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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次报道了鄯善地区中侏罗统齐古组产出一新的、原地保存的巨型蜥脚类恐龙—鄯善新疆

巨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ｉｔａｎ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ｅｓｉｓ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其特征为：倒第２节颈椎在腹侧后１／４处向后发育
一条棱嵴，并在后关节面下形成一小的半圆形突；最后两节颈椎很长 （其长度之和为股骨、胫骨长度

之和的６３％）；第１荐肋不参与构成荐椎轭；股骨非常粗壮 （远端最大宽度为股骨长度的３３％）。支
序分析显示新疆巨龙 （新属）与马龙溪龙互成姊妹群，无疑为马门溪龙科中的一个新的分类群。但

新疆巨龙 （新属）还具有一些更接近于梁龙类的特征，包括发育明显的栖肌突、较短的后肢和股骨

第４转子位于股骨后侧内缘等。新疆巨龙 （新属）的体长推算为３０～３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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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新疆吐鲁番盆地中生代陆相地层发育较好，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在本地区发现肉食龙牙齿化石以
来［１］，相继有多个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及报道。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在这里发现了一小型兽脚类恐龙 “火焰山

鄯善龙”以及一些零散的蜥脚类、兽脚类、甲龙

类及龟类化石［２］；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中日丝绸之路
恐龙考察队发现晚侏罗世蜥脚类恐龙—中日蝴蝶

龙［３］。２００７年，吉林大学领导的中德联合科考队
在鄯善七克台地区中侏罗统三间房组中发现了１５０
多个兽脚类恐龙脚印化石［４］，此后又在齐古组中

发现重要龟化石点［５］。２０１２年，由吉林大学、沈
阳师范大学和新疆地质调查院等组成的联合科考队

又在鄯善七克台以南地区中侏罗统齐古组中发现了

一具近完整保存的巨型蜥脚类恐龙化石骨架，化石

挖掘工作仍在继续。虽然目前只有部分骨骼化石出

露，但其独特的骨骼特征已表明它是中侏罗世蜥脚

类恐龙中的一新的属种，并可能与马门溪龙有较近

的亲缘关系，对了解亚洲侏罗纪蜥脚类恐龙演化及

其古生物地理分布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这一新

的蜥脚类化石作简要记述。

１　 地质概况

化石点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东北约３０
ｋｍ，七克台镇以南约８ｋｍ处 （图１）。鄯善地区
侏罗系地层出露较好，自下而上分别为中侏罗统西

山窑组、三间房组、七克台组、齐古组和上侏罗统

喀拉扎组。齐古组原划分至晚侏罗统［３，６］，但最近

测得其凝灰岩年龄为１６４６±１４Ｍａ［７］。蜥脚类恐
龙化石产自中侏罗统齐古组棕红色、灰绿色泥质粉

砂岩中。恐龙化石层厚约１ｍ，产状近垂直，除蜥
脚类恐龙化石之外，还发现有龟类化石碎片及大型

图１　化石产地地理位置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ｈｍａｐ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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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龙牙齿化石；恐龙化石层之上有一薄层灰绿色

粉砂岩，其中富集双壳类化石。

２　 标本记述

恐龙超目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Ｏｗｅｎ，１８４２
　蜥臀目　ＳａｕｒｉｓｃｈｉａＳｅｅｌｅｙ，１８８７
　　蜥脚亚目　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ａｒｓｈ，１８７８
　　　马门溪龙科 ＭａｍｅｎｃｈｉｓａｕｒｉｄａｅＹｏｕｎｇｅｔ
Ｃｈａｏ，１９７２
　　　　新疆巨龙 （新属）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ｉｔａｎｇｅｎｎｏｖ．

　　词源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汉语拼音）新疆，新属产地
所在省区；ｔｉｔａｎ（希腊语），希腊神话中的巨兽。

属征　新疆巨龙具有区别于其他已知蜥脚类恐
龙的特征：倒第２节颈椎在腹侧后１／４处向后发育
一条棱嵴，并在后关节面下形成一小的半圆形突；

最后两节颈椎很长 （最后两节颈椎长度之和为股

骨、胫骨长度之和的６３％）；第１荐肋不参与构成
荐椎轭；股骨非常粗壮 （远端最大宽度为股骨长

度的３３％）。

鄯善新疆巨龙 （新属、新种）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ｉｔａｎ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ｅｓｉｓ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
（图２－９，表１－３）

