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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白条草蜥的两性异形和雌体繁殖

马 涛，杜青霖，赵文阁，刘 鹏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哈尔滨 150025）

摘 要：为比较白条草蜥不同种群形态和繁殖特征的地理变异，于2011年和2012年的4—8月，通过野外

捕捉、实验室饲养的方法，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的白条草蜥(Takydromus wolteri)种群的两性异形和繁

殖输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白条草蜥的哈尔滨种群具有明显的两性异形现象，雌性和雄性平均体长分

别为55.86 mm和52.13 mm，雌性的体长显著大于雄性(F1,62=15.337，P<0.001)。去除体长的影响，雌性具

有较大的腹长(F1,61=4.937，P<0.05)，雄性具有较大的头部（头长：F1,61=103.56，P<0.001；头宽：F1,61=68.524，

P<0.001）；较大的雌性具有较高的年生殖力(r=0.732，F1,18=20.821，P<0.01)和年繁殖输出(r=0.681，F1,18=

15.579，P<0.01)。与以往研究相比，白条草蜥的两性异形现象具有明显的地理变异，北方的哈尔滨种群

两性的体长均明显大于南方的滁州种群两性的体长，符合贝格曼定律。

关键词：白条草蜥；形态特征；地理变异；两性异形；雌体繁殖

中图分类号：Q959.6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2-3575

Sexual Dimorphism and Female Reproduction in
White-striped Grass Lizard Takydromus wolteri (Lacertidae)

Ma Tao, Du Qinglin, Zhao Wen’ge, Liu Pe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geographic variation of the morphological and re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ifferent populations of Takydromus wolteri,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etween April and August,
2011 and 2012. Sexual size dimorphism (SSD)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output of the Takydromus wolteri
population from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studied with the method of field capturing and laboratory
feeding.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arbin population of T. wolteri was in SSD and the female was significant
larger than the male in snout-vent length (SVL) (F1,62=15.337, P<0.001). The mean SVL of females was
55.86 mm while the mean SVL of males was 52.13 mm. Females had larger abdomen length (F1,61=4.937, P<
0.05) and males had larger heads (head length: F1,61=103.56, P<0.001; head width: F1,61=68.524, P<0.001) as
the same SVL because larger females had a higher annual fecundity (r=0.732，F1,18=20.821，P<0.01) and
reproductive output (r=0.681，F1,18=15.579, P<0.01). SSD was positively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the T. wolteri
of different population, and SVL of Harbin population in the north was obviously larger than Chuzhou
population in the south in both sexes, which accorded with the Bergman’s rule.
Key words: Takydromus wolteri;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 variation; sexual size dimorphism;
female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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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两性在食性、生长速率、寿命等方面的不同，导致

