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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罗鱼属共有五个种类，其中JII陕哲罗鱼(Hucbobreeker)、太门哲在a(Hucbo taimen)、石川哲罗囱_(Hucho

ishikawaiMoil)在我国境内有分布。本文通过全面收集国内外资料，对我国分布的三种哲罗鱼，从形态特征、生物

学特性、分布区域等指标进行了生物学的初步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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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of the biology character among

Hucho breeker jHucho taimen and Hucho ishika wai 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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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total of five species of Hueho genus distributed in the world and three species are in china,Hucho breeker,Hucho

taimen．Hucho ishikawai Moil．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of research w衄done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by widely colle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materials and the analysis are mainly from aspects of the feature of configuration，character of biology and the distributi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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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鱼属(Hucho)全世界现有5种，即太门哲罗

鱼(Hucho taimen)、多瑙河哲罗鱼(Hucho huehen)、远

东哲罗鱼(Huchoperryl)、川陕哲罗鱼(Hucho breeker

)、石川哲罗鱼(Hucho ishikawai Mori)t11。它们均为大

型冷水肉食性名贵鱼类，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经济

价值，分布于亚洲北部和欧洲的多瑙河流域。其中，

中国有3种ⅢI，lipJII陕哲罗鱼(又名：贝氏哲罗鲑、

虎嘉鱼、四川哲罗鲑、布氏哲罗鲑；地方名：虎鱼、猫

鱼、条鱼、草鱼、四川虎加鱼、大口鱼、花鱼、猫儿鱼【·1

)、太门哲罗鱼(地方名：者罗鱼、折罗鱼、哲绿鱼、大

红鱼)、石川哲罗鱼(又名：长白哲罗鱼⋯)。由于近几

十年对环境的变迁，破坏了哲罗鱼赖以生存的条

件，造成资源量显著下降，分布区域日趋缩小，种群

数量急剧减少，已处濒危状态16,10]，被列入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10I。川陕哲罗鱼

为我国特有种1”·121，它是我国大型土著鲑鱼类，也

是青藏高原边缘山区惟一的哲罗鲑，属珍贵鱼类。

据鱼类学家分析，川陕哲罗鱼是第四纪冰川时期由

北方扩散而来，冰期结束后停留在海拔较高、水温

较低的河流中生存下来，并成为现在的一个独立物

种。它是历史上气候变化的一个有力物证，在研究

动物地理学、鱼类系统发育与气候变化等方面具有

很高的科学价值14,13】。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哲罗鱼的研究较少。鉴

于哲罗鱼在渔业种质资源和生物地理学研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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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我们通过全面收集国内外资料，对我国分

布的三种哲罗鱼，从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布区

域等指标进行了生物学的初步比较研究，为哲罗鱼

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1主要形态特征

1．1共同特征

体长形，侧扁，口大、端位，上颌骨向后延伸超

过缘下方，具脂鳍，梨骨齿和腭骨齿连续排成一列，

呈弧形，鳞小，侧线完全，侧线磷100～242，鳃耙

10～16，幽门盲囊65～250，具体区别见表II⋯。

1．2鉴别特征

1．2．1 川陕哲罗鱼身体背部暗褐色，腹部银白

色，体侧暗灰色，上部色深，有7．10个垂直的淡红

色大斑块。体侧和眼后头部两侧有不规则灰黑色小

斑点，鳍条暗灰色，臀鳍灰白带浅黄色ⅢI。

1．2．2 太门哲罗鱼体深褐色，体侧紫褐色，有多

数密集如粟粒状的暗黑色近“十”字型的小斑点。背

面及两侧有黑色圆斑，腹部银白色，体侧有6～10

条较宽暗色横带【16I。

1．2．3石川哲罗鱼背鳍青褐色，体侧和腹部银白

色，头部和体侧密布黑色小斑点。幼鱼体侧横向有

8—9条暗色斑纹【17】。

表1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的形态特征比较

Tab．1 Thecomparation of Hucho hreeker．Hucho曲dmen and Hucho ishiimwai Mori on the morphological f电atIlI．e

名称 背鳍 脂鳍 尾鳍(又形) 背部 腹部 头部和体侧

!P!!!竺 垡!望型!!旦 型!巳殳!!鱼璺 望塑!!!f!垒!垦! !皇!!呈!塑!里!里 !!兰曼!!!!!!!
川陕哲罗鱼 居体中 与臀鳍 叉浅 暗褐色 银白色 灰黑色

