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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快步麻蜥的鳞片变异与亚种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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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采自新疆境内的塔城地区'伊犁地区'准噶尔盆地'乌鲁木齐市和吐鲁番盆地的快步麻蜥 P 个地理种

群共 !-' 号标本进行观测$分析其鳞片变异式样$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亚种分化& 根据变异率将鳞片分为三类%#"没

有变异$如腹部横列鳞数#!"变异率在 $"l以下$包括上下唇鳞'颔片数等#$"变异率均超过 $"l$包括股孔数'股孔

间鳞数'腹面横列鳞行数和颔片到领围鳞数等& 对 - 个形态学量度指标及 ' 个鳞片数量指标的差异系数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显示种群间的各指标均未达到亚种分化的差异显著性标准$暗示研究区域内的快步麻蜥在形态上没有亚

种分化& 结果表明快步麻蜥东方亚种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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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蜥属 !+&5)#2f2AD2498?$#-+$ 为典型的草原和

荒漠动物$由于复杂的形态变异和生态适应!有卵生

和卵胎生两种生殖方式"$成为蜥蜴科分类最困难的

类群之一 !b:;&'#"K$ !"##"& 快步麻蜥 !+&5)#2

.&"-=! 1̂3315$#''#"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

!a15A891?%̂;:X142&'#"K$ !"#!"$分布于格鲁吉亚'阿

塞拜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吉尔吉斯斯坦'伊朗'阿富

汗北部以及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多栖息于

荒漠$如中国西部沙漠和戈壁地区以及开垦的农田

附近!\2471<;c]8?80<

t

84B;$!""-"& 最近的研究表

明$伊朗高原种群在遗传'地理及形态上均与中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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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区别明显$可能应视为独立的物种!a15A891?%̂;:X%

142&'#"K$ !"#!"& 目前快步麻蜥共有 + 个亚种%指

名亚种 !+&5)#2.&"-=.&"-=! 1̂3315$#''#"$分布于中

亚多数地区#里海亚种!K.K1#*1#2)# S14AD$#(!-$分

布于中亚西部里海附近地区#东方亚种 !K.K

+->-+-G2H)*87?21912$#(#!$分布于新疆吐鲁番盆地和

敦煌!\D<D8?E1B$#('+$!""$"#伊塞克亚种!K.K>-+6

H)()/?80<684B;c 1̂4Y23;Z$#((($分布于吉尔吉斯斯

坦境内天山伊塞克湖盆地的高地 !/?80<684B;c

1̂4Y23;Z$#((("& 然而$快步麻蜥的系统地位及亚种

界限仍有争议!/?80<684B;c 1̂4Y23;Z$#(((#\D<D8?%

E1B$!""$"&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分布有 ! 个亚种%指

名亚种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及其西部地区#东方亚种

分布在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甘肃河西走廊西部

和新疆奇台'木垒和吐鲁番盆地!赵尔宓等$#((("&

鳞被特征是有鳞目蜥蜴亚目物种重要的鉴别特

征!赵尔宓等$#((("& 研究物种个体鳞被的变异可

以为该种及种下分类的鉴定提供依据$同时也有助

于解释一些生物地理或系统发育的问题!陈欣$赵尔

宓$!""'"& 在一些有鳞目爬行动物中鳞片样式有很

强的变异性!_6;?@8c*18D$ #(($"& 作为广布种$

快步麻蜥形态变异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D<D8?E1B$

#('P#)62?2B;Z1$!""+"& 国内对快步麻蜥的研究目

前仅限于基础的分类'分布!戴鑫等$!""##郭宪光

等$!"#""及形态学研究!戴鑫等$!"","& 对其鳞片

数量的地理变异规律尚无研究报道& 通过研究新疆

农业大学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保存的快步麻蜥标本

鳞片数量的变化规律及身体量度数据$试图探讨以

下问题%大样本下的各鳞片指标是否存在变异$变异

程度如何. 各地理种群鳞片及身体量度性状间是否

存在差异$差异是否达到了亚种分化水平.

