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龙》互动电子书

大对决



自己学习

古生物学家一直在不断地发
现新的化石线索，发展出新
的关于恐龙的惊人理论。你
可以通过书籍、文献、网络
或走进博物馆的方式来判断
哪些理论是正确的，哪些则
可能是错误的。你对于感兴
趣的恐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
理论呢？

在恐龙时代，最迅速、最凶猛或者最庞大的恐龙可能生活在地球的不同

地方，如果他们有一天狭路相逢，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呢？这本互动电子

书就为你设置了这样精彩的对峙场景。让我们先了解每一种恐龙的特点

和习性，再来判断它们的输赢！



找到那些互动的链接按钮，当鼠标划过的时候

它们会显现出来。点击这些按钮来了解更多关

于恐龙的知识。选择一场恐龙大对决，按照按

钮提示进一步了解细节。

寻找以下这些可以点击的按钮：

如何使用互动电子书

进一步了解恐龙的局部特征。

关闭窗口返回主页

蓝色按钮

大对决知识按钮    
百科全书按钮

恐龙按钮

测验按钮

问题与测验。

近距离了解每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龙物种。

? 快速小测验
主页

牙齿

找到这个词语的解释。

橙色按钮

植食性

贡献者与致谢

白垩纪

了解恐龙所生活的时代。

关于这场恐龙大战的知识和数据。

霸王龙



雷克斯暴龙 对决 三角龙

像鹦鹉一样的尖嘴

雷克斯暴龙是                 恐

龙：它用两条虽然很细但强

壮有力的后腿走路，像鸵鸟

一样。

短小的前肢有爪。

骨质头盾可以长达1米。

生活在                 的最庞大的肉食性恐龙
——雷克斯暴龙，一次能吃掉200多千克
的肉。那么素食主义的三角龙有机会取得
胜利吗？——别忘了它有三个坚硬的角和
起保护作用的骨质头盾。来看看这两种恐
龙的特性，然后自己决定答案吧！

他
们

曾
在

哪
里

生
活

？

三角龙雷克斯暴龙

种类：兽脚类

生活时代：7000~6500万年前

食性：

种类：兽脚类

生活时代6700~6500万年前

食性：

它巨大的头长达1.5米，

多亏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才能使身体保持平衡。

它的头骨长达2米。

发现更多关于



关闭窗口

雷克斯暴龙

体型巨大沉重的雷克斯暴龙以三角龙等大型

植食性恐龙为食。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

为在雷克斯暴龙的粪便化石里发现了三角龙

头盾的碎片。另外，在三角龙的髋骨化石上

发现了80处咬痕被鉴定为霸王龙的咬痕。那

么雷克斯暴龙到底是迅猛的捕猎者，还是行

动缓慢的腐食动物呢？有些专家认为雷克斯

暴龙可能以别的动物遗留下的残羹剩饭或弱

小生物为食。它有很灵敏的嗅觉来帮助它寻

找猎物或濒临死亡的动物。

大约是30只雄性大猩猩的重量。

9吨——
一只巨大的雷克斯暴龙可以重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雷克斯暴龙的牙

齿长达30厘米



三角龙

6吨——
三角龙大约重

关闭窗口

作为植食性恐龙，三角龙自然成为大型肉

食性恐龙的猎物，包括霸王龙。专家从化

石遗迹中发现三角龙会用角和庞大的身躯

进行还击。一只三角龙化石的角有一半被

咬掉了，咬痕与雷克斯暴龙的齿痕相符。

它的角看上去有后来愈合的痕迹，这表明

三角龙成功逃脱了一次攻击！



关闭窗口白垩纪

很多恐龙生活在据今天1.45亿到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那

时的地球大部分时候很温暖，只有短暂的寒冷，大片繁茂

的森林覆盖了大部分的陆地。第一株开花植物就是在那个

时代出现并迅速繁衍开来。

大量的植被为巨型的植食性恐龙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它

们也成为其他肉食性动物的食物。鸟类和海洋动物，以及

小型陆生哺乳动物的数量也在白垩纪大量增长。白垩纪以

生物的大范围灭绝而告终，恐龙也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白垩纪时期的世界地图跟今天的地图看起

