
Yang J, Yang J X, Chen X Y. 2012. Are-examination of the molecular
phylogeny and biogeography of the genus Schizothorax
(Teleostei: Cyprinidae) through enhanced sampling, with
emphasis on the species in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China.
Journal of Zo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ary Research,
50(3): 184–191.
曹文宣, 陈宜瑜, 武云飞, 等. 1981. 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及其
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青藏高
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问题.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18–130.
陈小勇. 2013. 云南鱼类名录. 动物学研究, 34(4): 281–343.

潘黔生, 郭广全, 方子平, 等. 1996. 6 种有胃真骨鱼消化系统比较
解剖的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15(5): 463–466.
钱瑾, 徐刚. 1998. 乌江上游两种裂腹鱼食性的初步分析. 毕节师
专学报, (1): 79.
武云飞, 谭齐佳. 1991. 青藏高原鱼类区系特征及其形成的地史原
因分析. 动物学报, 37(2): 135–152.
武云飞, 吴翠珍. 1992. 青藏高原鱼类.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
297–515.
杨汉运, 黄道明, 谢山, 等. 2010. 雅鲁藏布江中游渔业资源现状
研究. 水生态学杂志, 3(6): 120–126.
殷名称. 1995. 鱼类生态学.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05–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