?@材料与方法

?A?@材料

研究所用标本均来自新疆农业大学两栖爬行动

物标本馆的收藏$共计 !-' 号$根据地理单元分为 P

个地理种群%塔城'伊犁'准噶尔盆地'乌鲁木齐和吐

鲁番地区&

?AB@方法

?ABA?@性别鉴定&将快步麻蜥浸制标本解剖以鉴

定性别$具有精巢的判断为雄性!头体长
$

$-K+(

00"$具有卵泡的为雌性& 在浸制标本中$记录最小

怀卵雌体的头体长大小!头体长
$

$,K#' 00"$判定

大于此头体长的个体为成体&

?ABAB@身体性状量度&用数显游标卡尺测量每条

蜥蜴的头体长!\mS$54;:A%Z84A3849A6#吻端至泄殖腔

孔前缘间距"'头长!LS$6817 3849A6#吻端到颌角的

长度"#头宽!LV$6817 2̀7A6#左右颌关节间距"'头

高!LL$6817 68296A#头的最大高度"#前肢长!fSS$

f;?8320E 3849A6"#后肢长!LSS$6247 320E 3849A6"#腋

胯距!Ob$1Q2331%9?;24#前肢后缘基部到后肢前缘基

部之间的直线距离"$尾基宽!_*V$A123E158 2̀7A6#

泄殖腔孔附近尾的最大宽度"& 以 \mS为协变量计

算其它各变量的相对值&

?ABAD@鳞片性状计数&解剖镜下观察记录各种鳞

片的数目!表 #$赵尔宓等$#((("%上唇鳞数!上颌口

缘除前端吻鳞以外的鳞片"#下唇鳞数!下颌口缘除

前端吻鳞以外的鳞片"#颔片到领围纵线上的鳞片数

!头部中央从颔片到领围的一列鳞片"#腹面横列鳞

行数!领围下方到股骨的一列鳞片"#股孔数!股部

腹内侧鳞片上的小孔"#股孔间鳞数!最内侧股孔之

间的鳞片数"#颔片!颏鳞后方成对的大鳞片数"#腹

一横列鳞数!腹部中央一横列大鳞数目"&

表 ?@鳞片可数性状

&'30$?@E$)*%"+,"-()'(6*-6$)9)$62-%)*'0',"-(#'%"'30$)

性状 )61?1<A8? 代号);78

上唇鳞数N:0E8?;Y5:@?131E2135 5?31

下唇鳞数N:0E8?;Y24Y?131E2135 2?31

颔片到领围纵线上的鳞片数

N:0E8?;Y5<1385E8À884 @;5A084A135147 <;331?

5<<

腹面横列鳞行数

N:0E8?;YA?145Z8?58?;̀5;YZ84A?135<1385

<3;Z

股孔数N:0E8?;YY80;?13@;?85 Y@?5

两侧股孔相距鳞片数N:0E8?;Y24A8?Y80;?135 ZEY@

颔片N:0E8?;Y@;5A084A135 <5

腹一横列鳞数N:0E8?;YZ84A?135<138 4Z33

?ABAF@鳞片变异&将快步麻蜥 P 个种群各自分为

雌雄两组分别研究鳞片变异规律$将每组中各鳞片

指标频率最高的数量值作为正常模式$其余为变异

值$根据公式计算变异率 !);8YY2<284A;Ym1?21A2;4$

)m"& 根据变异率的不同$可将所研究的快步麻蜥

鳞片分为 $ 种类型%!#"数量恒定无变异的鳞片#

!!"可出现变异的鳞片$)mk$"l#!$"绝对有变异

的鳞片$)m

$

$"l&

鳞片变异率的计算公式%变异率!l" i!变异

标本数I样本总数" u#""l&

?ABAI@差异系数&差异系数!);8YY2<284A;YF2YY8?%

84<8$)F"是描述两个种群间某指标差别程度的指

标$是从形态学角度研究亚种分化的常用方法![1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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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P$"&

)Fi

[E J[1

\F1v\FE

其中%[1$[E分别表示O种群和*种群某对应

指标的均值$而 \F1$\FE分别表示O种群和*种群

对应指标的标准差& 如果)F值w#K!- 表示 ("l的

O总体不同于 ("l的*总体$则应该分开为两个亚

种#反之$如果)F值k#K!- 则在统计学上没有充分

理由将两个种群分为不同的亚种&

计算头体长'头长'头宽'头高'前肢长'后肢长'

