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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地区有沙蜥属3种：西藏沙蜥(P rⅥ加 kf甜tha~Satdi)、红尾涉蜥(P．erythrurus)和泽当沙蜥 

(P．0咖 5)。根据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特点西藏沙蜥又分为西藏沙蜥指名亚种(P．theohaldi曲∞自 )和 1 

新亚种——西藏沙蜥东方亚种(P．tha~Cdi orientalis nov．ssp．)，二者的主要鉴别特征是：①前者后肢贴体前伸选 

刊或超过喉褶而后者则不选喉褶；②前者颊鳞鳞列平均4列而后者为3列；@前者尾长大于或等于头体长而后者 

尾长短于头体长。西藏沙蜥主要分布在阿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南喜玛拉雅山脉以北的狮泉河一雅鲁藏布江 

流域，其中指名亚种分布在狮泉河流域而东方亚种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泽当沙蜥目前仅在模式标本产地发 

现，红尾沙蜥主要分布在西藏的西北部。长江源区及昆仑山脉是西藏沙蜥种组与青海抄蜥种组的地理分布分界 

线，其阻限因子是湿度。以南疆沙蜥为外类群，分折了性状的系统发育趋势．在此基础上重建了西藏抄蜥种组的 

系统发育关系，表明西藏沙蜥种组是单系，其中西藏沙蜥较原始；泽当沙蜥和红尾沙蜥较进化且互为姐妹群，这一 

演化过程与西藏高原古地理、古气候变迁过程基本吻合。 

关羹词 亘夔，型堂虽堑垩塾 至竺墨童 
中田分类号 Q959 62~ ， 

长期以来，对西藏地 区沙蜥(Phryaocephalus： 

Agaraidae)的研究主要是种的分类和地理分布及生 

态习性方面，如Blyth(1863)、Boulenger(1885)、Zug— 

mayer(1909)、Beddaga(1907—1909)、赵肯堂(1979， 

1992)、黄永 昭 (1979)、原 洪 (1986)、胡 淑琴 等 

(1987)、赵尔宓等(1993)、王跃招等(1993)等。有关 

种下分类、种问系统演化关系、分布格局与古地理变 

迁关系的研究则很少，仅 Whiternan(1978)粗略地讨 

论了西藏沙蜥(Phr3mocephalus theobaldi)和红尾沙 

蜥(P．erythrurus)的种间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他 的沙蜥属物种的系统发育关系有许多缺陷 

(Ananjeva，1992)。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于阐 

明沙蜥属的系统发育与新生代第三纪以来古地中海 

的变迁、青藏高原的隆升、欧亚大陆干旱气候带变化 

等的关系十分重要。 

1 材料与方法 

本文对西藏各地沙蜥 (表1)的 11项形态性 

状和 1项生态性状进行了分类、演化意义分析 (方 

便起见，本文将西藏地区的几种沙蜥称之为西藏沙 

蜥种组)。 

1．1 性状状态演化趋势判别原则 

1．1．1 外类群原则 如果某一性状状态不仅分布 

于内类群，而且也分布于外类群，则该状态为原始 

状态，反之则较进化。 

1．1．2 生态适应原则 如果某一性状状态被证明 

适应当前的生态环境．则该状态较进化．反之则较 

原始。 

1．1．3 频率分布原则 如果性状的某种状态在沙 

蜥属中的分布较另一状态的分布广，则分布较广的 

状态较原始，反之则较进化 (黄大卫．1996)。 

此处所指的内类群是指分布在西藏地区的沙蜥 

各种，包括泽 当沙蜥(Phrynocephalus zetangensis)、 

西 藏 沙 蜥 (P．theoba／di)以 及 红 尾 沙 蜥 

(尸．erythrurus)。由于未见到红尾沙蜥的标本，其 

性状分析主要根据原始描述及胡 淑琴等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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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teman(1978)的描述为依据。 

裹 1 西藏沙蜥、泽当沙蜥、红尾沙蜥各居群的采集地 

1．2 外类群选择原则 趋势分析的序列从0到 N一1进行。 

： · 2 譬近，生态环境相似 2结 果 的分布于西藏地区以外的沙蜥
。 

‘ 。 ‘ 

1．2．2 根据已有的研究证明与西藏地区的几种沙 

蜥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1．2．3 在地理分布上具有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分布 

