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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不仅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同时也是地层古生物的重要研究地 区。本文简要 回顾了准 噶尔盆地近百 

年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史 ，并阐述了包括五彩冠龙 ，准噶尔将军龙及哺乳类在 内的新近化 石发现及其意义。这一 系列 

研究均为准噶尔盆地首次发现 ，不但丰富了该地区古生物多样性 ，也对解决生物进化 ，地层划分对比及确定地 层年代 

等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时，以准噶尔盆地南缘和克拉美丽地区为例，归纳总结了两地区中生代主要脊椎动物 

化石。分析论述了准噶尔盆地中生代具代表性的脊椎动物群面貌及 其在地层划分对 比中的意义。最后建议使用脊椎 

动物化石挖掘与微体古生物共同取样的方法，进一步提高脊椎动物化石地层划分对比精度。 

1引 言 

准噶尔盆地 幅原辽 阔，中生代 地层发 育且 出露 广 

泛 ，一直以来都被地层古生物学研究者所关 注。准噶尔 

盆地 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 主要阶段 ：最 

初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20年代，研究人员 以国外学者为 

主。随后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袁复礼及卞 

美年等人对准噶尔盆地进行了一系列地质考察，大致确 

立了该地区古脊椎动物主要门类及分布情况；新中国成 

立之后，伴随着大规模石油勘探和地质普查，分别于 2O 

世纪 6O年代及 80年代对 准噶尔盆地进行系统的地层 

古生物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尤其 80年代进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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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加拿 大恐龙考察 计划 (China-Canada dinosaur pro- 

ject，CCDP)，更是在盆地南缘及东部地区获得一系列重 

要发现[1]；自 2000年 以来 ，在 准噶尔 盆地南缘 、五彩湾 

及将军庙等地 区野外工 作 中又陆续发现 包括恐龙及哺 

乳类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脊椎动物化石。 

准噶尔盆地 中生代早期脊椎 动物化石主要分 布于 

南缘韭菜园组 和黄山街组 ，早侏 罗世则见于盆地东部地 

区的五彩湾组，南部西山窑组见有恐龙脚印，头屯河组 

发现过 甲龙类恐龙化 石。晚侏 罗世 的脊椎动物化石分 

别发现于盆地南部的齐古组和东部的石树沟组。此外， 

吐谷鲁群也保存有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其含化石层主 

要分布在盆地南部清水河组、胜金口组以及西北部的呼 

图壁河组 ，胜金口组和连木沁组(图 1)。 

图 1 准噶尔盆地中生代主要脊椎动物化石产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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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门类研究进展 

