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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 齿 动 物 名 称 的 改 变 与 跟 进

汪诚信

　　随着科学的进步 ,分类学理念和技术的发展 ,各种啮齿动

物的分类位置也在不断调整 ,其中文和拉丁文名称逐渐朝着更

科学、更合理的方向改变。名称改变的原因不一 ,有些改变还

有争论 ,但多数学者的意见渐趋一致 ,形成主流。显然 ,名称的

一致是互相交流的重要前提 ,即使是并不从事分类研究的人

员 ,也有必要掌握动态 ,及时跟进。尤其是国际交流 ,拉丁文名

称更是沟通的基石和桥梁。为了避免和克服混乱 ,国际动物学

界订立了《国际动物命名法规》。沿用早应淘汰的原名 ,可能使

对方不知所指。对于年轻的学者 ,在查阅过去的文献时 ,了解

当时的名称也很重要。

下面 ,谨以改革开放之初和最近出版的专著进行比对 ,列

。啮齿动物现在的名称 ,则引自《啮

齿动物学》[3 ] ,系原作者参照 Wilson ,Reeder[4 ]的分类系统 ,结合

我国实际列出 (表 1) 。

原拉丁文名称 　　　 原中文名称 　 现拉丁文名称 　　　 现中文名称 　

　Alactagulus pygmaeus 小五趾跳鼠 Pygeretmus pumilion 小地兔
　A llactaga bullata 巨泡五趾跳鼠 A llactaga bullata 巨泡跳鼠
　A lticola argentatus 银色高山田鼠 A lticola argentatus 银色高山
　Alticola st relzovi 平颅高山　 Neodon st relzovi 扁颅高山　
　A podem us speciosus 大林姬鼠 A podem us peninsulae 大林姬鼠
3 A rvicola terrest ris 水　 A rvicola amphibious 水　

Myodes cent ralis 灰棕背　
　Clethrionomys f rater 天山林　 Myodes f rater 天山林　
　Clethrionomys ruf ocanus 棕背　 Myodes ruf ocanus 棕背　
　Clethrionomys rutilus 红背　 Myodes rutilus 红背　
　Cricetulus eversm ani 短耳仓鼠 Allocricetulus eversm ani 短尾仓鼠
　Cricetulus lama 西藏仓鼠 Cricetulus kamensis 西藏仓鼠
　Cricetulus t riton 大仓鼠 Tscherskia t riton 大仓鼠
　Ellobius talpinus 鼹形田鼠 Ellobius tancrei 鼹形田鼠
　Eothenomys chinensis 绒鼠 Eothenomys chinensis 中华绒鼠
3 Eothenomys eva 甘肃绒鼠 Caryomys eva 甘肃绒
3 Eothenomys inez 岢岚绒鼠 Caryomys inez 岢岚绒
　Hapalomys longicaudatus 狨鼠 Hapalomys longicaudatus 长尾狨鼠
　Hyst rix subcristata 豪猪 Hyst rix indica 印度豪猪
　Hyst rix yunnanensis 云南豪猪 Hyst rix brachyuran 马来豪猪
　L agurus l uteus 黄兔尾鼠 Eolagurus l uteus 黄兔尾鼠
3 L agurus przew alskii 蒙古兔尾鼠 Eolagurus przew alskii 蒙古兔尾鼠
3 Lepus capensis 草兔 Lepus tibetanus 中亚兔
3 Lepus capensis 草兔 Lepus tolai 蒙古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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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已经改变的啮齿动物名称 ,供本刊读者参考、利用。啮齿动

物原来的名称 ,引自《灭鼠概论》[1 ] ,其中啮齿动物的名称主要

来源于《拉汉兽类名称》[2 ]

说明 :

(1)凡拉丁文或中文有改变的啮齿动物名称 ,按其在《灭鼠

概论》中的属、种的拉丁名字序排列。有改变的文字印黑体。

(2)少数《灭鼠概论》未曾列出、比较重要、名称又有改变的

鼠类 ,在原拉丁文名称前冠以“3 ”号 ,一并对比于表中。

(3)有的鼠类从原来的一个种分为两种甚至更多 ,出现一

个原名有两个甚至多个现名的情况 ,只能逐一在表中依次列

出 ,应根据其分布地区或形态特征确定现名。如 : Citellus

erythrogenis 已分为 S permophilus brevicauda 和 S permophilus

pallidicauda 两种 ,需要根据标本的各自特征确定。

(4)如需了解属、种名称改变的原因 ,以及属以上分类阶元

的改变 ,请参阅参考文献[3 ]和其他专著。

表1 　啮齿动物的原拉丁文名称、中文名称及现名称

　B andicota neumorivaga 板齿鼠 B andicota indica 板齿鼠
　Citellus dauricus 草原黄鼠 Spermophilus dauricus 达乌尔黄鼠
　Citellus erythrogenis 赤颊黄鼠 Spermophilus brevicauda 短尾黄鼠
　Citellus erythrogenis 赤颊黄鼠 Spermophilus pallidicauda 淡尾黄鼠
　Citellus undulatus 长尾黄鼠 Spermophilus undulatus 长尾黄鼠
3 Clethrionomys cent ralis 灰棕背　



