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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短尾鼩研究现状及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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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短尾鼩是鼩形目鼩鼱科小型兽类，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部。其危害农业生产，是多种人兽共患病的重要
动物宿主。该文结合国内外文献，对四川短尾鼩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探讨四川短尾鼩研究存在的不足，对今后
研究工作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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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ole shrew, Anourosorex squamipes Milne ⁃ Edwards, 1872 belongs to the subfamily Soricinae (Soricidae:
Soricomorpha),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southwest China. Besides damaging the crops in the distributed areas, Chinese mole
shrew can also be the reservoir hosts of some zoonoses. Based on the documented literature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advances on A. squamipes. The deficiency of previous studies was pointed out. Some perspectives were
put forward for further study to th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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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短 尾 鼩（Anourosorex squamipes）属 于 鼩 形 目
（Soricomorpha）鼩鼱科（Soricidae）鼩鼱亚科（Soricinae），其模
式产地为四川省宝兴县 。四川短尾鼩广泛分布于我国西
［1］

南部，海拔分布跨度大，常栖息于针叶林、阔叶林、农田和荒
地等多种生境［1-2］。其危害农业生产，已成为四川盆地内农
田小型兽类的优势种，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3-5］。它也

提升剩余的 2 个亚种 A. s. assamensis 和 A. s. schmidi 为 2 个有

效物种。Ohdachi 等［11］利用线粒体基因研究了四川短尾鼩的

系统地位，认为该物种可能属于麝鼩亚科。而 Dubey 等［12］利
用线粒体和核基因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确证四川短尾鼩应

属于鼩鼱亚科。随后，van Dam［13］进一步结合分子生物学和

古生物学证据，也支持四川短尾鼩属于鼩鼱亚科。He 等［14］

是多种人兽共患病的重要动物宿主，传播多种病原体及病

对四川短尾鼩的生物地理学进行研究，阐明了青藏高原的隆

毒

升、更新世纪冰期气候和中国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共同

。该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四川短尾鼩的研究进

［6-7］

行了综述。

作用影响其种群地理结构，提出西南地区南部为四川短尾鼩

1

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气候、
避难所和微避难所。

分类与地理分布

四川短尾鼩分布广泛，国外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泰国

Hoffmann［8］首先评估四川短尾鼩的分类，认为其包括四

北部、缅甸北部、不丹和印度东部［1-2］。国内主要分布在四

（A. s. yamashinai）。Motokawa 和 Lin 研究认为，四川短尾鼩

野外调查的深入，吴毅等［16］在广东省南岭和王于玫等［17］在江

川短尾鼩华南亚种（A. s. squamipes）和四川短尾鼩台湾亚种
［9］

应包括 4 个亚种，即四川短尾鼩台湾亚种、四川短尾鼩华南

亚种及分布在国外的 2 个亚种 A. s. assamensis 和 A. s. schmidi。
Motokawa 等［10］根据染色体不同，将四川短尾鼩台湾亚种从华

南亚种中独立出来，提升为有效种。随后，Wilson 和 Reeder［1］

［15］
川、重庆、陕西、甘肃、湖北、贵州和云南省（直辖市）
。随着

西省遂川县相继发现四川短尾鼩国内分布新纪录。

2

形态变异
不同区域的四川短尾鼩种群间表现一定的形态差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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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和大江大河的地理隔离、环境改变可能导致其头骨形态

主要寄生虫有恙螨、吸虱、革螨和蚤类等，多数为人类疾病的

上的分化。Hoffmann［8］首先发现四川和陕西省的标本个体较

传播媒介［6-7］。恙螨是恙虫病的唯一传播媒介，也是传播汉

大 ，而 我 国 云 南 省 、缅 甸 和 泰 国 的 标 本 个 体 逐 渐 减 小 。
Motokawa 和 Lin［9］研究认为，我国四川及云南省、越南的标本

坦病毒引起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的媒介［42］。革螨是HFRS、
森林脑炎、脉络丛脑膜炎、东方立克次体病、野兔热、蜱媒回

