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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伦峰等(2016)、廖传松等(2018)和本研究鱼类组成差异及成因分析 

Appendix 2  Differences of fish composition with cause analysis among Lun et al (2016), Liao et al (2018) and the present study 

 

1 鱼类组成差异 

伦峰等(2016)调查共采集到鱼类62种, 隶属5目11科49属, 鲤形目鱼类有2科36属44种, 占总数的71.0%; 

鲇形目2科5属7种, 占总数的11.3%; 鲈形目5科5属7种, 占总数的11.3%; 鲑形目1科2属3种, 占总数的4.8%; 

合鳃目1科1属1种, 占总数的1.6%。鲤科在各科鱼类中种类最多, 共有40种(原文中为32种), 占总数的64.5% 

(原文中为51.6%); 其次是鲿科, 共有5种, 占8.1%; 鳅科4种, 占6.5%; 银鱼科和鮨科各3种, 分别占4.8%; 

鲇科2种, 占3.2%; 合鳃鱼科、刺鳅科、虾虎鱼科、鳢科、塘鳢科等均为1种, 分别占1.6% (附录1)。 

廖传松等(2018)调查共采集到鱼类25种, 隶属4目6科21属, 鲤形目鱼类有1科16属18种, 占总数的

72.0%; 鲇形目2科2属4种, 占总数的16.0%; 鲈形目2科2属2种, 占总数的8.0%; 鲑形目1科1属1种, 占总数

的4.0%。鲤科在各科鱼类中种类最多, 共有18种, 占总数的72.0%; 其次是鲿科, 共有3种, 占12.0%; 银鱼

科、鲇科、鮨科、鳢科均为1种, 分别占4.0% (附录1)。 

本研究(2018–2019年)调查共采集到鱼类33种, 隶属5目11科29属, 鲤形目鱼类2科20属22种, 占总数的

66.7%; 鲇形目3科3属5种, 占总数的15.2%; 鲈形目4科4属4种, 占总数的12.1%; 鲑形目、颌针鱼目均为1科

1属1种, 占总数的3.0%。鲤科在各科鱼类中种类最多, 共有21种, 占总数的63.6%; 其次为鲿科, 共有3种, 

占9.1%; 银鱼科、鳅科、鮰科、鲇科、鮨科、虾虎鱼科、鳢科、太阳鱼科、鱵科均为1种, 分别占3.0% (附

录1)。 

本研究(2018–2019年)与伦峰等(2016)相比, 调查到的丹江口水库鱼类少29种, 其中鲤科鱼类少19种, 

鲿科鱼类少2种, 鳅科鱼类少3种, 银鱼科和鮨科鱼类各少2种, 鲇科鱼类少1种, 刺鳅科鱼类没有采集到。本

研究(2018–2019年)与廖传松等(2018)相比, 调查到的丹江口水库鱼类多8种, 其中鲤科鱼类多3种, 鳅科、鮰

科、虾虎鱼科、太阳鱼科、鱵科各多1种。廖传松等(2018)与伦峰等(2016)相比, 调查到的丹江口水库鱼类

少37种, 其中鲤科鱼类少22种, 鲿科鱼类少2种, 银鱼科和鮨科鱼类均少2种, 鲇科鱼类少1种, 合鳃鱼科、刺

鳅科、虾虎鱼科、塘鳢科未采集到。 

2 差异成因分析 

本研究(2018–2019年)采集到鱼类33种, 远少于伦峰等(2016)于2013–2014年在河南库区调查到的62种,

但略多于廖传松等(2018)于2016年调查到的25种。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查强度。可能由于调查强度相对低的原因 , 伦峰等 (2016)调查到的不常见鱼类如三角鲂

(Magalobrame tarminalis)、鳤(Ochetobibus elongatus)、尖头鲌(Culter oxycephalus)等在廖传松等(2018)和本