来有很大不同。在白垩纪之初，一些南半

球的大陆还没有分开，几百万年之后，板

块漂移才使它们最终分开。美洲大陆逐渐

往西移动，造成大西洋的扩张。



关闭窗口

雷克斯暴龙

顾名思义，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比如鸟类和人都属于两足

动物。大多数动物既用后腿也用前腿走路，虽然它们有的时

候也能短暂地用后腿跑动，甚至还能用后腿站立来够取高处

的食物，观望周围环境，或准备发动攻击，但这些动物不属

于两足动物。 

有些恐龙用两条后腿走路，有些则用四条腿。雷克斯暴龙就

是两足动物。三角龙则用四条腿走路。有几种恐龙被认为可

以用后腿站立与敌人搏斗，或获取树顶的树叶作为食物。

科学家认为雷克斯暴龙的腿跟现代的鸵鸟极为相似——长而

细，但大腿肌肉强壮有力，能够支持身体直立。鸵鸟跑得更

快，可以达到64千米/时，而雷克斯暴龙可以达到40千米/时。

但也有些科学家则认为霸王龙只能达到16千米/时。

两足的（动物）
角鼻龙



关闭窗口

雷克斯暴龙致命的牙齿不均匀地排列在口腔中，有些地方

排列紧密，有些地方则很松散。它有约60颗牙齿，跟另一

种大型肉食性恐龙阿尔伯托龙差不多。

牙 齿

想象一下，长在雷克斯暴龙长达1.2米的颌骨上的是香蕉一样

大小和形状的牙齿，而且U形上颌骨上的牙齿比V形下颌骨上

的牙齿还要大。恐龙中最大的牙齿来自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

馆陈列的一具保存完好的长达12米的雷克斯暴龙“苏”的骨

架化石，它包含牙根，足足有30厘米长！

雷克斯暴龙像其他肉食性恐龙一样，没有咀嚼用的磨牙，而

是用锯齿形状边缘的牙来撕扯肉类，然后不加咀嚼就囫囵吞

下了。

阿尔伯托龙的牙齿



关闭窗口

顶部：亚伯达角龙

底部左侧：五角龙

底部右侧：三角龙

角
三角龙的眼眶上有两个长长的额角，长度超过1米，此外还

有一个短粗的鼻角。三角龙是长角恐龙——“角鼻龙”中最

有名的成员。

角鼻龙分为两类。一类有着巨大的头盾和额角，比如三角

龙和五角龙。另外一类，比如亚伯达角龙，则有着巨大的

鼻角和小得多的，近似于长方形的带刺头盾。它们都是植

食性恐龙，在最下方的角下面生有很大很锋利的尖嘴。



关闭窗口

肉食性

一些动物以其他动物的肉类为食。 



关闭窗口

植食性

一些动物以植物为食物。



关闭窗口快速小测验
找到这些恐龙剪影的正确名称。你可以向你的纸质书和电子

书寻求帮助！





恐爪龙 对决 剑龙

剑龙，是所有背部生有骨质板的恐龙中体型最
庞大的，它能用它有力的尾巴击退捕猎者。
如果剑龙遭遇了行动迅捷并集体捕猎的恐爪龙
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恐爪龙可是专以动作
缓慢、体型庞大的植食性恐龙为食的！这两种
恐龙实际上从未相遇过（化石                  ）表
明它们生活的时代相差2000万年），它们要是
相遇可算得上是棋逢对手呢！