腋胯距和尾基宽 - 个形态性状绝对值和相对值$以

及上唇鳞数'下唇鳞数'颔片到领围鳞数'腹面横列

鳞行数'股孔数'股孔间鳞数'颔片 ' 个鳞片性状种

群间的差异系数&

B@结果

BA?@鳞片变异

快步麻蜥各种群鳞片的正常模式见表 !$变异

率见表 $& 由表 $ 可见$腹一横列鳞数恒定$没有变

异#上下唇鳞片'颔片数可能出现变异$变异率除伊

犁地区的上唇鳞外$其余均在 $"l以下#而股孔数'

股孔间鳞数'腹面横列鳞行数和颔片到领围鳞数绝

对有变异$且变异率均超过了 $"l&

BAB@亚种分化

对快步麻蜥 P 个种群所有形态和鳞片指标的差

异系数进行种群间多重比较$结果分别见表 +'表 P

和表 ,&

从表 + 可见$P 个地理种群 ' 项绝对量度指标间

差异系数最小的为 "K""!$最大的为 "K-"P#从表 P

可见$P 个地理种群 ' 项相对量度指标间差异系数

最小的为 "K"",$最大的为 "K,',#从表 , 可见$P 个

地理种群 ' 项鳞片指标间差异系数最小的为 "$最大

的为 #K##'& 总的看来$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快步麻

蜥各地理种群间的各指标差异系数均小于 #K!-$未

达到亚种分化差异的显著性标准$也就是说从量度

和鳞片数量等形态特征上$新疆分布的快步麻蜥没

有表现出亚种分化&

表 B@快步麻蜥各种群鳞片的正常模式

&'30$B@>-%.'0.-6$-2)*'0',"-(-22"#$%'+"6%'*$%9(($%+-+90',"-()

性别

\8Q

种群

;̂@:31A2;4

上唇鳞

5?31

下唇鳞

2?31

颔片

<5

腹一横列

鳞数 4Z33

股孔数

Y@?5

股孔间鳞

ZEY@

腹面横列

鳞行数<3;Z

颔片到

领围鳞数5<<

雌性

塔城 4 i#P - - P #, $- + $" !-

伊犁 4 i#! - - P #, +! + $" $"

准噶尔 4 i+, - - P #, !- + $" !(

乌鲁木齐 4 i!P - - P #, $- $ $! !(

吐鲁番 4 i+P - - P #, $- + $" $"

雄性

塔城 4 i$" - - P #, +" + $# !(

伊犁 4 i!- - - P #, +" + $! $"

准噶尔 4 i$! - - P #, $" + $" !-

乌鲁木齐 4 i!$ #" - P #, +" + $! $"

吐鲁番 4 i$# - - P #, $- $ $" $"

表 D@快步麻蜥各种群鳞片变异率"Q#

&'30$D@M-$22"*"$(,-2)*'0',"-(#'%"',"-(-22"#$%'+"6%'*$%9(($%+-+90',"-()"Q#

性别

\8Q

种群

;̂@:31A2;4

上唇鳞

5?31

下唇鳞

2?31

颔片

<5

腹一横列

鳞数 4Z33

股孔数

Y@?5

股孔间鳞

ZEY@

腹面横列

鳞行数<3;Z

颔片到

领围鳞数5<<

雌性

塔城 4 i#P !,K,' !"K"" "K"" "K"" ,"K"" P$K$$ ,,K,' ,"K""

伊犁 4 i#! !'K!' #-K#- (K"( "K"" +PK+P $,K$, ,$K,+ ,$K,+

准噶尔 4 i' #+K!( "K"" "K"" "K"" P'K#+ P'K#+ P'K#+ P'K#+

乌鲁木齐 4 i#P "K"" "K"" "K"" "K"" '$K$$ +"K"" P$K$$ +"K""

吐鲁番 4 i$P !PK'# !K-, "K"" "K"" ,!K-, +PK'# +-KP' ,PK'#

雄性

塔城 4 i$" !$K$$ $"K"" $K$$ "K"" ,$K$$ ,"K"" ,"K"" P,K,'

伊犁 4 i!- $-K#" !$K-# "K"" "K"" P'K#+ +'K,! ,#K(" ,,K,'

准噶尔 4 i' !-KP' "K"" "K"" "K"" '#K+$ +!K-, P'K#+ P'K#+

乌鲁木齐 4 i#" "K"" "K"" "K"" "K"" ,"K"" $"K"" P"K"" P"K""