的特点。 

根据上述原则，将南疆沙蜥 tP．fors-cthii)选 

为外类群，因为该种与西藏沙蜥种组的地理分布区 

较近，且从低海拔 (600m)到高海拔 (3 200m) 

都有分布；都是高寒荒漠种类 (王跃招等，1993)， 

它们的染色体都是 2n=48，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曾晓茂等，1997)；具有相似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习 

性。因此本文选择南疆沙蜥作为西藏沙蜥种组的外 

类群。 

1．3 系统发育分析方法 

本文根据 Hennig(1965)、Farris(1970)的系统 

发育理论分析西藏沙蜥种组的系统发育关系，采用 

PAL】I ．4(中国科学院动物所黄大卫博士提供)支 

序分析软件包对西藏沙蜥种组种问系统发育系统关 

系进行支序分析。按 Nelson等 (1981)的组分分析 

法和 Wagner(1969)、Farris(1970)的简约法对各支 

序图进行简约性分析，选长度最短的支序图作为西 

藏沙蜥种组的系统发育关系图。在此基础上结合地 

理分布格局、古地理、古气候变迁的资料来探讨西藏 

沙蜥种组的演化、扩散、替代过程与西藏高原隆升过 

程的关系。 

较原始的性状状态编码为0，较进化的性状状 

态编码为 1 如果性状状态是多态，编码则根据状态 

2．1 性状状态演化趋势 

2．1．1 鼻间鳞数(number of intemasal~cates) 外 

鼻孔之间的几纵列鳞片为鼻间鳞，此性状有 2种状 

态：①1～3列鼻间鳞，西藏沙蜥的各居群、红尾沙蜥 

及外类群具此状态；②4--6列鼻间鳞，泽当沙蜥具 

此状态。在中国沙蜥属已知的 20种中，有 17种的 

鼻间鳞是 1～3枚，有 3～4种的鼻间鳞是 4～6枚， 

而且这几种都是高寒类群，而具状态①的种类既有 

高寒类群，又有低海拔类群，证明状态①在沙蜥属中 

的分布比状态②广，根据外类群原则和频率分布原 

则，其可能的趋势是①一②。状态②是泽当沙蜥的 

自远态。 

2．1．2 背中线鳞与腹中线鳞数之比(ratio of mid— 

dorsal scales to midventral scales) 此性状有 2种状 

态：①背鳞数大于腹鳞数，即背鳞／陧鳞>1，西藏沙 

蜥的所有居群及外类群具此状态；②背鳞数小于腹 

鳞数，即背鳞／腹鳞<1，泽当沙蜥和红尾沙蜥具此状 

态。根据外类群原则其可能的趋势为①一②。状态 

②是泽当沙蜥和红尾沙蜥的同远态。 

2．1．3 吻 一肛长与尾长之比 (SVL／TL) 从吻 

端至肛裂的长度称之为吻一肛长，肛裂至尾尖的长 

度称之为尾长，此性状有2种状态：①吻一肛长短 

于尾长，即吻 一肛长／尾长<1，西藏沙蜥的日土、 

斑公湖居群和外类群具此状态；②吻一肛长大于尾 

长，即吻一旺长／尾长>1，西藏沙蜥的拉萨、日喀 

则、米林、朗县居群及泽当沙蜥和红尾沙蜥具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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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根据外类群原则，推测此性状的演化趋势是① 