续表1 　啮齿动物的原拉丁文名称、中文名称及现名称

原拉丁文名称 　　　 原中文名称 　 现拉丁文名称 　　　 现中文名称 　

　Lepus oiostolus 灰尾兔 Lepus

　　以上不妥之处 ,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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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ostolus 高原兔
　Lepus sinensis 短耳兔 Lepus sinensis 华南兔
　M armota sibi rica 蒙古旱獭 M armota sibi rica 西伯利亚旱獭
3 M axomys rajah 王鼠 M axomys surifer 红毛王鼠
　Meriones erythrourus 红尾沙鼠 Meriones libycus 红尾沙鼠
　Microtus bedf ordi 别氏田鼠 Proedromys bedf ordi 沟牙田鼠
　Microtus brandtii 布氏田鼠 L asiopodomys brandtii 布氏田鼠
　Microtus clarkei 克氏田鼠 Microtus clarkei 云南田鼠
　Microtus m andarinus 棕色田鼠 L asiopodomys m andarinus 棕色田鼠
　Microtus millicens 四川田鼠 Volemys millicens 四川田鼠
　Myospatax f ontanieri 中华鼢鼠 Eospalax f ontanieri 中华鼢鼠
　Myospalax smithi 甘肃鼢鼠 Eospalax smithi 斯氏鼢鼠
　Ochotona alpina 高山鼠兔 Ochotona alpine 高山鼠兔
　Ochotona alpina 高山鼠兔 Ochotona a rgentata 贺兰山鼠兔
　Ochotona f orresti 福氏鼠兔 Ochotona f orresti 灰颈鼠兔
　Ochotona hyperborea 北鼠兔 Ochotona hyperborea 东北鼠兔
　Ochotona pallasi 帕氏鼠兔 Ochotona pallasi 褐斑鼠兔
　Ondat ra z ibethica 麝鼠 Ondat ra z ibethicus 麝鼠
　Petaurista elegans 小鼯鼠 Petaurista cla rkei 橙足鼯鼠
　Petaurista hainanus 海南鼯鼠 Petaurista hainana 海南鼯鼠
　Petaurista petaurista 大鼯鼠 Petaurista petaurista 赤鼯鼠
3 Petinomys electilis 低泡鼯鼠 Hylopetes phayrei 中印飞鼠
3 Pitymys f orresti 云南松田鼠 Neodon f orresti 云南松田鼠
　Pitimys i rene 松田鼠 Neodon i rene 松田鼠
3 Pitimys juldaschi 帕米尔松田鼠 Neodon juldaschi 帕米尔松田鼠
3 Pitimys leucurus 白尾松田鼠 Phaiomys leucurus 白尾松田鼠
　Pteromys volans 飞鼠 Pteromys volans 小飞鼠
　Rattus andersoni 安氏鼠 Niniventer andersoni 安氏白腹鼠
　Rattus bowersi 青毛巨鼠 Berymys bowersi 青毛巨鼠
　Rattus conf ucianus 社鼠 Niniventer conf ucianus 北社鼠
　Rattus edw ardsi 小泡巨鼠 Leopodamys edw ardsi 小泡巨鼠
　Rattus eha 灰腹鼠 Niniventer eha 灰腹鼠
　Rattus f lavipectus 黄胸鼠 Rattus tanezumi 黄胸鼠
　Rattus f ulvescens 针毛鼠 Niniventer f ulvescens 针毛鼠
　Rattus rattus 黑家鼠 Rattus rattus 屋顶鼠
3 Rattus sladeni 斯氏鼠 Rattus tanezumi 黄胸鼠
　Rhizomys pruinosus 白花竹鼠 Rhizomys pruinosus 银星竹鼠
　Rhizomys sinensis 普通竹鼠 Rhizomys sinensis 中华竹鼠
　R upestes f orresti 白喉松鼠 R upestes f orresti 侧纹岩松鼠
3 Scirtopoda telum 羽尾跳鼠 Stylodipus telum 羽尾跳鼠
　S icista concolor 蹶鼠 S icista concolor 中国蹶鼠
　Tamiops m acclellandi 明纹花松鼠 Tamiops m acclellandi 明纹花鼠
　Tamiops sw inhoei 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w inhoei 隐纹花鼠
3 V ernaya f oramena 显孔攀鼠 V ernaya f ulva 攀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