准噶尔盆地中生代脊椎动物总体面貌主要以龟鳖 

类 、恐龙 、蜥蜴 类、鳄类 、似哺乳爬 行动 物为 主。恐 龙类 

在 中侏罗世开始渐趋繁盛 ，无论种群数 量或是 分布范 围 

均有较大幅度增加。蜥脚类 、兽脚类 、鸟脚类 、剑龙类和 

甲龙类等均有不同程度发现 ，同时还伴 有较 多鱼类及少 

量的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 。 

2．1恐龙类 

准噶尔盆地 中生代地层 含有丰富 的恐龙化石 ，分 布 

范围广泛 ，研究程度相对较好 。目前 已经基本 明确各 层 

位所具有的化石组合及其生物面貌，而近年在该地区新 

的发现对认识这些属种的演化历史 ，地史地理分布特 征 

和地层划分对 比提供了较好 的化石依据 。 

暴龙类 (Tyrannosauroidea)起源 于侏 罗纪 ，由一类 

较原始 的虚骨龙类 (ceolurosauria)演化而来 ，属 于进化 

较为成功兽脚类恐 龙 。暴龙类 化石原先 主要见 于 白垩 

系地层中，虽偶见侏罗系地层中发现的报道，但材料多 

为零星化石碎片 。徐 星等首次描 述 了发 现于准 噶尔盆 

地侏罗系的暴龙类化石 ，并依据骨骼 特征建立一个新属 

种—— 五彩 冠 龙 (Guanlong wucaii)E2](复 原 图 见 彩 

插三 )。 

冠龙正型标本保存较为完整 (图 2a)，采集 自五彩湾 

地区的石树沟组上部 ，即上侏 罗统下 部地层。冠龙 全长 

约为 3 m，与暴龙相比体型中等，表明暴龙可能在进化过 

程中有个体逐渐增大的趋势。其头骨存在一个较大且 

具气腔 的头冠 ，与现代 鸟类 头部求偶 标志较为类 似 ，这 

可能是鸟类与兽脚类恐龙起 源于 同一祖先 的证 据之一 。 

另外 ，冠龙腰带 骨骼特征 比较原始 ，而且 其肢骨还拥 有 

一 些与原始虚骨龙类较为相似 的特征 ，这些不 寻常的特 

征组合为一直所知甚少的虚骨龙早期进化辐射提供了 

新的研究信息。对冠龙的系统发育分析结果表明它是 

目前已知最原始暴龙类，并 且与具原始羽毛 的帝龙 

(Dilong)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33，同时这一发现也 表明 

暴龙类可能起源 于中国。 

剑龙类是鸟臀类恐龙中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我国很 

多地方都有发现，如四川、内蒙古、新疆等。准噶尔盆地 

的乌尔禾地区下 白垩统地层 中见有平坦乌尔禾剑龙 

(Wuerhosaurus homheni)Es3，但标本仅保存了部分腰带 

骨骼及几块膜质骨板。Maidment等E6]将平坦乌尔禾剑 

龙归 入 平 坦 剑 龙 (Stegosaurus homheni comb)。2002 

年，将军庙地 区石树沟组地层 中又发 现了一 具保存相对 

完整的剑龙化石标本，这也是首次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侏 

罗系地层 中发现 的剑龙类 化石材料 (图 2b)。经过研 究 

后确认其代表了一种新的剑龙类，建立新属新种——准 

噶尔将军龙(Jiangjunosaurus junggarensis)E43(标本照 

片见彩插三)。将军龙保存了部分头骨，颈椎和膜质骨 

板 ，系统发育关系分析表 明其属 于一种相对进 步的剑 龙 

类，与尖尾龙(Dacentrurus)、肯特龙(Kentrosaurus)、沱 

江龙 (Tuojiangosaurus)等形成一 个单系类群。此外 ，将 

军龙后部颈椎椎体侧面存在与蜥臀类椎体侧 凹构造非 

常相似的孔状结构 ，但经 CT扫描分析后 表明其为非气 

腔化起源。 

5 cm 

图 2 五彩冠龙(V14532)和准噶尔将军龙(V14727)线条 

图[2·4] 

2．2翼龙类 

翼龙类是一类非常特殊 的爬行 动物 ，与恐 龙具有较 

近的亲缘关系，但其骨骼却具有很 多鸟类 特征以适应 于 

飞行 。我国中生代陆相 地层 中发 现 的翼龙 类化石主 要 

分布于新疆 、甘肃 、四川 、浙 江和辽 西等地 ，地 质时代从 

中侏罗世至晚白垩世。其中，新疆翼龙类化石主要分布 

于准 噶尔盆地西北缘乌尔禾吐地 区谷 鲁群上 部地层 中。 

杨钟健曾对准噶尔盆地翼龙类化石进行了系统研究，其 

中包 括 中 国 首 次 发 现 的翼 龙——魏 氏 准 噶 尔 翼 龙 

(Dsungaripterus weii)和 随 后 发 现 的 复 齿 湖 翼 龙 

(Noripterus complicidens)。 

准噶尔 翼 龙 与复 齿 湖 翼 龙 被 归人 准 噶 尔翼 龙 科 

(Dsungaripteridae)，该科主要分布于中国新疆、山东，以 

及蒙古、Ft本和南美洲的智利[ 。针鼻枪颌翼龙(Lon． 

chognathosaurus acutirostris)发现于乌鲁木齐附近硫磺 

沟连木沁组 的早 白垩系地层 中，即吐谷鲁群上部 。针鼻 

枪颌翼龙是准噶尔翼龙科在新疆地区发现的第三个属， 

也是首次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发现的翼龙化石[9]9。 

针鼻枪颌翼龙整件标本为一段残缺的头骨，牙齿数目较 

少，属于较为进步的翼手龙类，但又有一些区别于准噶 

尔翼龙科其他标本 的新特征，如纤 细平直的前上颌骨吻 

端 ，每个上颌骨具 八颗牙齿 ，且 最小 的牙齿位 于齿列最 

后方等。基于头骨特征所建立的性状矩阵系统发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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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表明针鼻枪颌翼龙与准 噶尔翼龙互为姊妹 群，且 