一②。此性状在西藏沙蜥各居群中表现出明显的西 

部各居群尾较长而东部各居群尾较短的变化趋势 

较短的尾减少了表面积，有利于物种保持体温，根 

据生态有利原则较短的尾是较进化的性状。 

2．1．4 外鼻孔位置 (position of nostrils) 此性状 

有 2种状态：①鼻孔前位，红尾沙蜥、西藏沙蜥的 

所有居群及外类群具此状态；②外鼻孔前但I位，泽 

当沙蜥具此状态。外鼻孔前位显然不利于防止风沙 

进人体内。根据生态适应原则和外类群原则，其可 

能的趋势是①一②。状态②是泽当沙蜥的自远态。 

2．1、5 后肢贴体前伸 (hindlegegs adpressed along 

the body) 此性状有 2种状态：①后肢前伸趾尖 

可达嘴角，外类群具此状态；②后肢前伸趾尖达或 

不达喉褶，红尾沙蜥及西藏沙蜥的所有居群、泽当 

沙蜥具此状态。其中泽当沙蜥后肢前伸仅达腋下， 

表明其附肢更短。根据外类群原则和生态有利原 

则，其可能的趋势是①一②。状态②是西藏沙蜥种 

组的同远态，证明它们来 自共同的祖先。 

2．1．6 雄性尾尖腹面色彩 (the ventral coloration 

ofmale tail apex) 此性状有2种状态：①黑色， 

外类群、泽当沙蜥、西藏沙蜥各居群具此状态；② 

红色或土红色，仅红尾沙蜥具此状态。根据外类群 

原则，其可能的趋势是①一② 状态②是红尾沙蜥 

的自远态。 

2．1．7 尾尖色彩的性异型 (sexual dimorphi~a of 

vent ooloration 0n tall apex) 此性状有 2种状 

态：①红尾沙蜥雄、雌个体的尾尖腹面都是红色或 

土红色，没有两性差异；②泽当沙蜥、西藏沙蜥各 

居群及外类群的雄性个体尾尖腹面黑色而雌性则为 

灰白色，具有两性差异。在中国的沙蜥属中，仅 4 

～ 5种具两性差异，且都是分布在高寒地区的种 

类，大约有 15种无两性差异。因此根据频率分布 

原则，笔者认为有两性差异的状态是较进化的状 

态，其可能的趋势是①—②。状态①是红尾沙蜥的 

自近态。 

2、1舟 尾尖形态 (tail apexmorphology) 此性状 

有2种状态：①尾尖较钝圆 外类群、西藏沙蜥各 

居群、泽当沙蜥具此状态；②尾尖较尖细，红尾沙 

蜥具此状态 根据外类群原则，此特征可能的趋势 

是①一②。状态②是红尾沙蜥的自远态。 

2、1．9 额顶骨孔 (pailetal foramen，Fig．1) 额 

骨后缘与顶骨前缘共 同范围一大孔，称为额顶骨 

孔。此性状有 2种状态：①顶骨孔较大，外类群、 

红尾沙蜥具此状态；②额顶骨孔较小，西藏沙蜥、 

泽当沙蜥具此状态。根据外类群原则 ，此性状的演 

化趋势是①一②。状态②是西藏沙蜥和泽当沙蜥的 

同远态 (图 1)。 

2．1．10 第一下颌齿形态 (morphon of the first 

tooth Dn mandible，Fig．2) 此性状有 2种状态： 

①较其他的下颌齿明显扩大呈犬齿状，外类群具此 

状态；②不扩大，不呈犬齿状 西藏沙蜥、泽当沙 

蜥和红尾沙蜥具此状态。状态②是西藏沙蜥、红尾 

沙蜥和泽当沙蜥的同远态 (图 2)。 

2．1．11 下领齿数 (mnnber of teeth on mandible 

Fig．2) 此性状有 2种状态：①具 10枚下领齿 

外类群、西藏沙蜥具此状态；②具 11枚下颁齿， 

泽当沙蜥、红尾沙蜥具此状态。根据外类群原则 

其演化趋势是①一②。状态②是泽当沙蜥、红尾沙 

蜥的同远态 (图2)。 

2．1．12 生殖方式 (reproduction) 此性状有 1 

种状态，即卵胎生 红尾沙蜥、泽当沙蜥、西藏沙 

蜥和外类群都具此状态。中国的沙蜥属种类有 2种 

生殖方式，其中分布在低海拔地区的种类为卵生， 

衰 2 南疆沙蜥、泽当沙蜥、西藏沙蜥、红尾沙蜥的性状状态 

Table 2 1he character Status ofP．forsyt~i．P．z．etaagens／s． 

P．曲舶hl 戚 aDd P． 如 嘣 

物种 (species) 性状 (character) 