H．bleeker 偏后 相对 小斑点

太门哲罗鱼 居体中 与臀鳍 叉较浅 紫褐色 银白色 暗色横带

H．taimen 偏前 相对

石川哲罗鱼 居体

H．ishikawai 中部

与臀鳍 叉深

后部相对

青褐色 银白色 黑色

小斑点

2生物学特性

2．1生活习性

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都属于

冷水性鱼类，均柄息于水温低、水流湍急、水质清

澈、溶氧量高、无污染、两岸植被繁茂等生态环境的

河流上游或支流。川陕哲罗鱼的洞游习性为产卵前

逆水溯游，太门哲罗鱼的洄游习性为春季生殖洄游

和秋冬越冬洞游，石川哲罗鱼的洄游习性为产卵前

逆水溯游见表2t1,9,17’19]。

表2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的生活习性比较

Tab．2 The comparation of Hucho breeker，Hucho taimen

and Hucho ishikawai Mori on the life habit

从表2可知，太门哲罗鱼和石川哲罗鱼对水

温的适应能力强于川陕哲罗鱼。因此相对于川陕哲

罗鱼，太门哲罗鱼和石川哲罗鱼更适于进行集约化

养殖。

2．2食性

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都是极

为凶猛的肉食性鱼类，游泳速度较快，行动敏捷，善

于追捕猎食鱼类。

2．2．1 食物组成 川陕哲罗鱼幼鱼阶段以水生昆

虫为主，其次为小鱼和底牺动物。成鱼则以裂腹鱼、

高原鳅、觥科鱼类为主，也食水生昆虫、虾和水蚯蚓

等Ⅲ一1。

太门哲罗鱼稚鱼时期以捕食无脊椎动物为主f2I J

，幼鱼阶段开始捕食鱼类，成鱼则完全捕食鱼类，主

要以中小型鱼的成鱼和大型鱼的幼鱼为食，同水域

出现的鱼类均}}{现在食谱中I引。摄食的鱼类主要为

瓦氏雅罗鱼、红鳍触、鲴、乌苏里白鲑、黄颡、狗鱼、

鳃鱼等。

石)¨哲罗鱼食量较大，自2龄起捕食宽鳍缀、

筋、鲮、鲫等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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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门哲罗鱼的食性较广(表中仅列出部分被摄

食的种类)，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和石川哲罗鱼

食性并无显著差别见表3。

2．2．2摄食强度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

哲罗鱼的摄食强度都较大，均为常年进行摄食的鱼

类。其中，太门哲罗鱼秋季摄食最盛，春季次之，夏

季较差，在冬季冰下仍然摄食，仅在生殖期内短时

间停食。据渔民观察，太门哲罗鱼由深水处游到浅水

处捕食鱼类或落人水中的鼠类、蛇类等陆生动物⋯。

石川哲罗鱼春季产卵后摄食量开始增加，7月份摄

食量随水温升高有所下降，9月份摄食量又开始增

加，冬季不停食I 231。

表3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生长中不同阶段的食物组成

Tab．3 The composition of Hucho breeker．Hucho tjd／／／e／／and Hucho ishikawai Mori on the food material during different

period In growth

名称 稚鱼时期食物 幼鱼时期食物 成鱼时期食物

species food in the food in the food in theluce

缝丛堑匹五因 P盟P￡五趔 巳!巫蚓

川陕哲罗鱼 一 水生昆虫、小鱼、底栖动物 裂腹鱼、高原鳅、姚科鱼类、

H．bleeker 水生昆虫、虾、水蚯蚓

太门哲罗鱼 无脊椎动物

I-I．taimen

石川哲罗鱼

H．ishikawai

瓦氏雅罗鱼、红鳍、鲴、乌苏里自鲑、

黄颡、狗鱼、鱼

底栖动物

瓦氏雅罗鱼、红鳍、鲴、乌苏里白鲑、

黄颡、狗鱼、鱼

宽鳍鳞、钩、鲮、鲫

“一”表示哲无此方面资料。“一”represented that no material showed temporarily

2．3繁殖习性

2．3．1初次性成熟年龄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

鱼、石川哲罗鱼的初次性成熟年龄不同，川陕哲罗

鱼为2，3龄性成熟(雄性2龄、雌性3龄)，太门哲

罗鱼性成熟为4龄(211或5龄[6．241，石川哲罗鱼5龄

性成熟，基本趋势为由小到大，见表4。

2．3．2繁殖季节 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

哲罗鱼的繁殖季节分别在每年的3～5月⋯、5～6

月【引、5。6月【171，见表4。

2．3．3鱼卵特征川I陕哲罗鱼受精卵黄色，无黏

性，沉性卵，卵径为3—4mm{26。驾1。太门哲罗鱼受精卵

呈浅黄色，圆形，无粘性，沉性卵，卵径为3．5—

4．5mm。石川哲罗鱼受精卵呈淡黄色、沉性卵，卵径

5．3。7．2 mm。卵大小的基本趋势是由小到大，见表4。

2．3．4产卵场条件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

川哲罗鱼产卵场条件(水质、水温、水深、水速、底质)

相差不大，见表4。

2．3．5繁殖方式和行为根据Balon分类法[29l，川

表4川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的繁殖习性比较

Tab．4 Thecomparation of Hucho breeker．HⅡcho taimen and Hucho isldka3wai Mori 011 the productive habit

