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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以北发现爬行动物虫纹麻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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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 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精河县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调察中! 采集到麻蜥属
"M*%?#+&#标本 "# 余号! 经鉴定其中 % 号为虫纹麻蜥"MK>%*?#3),+4+#! 为该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

山以北地区的首次发现! 增加了其在国内的分布点& 此发现能为研究虫纹麻蜥的地理分布和生物地理

格局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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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在新疆精河县八家户镇
"%%r’"b4! /"r’&b8#于海拔 ’"/ :的沙漠生境
采集到麻蜥属标本 "# 余号& 经鉴定其中除快
步麻蜥"M*%?#+&>%,(L#外! 有 % 号为虫纹麻蜥
"MK>%*?#3),+4+#! 当时其中 " 号正处在交配后
咬合阶段"Z5BX25Z\=;X5[‘D<X?BX;A?# "封面图#&
经查阅文献"T323?[D;G $&H%! Q>;5?X;=.$&&’!
O@;@1?_; ?X;=. $&&H! 赵 尔 宓 等 $&&&!

T323?[D;G "##’! O@;@1?_;?X;=."##*! T<@F;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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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确定虫纹麻蜥是新疆天山以北地
区爬行类的新纪录& 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成
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

AB形态特征

ACAB鉴定特征B额鼻鳞 $ 枚% 眶上鳞 " 枚! 由
许多粒鳞包围% 无枕鳞% 趾外侧无栉缘% 眶下
鳞插入上唇鳞之间% $ 列粒鳞将眶上鳞与额鳞
和额顶鳞隔开% 尾部第 & 或第 $# 环鳞片数大
于 $H 枚% 尾部鳞片棱状! 光滑或者轻微凸起%
股孔列不达膝盖! 其间距至少有 $ )" 枚鳞片%
两侧股孔列于肛门前! 相距很窄! 仅隔 ’ )( 枚
鳞片% 腹部 $ 横列鳞 $/ )"# 枚% 腹鳞行数 ’%
)%#% 背部有灰黑条纹! 中央有纵条! 两侧有
斑点! 背纹断裂而弯曲或至少在中部之后呈虫
纹 状 " T323?[D;G $&H%! 赵 尔 宓 等 $&&&!
T323?[D;G "##’#&
ACGB形态描述B标本的外观见图 $! 外形度量
见表 $& 体修长! 尾长超过头体长的 " 倍% 吻
尖! 有 $ 枚大吻鳞% 鼻鳞 ’ 枚! 鼻上鳞与鼻后
鳞同接额鼻鳞的前缘% 鼻下鳞位于前面两枚上
唇鳞的上方! 但不与吻鳞相接% 眶下鳞 ’ 枚!
中间 $ 枚最大! 且插入上唇鳞第 ( 与第 * 枚之
间! 接近口缘% 眶上鳞 " 枚! 由粒鳞包围! 与

额鼻鳞和额顶鳞分隔开% 后眶上鳞之后有较小
的第 ’ 眶上鳞% 额鼻鳞 $ 枚% 前额鳞 " 枚! 内
侧相连! 前缘斜接单枚额鼻鳞% 额鳞单枚% 额
顶鳞 " 枚% 顶鳞 " 枚% 顶间鳞单枚! 前接 " 枚
额顶鳞后缘! 后缘像箭头一样插入 " 枚顶鳞相
接前缘% 无枕鳞% 颊鳞 " 枚% 前颊鳞上接额鼻
鳞外侧! 下部位于第 "*第 ’ 上唇鳞的上方% 后
颊鳞较大! 前窄后宽! 上接前额鳞外侧! 后缘
分别与第 $ 上睫鳞和第 $ 眶下鳞相接% 上睫鳞
( )H 枚! 第 $ 枚最长% 上唇鳞 & 枚! 下唇鳞 H
)/ 枚% 颔片 * 对! 前面 ’ 对在颏鳞后互相连
接% 背部被平滑的粒鳞% 腹鳞正方形或近似长
方形% 指"趾#细长! 指"趾#长顺序为 %9’9"9(9
$% 爪细尖! 灰白色% 股孔列未达膝盖! 相距 "
)% 个鳞片% 尾部鳞片棱状! 光滑! 有的鳞片
有轻微凸起! 呈环状排列% 背面灰黑黄色! 头
部以及背部两侧具黑色小点! 有的似虫纹状!
有的看似连成细网状% 背正中可见黑色纵纹!
一直延伸到尾基部% 四肢背面具黑缘圆白斑%
腹面均为白色&