Ｃａ１，Ｃａ２：ｔｈｅ１ｓｔ，２ｎｄｃａｕｄ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第１、２节尾椎；Ｃ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颈椎；Ｃｅ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ｒｉｂｓ，颈肋；Ｄ１，Ｄ６，Ｄ１２：ｔｈｅ１ｓｔ，６ｔｈ，１２ｔｈｄｏｒｓａｌｖｅｒ

ｔｅｂｒａ，第１、６、１２节背椎；Ｄｒ：ｄｏｒｓａｌｒｉｂｓ，背肋；Ｌｆｉ：ｌｅｆｔｆｉｂｕｌａ，左侧腓骨；Ｌｆｅ：ｌｅｆｔｆｅｍｕｒ，左侧股骨；Ｌｍｔ：ｌｅｆｔｍｅｔａｔａｒｓａｌ，左侧跖骨；Ｌｐｕ：ｌｅｆｔ

ｐｕｂｉｓ，左侧耻骨；Ｌｔｉ：ｌｅｆｔｔｉｂｉａ，左侧胫骨；Ｒｉｓｈ：ｒｉｇｈｔｉｓｃｈｉｕｍ，右侧坐骨；Ｓ１、Ｓ５：１ｓｔ，５ｔｈｓａｃｒ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第１、５节荐椎．

图２　 新疆巨龙骨架埋藏图
Ｆｉｇ２　Ｂｕｒ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ｉｔａｎ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ｅｓｉｓ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

表１　 鄯善新疆巨龙模式标本 （ＳＳＶ１２００１）椎体测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ＳＶ１２００１）

脊椎号 椎体长 ／ｍｍ 脊椎号 椎体长 ／ｍｍ

－Ｃ２ ９６０／１０４０ Ｄ１０ ２３０
－Ｃ１ ６９０ Ｄ１１ ３２０
Ｄ１ ３６５ Ｄ１２ ３４０
Ｄ２ ２９０ Ｓ１ ２４５

Ｄ３ ２６５ Ｓ２ ２６０

Ｄ４ ２５５ Ｓ３ ２４０

Ｄ５ Ｓ４ ２７０

Ｄ６ Ｓ５ ２００

Ｄ７ １３５０ Ｃａ１ ２１０

Ｄ８ Ｃａ２ ２２０

Ｄ９ ３０５

　注：－Ｃ２，－Ｃ１：ｌａｓｔｔｗｏ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最后两节颈椎；Ｄ１－Ｄ１２：

Ｄｏｒｓ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背椎；Ｓ１－Ｓ５：Ｓａｃｒ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荐椎；Ｃａ１－Ｃａ２：

ｆｉｓｔｔｗｏｃａｕｄ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最前端两节尾椎；：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ｒ

ｔｉｃｕｌａｒ“ｂ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ｕｍ，不包括椎体前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ｂ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ｕｍ，包括椎体前突．

词源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汉语拼音）鄯善，新属种
的产地。

模式标本　一具不完整的骨架，包括最后２节
颈椎；全部的背椎和荐椎；近端尾椎２节；左、右
耻骨；左侧坐骨；左侧股骨、胫骨、腓骨和１节跖
骨；以及若干不完整的颈肋与背肋。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鄯善县地质博物馆标本号：ＳＳＶ１２００１。
产地与层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七克台

镇以南约 ８ｋｍ的戈壁滩上，化石点 ＧＰＳ坐标：
４２°５７′４７１″Ｎ，９０°３４′２６５″Ｅ；产出层位为中侏罗
统齐古组。

种征　同属征。
标本保存情况　标本几乎为原地埋藏，仍有部

分化石被围岩包裹；除部分背椎椎体受风化有一定

缺失之外，其他骨骼均近完整保存，因此推测全部

的标本可能为一具近完整的化石骨架 （图２）。除
本文描述的标本外，其他骨骼还需进一步挖掘、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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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鄯善新疆巨龙模式标本 （ＳＳＶ１２００１）附肢骨骼测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ｓｏｆＳＳＶ１２００１