吐鲁番 4 i$# (K,- #!K(" ,K+P "K"" ,#K!( +PK#, ,'K'+ ,+K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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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快步麻蜥种群间形态指标差异系数多重比较

&'30$F@R90,"+0$*-.+'%")-()-2.-%+8-0-<"*'0*-$22"*"$(,

-26"22$%$(*$'.-(< +-+90',"-()-2%'+"6%'*$%9(($%

性状

_?12A

塔城

R;M8B

准噶尔

FD:491?214

伊犁

H32

乌鲁木齐

U?:0M2

吐鲁番

_:?@14

头长

塔城 "K#+( "K",' "K!#' "K#!$

准噶尔 "K!$, "K!"P "K"P! "K!,-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 "K+#"

头宽

塔城 "K#(" "K!(! "K"+, "K#''

准噶尔 "K$,- "K+P+ "K#(( "K$+'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 "K"'(

头高

塔城 "K!-! "K"P$ "K$"! "K##!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P "K!#+ "K'-" "K+(,

前肢长

塔城 "K!' , "K"#P "K!(" "K""+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 "K+"P "K!-, "K"#!

乌鲁木齐 "K"P" "K!!$ "K#-' "K$"$

吐鲁番 "K+-P "K#"+ "K,PP "K+"-

后肢长

塔城 "K#!" "K"-' "K#!- "K+++

准噶尔 "K$P' "K!!$ "K""! "KP-!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PP "K"+" "K,#,

吐鲁番 "K-"P "K!(! "K,#- "K,!$

腋胯距

塔城 "K!!$ "K"P! "K+,( "K###

准噶尔 "K!-- "K!(+ "K!+! "K$P"

伊犁 "K"(' "K#-P "KP,$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P#( "K#PP "K$-# "K'#!

尾基宽

塔城 "K"$P "K",( "K#$P "K"$(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P- "K$P, "K"+( "K"!,

乌鲁木齐 "K"#P "K$"# "K"'( "K"'-

吐鲁番 "K!P$ "K"$, "K$#- "K!,"

&&注%矩阵上三角为雌性个体比较$下三角为雄性个体比较#下

表同

&&N;A8%U@@8?A?2149:31?5?8@?8584AY801385@8<20845$ 3;̀8?A?2149:31?5

?8@?8584A01385@8<20845$ ?85@8<A2Z83X# A685108E83;̀

D@讨论

DA?@鳞片变异

鳞片变异较小或稳定的鳞片可以作为快步麻蜥

种的鉴定分类依据& 鳞片变异较大的不宜作为鉴定

和分类依据& 股孔间鳞'腹部一横列鳞数等数量稳

定的鳞片$常用做分类依据$具有其合理性& 快步麻

蜥与虫纹麻蜥!+&5)#2.&+5)1*"#'# *314Y;?7$#-'P在中

表 I@快步麻蜥种群间形态指标差异系数多重比较

&'30$I@R90,"+0$*-.+'%")-()-2.-%+8-0-<"*'0*-$22"*"$(,

-26"22$%$(*$'.-(< +-+90',"-()-2%'+"6%'*$%9(($%

性状

_?12A

塔城

R;M8B

准噶尔

FD:491?214

伊犁

H32

乌鲁木齐

U?:0M2

吐鲁番

_:?@14

相对

头长

塔城 "K"#P "K!(# "K$!+ "K",(

准噶尔 "K!-- "K!'$ "K$"# "K"'P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 "K!-+

相对

头宽

塔城 "K!,! "K"!P "K#+, "K"#$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P'! "K!P"

相对

头高

塔城 "K!$- "K"'+ "K!#$ "K#'+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 "K$"# "K#!" "K"-P

乌鲁木齐 "K#$( "K"P- "K!-# "K"$-

吐鲁番 "K!-P "K",- "K+!# "K#+-

相对

前肢长

塔城 "K"+P "K##! "K#!# "K,',

准噶尔 "K!#$ "K"+$ "K"PP "K+(-

伊犁 "K!$' "K""( "K"#, "KP$(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P$" "K!'' "K!(" "K+##

相对

后肢长

塔城 "K#$# "K"$# "KP+- "K"P,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P, "K",P "K,$$ "K"$+

乌鲁木齐 "K#P, "K!#( "K$$P "KPP'

吐鲁番 "K#-$ "K"(# "K",! "K!'(

相对

腋胯距

塔城 "K#P" "K"$, "K+-P "K#$!