GB生境描述

标本采集地位于天山以北! 天山脚下一片
沙 漠 生 境 "图 "#& 主 要 植 被包括沙拐枣

图 AB虫纹麻蜥’ 标本号 ‘-/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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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新疆精河县 I 只虫纹麻蜥的形态量度
8+#,%ABP%+2-$%E%".2/FF/-$!0’5$+(;’05$2&8+%+ 2+E7,%2’"T’"0%1/-".?’

g’"̂’+"( O?(-$<-./"/E/-2;%(’/"

"!+,,#/($)? ?($/(,#3)$,#* 梭 梭 " B+,(L0,($
+??(=%$=*($#*怪柳"6+?+*#L*+?(&#&&#?+#和骆
驼刺":,"+/#&2+*&#-(,#+#等灌木& 同栖的蜥类有
快步麻蜥*斋桑沙蜥"N"*0$(3%2"+,)&?%,+$)*)&#
和新疆沙虎"6%*+4(&3#$)3&2*H%U+,&P###等& 此外
还分 布 有 步 甲 科 "6;[;D<F;?# 和 拟 步 甲 科
"V?@?D[<5@<F;?#甲虫! 为其食物来源&

HB讨B论

虫纹麻蜥自从 $/H( 年由英国博物学家
U<==<;:V.7=;@Y5[F 命名以来! 有关其形态描
述都基本稳定! 其模式产地在新疆莎车和喀什
地区"7=;@Y5[F $/H(! O@;@1?_;?X;=."##*#& 迄
今! 多数学者认为虫纹麻蜥在我国的分布东起
内蒙古西部阿拉善沙漠! 经河西走廊西部*哈
密而延伸至新疆天山山脉南部地区"赵尔宓等
$&&&#& 国外分布于蒙古国西南部"O@;@1?_;?X

;=.$&&H#和哈萨克斯坦东部斋桑地区"Q;<BB;@
+?Z[?BB<5@# "Q>;5?X;=.$&&’! O@;@1?_;?X;=.
"##*#& h\D‘G<@ "$&/%#首次在哈萨克斯坦斋
桑地区发现虫纹麻蜥& 目前认为其在哈萨克斯
坦的分布仅限于斋桑地区 " T323?[D;G "##’!
O@;@1?_;?X;=."##*! +\1B?D;‘?_;"#$##! 为一
隔离的小种群& 可见! 虫纹麻蜥在中蒙与哈萨
克斯坦的分布原以为是断开的! 此次在中国天
山以北地区发现也有分布! 这一发现使其分布
区相连& 因此! 推测新疆天山以北"准噶尔盆
地#还有更多的虫纹麻蜥分布点! 这有待于进
一步考察证实&

本次发现的 % 号标本与虫纹麻蜥的鉴定特
征相吻合! 形态特征与前人研究描述一致& 目
前! 从形态学上尚未发现虫纹麻蜥有亚种分
化& 戴鑫等 ""##%#发现虫纹麻蜥的核型具有
独特性! 并推测可能与天山的隆升有关&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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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B虫纹麻蜥采集地生境
5’(CGBN+#’.+.,+"&2=+7%/F!0’5$+(;’05$2&8+%+ ’"T’"(0%’ g’"̂’+"(’ 10’"+

注意的是! 他们当时认为虫纹麻蜥仅分布于天
山以南& 如果将天山南北两侧的虫纹麻蜥核型
比较研究! 可能有助于探讨其染色体核型的演
化机制& 已有较多研究表明! 第三纪以来天山
的隆升所造成的天山南北阻隔以及天山南北生
态*地质环境的剧烈改变对这片区域的种群分
化或物种形成有重要影响 "如 L;2?‘?X;=.
$&&&! "##(! Q>;@A?X;=."##/! L?=_<==??X;=.
"##&! 李俊 "#$’#& 此次在天山以北发现的虫
纹麻蜥在形态上与天山以南 "如塔里木盆地*
敦煌盆地! 赵尔宓等 $&&&#分布的相同物种相
比! 并未发现明显的形态变异& 通过分子系统
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研究! 则可能揭示虫纹麻蜥
谱系地理格局的时空演变! 并且为研究天山隆
升对种群分化或物种形成的影响积累新的
素材&
封面照片!交配后咬合阶段的虫纹麻蜥! 由刘
金龙 "#$’ 年 * 月 " 日摄于新疆精河县八家
户镇&
致谢!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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