l0 l1 l2 

O O l 

1 1 1 

1 0 1 

1 1 1 

南I抄蜥 P forsyghll 

泽当抄蜥 P x~angens／s 
西藏抄蜥 P．肺 

红尾沙蜥 P．∞脚n 

O O 

1 0 

1 0 

1 1 

性状栏的阿拉怕数字表示各性状在文中描述的次序 (the n衄】ber of ch啪 d瞄 repi"~ 

sentstheorderof charaet~ inthis article)；性状状态 ⋯1 表示远态； 0“表示近志 

(state of chamet~ 1”r∞fⅢ b ∞ kc O repre~ems Slate of 

c~ract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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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西藏抄蜥头骨背面观和泽当沙蜥下颁骨外侧观 
Figs 1—2 ]~tck view of skull ofP．theoba／di，and outside 

view 0fmandible of P．zetange~is 

1示额顶骨孔 (h一一 gthe p etal{oramen)}2 示下颌齿噩扩大 

的第 2下 颉齿 (showingthe numher ofteeth and豇l】 ed second 

tooth) 

分布在高海拔地区的种类为卵胎生。卵胎生的生殖 

方式显然是对高寒生境的适应 (王跃招等，1993)， 

是较进化的状态。此状态是外类群与西藏沙蜥种组 

的同远态，表明它们具有亲缘关系。 

各性状状态在各种中的分布见表 2。 

2．2 西藏沙蜥种组的分类、分布格局 

具文献记载，西藏高原的沙蜥有西藏沙蜥 

(P．~ baldi Blyth 1863)、红尾沙蜥(P． m  r“s 

ZRgn~yer1909)和泽 当沙蜥 (P．zetange~zsis Wang 

etal 1995)。对西藏沙蜥种内各居群的研究表明， 

日土、斑公湖、江孜、普兰、热帮等居群的形态极为相 

似，而与其他居群有一定的差异，例如前者尾较长 

(吻 一肛长／尾长<1)而其他居群的尾则较短(吻一 

舡长 尾长>1)，经对 5项数量特征(表 3)进行差异 

性检验 (Mayr等，1953)，有两项特征(第 4趾长、 

颊鳞鳞列)差异非常显著(c．D>1．28)，又例前者 

后肢较长，贴体前伸趾尖超过喉褶，后者的后肢则较 

短，贴体前仲趾尖不及喉褶，因此作者认为西藏沙蜥 

的日土、斑公湖、江孜、普兰、热帮等居群与其他居群 

的差异达到亚种分化的水平，应为不同的亚种。 

日土、斑公湖、江孜、普兰、热帮等居群距西藏沙 

蜥模式标本产地(克什米尔)较近，其形态与原始描 

述基本吻合，如模式标本的尾长大于吻一舡长，而日 

土、班公湖、江孜居群的尾长也大于吻一肛长，故本 

图 3 南疆抄蜥、硬藏抄蜥、红尾抄蜥、泽当抄蜥 

的海拔分布 

ng．3 The elevation distribution。fP． 魄 ，P．舳 一 

bcdd1．P．e~ythruru5 andP zaangensis 

文将其称为西藏沙蜥指名亚种；拉萨、日喀则、米林、 

朗县等 居 群称 为 西藏 沙 蜥 东 方亚 种：Phryno— 

cet~ lus thgobald orientalis Wang，Paperffuss et 

Zeng．nov．ssp．Holotype：C1B．73Ⅱ5346．Allotype： 

CIB． 645724 Paratype：CIB．645126， 645125， 

645127，64 5128，L~ality：Lhasa，Xizang，CIlim ． 

西藏沙蜥东方亚种与西藏沙蜥指名亚种的鉴别 

特征如下：①后肢贴体前伸趾尖达或不达腋下而后 

者则达到或超过喉褶；②前者头体长大于或等于尾 

长而后者则小于或等于尾长；③前者颊鳞鳞列平均 

4列而后者平均为3列。西藏沙蜥东方亚种分布在 

雅鲁藏布江流域，往东达米林、郎县一带，往西达 

日喀则，西藏沙蜥指名亚种分布在狮泉河流域。 

就目前所知西藏沙蜥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其 

北限大致沿昆仑山一唐古拉山脉南坡为界，往东大 

约止于米林、朗县附近，往西可达新疆境内的昆仑山 

及国外的克什米尔地区，其南限止于喜马拉雅山脉 

北坡。红尾秒蜥主要分布在藏西北 ，它于西藏沙蜥 

沿冈底斯山一念青唐古拉山脉一线分开。泽当沙蜥 

目前仅在西藏的泽当县发现。西藏沙蜥的分布海拔 

为 3 600m～4 800m，红尾沙蜥为 4 200～5 300m， 

泽当秒蜥为 3 800～3 950 m(图3)。 

从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 口未发现有沙蜥的分 

布。这一区域是长江源区，气候寒冷潮湿，地貌以 

①差异系数(confidentofdiff~ ce．C．D=(Mb—M,)／S．D．+S．Db)。麦尔(1965．第 153页)。 >1．28，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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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草甸、拣土湿地、沼泽化地为主。根据王跃招 

等 (1993)的研究，湿度是沙蜥分布的主要限制因 

子之一．因此长江源区可能是西藏沙蜥种组和青海 

沙蜥种组的地理分布屏障。 

2．3 西藏沙蜥种组系统演化厦其与古地史变迁的 

美系 

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发现任何沙蜥属种类的化 

石，因此在探究西藏地区几种沙蜥的系统发育关 

系、分替与扩散、地理分布格局与古地史变迁的关 

系时，主要根据现代沙蜥分布区域的气候、地理及 

植被景观特点在地史上出现的时代及区域来推测它 

们在西藏高原的分布、分化、替代、扩散过程。这 

种将今论古的推论方法在植物、昆虫、鱼类 (赵铁 

桥 l991，1995)等领域中的研究证明是行之有效 

的。蜥蛎类也同样适用，因为蜥蝠类不长途迁移， 

活动范围有限，其分布和生存直接与分布区域的气 

候、植被、地理等因素有关。所以根据物种的系统 

演化关系以及其生存环境在地史上出现的时代和区 

域，就可推测其可能的替代、分化、扩散途径。 

根据性状分析，性状 l2是外类群 (南疆沙蜥) 