蜥蜴中普遍存在体形大小、形态和局部特征的两性异

形现象[1]。目前，在国内已经研究的蜥蜴中，体形大小

的两性异形(sexual size dimorphism，SSD)存在 3种形

式：（1）雌性大于雄性，有利于增加生育力和繁殖输出，

包 括 宁 波 滑 蜥 (Scincella modesta) [2]、蝘 蜓

(Sphenomorphus indicus) [3]、青海沙蜥 (Phrynocephalus

vlangalii) [4]、变 色 沙 蜥 (P.versicolor) [5]、南 草 蜥

(Takydromus sexlineatus ocellatus) [6]、多疣壁虎(Gekko

jaonicus)[7]、胎生蜥蜴(Lacerta vivipara)[8]等；（2）雄性大

于雌性，有利于在性内或性间竞争中获胜，包括中国石

龙子(Eumeces chinensis)[9]、蓝尾石龙子(E.elegans)[10]、

多线南蜥 (Mabuya multifasciata) [11]、蜡皮蜥 (Leiolepis

reevesii) [12]、原尾蜥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13]等；

（3）两性个体差异不显著，但在头长、腹长、尾长和四肢

长等一些局部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包括草原沙蜥

(Phrynocephalus frontalis) [5]、密 点 麻 蜥 (Eremias

multiocellata)[14]、鳄蜥(Shinisaueus crocodilurus)[15]、变色

树 蜥 (Calotes versicolor) [16]、北 草 蜥 (Takydromus

sepentrionalis) [17]、 奇 台 沙 蜥 (Phrynocephalus

grumgrzinailoi)[18]、山地麻蜥(Eremias brenchleyi)[19]、吐

鲁番沙虎 (Teratoscincus roborowskii) [20]、丽纹攀蜥

(Japalura splendida)[21]等。

白条草蜥(Takydromus wolteri)的分布范围包括中

国、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在中国形成了明显分离的2个

地理种群，北方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南方

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和四川等地[22]。目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安徽的滁州种群[23-26]和黑龙江的哈尔滨

种群[27-29]。对安徽滁州种群两性异形和雌体繁殖的研

究表明，白条草蜥在体长、头部大小和腹长等方面具有

两性异形现象[26]。由于动物的两性异形存在明显的地

理变异[30]，不同水热环境条件下的繁殖策略和繁殖输

出也不同[23-24,31]，因此，对白条草蜥的哈尔滨种群的两

性异形和繁殖输出进行研究，旨在与滁州种群进行比

较和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同地理条件下两性

异形的形成机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的捕捉与饲养

研究地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分别于2011年

和 2012 年 4 月到 6 月共采集白条草蜥 (Takydromus

wolteri)64条（25♀♀，39♂♂），通过蜥蜴尾基部半阴

茎的有无来判定蜥蜴的雌雄。将9~12条白条草蜥（雌

雄性别比例接近 1:3）饲养在 1个玻璃缸（长×宽×高=

90 cm×50 cm×60 cm）内饲养，玻璃内底部铺满细沙，

将小块草皮平铺在细沙层上，并散放一些植被叶子、枯

树枝、小石头等作为隐蔽物；在玻璃缸的一侧用培养皿

盛装水（水中添加钙粉和复合维生素）和黄粉虫(larva

of Tenebrio molitor)；玻璃缸的顶部放置 1 枚 50 W 灯

泡，光照时间为7:00—19:00。定期触摸判断白条草蜥

雌体的怀卵状态，将确定怀有输卵管卵的雌体单个饲

养在有潮湿沙质基质的产卵缸（长×宽×高=25 cm×

20 cm×30 cm）内直至产卵繁殖。

1.2 数据测量

用数显游标卡尺测量蜥蜴的体长（吻端至泄殖腔

孔前缘间距）、头长（吻端至外耳道前缘间距）、头宽（左

右颌关节间距）和腹长（前肢腋窝到后肢腋窝间距）。

每天检查产卵缸4次，保证所有卵均在产出后3 h内被

收集，测量卵的长径和短径，称重和编号。产后的雌体

在测量体长后释放回至之产前的大玻璃缸内，使其再

次交配和繁殖。

1.3 数据统计

所有数据在作进一步统计检验前，使用SPSS 13.0

检验数据的正态性和方差的同质性。用以性别为因子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比较白条草蜥两性的个

体大小的差异；用以体长为协变量、性别为因子的单因

素协方差分析(ANCOVA)检测两性形态特征的性别效

应，在进行单因素协方差分析前，检验斜率的同质性；

用线性回归分析雌体的年繁殖力（每个繁殖季节产卵

的总数）和年繁殖输出（每个繁殖季节产卵的总重量）

与雌体大小的关系。数据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显

著性水平设置为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性异形

在白条草蜥哈尔滨种群中，参与繁殖的雌雄最大

个体的体长分别为65.75 mm和58.35 mm，雌体的平均

体长显著大于雄体的平均体长(ANOVA：F1,62=15.337，

P<0.001)，两性的腹长、头长、头宽与体长显著正相关；

去除体长的影响，雌性的腹长显著大于雄性的腹长

(ANCOVA：F1,61=4.937，P<0.05)，而 雄 性 的 头 长

(ANCOVA：F1,61=103.56，P<0.001)和头宽(ANCOVA：F1,61=

68.524，P<0.001)均显著大于雌性（表1，图1）。

2.2 雌体繁殖输出

两年间共获得20只雌性白条草蜥的繁殖数据。结

果（图2）表明，哈尔滨种群的白条草蜥年产多窝卵，窝

卵数为2~7枚，平均卵重为(0.208±0.029) g，卵的长径平

均为(9.456±0.567) mm，短径平均为(6.309±0.378) mm；

繁殖雌体的平均体长为(55.78±0.987) mm，年繁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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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白条草蜥两性的形态特征

