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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生哺乳动物中，是长娄不仅因为其行为机制的复 

杂性，更因其与人类的近缘性，而受到诸多研究领域的重 

视。其生存的第一需要就是取食，不同的食物特性总是与 

头颅的形状变化有关系 (Shea，1983)，而颅形的变化必然 

会与颅容量或脑的体积变化相联系。有关的研究在太行山 

猕猴尚属空白。 

太行山猕猴目前仅分布于太行山南段和中条山部分地 

区，是目前我国分布最北的野生猕猴种群。初步研究表明． 

太行山猕猴在形态生态行为和遗传等方面与其他亚种均有 

明显差异 (宋朝抠等，1996；薛德明等．1998)。基于保护 

其生物多样性的考虑，本文对太行山猕猴颅容量与颅骨其 

他变量的相关性作了研究，以期积累资料，并为探讨猕猴 

的趋源和适应辐射提供形态学证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文所用材料为采 自河南省境内太行山区的成 

年猕猴颅骨标本，共 12倒。标本现存于河南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室。 

1．2 方法 采用邵象清 (1985)的定点方法，用国产游标 

卡尺和弯脚规 (精确到 0．02 m 1)对有关颅骨变量进行测 

量；颅容量的测量亦参照邵象清 (1985)的方法，用均匀、 

干燥的小米作填充物．以量筒测出体积 (精确到0．5 rnL)。 

对所得数据进行精确计算 、分析。 

2 结 果 

2．1 颅窖量与部分颅骨变量的基本统计值 从表 1可看 

出，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大多数变量的统计值的变异范 

围都较小；有些变量只在某一性别之内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在雄性有面底长、枕骨最大宽、鼻高等变量i雌性有颅容 

量、枕骨大孔等变量。而有些变量如冠颞点问宽不仅在同 

一 性别的个体之间变异较大．而且两性之问的差异也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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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的。 

2．2 颅窖■与颅骨其他变量阃的相关系数和决定系数 为 

便于 比较，对雄性、雌性和雄 +雌分别进行了计算 (表 

2)。结果表明，雄性颅容量与颅骨最大长、鼻根点 枕外 

隆凸点长、鼻棘下点 一大孔前缘点长呈显著的负相关，而 

与冠颡点问宽和鼻高为极显著负相关；雌性颅容量与颅骨 

最大长和枕骨大孔长显著相关，与额骨最大宽、枕骨大孔 

宽和颅高则极显著相关 如果把雄、雌旨趋来看，颅容量 

与颅骨最大长、眉问点 一人字点长、枕骨大孔长呈显著相 

关，而与颅骨最大宽、额骨最大宽、枕骨大孔宽和颅高呈 

极显著相关。 

2．3 太行山猕猴颅窖■与颅骨部分变量间的一元回归方 

程 从表 2的雄 +雌一栏中，选择颅容量和与之相关撮显 

著的变量，建立一元回归方程 (表 3)。 

由表3可见，颅容量与颅骨最大宽、额骨最大宽 、枕 

骨大孔宽和颅高具有真实的直线回归关系。即将雄雌合起 

来考察，随着上述颅骨变量的增长，颅容量也表现出相应 

的增长趋势。 

3 讨 论 

3．1 成年太行山猕猴颅骨的多数变量均趋于稳定，性别间 

和个体间的差异也较小．故统计值有较小的变异范围 但 

个别变量在性别之内和性别之间的差异却很明显，而这些 

差异则可能是造成统计误差的因素之一。 

3．2 研究表明，雄性猕猴颅容量与部分颅骨变量表现出显 

著或极显著负相关；而雌性个体显著或极显著相关均为正 

值。因而认为．猕猴是一类社会性很强的多雌群哺乳动物， 

为了取得统治地位，加上食物竞争、御敌、防卫以及性选 

择的压力等，雄性猕猴在其生长发育的后期睹段，从外部 

形态到骨骼的构造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适应上 

述需要。 成年之后， 雄性猕猴的颅骨向着坚实 厚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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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n ) 标准差(sD) 变异系散(c．V．) 

变量(va瑚bles) 雄 雌 雄+雌 —  ——— 广  雄+雌 雄 雌 雄+雄 
(male) ( e) (male+fence) (male) (f la1e) (male+妇n如) (male) ( n如) (male+f日m】e) 

向发展，而脑的体积(颅容量)则 相对较慢的速度增长，且 

趋于稳定。而雌性在整个群体中处于相对保守被动的地位， 

其种内竞争和性选择的压力等较雄性为低。因此，会出现上 

述结果。把雄、雌两性合起来看，颅容量和部分颅骨变量问 

的显著或极显著相关关系均为正值。其原因可能是当两性 

变量相加时，出现了较大的变异范围。就总的情况看，影响 

颅腔容积(颅容量)的主要因素是颅骨的外部形态．而眼眶部 

位的骨骼形态与颅容量的关系似不是很密切 

3．3 本文只是对太行山猕猴颅容量与部分颅骨变量相关性 

初步研究的结果，由于国内其他地区猕猴的类似资料较少． 

故而有关比较研究尚待以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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