与西藏沙蜥种组的共远态 (表 2)，表明它们有一 

定的亲缘关系。性状 5和 l0是西藏沙蜥种组的同 

远态，表明西藏沙蜥种组各种具有共同的祖先。支 

序分析共有 15个支序图，其中最长步长的为 2l 

(图6)，相对较短步长的为 14(图5)，最短步长 

的为12(图4)。物种之间的系统演化关系只能有 
一

种，因此这 3个支序图显示的物种演化关系只能 

有一种是西藏沙蜥种组各种之间可能的系统演化关 

系。根据简约性分析和组分分析 (表 4)，笔者认 

为图4所示的系统发育关系较可靠，因为其长度最 

短 (ff长=12)，性状逆转次数最少 (仅需 2次)， 

而图6所示的系统发育关系最不简约 (步长=21)， 

且需性状发生5次逆转，图5显示的系统发育关系 

与图4所示的系统发育关系比较也不是最简约的 

(步长：14)。从图4所示的西藏沙蜥种组的种同系 

统发育关系上可知西藏沙蜥种组有一共同的祖先， 

是一单系群，泽当沙蜥和红尾沙蜥是姐妹群。结台 

各种的地理分布来看西藏沙蜥种组的演化方向具有 

从西向东的趋势。 

西藏沙蜥指名亚种具较多的原始状态．而东方 

亚种则具较多的较进化状态，结台地理分布来看也 

表现出明显的由西向东演化的趋势。该种目前正处 

在分化过程之中，其分化程度至少已达到了亚种水 

平。 

whit~~tal3．(1978)在讨论沙蜥属种间系统发 

育关系时认为西藏沙蜥和红尾 沙蜥不是单系。 

Ananjeva(1992)指出他的系统发育关系外类群选 

择不当，因而其系统发育关系在很多方面存在缺 

陷，但她并未提出沙蜥属各种的系统发育关系。根 

据我们的研究认为西藏沙蜥和红尾沙蜥是一单系 

群。 

根据古地理、古气候、古植被的研究证明渐新 

世时期的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山脉的平均海拔大约 

在 1 0001"13．．喜马拉雅山脉及附近地区尚未完全脱 

离海洋环境 (万晓樵，1990)，这一时期西藏地区 

的气候为热带一亚热带森林气候。据对布隆盆地渐 

新世早期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研究表明西藏当时的 

动、植物与南亚、欧iIII的热带森林类群相似，属于 

热带森林型 (赵希涛，1981；李丙元等，1983)。 

很显然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不适于 

沙蜥祖先的生存。但是这一时期昆仑山南、北坡的 

气候巴出现明显的差异，南坡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影 

响，属亚热带森林、草原气候，而北坡的气候则十 

分炎热干燥并有大量的麻黄类、黎科、锦鸡儿等耐 

旱、耐盐碱的植物分布在昆仑山北坡的塔里本盆地 

(王伟铭等，l990)，此时的塔里木盆地发育了大面 

积的沙漠 (夏训诫等，1993)。因此推测沙蜥属祖 

先可能在渐新世时期已分布到了昆仑山的西北部， 

但并未越过昆仑山南坡。 

中新世中期，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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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西豫沙蜥、缸犀沙蜥、泽当沙蜥豆外粪群种闻焉I统发育美系的性状分析 

Table 4 Tile pl 哩雕 № analysis 0feharact~states 0fP．嘶咖  
P．盯 h，1 l，P． 群̂啪妇 and oatllraap 