它的前肢生有三

个尖爪。

锯齿形的牙齿

它无牙的尖嘴和短小

的前腿使得它的头部

和颈部最容易受到攻

击。

长长的尾巴

能够来回摆

动。

长而有力的后腿

它
们

曾
在

哪
里

生
活

？

种类：兽脚类
生活时代：1.56—1.44亿年前

食性：植食性

种类： 

生活时代：1.1~1.2亿年前

食性：肉食性

剑龙恐爪龙

发现更多关于



关闭窗口

恐爪龙

恐爪龙是一种体型较小的恐龙，有着中

空的骨骼。它凭借两条后腿成为轻盈、

迅捷的跑步健将。它往往和其他恐爪龙

一起对体型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发动攻

击。恐爪龙属于“手盗龙”类，因为它

的手和脚有着锋利的爪，可以用来抓住

并撕扯它的猎物。它攻击起来很像空手

道选手，运用手和脚猛烈击打。它也会

用牙齿咬伤猎物。而其他许多捕猎者往

往只会用牙齿攻击。

75千克——
与空手道冠军的平均体重相同

恐爪龙重约



关闭窗口

剑龙

这种与众不同的恐龙有着很好的防御装备。

它的尾巴上生有长达1米的可怕的刺，能够

抵挡来自后面的袭击。尾巴有力地一击能在

捕食者的骨头上打出一个洞，或让捕猎者失

去平衡。它的尖嘴没有较大的牙齿，只在两

侧有很小的臼齿。它可能通过吞食小石子来

帮助巨大的胃磨碎食物。

9米

校车

剑龙跟校车差不多长。

剑龙



关闭窗口恐龙的速度

科学家们通过比较史前生物与现代生物的肌肉大小、腿

部结构和体重来研究恐龙的速度。有些科学家认为，体

重小于1000千克的恐龙可以奔跑，而那些巨大而沉重的

恐龙则只能行走。目前的科学研究表明，那些巨型恐龙

可能以11~16千米/时的速度行进。体型较小的轻量级恐

龙，例如有着中空的骨骼和长长的腿的恐爪龙，则能更

飞快地奔跑，达到72千米/时。

通过研究坚硬地表的             恐龙脚印，科学家们能够

找出恐龙行走或奔跑的步幅——即迈开一步时两脚间的

距离——然后再计算它们可能的速度，分析它们到底是

在行走、慢跑还是在奔跑。

板龙被认为既可以两足奔跑也可以四足行走。它长而有力的后腿表

明这种植食性恐龙能够短距离冲刺来逃脱捕猎者的攻击。



关闭窗口证据
古生物学家在岩石里发现了恐龙骨骼、牙齿和身体其他部

分的化石。它们甚至发现了恐龙粪便化石。化石能够就恐

龙生活的时代、地点，恐龙的外形、食性和行为特点给我

们提供很多线索。沙漠地带保存完好的远古时期恐龙行走

的脚印向我们展示了恐龙是怎样行走的，以及它们是否群

体行动。

非洲的纳米比沙漠保存有长达45厘米，宽达35厘米的恐龙

脚印，以及其他一些脚印化石。这些脚印来自于有三个脚

趾的，有爪子的动物。通过测量脚印的深度，科学家能够

估计这种动物的大小和体重，并能得出它们是两足行走的

结论。清晰的脚印甚至能帮助科学家看出恐龙脚垫和肌肉

的形状。

左侧：几千万年前的恐龙脚印，保存

在南部非洲的纳米比沙漠中。

右侧：亚利桑那州图巴市附近的一块空地

上的恐龙脚印。



关闭窗口

剑龙坚硬的骨质板也被认为具有防御的功能，因为它们排列在脊柱上能够阻挡捕

猎者从后背咬伤剑龙的身体。直到今天，这种关于骨质板排列和功能的猜测还没

有得出定论。

骨质板
沿着脊背生长的两排骨质板像小型太阳能电池板一样，可

能能够帮助剑龙控制体温。化石上的凹槽表明这些骨质板

上可能覆盖着含有密集血管网络的皮肤。这些大块的骨质

板被太阳照射后，热量通过血管传递到身体其他部分。如

果剑龙觉得太热，它会转动骨质板，让薄薄的边缘对着太

阳，这样自己就不会吸收过多的热量。



关闭窗口

在恐爪龙行走时，镰刀状的爪子能缩进去而不会碰触到地面。

爪
恐爪龙的名字意为“可怕的利爪”，它因后脚第二脚趾上巨大

的，弯钩状刀子般锋利的爪而得名。科学家做了一个恐爪龙尖

爪的模型，看起来像一个孩子的手那么大，有12厘米长。

恐爪龙的前肢上也有致命的尖爪。它的“手指”活动自如，能

够抓住植食性恐龙作为猎物并从它们身上撕扯下肉来。

 