名称 长度／ｍｍ

Ｒｉｇｈｔｐｕｂｉｓ

右侧耻骨

Ｂｌａｄｅｌｅｎｇｔｈ骨干长 １０４５

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ｉｌｉａｃ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肠骨关节面宽 ２５０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总长 １６５０

Ｌｅｆｔｆｅｍｕｒ

左侧股骨

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ｅｎｄ近端前后宽 ２９０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ｓｈａｆｔ骨干中部横向宽 ２６０

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ｓｈａｆｔ骨干中部前后宽 １８０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ｓｈａｆｔ骨干中部周长 ８００

Ｄｉｓｔａｌｗｉｄｔｈｏｆｌｅｆｔｆｅｍｕｒ远端宽 ５５０

ＬｅｆｔＴｉｂｉａ

左侧胫骨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总长 ９８０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ｅｎｄ近端横向宽 ３７５

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ｅｎｄ近端前后宽 ２９５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ｓｈａｆｔ骨干中部横向宽 ２０３

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ｓｈａｆｔ骨干中部前后宽 １０５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ｌｅｎｄ远端横向宽 ２９０

　　　　　　　　　　　注：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估测值．

表３　几种蜥脚类恐龙的骨骼测量及不同骨骼的长度比例
Ｔａｂｌｅ３　Ｂｏ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ａｔｉｏｓ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

新疆巨龙
峨嵋龙

（ＺＤＭＴ５７０１）

合川马门溪龙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杨氏马门溪龙

（ＺＤＭ００８３）

蜀龙

（ＺＤＭＴ５４０１）

蜀龙

（ＺＤＭＴ５４０２）

Ｄｉｐｌｏｄｏｃｕｓ

（ＣＭ８４）

ＰＣＬ ０９６ ０５５ ０４ ０３２ ０１３ － ０６４

ＰｍＣＬ ０６９ ０３３ ０３２５ ０２６ ０１１５ － ０６０

ＴＬＤ ３７２ ２２９ ２６９ １８５ １３０ １７６ ３４５

ＦＬ １６５ １３１ － １１７ － １２０ １５４

ＤＷＦ ０５５ ０３４ － ０２９ － ０２６ ０４７１

ＴＬ ０９８ ０８２ ０８６ ０６７ － ０６８ １０６

ＤＷＦ／ＦＬ ０３３ ０２６ － ０２５ － ０２２ ０２７

（ＰＣＬ＋ＰｍＣＬ）／ＴＬＤ ０４４ ０３８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１９ － ０３６

（ＦＬ＋ＴＬ）／ＴＬＤ ０７１ ０９３ － ０９９ － １０７ ０７５

ＦＬ／ＴＬＤ ０４４ ０５７ － ０６３ － ０６８ ０４５

（ＰＣＬ＋ＰｍＣＬ）

／（ＦＬ＋ＴＬ）
０６３ ０４１ － ０３２ － － ０４８

参考文献 本文 ［８］ ［９］ ［１０］ ［１７］ ［１７］ ［２５］

　注：ＰＣＬ：ｐｅ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ｎｇｔｈ，倒第２颈椎椎体长度；ＰｍＣＬ：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ｍｏｓｔ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ｎｇｔｈ，最后１节颈椎椎体长度；ＴＬＤ：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ｏｒｓａｌｃｅｎｔｒａ，

背椎总长；ＦＬ：ｆｅｍｕｒｌｅｎｇｔｈ，股骨长；ＤＷＦ：ｄｉｓｔａｌｗｉｄｔｈｏｆｆｅｍｕｒ，股骨远端宽；ＴＬ：ｔｉｂｉａｌｅｎｇｔｈ，胫骨长；：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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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基于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６）性状矩阵的新疆巨龙性状编码［２２］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ｏｄｉｎｇｓｆｏｒ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ｉｔａｎ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ｅｓｉｓ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６）

序号 １０７ １３２ １３４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６ １５７ １６６ １６８ １９５ １９６