a．外类群南疆沙蜥的自远 性状(~,mrr,hles ofP．forsMhii asoutgro~)；b．西簟抄蜥的自远态(r E： 讪 ofP theabaldi){ 

c．泽当抄蜥的自远态(alxanorphiesof P．~nange,ms)；d 红尾沙蜥的自远态(印唧 }Ii圈of P．eF'j~．hrrgrll／i){e1．南一沙蜥和西 

藏沙蜥的同远态(syrmpomorphiesof P．向 and P．theabaldi)；e2．西簟沙嘶和 泽当沙蜥 的同远态(symtxxaxaplfiesof 

P．theot~ti andP．础 ，墙肼出)；63．泽当沙蜥和红尾沙蜥的同远态(s邢 p。m叫 曙ofP． 虹增 andP．ec3chruras)If1．南 

疆抄蜥、西藏眇蜥、泽当抄蜥的同远态(sy~ponrxpbaeaofP．如 ．P．thet~ Idi．P．zetangensis)；t2．西簟沙蜥、泽当沙蜥、红 

尾沙蜥的同远志(svnapomorphies ofP．theoba／di，P ~zangens／s．P．~r3g．hcurt~)；g．南一沙蜥、西藏沙蜥、泽当沙蜥、红尾沙蜥的 

同远态{syrmpomorphies ofP．forsythii．P．theabaldi，P．zemngenus，P．州 r W)。 

泽当沙蜥 红尾沙蜥 

图 4 泽当沙蜥和红尾沙蜥的姐妹种间 

关系分支图 

F 4 Thedadogrm~a ofP．m  戚 andP．ery- 

thrurus d ’Ⅳingthatt ，m-e sister 如  

气候有了明显的变化。根据吉隆、札达等地的三趾 

马动物群及植物花粉化石资料证明这一时期西藏地 

区的动、植物与广布欧亚大陆的动、植物相似而与 

南亚种类差异明显，表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度已可 

阻碍动、植物的交往 (李丙元等，1983)。这时西 

藏地区气候有了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西藏的西北部 

已出现了耐旱的藜科、麻黄类植物，年平均气温比 

西藏东南部地区要低2℃左右 (林振耀等，1981)， 

西藏东南部地区仍然是热带一亚热带森林、草原气 

候。到了中新世晚期，藏西北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干 

草原景观，藏东南部地区也渐变为亚热带落叶一针 

叶林景观 (李丙元等，1983；赵希涛，1981)。因 

此推测中新世晚期沙蜥属的祖先开始越过昆仑山， 

分布到西藏的西北部，此时沙蜥属祖先可能仍未产 

生分化。 

图5 西藏抄蜥和泽当抄蜥的姐妹种间 

关系分支图 

Fig．5 The cLBd0鲫 ofP．t／usaba／di andP． 

珊 ．showingthatP．聃如  andP．艇龃 掣犯出 

are sister单ed 

南疆沙蜥 

哪  Ⅵ  

西藏沙蜥 红尾沙蜥 

图6 西藏抄蜥和缸尾抄蜥的姐蛛种同关系分支图 
Fig．6 The 鲫 ofP．埔 and P． ， 

sh 1g that P．埔棚 眦 and P．￡ ， r 

are sist自r印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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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世晚期，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山脉进一 