整体大小相似，而印度阿萨姆地区的标本明显大于其他地

归热、鼠型斑疹伤寒和钩端螺旋体（钩体）病等多种疾病的潜

区。有研究报道，嘉陵江阻隔导致两岸不同采样点间的四川

在传播媒介，
并能引起皮炎和流行性荨麻疹［43-44］。蚤类通过叮

短尾鼩在胴体质量、枕大孔宽、上颌臼齿外宽、听泡长、下颌

咬和吸血传播人畜共患病病原体，是地方性斑疹伤寒、野兔

齿列长和脑颅最大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

热、
鼠疫等的主要传播媒介［7，45-46］。因此，四川短尾鼩有可能

认为，岷山山系、邛崃山系、盆地低山和丘陵区的四川短尾鼩

通过这些宿主动物传播人兽共患病。此外，四川短尾鼩还可

。孙亭亭等

［18-19］

的隔离种群在颧宽、眶间宽、上颌第 3 臼齿长、上颌第 3 臼齿

［48］
能传播钩体病［47］和流行于美洲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PS）

宽等头骨形态变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认为导致差异的

等多种疾病以及携带高平病毒［49］和梁河病毒［50］等。

原因与局部选择压力有关。此外，有报道四川短尾鼩六指畸

7

形［21］和体色异常 1 例［22］。

3

四川短尾鼩的繁殖能力较强，种群数量大，危害农业生

繁殖特征

产。蒋凡等［38］利用不同饵料对四川短尾鼩进行毒杀，认为猪

四川短尾鼩的繁殖能力较强，其家庭结构属“一夫一妻
制”

。一般体质量＞30.0 g 的个体大部分已达到性成熟，

［23-24］

是参与繁殖的主要个体

。雌性个体一般在 3 月中旬至 4 月

［25］

初进入繁殖期

防控效果

。四川短尾鼩的繁殖受到气温、食物

肺毒饵对其防制效果最佳，猪饲料毒饵适口性次之。宗浩和
冯定胜［23］从行为学角度并结合其食性，提出在制作诱饵中加
大动物性原料比例及添加糖类等可提高毒饵的摄食率。王

和人

显报等［51］发现农业生态灭鼠、毒饵站灭鼠和围栏灭鼠技术等

为干扰［26］等外界因素影响。有研究认为，四川短尾鼩繁殖期

防控技术对四川短尾鼩无明显影响。化学不育剂在啮齿动

［24］

［24］

在 3－12 月［27］或 3－10 月［24，28］，也有研究认为，其全年均可繁

殖［3］。四川短尾鼩每年有 2 个繁殖高峰，主要集中在 4－6 月
和 9－11 月，
但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

［3，5，23-24，28-29］

4

。

物鼠害防制上受广泛关注［52-53］，可通过降低出生率控制其种
群数量，在鼠类不育研究中效果明显［54-55］，是否可应用于四
川短尾鼩的防制，
需进一步研究。

8

年龄鉴定与肥满度
小兽的年龄鉴定可以用臼齿的磨损程度、体质量、体长、

展望
四川短尾鼩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

胴体质量、头骨、晶体干重等指标进行判定［30-31］。四川短尾

待深入研究：
（1）目前，鼩形目动物人工饲养是一难题，限制

鼩的年龄鉴定倾向于体质量指标［32］。不同研究者将其划分

了该类群在实验室开展相关研究，是否可以从四川短尾鼩饲

为 3、4 和 5 个年龄组

［26，32-33］

。四川短尾鼩种群年龄组成有明

显季节变化，
不同地区的种群存在一定差异［26，34-35］。
廖文波等

养方面有所突破值得期待。
（2）四川短尾鼩分布范围广，海拔
跨度大，不同地理种群间形态出现了分化，是否存在亚种有

研究表明，四川短尾鼩未成年个体肥满度明

待进一步研究。
（3）目前，四川短尾鼩的食性研究主要依赖于

显高于成年个体，冬季肥满度与种群数量呈负相关。有研究

肉眼直接观察胃内容物或采用室内饲养等手段，而利用更准

认为，雌性四川短尾鼩肥满度秋季大于冬季，而雄性间差异

确的食性鉴定方法（如利用高通量测序）来确定其食性是防

无统计学意义［37］。杨再学等［34］认为四川短尾鼩随种群年龄

治该农田害兽需要解决的问题。
（4）四川短尾鼩的繁殖能力

的增长，肥满度逐渐增加，不同季节肥满度变化趋势为秋

较强，种群数量大，常规鼠害防治方法如使用化学不育剂等

季＞夏季＞春季＞冬季。

是否对防治四川短尾鼩有效，而新的防治和杀灭方法有待研

5

发。
（5）气味腺在化学通讯中起到种的识别、个体辨别、寻找

［36］

食性与日食量
四川短尾鼩食性广，杂食性，主要取食动物［23，38-39］。人工

饲养的四川短尾鼩对人工制作饲料不感兴趣，勉强食用各类
畜禽鲜肉，喜好小白鼠、家鼠肉，偏爱水产品［23］。四川短尾鼩
具有自残性，有取食同种或自己肉体、内脏的现象［23，38］。聂
永刚等［39］研究发现，在校园环境下其胃容物中有面包、馒头、

配偶、探察生殖状况和占有领域等功能，四川短尾鼩的气味
腺（胁腺）在种内通讯和同域种间竞争的功能问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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