编码 １ １ ０ １ ０ ２ １ １ ２ １ ０

序号 ２６７ ２８０ ２８２ ２８５ ２８６ ２８７ ２８８ ２８９ ２９０ ２９４ ２９９

编码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认。全部骨骼化石将保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

县地质博物馆。

描述及对比　
颈椎　最后两节颈椎的部分腹侧及右侧出露。

椎体为后凹型，前突呈半球状。椎体在前１／３处强
烈收缩，并在椎体侧面发育侧凹。侧视，副突向后

形成一薄的纵嵴，一直延伸至接近于椎体后关节

面；倒第２节颈椎椎体副突发育在椎体前端中部，
而最后一节颈椎副突基本位于椎体基部。不同于其

他蜥脚类恐龙，新疆巨龙的倒第２节颈椎在腹侧后
１／４处向后发育一条钝圆的腹嵴，并在后关节面下
形成一明显的半圆形突，后视半圆形突中部有一明

显的凹坑 （图３，４）；最后一个颈椎后部不发育腹

Ｃｅ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ｒｉｂｓ，颈肋；ｐａ：ｐａｒａｐｏｐｈｙｓｉｓ，副突；ｐｌ：ｐｌｅｕｒｏｃｏｅｌ，侧

凹；ｖｋ：ｖｅｎｔｒａｌｋｅｅｌ，腹脊．

图３　倒数第２节节颈椎右侧视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ｅ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ｉｎｒｉｇｈｔｌａｔｅｒ

ａｌｖｉｅｗ

嵴。新疆巨龙倒第２节颈椎与最后１节颈椎椎体长

度比约为１４，其比值与天俯峨嵋龙相似［８］，而在

马门溪龙中这一比例约为１２［９，１０］。

图４　倒数第２节颈椎腹嵴后视
Ｆｉｇ４　Ｖｅｎｔｒａｌｋｅｅｌ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

ｉｎ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ｖｉｅｗ

颈肋　有数条颈肋近原地保存于颈椎的腹侧，
向椎体的后下方伸展。最长的颈肋长度 ＞２ｍ；在
倒第２个颈椎腹侧可见３对颈肋 （图３）。杨氏马
门溪龙的倒第２节颈椎腹侧有４对颈肋［９］。在倒第

２个颈椎前侧保存有一颈肋的近端部分，推测可能
为倒第２节颈椎的右侧肋骨 （图５）；新疆巨龙可
能与马门溪龙和峨嵋龙相似，最后两节颈椎的肋骨

不与椎体愈合。

Ａｎｔｐ：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前突；Ｔｕｂ：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ｕｍ，肋骨结节．

图５　左侧颈肋近端侧视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ｌｅｆｔ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ｒｉｂ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

背椎　与峨嵋龙和马门溪龙相同，新疆巨龙发
育１２节背椎。第２～８节背椎腹侧因受风化部分缺
失。其他５节背椎椎体几乎近完整保存。所有背椎
均为后凹型，可明显与酋龙［１１］、元谋龙［１２］和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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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１３］相区别；克拉美丽龙的背椎同样为后凹型，

但比新疆巨龙多发育一节椎体［１４］。新疆巨龙椎体

后凹程度一般，互相不愈合。受风化的背椎可见其

内部明显的蜂窝状构造 （图６）。第９、１２节背椎
中间稍收缩，第１０、１１节背椎椎体中部强烈明显。
背椎总长３３２ｃｍ。

图６　第９节背椎腹视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９ｔｈｄｏｒｓ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ｉｎｖｅｎｔｒａｌｖｉｅｗ