步上升，使西藏、青海地区大面积抬升，西藏地区 

西北部气候更加变干变冷，中新世晚期昆仑山的山 

嵴平均高度达4 000 m左右．根据植物花粉化石分 

析这时西藏西北部已有了特有种 ，证明此时产生了 

物种分化，昆仑山已具有地理阻限作用。据此推测 

分布在昆仑山东南侧和西北侧的沙蜥属祖先此时可 

能也产生了分化，其中分布在东南侧的种群产生了 
一 些更适应高寒气候的特征，如附肢和尾较短等， 

这一种群可能就是西藏地区几种沙蜥的祖先。这是 
一 次分替作用形成的物种分化 (图3，4)，其结果 

分化出西藏沙蜥种组的祖先。 

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早期，青藏高原的地质活 

动又一次趋于活跃，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念青 

唐古拉山等山脉更为高大，使整个西藏高原更为寒 

冷、干 旱．并 出现 了大 面积 荒漠 (朱 震达等 ， 

1980)。因此推测西藏沙蜥种组的祖先此时在向东 

扩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分化．分化出西藏沙蜥、泽当 

沙蜥和红尾沙蜥。后两种较西藏沙蜥更为特化，分 

别采用了不同的适应高寒生境的策略，如泽当沙蜥 

的外鼻孔是前侧位，有利于防止风沙进人体内，而 

红尾沙蜥的尾末端变尖变细，减少了散热表面积。 

这是扩散作用形成的物种分化 (图 3，4)。 

综上所述，西藏沙蜥种组的系统演化过程、分 

布格局与西藏高原地史变迁过程有密切关系。 

致 谢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赵尔宓研究员 

审阏手稿并提供文献．美国加l州大学、美国加州科 

学院提供部分标本，本室刘志君先生参加部分野外 

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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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槐 心 z c：-毋，，University矿California 0 B-r ：-，B-r ：-94720) 

Al~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assificadon，dis— 

tribution and the phylogenetic rdationships among the 

species of the genus Phrynocephalus in Tibet Plateau 

with the paleogeographie changes in cenozoic．Acmrd— 

ing tothe analysisof11morphological and1 e。。l。gical 

characters，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are three species and 

two subspecies(including a newly described one)of 

the genus Phrynocephalus distributed in Tibet 

Phte~．uI Phrynocephalus theobaldi theobaldi，P．ery- 

thrurus and P．zetangensis as well as P．theobaldi 

orientalis nav ssp．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D 

subspecies are：①the hind limbs adpressing to head for 

P．t．orientalis not extending tomouth butforP．t． 

theobaldi it touches mouth；② the average rows of 

scales onfacaforP．t．theobaldi is 4 andthe average 

r s of scales on／aceforP t．orien~lis is 3；③the 

length of tai1 of P． ．oriemalis shorter than the 

1ength of SIIOLlt vent and for P．t．theobaIdi it is 

bngerthanthelength of snout-vent．P．theobaldi 

distributed betwin the north side of Himalaya Motto— 

tains and south side of Ga 1gDis —NyairlQ即，ranGJha 

Mountains；P．eryghrurus spreaded between south- 

west side of KunLun Mountains and north side of 

(；aI1gDise__NyainQenTanG1haMounte~ns and P．牡  

tangensis was only found at Zetang．The aIl ysis of 

phylogeny using P．forsythii asoutgroup showed that 

the species groupofPhrynocephalus d~tfibutedinTi— 

bet Phteau derived from a 00TIⅡrKm ancestor stock． 

During Miocene the ancestor of s[0~Cles group of P． 

theoba／Ai might be derivedfrom the eolilirlonancestor 

by geographical vicarlance due to the uplift of KunLun 

Mountains r~ulfing in the elevational differenee．Dur． 

itag thetim ebetwee111ateMioeens and earlier io。即e 

P．州 n‘n‘s and P．zetangensis might be derived 

from its ancestor by dispersal so that they are sister 

species group． 

Key wolds Tibe t，New subspeices of Phrynocephalus，Phylog 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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