研究(2018–2019年)中均没有采集到。另如, 作者前期和本研究(2018–2019年)期间, 在丹江口水库均只采集

到1种银鱼科鱼类, 即太湖新银鱼(Neosalanx taihuensis), 这也与丹江口水库的银鱼引种历史及其他研究结

果一致(杨战伟等, 2012; 包洪福, 2013; Yuan et al, 2016; 廖传松等, 2018), 但伦峰等(2016)的研究中还采集

到寡齿短吻银鱼(Neosalanx oligodoitis)和长江银鱼(Hemisalanx brachyrostralis)。 

(2)种属划分。伦峰等(2016)中存在一些种属划分的争议, 以及某些鱼由于古今异名被错划分为几种的

情况, 例如大鳍刺鰟鮍(Acanthorhodeus macropterus)和大鳍鱊(Acheilognathus macropterus)在该研究中被划

分为两种不同的鱼。 

(3)生境变化。伦峰等(2016)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3–2014年, 而2014年后水库再次加高蓄水位(Pan et al, 

2018), 导致库区流水生境进一步丧失, 可能也是导致部分鱼类(特别是喜流水性鱼类如马口鱼Opsariichthys 

bidens、宽鳍鱲Zacco platypus等)在廖传松等(2018)和本研究(2018–2019年)中没有被采集到的原因之一。 

(4)调查区域及采样点设置。(a)调查区域: 伦峰等(2016)仅涉及到河南库区, 廖传松等(2018)和本研究

(2018–2019年)的采样点大致覆盖了整个库区, 代表性相对更强(图A1)。(b)采样点数目: 伦峰等(2016)为6个, 

廖传松等(2018)为4个, 本研究(2018–2019年)的采样点为5个(图A1及表A1)。(c)采样点位置: 伦峰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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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样点也主要集中于库区, 且其采样点S4、S5、S6较为集中, 与本研究(2018–2019年)的马蹬镇采样位点

大致位于同一区域(见图A1蓝色椭圆标出部分); 而本研究(2018–2019年)的采样点与廖传松等(2018)的采样

点较为一致, 但多1个马蹬镇采样点。因此, 调查区域及采样点设置可能不是导致本研究与伦峰等(2016)调

查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 

(5)调查次数。伦峰等 (2016)为5次 , 廖传松等 (2018)为1次 , 本研究 (2018–2019年 )为4次 ; 本研究

(2018–2019年)与廖传松等(2018)的调查次数相差较大, 而与伦峰等(2016)调查次数相差不大。因此, 调查次

数的不同很可能是导致本研究(2018–2019年)与廖传松等(2018)调查结果存在差异的因素之一, 但可能不是

导致本研究(2018–2019年)与伦峰等(2016)调查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 

(6)调查方法。调查方法的差异可能也导致了三者调查结果的不同, 伦峰等(2016)主要以撒网为主, 辅以

迷魂阵、垂钓、渔民渔获物调查、走访和资料收集等; 廖传松等(2018)主要基于渔民渔获物调查数据; 本研

究(2018–2019年)为多网目复合刺网定量采样和渔民渔获物调查。伦峰等(2016)研究中采用的撒网、迷魂阵

等渔具渔法可能对鱼类(特别是不常见鱼类的)选择性更低、捕捞效率更高, 导致调查到的鱼类种类最多; 而

廖传松等(2018)的调查方法相对较为单调, 因而导致调查到的种类数较少。 

综上所述, 本研究(2018–2019年)与伦峰等(2016)调查到的鱼类种类差异成因可能有调查强度、种属划

分、生境变化、调查方法等方面; 而本研究(2018–2019年)与廖传松等(2018)相比, 调查次数和采样点数目多

于后者, 调查方法也相对较后者丰富, 可能导致了本研究调查到的鱼类种类数多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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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不同研究间采样点设置及调查方法比较 

Table A1  Comparison of sampling sites and survey methods among different studies 

差异比较 伦峰等 (2016) 廖传松等 (2018) 本研究 (2018–2019年) 

调查区域 河南库区 湖北库区、河南库区 湖北库区、河南库区 

采样点个数 6 4 5 

采样点位置 杨岗(S1)、李沟(S2)、宋岗码头(S3)、狮子

岗码头(S4)、双河镇(S5)、王家山码头(S6) 

香花镇、凉水河镇、丹江口市、均县镇 马蹬镇、中线渠首、凉水河镇、丹

江口市、均县镇 

调查次数 5 1 4 

采样方法 以撒网为主、辅以迷魂阵、垂钓; 渔民渔获

物调查; 探访水库工作人员、当地居民 

渔民渔获物调查 多网目复合刺网定量采样; 渔民

渔获物调查 

 

图A1  不同研究间采样点位置比较 

Fig. A1  Differences in sampling sites among different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