名称 初次性成熟年龄(年)繁殖季节卵径(film) 产卵场条件

species Age of primarg Breeding Eggdiameter Condition of

§￡l坠型虫垒!g亘垃§曼塑Q堕 !巳!型旦i!g g堕女堕鱼

水质水温t／。C水深(cm)水速v／On呵。)底质繁殖方式和行为

川陕哲罗鱼 2。3 3．5月 3。4 清洁4．10 15．80． O．38～0．75 砂砾水底部产卵掩埋

太门哲罗鱼4—5 5—6月 3．5～4．5 清洁 5一10 50—100 1．0～1．5 砂砾水底部产卵掩埋

石川哲罗鱼 5 5．6月 5．3—7．2 清洁 9一IO 一 一 砂砾水底部产卵掩埋

“～”表示暂无此方面资料。“一”represented that nO material showed temporarily

陕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的繁殖方式都

属于水底部产卵型。亲鱼将卵产在水底部，受精卵

被掩藏在石砾间或砂砾下发育。在繁殖季节，川陕

哲罗鱼、太门哲罗鱼、石川哲罗鱼在产卵前都选择

砂砾河床为产卵场。具体表现为：(1)川陕哲罗鱼在

每年的4月中上旬，河流开冰后，逆水溯游到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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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均有急流深水的中部近岸缓流区，选择两

岸植被茂密，底质为砂或砂石处产卵。此时，雌雄龟

前后追逐，在适宜的河床挖掘网形或椭吲彤的浅窝

产卵，卵产出后沉入巢中，埋在砂砾中孵化115函刀J。

(2)黑龙江上游的太门哲罗鱼在每年的5月中旬，随

着黑龙江江水解冻，江水温度逐渐升高，从黑龙江

溯人呼玛河产卵。雄鱼选择适宜的河段为产卵场

后，用尾鳍在河床摆动，将粗砂或细砾行挖掘椭园

形产卯坑，雄鱼在卵坑附近游动等待雌鱼，一见到

雌伍进人坑内，迅速迎上，身体相互紧靠义迅速分

开，远游而去，稍后又一同进人坑内，这样反复游动

2～3次，雌鱼开始排卵，雄鱼同时排精，产卵完毕

后，雄鱼片j尾鳍摆动砂砾将受精卵覆盖，在卵坑附

近停留很长时间才离开卵坑而去【7．30J。(3)鸭绿江的

石川哲罗鱼在5．6月鸭绿江解冻后，石川哲罗鱼

开始溯河生殖徊游，把卵产在湍急的河流上游的砂

砾底质河段，有埋卵习性117～1。

由表4知，川陕哲罗鱼初次性成熟年龄小于太

门哲罗鱼和石川哲罗鱼，它们的繁殖季节相差不

大，繁殖方式和行为相同，但产卵场条件和卵径有

较大差异。

3分布

川陕哲罗鱼分布于秦岭以南长江流域北侧支

流水系，四川西北岷江上游，沿大渡河达青海省境

内【3l埘l，秦岭南麓汉江支流太白河⋯、水河。上世纪

70年代以前，川陕哲罗鱼分布较广，几乎遍及岷江

上游和大渡河水系，青衣江、天全河、大川河、玛柯

河l 37都有分布。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1998年起，

在已知分布区域，陕西、四川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多

年不见川陕哲罗鲑的活动踪迹，有的地区已绝迹。

现在分布区域逐渐缩小，大致为北纬30。20’一

340 10’，东经1000 31。。1030 10f【勰l。目前在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和四川阿坝县交界的玛

柯河还有分布，玛柯河是川陕哲罗鱼主要产卵繁殖

水域，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有川陕哲罗鱼分布的水

域117I。

太门哲罗鱼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皮

乔拉河、贝加尔湖流域、额穆尔河水系，哈萨克斯坦

的鄂毕河水系，中国的黑龙江水系、额尔齐斯河水

系12I舢】。在我国分布于黑龙江中、上游，乌苏里江、
嫩江上流，牡丹江、松花江上游，镜泊湖的山区溪

流，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哈纳斯湖。其巾，以乌苏里

江、黑龙江上游的数量较多，为黑龙江水系冷水性

经济鱼类f1蟠l。现在随着人们活动范H习的扩大，频度

的增加，我国分布区域逐渐缩小，大致为北纬430

20’．530 40’东经1200～1340 40‘。黑龙江流域的

太门哲罗鱼现存群体的柄息地已被分割成3个面

积不大的相互不连接的块状分布区，即大兴安岭以

北的黑龙江上游及其支流，大兴安岭以南的嫩江上

游以其支流，乌苏里江上游松阿察河等水域⋯。

石川哲罗鱼为我国哲罗属种的稀有种，仅为鸭

绿江中朝两国共有。在我国分布于鸭绿江干流上游

十三道沟以上及其山涧溪流中(4lI。是吉林省的特有

鱼类I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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