准噶尔 "K#+( "K#'+ "K!++ "K!P#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 "K",' "KP-"

吐鲁番 "K"#( "K#++ "K"$P "K#"#

相对

尾基宽

塔城 "K#+( "K",, "K!#' "K#!$

准噶尔 "K!$, "K!"P "K"P! "K!,-

伊犁 "K"'' "K$"$ "K!'+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P"" "K+#"

国分布的 - 种麻蜥中是形态较相似的两个物种$两

侧股孔相距鳞片数!+ .P 枚"均明显少于其它麻蜥

物种#另外一侧股孔数均与其它麻蜥存在显著差异$

因而可以依据这两个性状将这两种麻蜥与其它麻蜥

种区分!戴鑫等$!"","&

根据我们的观察!4 i!-'"$两侧股孔相距鳞片

数比此前的变异更大! ! ., 枚 Z5$ .P 枚$戴鑫等$

!"",$4 i#("但依然明显少于其它麻蜥物种& 另外

一侧股孔数!#P .!$ 枚"与除虫纹麻蜥外的其它 ,

种麻蜥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快步麻蜥的腹横列鳞

行数 !+ .$P 枚和腹横列鳞数 #, 枚$而虫纹麻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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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性状分别是 $, .+" 枚和 #' .!! 枚$差异

显著&

本文中股孔数和股孔间鳞数的变异范围虽然大

于文献记载$但依然可以作为种间鉴别的依据$鳞片

表 S@快步麻蜥种群间鳞片差异系数多重比较

&'30$S@R90,"+0$*-.+'%")-()-2*-$22"*"$(,-26"22$%$(*$-(

)*'0',"-('.-(< +-+90',"-()-2%'+"6%'*$%9(($%

性状

_?12A

塔城

R;M8B

准噶尔

FD:491?214

伊犁

H32

乌鲁木齐

U?:0M2

吐鲁番

_:?@14

上唇鳞

塔城 "K"(P "K#,- "K##- "K##'

准噶尔 "K#(' "K!,' "K!#P "K!#,

伊犁 "K"!" "K!+, "K"+( "K"P!

乌鲁木齐 "K!-P "K"(, "K$+P "K""!

吐鲁番 "K"-' "K$P( "K"', "K+'+

下唇鳞

塔城 "K+!- "K#!P "K+!- "K!+P

准噶尔 "K+!( "K#+# " "K#'!

伊犁 "K"-- "KP-" "K#+# "K"P+

乌鲁木齐 "K+!( " "KP-" "K#'!

吐鲁番 "K"P' "K$($ "K#P# "K$($

股孔

塔城 #K"'! "K''# "K+'- #K##'

准噶尔 "K#,$ "K'+! "K'+( "KP"P

伊犁 "K#P# "K!$" "K#P! "K+$,

乌鲁木齐 "K!#+ "K!PP "K"-+ "KP""

吐鲁番 "K#+# "K"'( "K!,# "K!((

股孔

间鳞

塔城 "K"-! "K$"! "K"(' "K"P!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 "K!P! "K$-' "K!$'

乌鲁木齐 "K#$' " "K!P! "K#+!

吐鲁番 "K$#" "K!!, "K$(- "K!!,

腹面

横列

鳞行

数

塔城 "K##- "K!$, "K#P+ "K$+-

准噶尔 "K#(P "K#P" "K$"$ "K#,+

伊犁 "K",! "K"," "K$'P "K"(#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P "K-$-

颔片

到领围

塔城 "K#"' "K+(P "K!#" "K$!!

准噶尔 "K$-$ "K+$# "K"(( "K!$(

伊犁 "K$$( "K"!P "K$(+ "K!"P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 "K!!P

颔片

塔城 "K#'- "K"+# "K"#, "K##"

准噶尔 "K!(P "K!!# "K#(P "K",(

伊犁 "K"P# "K$$+ "K"!P "K#P$

乌鲁木齐 "K""( "K$"" "K"+! "K#!-

吐鲁番 "K"'$ "K!#( "K#!# "K"-#

表 T@快步麻蜥鳞片的变异范围

&'30$T@7*'0',"-(#'%"',"-(%'(<$-2%'+"6%'*$%9(($%

性状

_?12A

本文

!4 i!-'"

赵尔宓等$#(((

!4 i!!"