弯曲的利爪



关闭窗口

化石

化石是生活在远古时代的动物或植物的骨骼、贝壳或其他痕迹，通过

某种方式被保留下来，比如存在于岩石中。



关闭窗口

剑龙类

一类生活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早期的植食性恐龙。它们有两排沿着背部

到尾部生长的骨质板。



关闭窗口快速小测验
你往往可以通过某一极具特色的结构来认出某一

种恐龙。你能通过下面图中这些身体局部结构猜

出它们属于哪种恐龙吗？

4

1 2

5 6

3





巨兽龙 对决 梁龙

作为体型最长的恐龙之一，梁龙有着令人
难以置信的长脖子和一个小小的头。有些
专家猜想，这可能意味着                      的
植食性恐龙有着很小的脑。那么梁龙是否
会被同样庞大强壮（但是体长只有梁龙一
半）的肉食性巨兽龙用计谋打败呢？它们
并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你的猜想也
许跟专家的猜想一样有道理。

 梁龙巨兽龙 

种类：

生活时代：1.55亿~1.45亿年前

食性：植食性  

种类：      

食性：肉食性  

它的               比成年男子

的身高还要长！ 

小小的头（与它的身体

相比）。梁龙庞大的体型
通常会吓退大多数捕
猎者。

1.12亿~9000万年前

有力的爪子

梁龙有四条非常粗壮的

腿。
发现更多关于

巨兽龙和梁龙都属

于             恐龙。

它
们

曾
在

哪
里

生
活

？



关闭窗口

梁龙

梁龙有着大炮般的身躯，腿像粗壮的柱子，

长长的尾巴用来平衡长长的脖子，小小的头

颅有很多排钉子状的牙齿。它的长脖子可以

帮它够到树顶的叶子，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

梁龙的头不能抬到很高的高度，因此只能吃

低矮的蕨类或捞取水生的植物。

2
7

米

梁龙 亨利角灯塔（弗吉尼亚海
滩，美国 弗吉尼亚州）

27米



关闭窗口

生活在白垩纪阿根廷的平原上，这种巨大的

肉食性巨兽龙比雷克斯暴龙体型还要庞大。

它可能用后腿行走、捕食猎物，用他的下颌

和尖爪攻击猎物。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它

先咬伤猎物，再等待它们死去。这种恐龙有

时也会发动群体攻击其他大型恐龙。目前发

现的最大的植食性恐龙化石阿根廷龙，体长

23米，就位于巨兽龙发现地的附近。

巨兽龙比雷克斯暴龙体

型更长更重，但最大型

的肉食性恐龙奖还是应

该颁发给棘龙。
棘龙

巨兽龙
雷克斯暴龙

巨兽龙



关闭窗口侏罗纪时代

在三叠纪之后距今大约1.99亿年前，侏罗纪开始了，一直

延续到1.45亿年前白垩纪开始的时候。很多恐龙化石都是

在侏罗纪时期形成的厚厚的砂岩岩层中被发现的，特别是

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的地方，著名的恐龙国

家纪念公园面积达到了850平方千米。

侏罗纪晚期的海平面还很高，气候越来越温暖潮湿。越来

越多的植被繁茂生长，这意味着恐龙有更充足的食物，也

进而增加了恐龙的数量和种类。

在侏罗纪，地球上的大陆与今天的有很大不同。我们

今天所熟知的一些大陆在那一时期随着海洋流入大陆

间而刚刚开始形成。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在侏罗纪时

期形成于北半球。南半球则只有一整块大陆，叫作冈

瓦纳大陆。

冈瓦纳大陆

北美洲



关闭窗口蜥臀目

恐龙可以分为两大类——鸟臀目和蜥臀目恐龙。所有的

主要靠两足行走的肉食性恐龙（兽脚类）都属于蜥臀类

恐龙。巨型的植食性恐龙（蜥脚类），比如梁龙、圆顶

龙和阿根廷龙也属于蜥臀类恐龙。

 