第１节背椎腹侧及右侧部分可见。左侧副突部
分缺失，右侧副突完全保存，位于椎体基部，副突

关节面呈椭圆形。侧视副突之上发育一侧凹，侧凹

上有一明显骨板。椎体中部收缩明显，腹侧向上拱

起，但其椎体中部收缩及腹侧上拱程度均不如中日

蝴蝶龙的第１节背椎强烈［３］。椎体腹侧中部向后发

育一条低矮的纵嵴，其两侧各有一浅的凹坑，纵嵴

向后变宽，侧视可见。第９～１２节背椎腹侧光滑，
无腹嵴，椎体横切面近圆形。

背肋　在背椎、荐椎及腰带附近保存有数根不
完整的背肋。在第８至１２背椎背侧有一长的圆柱
形骨棒，应为背肋的近端部分，其横切面近圆形。

另外有数根不完整的远端背肋，其前后最大宽度与

其厚度的比值可达４，背肋最宽可达１６ｃｍ。
荐椎　荐椎包含５节完全愈合的椎体，暴露其

腹侧 （图７）。５个椎体长度近相等，其中第４节
椎体相对最长，而第５节椎体相对最短。荐椎腹侧
相对背椎明显变窄，无腹嵴或腹沟。与其他蜥脚类

恐龙不同的是第１、２节荐椎侧面同时被第２荐肋
连接，第 １荐肋不参与构成荐椎轭 （ｓａｃｒｉｏｃｏｓｔａｌ
ｙｏｋｅ），其他４条荐肋远端相连接构成荐椎轭。荐

椎轭在第４节荐椎中部明显向后上方折曲。

Ｃａ１：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ａｕｄ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第１节尾椎；Ｄ１２：ｔｈｅ１２ｔｈｄｏｒｓａｌｖｅｒｔｅ

ｂｒａ，第１２节背椎；Ｓｙ：ｓａｃｒｉｏｃｏｓｔａｌｙｏｋｅ，荐椎轭；Ｓ１，Ｓ５：ｔｈｅ１ｓｔ，

５ｔｈｓａｃｒ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第１、５节荐椎．

图７　荐椎腹视 （Ａ）及侧视 （Ｂ）
Ｆｉｇ７　Ｓａｃｒ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ｉｎｖｅｎｔｒａｌｖｉｅｗ（Ａ）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Ｂ）

尾椎　暂时可见最前端两节尾椎，均为前凹
型，这与马门溪龙［１０，１５］及巧龙［１６］相似；并可与酋

龙［１１］、峨嵋龙［８］、蜀龙［１７］、通安龙［１３］及其他侏

罗纪真蜥脚类明显区分开来；其后关节面相比马门

溪龙突起较弱。第１节尾椎椎体腹侧与外侧发育有
几个小的营养孔。

耻骨　左、右耻骨均完整保存，但仅右侧耻骨
近完整出露其前侧 （图８）。耻骨骨干很平，而在
其他马门溪龙科恐龙中耻骨骨干都发生扭曲。耻骨

远端不扩张，不同于真蜥脚类恐龙中的 Ｖｕｌｃａｎ
ｏｄｏｎ［１８］，Ｐａｔａｇｏｓａｕｒｕｓ［１９］，Ｂａｒａｐａｓａｕｒｕｓ［２０］和川街
龙［２１］等。因为耻骨仅出露其前侧，闭孔 （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
ｆｏｒａｍｅｎ）暂不可见。耻骨近端前侧可见明显的栖
肌突 （ａｍｂｉｅ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相比其他马门溪龙科恐
龙，新疆巨龙的栖肌突发育更加明显，且向下延

伸。

坐骨　右坐骨只有近端部分出露。骨干外侧光
滑，中部稍凸起。

股骨　左股骨完整保存。非常粗壮，远端最大
宽与股骨长度比为０３３。近端前后扩张，其前后
宽度为股骨长度的１８％。中部骨干横切面为亚圆
形。远端扩张明显，胫骨踝前后延伸。不同于蜀

龙、马门溪龙及峨嵋龙，新疆巨龙的第４转子位于
股骨后侧中部的内边缘 （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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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ｐ：ａｍｂｉｅ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栖肌突；Ｌｆｉ：ｌｅｆｔｆｉｂｕｌａ，左侧腓骨；Ｌｍｔ：ｌｅｆｔ

