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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太行山猕猴肱骨与锁骨的初步研究 

薛德明：。 辛炳乾 瞿文元‘ 张文学 

————葡河 磊 物系 新乡 4530o2) 

(②河南财经学院体育部 郑州 450002) 

摘要 本项研究对成年太行山猕猴 (Macaca mulatta tcheliensis)的眩骨 (33侧)及锁骨 

(29侧 ) 进 行 了 垒 面 测 量 及 观 察 ， 计 算 了 5项 指 数 。 对 太 行 山 猕 猴 、 滇 南 嚣 猴 

( 朋 mutatta)、川西旃猴 (M． lasiotis)、湘鄂猕猴 ( ． littoratis)的眩骨、锁骨和 

桡骨有关测量指标及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 3个旃猴亚种相比，太行山嚣猴 

肱骨与锁骨的形态结构更适应于地面上的括动，说明其在地上活动较多，在树上活动较少。 

关键词 太行山猕猴 旦，! ，聚类，登查竺塑一 
中图分类号 Q959．848 

猕猴 (Macaca “latta)是国家Ⅱ级保护动物，同时又是重要的实验动物。野生华北 

猕猴 ( ． ．tchetiensis)现仅分布于河南西北部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及中条山南端，该 

区域位于北纬 35。一35。30 之间，是目前世界上野生猕猴分布最北的地区。对其肱骨及 

锁骨进行研究，并与其他地区分布的猕猴相比较，一是可以为医学实验提供一些基础性数 

据；二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搞清楚太行山猕猴肱骨和锁骨形态结构特征、运动类型，并与 

其他猕猴亚种比较，为华北猕猴的变迁、演化过程提供依据；三是结台其他相关研究资 

料，为进一步确立华北亚种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材料来源于河南济源境内太行山猕猴的成套骨骼标本，其中眩骨 33块，锁骨 29块，桡 

骨 23块，均系成年标本。为 了比较研究，对桡骨最大长进行了测量。标本现存河南师范大学 

生物系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室。 

测量过程参照吴汝康 (1965)、Napier等(1967)的方法。用国产精密度为 0．02mm的游标 

卡尺、测骨盘、角板和弯角规进行测量。计算了横断面指数、粗状指数、锁眩指数、摆荡指 

数及三角肌止点指数。 

聚类分析采用的是谱系聚类法 中的最短距离法，距离法的计算采用的是欧氏距离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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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作者 。次采用了骨体 曲度矢高的测量指标来对太行山猕猴肱骨弯曲程度进行定 

量化。方法是：肱骨背面紧贴测骨盘的横壁，用角板抵住骨体腹面最突出部位来量取角板与 

横壁间的距离。该距离的大小可以反应肱骨体的弯曲程度。 

2 结果 

2．1 肱骨 

肱骨头小于半球，大、小结节发达，大、小结节啃也发达；三角肌啃粗状，骨体弯 

曲；滋养孔两端丰富，骨体极少。一般在骨体下 l／3附近都分布有 l滋养孔，有的 口朝 

上，有的口朝下，滋养孔口径大小不一。肱骨测量结果见表 1。 

表 1 脏骨的测量结果 

Tab]e l The measurements of humerus (mm) 

表 2 锁骨豆桡骨的测量结果 

Table 2 The measurements of clavicula and radius (mm) 

2．2 锁骨和桡骨 

锁骨体外 l／3处扁平，颅侧面光滑，尾侧面有一较明显的锁骨下窝，两端及外 1／3 

尾侧面处滋养孔发达。锁骨及桡骨测量结果见表 2。 

2．3 指数计算结果 (表 3) 

3 讨论 

据 Bergmann和 Allen定律，体型较小和被毛较短的种类主要分布于较热的低海拔或 

低纬度地区，体型较大者则相反，即体型的特点和变化趋势与气候相适应。据蒋学龙等 

(1991)报道，中国猕猴体型的变化趋势基本符合 Bergmann和 Allen定律，即从南向北 

猕猴体型逐渐增大，顺序为：海南猕猴一云南猕猴一川西猕猴一福建猕猴一西藏、华北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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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指数计算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indexes 