该属可 能 与德 国翼 龙 (GP，m册 0 cfy s)近源[ 。同 

时，针鼻枪颌翼龙与准噶尔翼龙在盆地南缘 和西北缘各 

自所处的地层时代也大致吻合，能较好的比对。 

2．3其他爬行动物及哺乳类 

鳄鱼和龟鳖类在准噶尔盆地化石也较为常见 ，如天 

山贫齿鳄(Edentosuchu tienshanensis)和乌尔禾中国龟 

(Sinemys wuerhoensis)。天 山贫齿鳄属 中鳄亚 目(Me— 

sosucbia)，其个体大小和地理分布与欧美晚侏 罗世 的阿 

吐波鳄科(Atoposauridae)较为相似，但头顶形态，齿列 

分化及齿数的减 少等特征则更接近南美 晚白垩世的背 

鳄科(Notosuchidae)。此外 。最近在五彩 湾石树 沟组下 

部发现的鳄类化石骨骼特征揭示了鳄鱼的祖先更适应 

陆地 ，而非现生鳄鱼的半水生习性[11j。此外 ，近年在头 

屯河组及吐谷 鲁群 的地层 中也分 别有两 栖类[1o3和龟 

类[12]化石发现 。 

哺乳类在新生代有较大发展 ，而 中生代则属 于其早 

期进化 阶段 ，故化石数量 和种类都较为稀少 ，哺乳类在 

准噶尔盆地中生代仅 见有发现于五彩 湾组 的赵彭氏克 

拉美丽兽 (Klamelia zhaopengi)，属 于三锥齿兽 目(Tri— 

condonta)的克拉美丽兽科 (Klameliidae)[”]，其特征与 

蒙古早 白垩世 的戈 壁锥 齿兽 (Gobiconodon)和古旗 兽 

(Guchinodon)比较接近 。而在盆地南 缘齐古 组陆续 发 

现的 柱 齿 兽 (docodont)和 头 屯 河 组 中 小 贼 兽 目 

(Haramiyida)标本也 为一直所知甚少 的准 噶尔盆地 中 

生代的哺乳类进化和分布提供了新的证据。 

3地层划分对比 

脊椎动物化石保存数量属种一般均远少于无脊椎 

动物及植物 ，除一些经较大规模挖掘和深入研究的地 区 

之外 ，很多地区还有待进一步工作。本文以脊椎 动物化 

石相对密集的准噶尔盆地 南缘及克拉美丽地区为例 ，归 

纳总结出其相应中生代地层中主要化石(见表 1)。 

爬行动物大致从 中生代晚三叠世起源，在侏罗纪和 

白垩纪得到较大的发展，种类繁多，生物群面貌各异，具 

有各自相应的时代特征，如早三叠世的加斯马吐龙一水 

龙兽 (Chasmalosaurus．Lystrosaurus)、中三叠世 的二 齿 

兽一副肯 氏兽 (Dicynodont．Parakannemeyeria)等 ，本 文 

中主要介绍化石门类相对丰 富且在 地层划分 中具有重 

要意义的生物群 。 

准噶尔盆地 的侏 罗系头屯河组及五彩湾组 中发现 

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如爬行类的巧龙一单棘龙(Bellu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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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Monolophosaurus)动物群。该动物群属于地方型动 