形态特征

体长

腹长

头长

头宽

雌性(n=25)/mm

平均值±标准误

55.86±0.919

31.50±0.687

10.23±0.165

6.57±0.089

最小值

48.10

22.58

8.86

5.75

最大值

65.75

36.90

11.79

7.55

雄性(n=39)/mm

平均值±标准误

52.13±0.488

28.25±0.348

10.63±0.092

6.82±0.055

最小值

46.89

24.26

9.57

6.12

最大值

58.35

33.43

12.04

7.50

结果

F1,62=15.337，P<0.001，♀>♂

F1,61=4.937，P<0.05，♀>♂

F1,61=103.56，P<0.001，♀<♂

F1,61=68.52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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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比较两性的个体大小差异，以体长为协变量的协方差分析(ANCOVA)比较两性腹长、头长和头宽的差异。

实点代表雄体，空点代表雌体，SVL代表体长，AL代表腹长，HL代表头长，HW代表头宽

图1 白条草蜥腹长、头长和头宽与体长之间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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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白条草蜥年生殖力、年繁殖输出与体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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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2±0.91)枚卵，年繁殖输出为(1.41±0.192) g，年繁

殖力 (r=0.732，F1,18=20.821，P<0.01)和年繁殖输出 (r=

0.681，F1,18=15.579，P<0.01)与雌体体长呈显著相关。

3 结论

（1）白条草蜥具有两性异形(SSD)现象，属于雌性

大于雄性的类型，即雌性具有较大的体长和腹长，而年

生育力和繁殖输出与雌体体长呈显著相关，即较大的

雌性具有较高生育力选择。

（2）白条草蜥的两性异形现象具有明显的地理变

异，哈尔滨种群两性的体长均显著大于滁州种群两性

的体长，符合贝格曼定律，即在同种动物中，生活在较

冷气候中的种群其体形比生活在较暖气候中的种群

大。

（3）不同地理种群间繁殖特征等生活史的地理变

异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 讨论

4.1 白条草蜥两性异形的形成原因

脊椎动物雌雄两性异形和两性生长差异的原因包

括物种遗传、基因型与表现型、摄食消化、生长与生殖

能量配置、类固醇激素水平和生长轴基因表达等方

面[32]。笔者研究结果表明，白条草蜥哈尔滨种群具有

明显的两性异形现象，雌性具有较大的体长和腹长，因

为体形较大的雌体具有更高的繁殖力和年繁殖输出

（图2），而雄性具有较大的头部，可能获得更广泛的食

物及在交配中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这与白条草蜥滁

州种群的研究结果相同[25]。哈尔滨种群的两性异形指

数[33]（SDI=雌性平均体长/雄性平均体长）为1.07，滁州

种群的两性异形指数为 1.05，说明白条草蜥的两性异

形现象具有种内的同一性。

4.2 白条草蜥两性异形的地理变异

2个不同地理种群相比，哈尔滨种群雌体的最大

体长为65.75 mm、滁州种群为57.5 mm，哈尔滨种群雄

体的最大体长为58.35 mm、滁州种群为53.0 mm，哈尔

滨种群雌体体长的平均值为 55.86 mm、滁州种群为

48.7 mm，哈尔滨种群雄体体长的平均值为52.13 mm、

滁州种群为 46.3 mm。由此可知，白条草蜥的两性异

形现象具有明显的地理变异，北方哈尔滨种群的体长

明显大于南方滁州种群的体长，符合贝格曼定律，即在

同种动物中，生活在较冷气候中的种群其体形比生活

在较暖气候中的种群大[34]。由于体形大小直接影响生

活史特征和繁殖策略，因此，2个种群的繁殖时间、繁

殖频率、窝卵数、窝卵重等生活史特征的地理变异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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