戴鑫等$!"",

!4 i#("

颔片到领围

纵线上的鳞片数
!+ .$+ !, .$$ !P .$$

腹横列鳞 #, #+ .#, #+ .#'

股孔数 #P .!$ #' .!# #' .!$

股孔间鳞 ! ., $ ., + .,

变异范围的扩大可能和样本数增加有关!表 '"& 腹

横列鳞比以往数据变异范围更小$无疑是一种可靠

的鉴别特征&

DAB@亚种分化

S14AD!#(!-"在其麻蜥属专著中将快步麻蜥东

方亚种!K.K+->-+-G2H)*87?21912$#(#! 作为指名亚

种的同物异名& \D<D8?E1B!#('P"通过形态变异分

析$明确了快步麻蜥东方亚种的有效性$指出其和指

名亚种的区别在于背斑和体侧常具醒目的黑缘蓝

斑&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分布有快步麻蜥的两个亚

种%指名亚种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及其西部地区#东方

亚种分布在新疆东部'内蒙古和甘肃西部$然而亚种

间分布界限尚不明确 !赵尔宓等$#(((#时磊等$

!""!$!""'"& 最近$有国外学者基于核基因!a15A8%

91?%̂;:X142$!""("或线粒体)XA>和 #!\ ?FNO的分

子系统学!a15A891?%̂;:X142&'#"K$ !"#!"研究结果认

为中国只有东方亚种分布$与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南

部的分布区相连$指名亚种分布的东部边界在哈萨

克斯坦西部地区&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哈萨克斯

坦仅有快步麻蜥指名亚种分布!F:C58E1X8Z1$!"#""&

本研究比较了快步麻蜥在新疆主要分布区内的 P 个

不同地理种群共计 !-' 号标本$在不清楚是否存在

两性异形情况的前提下$对于雌雄个体分别计算差

异系数& 然而结果不足以支持在形态上存在亚种分

化现象& 虽然本研究没有涉及生态'生理和行为等

方面的差异$但至少在鳞片和量度等形态特征上没

有发现新疆境内分布的快步麻蜥有亚种分化& 此

外$近年来我们在新疆各地的采集发现快步麻蜥的

色斑变异很大$难以作为稳定可靠的鉴定标准& 我

们曾沿乌鲁木齐%吐鲁番公路进行快步麻蜥采集$发

现两地之间的分布区是连续的$而且形态也无明显

区别& 因此$快步麻蜥东方亚种的有效性有待进一

步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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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 年第 $$ 卷 杂志

&&

杂志由四川省动物学会%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金会%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和四川大学联合主办"创刊于 #(-# 年"系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动物学学术性刊物"主要报道和交流动

物学及其分支学科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成果%理论%经验和动态#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基础性与应用性并重& 先后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年版%!""- 年版%!"## 年

版$(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

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生物学文摘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万方

数据系统!中国数字化期刊群$%台湾中文电子期刊思博网等收录&

'

主要栏目!研究报告%基础资料%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教学探索%

综述与进展&

'

读者对象!广大从事动物学%生物学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科研%教学%管理%医卫等科技工作

者"有关院校师生和业余爱好者&

'

双月刊"大 #, 开"每期 #,+ 页"精印彩色封面"逢单月末出版"!"#+ 年全年 , 期国内定价 $"" 元

!每期 P" 元$"国外为每期 !" 美元"全年 #!" 美元&

'

订阅办法!从邮局汇款至本刊编辑部"写清订阅人姓名%地址%邮编"附言订阅数量即可&

电话I传真!"!-%-P+#"+-P&电子邮件!5<7 D̀D""#=#,$><;0&5<7 D̀D=Z2@K#,$K<;0

邮局汇款!四川省成都市望江路 !( 号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内'四川动物(编辑部

邮政编码!,#"",+

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分行营业部东大支行&户名!四川省动物学会

帐号!++"!!(-""(""""#!P(,

-#

四川动物 !"#+ 年 第 $$ 卷 第 # 期&&&&&&&&&&&&&&&&&7"*89'(:-9%('0-2;--0-<1&=-0K$$&>-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