蜥臀类的髋部看起来与现代的蜥蜴相同。基本上，耻骨

（髋部较低的骨头）的方向是向下向前的。而鸟臀类恐

龙的耻骨是指向身体后方的。

庞大的肉食性雷克斯暴龙就属于蜥臀类恐龙。

耻骨



关闭窗口

发现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巨兽龙头骨的复制品。

头 骨
巨兽龙有着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长的肉食性恐龙头骨，长

达1.96米。虽然它比雷克斯暴龙体型更大，它的头却比雷克

斯暴龙的头轻。巨兽龙也被推断有着较小的大脑——大约是

雷克斯暴龙的一半，它的牙齿非常锋利，形状像一个香蕉或

是黄瓜。

巨兽龙长长的颌内生有比雷克斯暴龙更短更窄的牙齿。这些

牙齿更适用于切断肉类而不是从猎物身上撕咬下大块的肉。



关闭窗口

梁龙（如图所示）并不是唯一的巨型长脖子植食性恐龙，其他的还包括腕龙、

迷惑龙、火山齿龙、震龙和板龙。

长长的颈部
成年的梁龙脖子可长达8米。化石表明他的脖子大约有15块

颈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则只有7块，包括长颈鹿。

脊椎（背部和脖子的骨头）由强壮的韧带固定在合适的位

置上。科学家们认为梁龙的韧带从脖子后面一直延伸到髋

部，使得梁龙能够让脖子保持在一个相对水平的位置。



关闭窗口

蜥脚类 

一类巨型食草性恐龙，四足行走，大多数有很长的脖子和尾巴。



关闭窗口

兽脚类

一类肉食性恐龙，两足行走，前肢细小。



关闭窗口快速小测验
把恐龙骨骼化石拼接到一起需要很多大胆猜想。你能

看出哪些骨骼是属于两足肉食性恐龙，哪些则属于四

足植食性恐龙吗？

4

1 2

5 6

3





异特龙是侏罗纪晚期最常见的捕猎者。这
种体型庞大、有着巨大下颌的肉食性恐龙
出现在跟人类体型差不多大的埃雷拉龙灭
绝之后。那么，一群有着利爪、凶猛迅速
的                      能否是有着锯子般利齿的
异特龙的对手呢？