物群 ，国内外 尚未见到可对 比分子 ，其 中还发现两栖类 

末了孑遗螈 (Superstogyrinus ultimus)，但作为孑遗分 

子，尚不能提供时代意见。盆地南缘头屯河组所发现的 

小贼兽目标本较好证明了该组的地质时代[ ]，该化石为 

厄琉塞尔齿兽(Eleutherodon)，它不仅是在准噶尔盆地 

南缘首次发现的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也是小贼兽 目在 

亚洲的首次发现 。以往厄琉塞尔齿 兽仅见 于英国的 巴 

通阶晚期 。该 发现是除英 国厄琉塞 尔齿 兽以及非洲东 

部晚侏罗世的异小贼兽(Staffia)之外，目前已知最早的 

小贼兽类化石 。该标本非地方性属种，通过 比较分析表 

明头屯河组可能属于中侏罗世晚期的巴通 阶。 

晚侏罗世准噶尔盆地主要以分布于石树沟组的马门 

溪龙动物群(Sauropoda．Mamenchisaurus Fauna)为特点， 

但该群的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 ，除准噶尔盆地以外 ，在四 

川 、甘肃和山东均有发现 。马门溪动物群主要以大型蜥 

脚类恐龙繁盛为特征，包 含一些较大型的食肉动物及鸟 

脚类 ，龟鳖类。与 中侏 罗世巧龙一单嵴龙动 物群(Bellu- 

saurus-Monolophosaurus Fauna)相似 ，马 门溪动物群 中的 

恐龙多数为东亚所特有，但其特征和中国南方四川I盆地 

中侏罗统上沙溪庙组恐龙较为类似。虽然该动物群仍具 

有一些地方性，但部分进化特征还是能够与国外晚侏罗 

世的属种进行对 比，如马门溪龙颈部加长，前部背椎神经 

脊 形分叉 ，尾椎前 凹等特征与发现于北美晚侏罗世蜥 

脚类恐龙 中的梁龙 (Diplodocus)和迷 惑龙 (Apatosaurus) 

较为类似，肉食性的中国猛龙(Sinraptor)比北美卡洛维期 

的匹亚特尼斯基龙(Piatnitzkysaurus)进步 ，但较基默里期 

一 提塘期的异特龙 (Allosaurus)原始。这些综合特征表 明 

马门溪动物群的生存时代为晚侏罗世 。 

早 白垩 世 的鹦 鹉嘴龙 动物群 (Psittacosaurus Fau． 

na)在中国北方分布较广 ，相对 马门溪动物群进一步扩 

大，准噶尔盆地 的鹦鹉嘴龙主要见于乌尔禾地区德仑 山 

附近[̈ ，1 53。该动物群主要 以角龙类 的鹦鹉嘴龙 和兽脚 

类恐龙繁盛为特征，涉及的种属数量也大为增加，如龟 

鳖类、离龙类、蜥脚类、兽脚类、甲龙类、角龙类及翼龙类 

等。根据鹦鹉嘴龙 动物 群其面貌和组合 特征被 大体分 

为两个次级动物群或组合 ，准噶尔盆地 的组合 中由于具 

有准噶尔翼龙和复齿湖翼龙，故被划入晚期组合，可与 

蒙古和北美等地白垩纪中晚期动物群面貌进行对比，但 

整体特征相对较为原始，其总体面貌表明该动物群生存 

时代早白垩世中期。 

4结 论 

近年在准噶尔盆地中生代地层所获得的脊椎动物 



自 然 杂 志 31卷3期 科技 进展 

表 1 准噶尔盆地南缘及克拉美丽地区中生代化石对比表 

地 层 准噶尔盆地南缘 准噶尔盆地克拉美丽地区 

龟鳖类 Chelonia indet． 
鳄类 Crocodylinae indet． 

恐 龙 Tyrannosaurus sp．，Coelurosauria in． 

K2 东沟组 零龙蛋化石 红砾山组 det．，Hadr0sauridae indet． Tvrann0sauridae 
Oolites elongates PrOhadrosauridae 

恐龙 蛋 Oolites rugusts，0．elongates，0． 

megadermus，0．speroides 

龟鳖类 Chelonia indet．Dermatemydids 
白 
垩 连木沁组 翼龙类 Lonchognathosaurus acutirostris 

系 鱼类 

Uighuroniscus sinkiangensis 

吐 Dsungarichthys bilineatus 吐 龟鳖类 Chelonia indet． 
谷 胜 金口组 谷 翼 龙 Pterosauria indet． K1 Bogd