猴。较长的锁骨有利于抬高上肢，是灵长类适应树栖运动的特征之一。通过锁骨长、肱骨 

长的比较 (表 4)，川西猕猴眩骨与锁骨最长，湘鄂猕猴次之，再次为太行山猕猴，最后 

为滇南猕猴。造成太行山猕猴肱骨和锁骨较短的直接原因可能和其运动方式的特点有关。 

尽管太行山猕猴有悬吊、摆荡和跳跃等半树栖性运动方式，但经过多年的野外观察，表明 

太行山猕猴属典型的地栖四足型灵长类动物。由于太行山猕猴树上活动相对较少，地面活 

动较多，从运动力学原理分析可知，太行山猕猴肩关节灵活性及运动范围相对减小。其肱 

骨由于负重的原因，导致了骨干的弯曲而变粗、变短。用骨体曲度矢高来描述太行山猕猴 

眩骨弯曲程度为 24．96 mm。就 目前所查的有关资料而言，还没有人对眩骨的弯曲程度进 

行定量化测量，对于该项指标的科学性、准确性期待与同行探讨。笔者认为该项指标对猕 

猴的种下分类研究会有一定韵参考价值。 

把太行山猕猴与其他 3个猕猴亚种的 4项测量指标进行聚类 (表 4)，并计算了欧氏 

距离：d】2=13．32，dn=6．93，d】4=4．49，d2】=14．48，dM=11．23，d =4．83(图 1)。由 

图 1可知，太行山猕猴与湘鄂猕猴距离最近，与滇南猕猴距离较远。所计算欧氏距离的远 

近与其实际地理分布的远近大致吻合，因此，这 4个猕猴亚种骨骼形态结构的差异可能与 

地理隔离、生态隔离存在某种关系。 

表 4 太行山稚撰与其他猕猴亚种 

有关骨骼指标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items on skeleton of Tni— 

hangMountains mulattn andthe othersfmm) 

表 5 太行山猕猴与其他猕猴亚种 

3项指数的比较0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ree Indexes on Ta卜 

hangM ountains mulnttn andthe others 

①表 4、表 5滇南猕I睦，川西猕猴和湘部嚣猴资料引 自俞发左等 (1993)[data of M m n~u]atta 

M taMot~andM littoralisinTable 4．5 afefrom Yu er at．1993)。 

猕猴的运动方式与其四肢骨骼形态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摆荡指数、三角肌指数、锁 

肱指数更能反应猕猴的运动特点。通过与滇南、川西、湘鄂猕猴 3项指数的比较聚类 (表 

5，图 2)，计算 了指数 问的欧氏距离：d”=5．82，d1 4．40，dl4=3．11，d2 2．47， 

d， =3．69，d =1．64。太行山猕猴同其他 3个猕猴亚种比较，与湘鄂猕猴最近，但湘鄂猕 

猴与川西猕猴的距离更近一些。通过太行山猕猴与湘鄂猕猴 3项指数比较说明，太行山猕 

猴地上活动时间比湘鄂猕猴可能更长一些，但树上活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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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猕猴骨骼形态结构及运动行为与其所处的环境是一致的。太行山猕猴所处的太 

行山与中条山南端植被属于暖温带落叶阀叶林，四季分明。猕猴主要以植物为食，太行山 

猕猴取食的植物约 l30余种，随着季节的更替取食芽、嫩枝、叶、花、果实、种子、树 

皮、草根以及落在地上的坚果等不同的植物部位。每年 11月到次年的 4月，太行山上叶 

落草枯，食物匮乏，太行山猕猴取食较为困难，需要长时阃在地面上寻找食物，这可能也 

是其地上活动较频繁的原因之一。太行山属单面山，到处悬岩峭壁，裸岩随处可见，一年 

四季都能见到猕猴在岩壁、岩缘或岩坎上行走、培戏或休息，这也许与逃避敌害袭击有一 

定的联系。 

董 

4．

4

6 

图 】 表 4聚类图 (最短距离法) 

F 1 Clusting figure of Table 4 

(the method of the shortest distance) 

3-11 

置 2．47 

吲 1
．B 

图2 表 5聚类图 (最短距离法) 

Fig．2 Clusting figure of Table 5 

(the method of the shortest distance) 

l太行山祷猴∞  ．tchetiens~)，2．演南猕猴( mutatta)~3 川西猕j醛(Ⅳ ．tasiotis)~ 

4湘鄂赫猴(M littorals)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的差异和自然选择，导致我国猕猴从南向北树上活动逐渐减少， 

地上活动逐渐增多；骨骼形态结构的特点从南向北相对来说越来越适合于地面活动；肩关 

节灵活性逐渐减小，锁骨相对长度变短，肱骨弯曲度增大，眩骨骨干变短、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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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HUM ERUS AND CLAVICULA 0F ADULT 

TAIHANG M0uNTAINS Macscs mMatts m．tcheliensis) 

XU E De—ming@ XIN Bing—qian@ QU W en—yuan@ ZHANG Wen一~ue@ 

(~,Department ofBiology，Hett,on Normal Unirersity,Xmx~ng 453002) 

(~Department Physicat Culture,Henan Economic College，Zhengzhou 450002) 

In this paper humerus and clavicula of adult Taihang M ountains M acaca mulatta were 

measured and observed．Five indexes were counted．Parts of the measured data and jndexes 

in the provirices，Henan( ．m．tcheliensis)，S~huan( ．m lasiotis)，Yunnan( ．m． 

m14 tta)，Hubei and Hunan( ．m．1ittoralis)of China wlgte clustered．The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es showed that morphology of Taihang M ountains Macaca mulatto was more suitable 

to locomotion of the ground than the others， and movement of Taihang M ountains M acaca 

m14／at／a on the ground was more than the othe r and its movement in trees was leSS than the 

others 

Key words M acaca mllktta tcheliem is， Humerus，Clavicula，Cluster， M 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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