埃雷拉龙 对决 异特龙

它
们

曾
在

哪
里

生
活

？

埃雷拉龙    异特龙

种类：兽脚类

种类：兽脚类

生活时代：2.28亿年前

生活时代：1.53~1.35亿年前

异特龙有着向后弯曲的

5-10厘米长的牙齿，能

够撕扯猎物的肉。

食性：肉食性

锋利的牙齿有锯齿状的

边缘。

巨大有力的后肢

能使庞大的身躯

保持直立。

发现更多关于

食性：肉食性

短小的前肢有五个手

指的手，其中有三个

生有尖爪。



关闭窗口

异特龙

强劲有力的异特龙是生活在侏罗纪的最大的

肉食性恐龙。它用两条后腿行走，坚硬的尾

巴举在空中保持身体平衡。它的前肢短而有

力，末端生有巨大的利爪。它的牙齿向后弯

曲，一旦被咬住，猎物很难逃脱成为异特龙

美食的命运。异特龙的头颅和下巴的关节很

灵活，这使它能够从像圆顶龙那样庞大的猎

物身上撕扯下巨大的肉块。

异特龙是最高的美职篮球员身高的2倍还多

5米
2.29米



关闭窗口

埃雷拉龙的奔跑速度或许可以达到

(43千米/时) 
相当于百米赛跑用时8.37秒——

比奥运短跑运动员还快！

埃雷拉龙

作为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恐龙之一，埃

雷拉龙因1959年发现它的化石的人，维

多里诺·埃雷拉的名字而得名。埃雷拉

龙机敏而迅速，是最早用两足行走的恐

龙之一。它的前肢比后腿短小很多，长

长的拇指和另外两个手指上生有弯钩状

的利爪，可以用来抓住猎物。它的后脚

上也生有利爪。



关闭窗口三叠纪

地球上的第一只恐龙出现在距今大约2.28亿年前，靠近三

叠纪的晚期。三叠纪持续了大约5200万年，从距今2.51亿

年到1.99亿年之间，以侏罗纪的开始而告终。

在三叠纪时期，地球上的一些地区炎热而干燥，另一些地区

则有季节风（大量的降雨）。大片的地区被沼泽——长满树

木、蕨类和灌木的湿地所覆盖。                            最初出现

在三叠纪晚期（2.15亿年前），那时候地球上的中小型动物

开始繁荣。那时候最大的动物是海洋中的爬行类生物。那时

候还不是大型恐龙的时代——大部分恐龙只有3-4.6米长。

在三叠纪的初期，我们的星球与今天的非常不同。

所有的大陆都漂浮在一起，形成一大块巨大的大

陆，叫做泛大陆。渐渐地，有些陆地开始与泛大

陆分离，山峰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形成。



关闭窗口群体猎手

有些恐龙被认为以群体攻击猎物，像今天的很多动物

一样，包括狼、狮子，甚至是蚂蚁。群体攻击让动物

能够打败比自身体型大很多的猎物。

群体猎手只跟同种的动物一起攻击其他生物。通过协

同合作，小的捕猎者，例如埃雷拉龙和恐爪龙，能够

杀死大型的动物。几只小恐爪龙的化石和一只大型植

食性恐龙腱龙的化石一起被发现。更大的恐龙，例如

异特龙，可能也聚集成小的群体来一起杀死巨型植食

性猎物迷惑龙。

图中一群单棘龙（在中国被发现）对一只独角爱氏角龙发起群体攻击。



关闭窗口

异特龙的骨质脊沿着鼻子的两侧分布， 一直延伸到眼睛，在每只眼睛上方

突出来形成眉脊。

眉 脊
眉脊（也叫作眉角）是从恐龙眼睛上方突出的一大块骨头

或角。异特龙每只眼睛上方都有着大而粗糙、三角形的角

状眉脊。科学家们认为这些骨质的脊能在它们攻击猎物的

时候起到保护的作用。眉脊可能也有吸引其他异特龙前来

交配的作用。



关闭窗口

埃雷拉龙的长尾巴有一部分是骨质的，因此很坚硬，这使得它能在快速奔跑的

时候也保持身体的平衡。

保持平衡的尾巴
靠两条后脚行走的恐龙，用它们的尾巴来平衡巨大的身

体，防止跌到，例如埃雷拉龙和异特龙。肉食性恐龙，包

括巨型的异特龙和雷克斯暴龙，走动的时候身体大部分保

持水平前倾而非完全直立。它们的前肢太小，无法够到地

面来支撑身体。它们把长长的、坚硬而沉重的尾巴伸在外

面对保持重心的平衡非常关键。



关闭窗口

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通常体温恒定，体表覆盖毛发，绝大部分为胎生。雌性哺乳

动物产生乳汁哺育幼崽。



关闭窗口快速小测验
你能找出这些尾巴属于哪种恐龙吗？图中有一种恐

龙的尾巴没有显示，你知道是哪一种吗？在你的纸

质书和互动电子书中找找看！

梁龙

剑龙

迅猛龙

驰龙

甲龙





发现更多关于

驰龙 对决 埃德蒙顿龙

没有锋利的牙齿，没有坚硬的角来防御自己，埃
德蒙顿龙可能是许多白垩纪大型食肉恐龙很容易
就能捕获的猎物。这种大型植食性恐龙的体重是
迅捷的驰龙的很多倍。                             认为驰
龙是群体捕猎。尽管如此，一群小小的驰龙能够
战胜一只庞大有力的埃德蒙顿龙吗？

种类：兽脚类

种类：

生活时代：7600—7400万年前

生活时代：7600~6500万年前

食性：肉食性  

食性：植食性  

驰龙有着很大的

眼睛。

巨大的、                     脚趾

尖爪不会接触到地面，因此

可以保持锋利。

埃德蒙顿龙是一

种            恐龙。 

它
们

曾
在

哪
里

生
活

？

 驰龙  埃德蒙顿龙

埃德蒙顿龙为了

安全而生活在一

起，聚集成群。



关闭窗口

驰龙

虽然体型很小，驰龙却被认为是非常聪明的

恐龙。它有着与其他很多恐龙相比更大的大

脑。它还有刀片般锋利、向后弯曲的牙齿，

以及用来捏碎和撕扯猎物的利爪。专家认为

驰龙的咬合力可能是迅猛龙的三倍！这种肉

食性恐龙的爪子像鹰一样，可以用来踢倒猎

物，有7.6厘米长，位于后脚的第二脚趾。

和狮子或狼的长度相仿

(1.8米高)