aichthys fukangensis 鲁 
B．serratus 鲁 恐 龙 ：化石丰富 

群 群 哺乳类 ：破碎 的牙齿 Manasichthys elongatus 

呼图壁组 

清水河组 鳄类 Paralligatoridea indet． 

石 两栖类 Superstogyinus ultimus 
树 龟鳖类 iangchelys junggarensis 

喀拉扎组 石树沟组 恐龙 Gonbusarus sp． 沟 

群 BrachiOsauridae indet． 
丁fensh口n0sⅡ“r“s chftaiensis， 

J3 Tienshanosaurus
． sp 

鳄类 Mesosuchia indet． Ivle alosauridae indet． 

齐古组 Procompsognathidae indet． 
Psittacosaurus 哺乳类 Ds

ungarodon zuoi 
Jlat1gJunosaurus lunggarensts 

Guanlong wucaii 

侏 鱼类 Selachii indet。Ceratodus sp． 
罗 两栖类 Superstogyinus ultimus 

系 龟鳖类 Chelonia indet． 

哺乳类 Eleutherodon sp． 蜥蜴类 Archovaranus klameliensis 

中鳄类 Mesosuchia indet． 
头屯河组 恐龙 Ankylosauria indet． 五彩湾组 恐龙 Bellusaurus sui Megalosau rjdae indet． J2 

Proc0mps0gnathidae indet． 

两栖类 Temnospondyli indet． Ankylosauria indet． 
三列齿兽 类 
Bfe，lDf̂ e九， de Zigongensis 

哺乳类 Klamelia zhaopengi 

水 西 山窑组 足印 Changpepus carbonicus 水 西 山窑组 

西 三工 河组 西 三工河组 
J1 沟 沟 

群 八道 湾组 群 八道湾组 

T3 郝家沟组 

鱼类 Fukangichthys longidorsalis 

黄山街组 两栖类 Bogdania fragmenta 

小 假鳄 类 Fukangolepis barbaros 小 

泉 两栖类 Parotosaurus sp
． 

泉 
T2 沟 沟 

群 二齿兽类 Parakanneneyeria 群 老鹰沟组 鱼类 Si
nkiangichthys longipectoralis breviro

stris 克拉玛依组 
Kannemeyeriidae indet． 

= 槽齿类 Ervthrosuchidae indet． 

叠 Pseudosuchia indet． 

系 烧房沟组 
二齿兽类 Dicynodotia indet． 

二齿兽类 

上 Lystrosaurus hedini 上 

仓 L．weidenreichi，L．broomi， 仓 
T1 房 L．youngi 房 

沟 韭菜园组 槽齿类 Chasmatosaurus yuani 沟 
群 始鳄类 群 

Prolacertoides jimusarensis 

前棱蜥类 Santaisaurus yu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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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都是前所未见的，这些发现不但增加了该地区动物 

群分异度 ，也揭示和完善 了多个门类 的主要演化序列及 

部分地质时期的动物群面貌。但是，在地层古生物研究 

过程中，由于脊椎动物保存为化石 的概率要远小于无 脊 

椎动物，故被用于进行大区地层对比。为此，对于脊椎 

动物化石保存相对密集地区，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可尝试从包裹化石的围岩中采集微体古生物样品，通过 

结合微体化石演化迅速，分布广泛等特点来提高脊椎动 

物化石在地层划分对 比中的精度。 

(2009年 2月11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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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ggar basin not only contains rich oil resources，but al— 

so has yielded many vertebrate fossils．This paper reviews the al- 

most one century vertebrate research history briefly，and introduces 

important progress which has been made recently．Many interesting 

specimens have been discovered，e．g．Guanlong wucaii，Jiang]u· 

nosaurus junggarensis and some mammal fossils．Recent works on 

the Junggar basin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and biodiversity of an- 

imal genera；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biodiversity of evolution，di· 

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stratigraphy，or ensuring geology age．Fi- 

nally，the article takes the south margin of Junggar basin and 

Klameli area as example and summarized the main clades fossil of 

Mesozoic in these areas．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ly Biota and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in the stratigraphic 

subdivision，we also suggests gathering the micropale0ntology sam— 

pie meanwhile excavation vertebrate fossil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vertebrate in the stratigraphic subdivision work． 

Key words junggar basin，mesozoic，vertebrate，fossil，stratigra- 

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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