驰龙 狮子 狼



关闭窗口

1000个
埃德蒙顿龙有

用来磨碎食物的臼齿。

比你的牙齿的31倍还多！

这种大型的鸭嘴食草恐龙有着强壮的后

腿。科学家认为它大多数时候用四条腿

行走，但也可以抬起前腿，突然加速或

者为了够到树上的食物。嫩枝、种子、

果实，甚至是坚硬的松针都出现在埃德

蒙顿龙胃部的化石中。它没有天然的武

器，但是它们群聚在一起来防御和逃脱

捕食者的攻击。

埃德蒙顿龙



关闭窗口

每一种恐龙名字的由来往往取决于它们的发现者和发

现地。埃德蒙顿龙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发现地。加拿大

埃尔伯塔省的低埃德蒙顿形成层。有些恐龙是根据它

的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的。埃雷拉龙的意思是“埃雷

拉的蜥蜴”，因为是一名叫埃雷拉的农夫首先发现了

埃雷拉龙的化石。似提姆龙的名字来自于两名叫作提

姆的古生物学家。

“恐龙”这一名称是1842年由英国科学家理查德·欧

文创造的。欧文说他根据希腊语中“可怕的大蜥蜴”

一词编出恐龙一词。现在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恐龙都

是“可怕而巨大的”，有些恐龙实际上很小巧。但因

为欧文的命名我们现在统一称这种生物为恐龙。

理查德·欧文是一位博物学者——自然历史方面的专家。他于1804年出生于

大不列颠的兰卡斯特，于1892年逝世。

恐龙的命名



关闭窗口鸟臀目

恐龙被分为两大类：鸟臀目恐龙和蜥臀目恐龙。鸟臀目恐

龙的髋骨跟现代的鸟类极为相似。髋部较低处的骨头，叫

作耻骨，指向身体后方和尾部，位于两条后腿之间。（蜥

臀目恐龙的耻骨是指向身体前方的。）

所有的鸟臀目恐龙都是植食性的。而且有趣的事，虽然现

代鸟类的髋部跟鸟臀类恐龙很相似，但鸟类并非由它们进

化而来。相反，蜥臀目恐龙是现代鸟类的祖先。

图中为剑龙骨架的重构图。剑龙是鸟臀目恐龙，髋部由三对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和耻

骨。处在最低处的耻骨的不同指向成为区分两大类恐龙的依据。

髋骨坐骨

耻骨



关闭窗口

保存完好的埃德蒙顿龙皮肤印记在美国北达科他州被发现。

鳞状皮肤
恐龙皮肤的化石很罕见，因为柔软的组织通常不像坚硬的

组织（骨头和牙齿）那样易于保存下来。但是埃德蒙顿龙

的皮肤化石已经被找到了。根据泥土里保存的干燥的皮肤

印记，科学家能够分辨出埃德蒙顿龙的皮肤质地。这些印

记表明恐龙的皮肤是鳞状、坚硬、皮革状的，背部有些不

平整的突起。皮肤的颜色目前还不可知。



关闭窗口

埃德蒙顿龙的颌骨能够轻微地左右移动。科学家们认为埃德蒙顿龙是通过左右

移动颌骨，让上牙与下牙互相研磨，从而磨碎植物的。

鸭 嘴
埃德蒙顿龙属于鸭嘴龙，因为它的尖嘴像鸭子的嘴一

样。所有的鸭嘴龙都有一个宽宽的无牙的角状扁嘴。

但是，在它们两颊后方的上下颌骨上都有上百个锋利

的牙齿。这些牙齿是用来在吞咽时咀嚼、磨碎和撕碎

坚硬植物的。



关闭窗口

可伸缩的

可以收缩回来的。可伸缩的爪是指当需要的时候可以伸展出去，

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缩进去。猫的爪子就是完全可伸缩的——在不

用的时候爪子完全收回在手掌中。恐龙的爪可以收回是为了不接

触地面。



关闭窗口

古生物学家

研究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动植物的科学家。



关闭窗口

鸟脚类   

一类植食性鸟臀目恐龙，有些背部有骨质板或盔甲。  



关闭窗口

异特龙

似鸡龙

伤齿龙

腕龙

重爪龙

迅猛龙

快速小测验
你能猜出这些恐龙名字的正确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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