ｍｅｔａｔａｒｓａｌ，左侧?骨；Ｌｐｕ：ｌｅｆｔｐｕｂｉｓ，左侧胫骨；ｍａｔ：ｍａｔｒｉｘ围岩覆

盖；右侧耻骨，Ｒｔｉ：Ｒｉｇｈｔｔｉｂｉａ．

图８　右侧耻骨 （前视）；左侧胫骨、腓骨、?骨 （内侧

视）

Ｆｉｇ８　Ｒｉｇｈｔｐｕｂｉｓｉｎ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ｉｅｗ；ｌｅｆｔｔｉｂｉａ，ｆｉｂｕｌａ
ａｎｄｍｅｔａｔａｒｓａｌｉｎｍｅｄｉａｌｖｉｅｗ

４ｔｈｔｒ：ｆｏｕｒｔｈ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第４转子；ｔｉｃｏｎ：ｔｉｂｉ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ｅ，胫骨髁；ｍａｔ：

ｍａｔｒｉｘ，围岩覆盖．

图９　左侧股骨内侧视
Ｆｉｇ９　Ｌｅｆｔｆｅｍｕｒｉｎｍｅｄｉａｌｖｉｅｗ

胫骨　左侧胫骨基本与左侧股骨相关联保存
（图８）。近端关节面呈卵圆形，中部稍凹，后缘相
对于前缘更平直一些；近端关节面有明显的坑洼，

说明曾附着软骨。中部骨干横切面近椭圆形。胫骨

与股骨长度比为０５９，其比值落入真蜥脚类的范
围［２１］。

腓骨　左侧胫骨及耻骨之间的棒状骨推测为左
侧腓骨，但仅出露其中部及远端部分 （图８）。骨
干中部横切面为椭圆形。远端强烈扩张，其直径约

为骨干中部最细处直径的２倍。
?骨　左侧胫骨远端关联保存了第 ＩＶ或第 Ｖ

?骨 （图８）。其近端关节面凸起、粗糙。中部收
缩。远端关节面远小于近端关节面。

３　 讨论

根据 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６）的性状矩阵［２２］，对新疆

巨龙的系统发育位置进行了分析。新疆巨龙的性状

分布见表４。使用ＴＮ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１［２３］程序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ａｒｃｈ”方法进行搜索，得到３个最简
约的支序树 （步长 ＝８１３，一致性指数 （ＣＩ） ＝
０５２，保留指数 （ＲＩ） ＝０６７），其严格合意树见
图１０。新疆巨龙与马龙溪龙互成姊妹群，由一个
确定的共近裔性状支持：后部背椎呈后凹型。新疆

巨龙无疑为马门溪龙科的一个新类群，具有马门溪

龙科恐龙的典型特征：如，颈椎长，背椎发育侧凹

等［１０］。而作为马门溪龙的姊妹群，新疆巨龙与马

门溪龙有较多的相似特征，包括：背椎１２节，荐
椎５节；荐前椎后凹型，椎体具网格构造；颈椎椎
体长，颈肋特长；前部尾椎前凹型等［１０］。然而新

疆巨龙仍具有以下与马门溪龙明显不同的特征：最

后两节颈椎相对很长、后肢较短 （最后两节颈椎

长度为股骨、胫骨长度之和的６３％，几乎为马门
溪龙的同一比值的２倍 （表３）；倒第２节颈椎与
第一节背椎均发育腹嵴；第１、２节荐椎侧面同时
被第２荐肋连接，第１荐肋不参与构成荐椎轭；耻
骨骨干很平，发育明显的栖肌突；以及股骨第４转
子位于股骨后侧内缘等。其中发育明显的栖肌突、

较短的后肢以及股骨第４转子位于股骨后侧内缘是
峨嵋龙、蜀龙和马门溪龙等其他原始的真蜥脚类的

均不具有、且更接近于梁龙类的特征［２２，２４］。其他

蜥脚类的系统发育位置与 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６）［２２］的结果
基本相同，本文不再做讨论。

　　尽管新疆巨龙骨骼化石的挖掘工作仍在进行，
但根据现已出露的化石材料笔者可暂时推测新疆巨

龙大致体长。合川马门溪龙与杨氏马门溪龙的估测

体长分别为２２ｍ和１６ｍ，根据新疆巨龙与两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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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由３个同等简约的支序树构成的严格合意树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ｆｔｈｅ３ｅｑｕａｌｌｙ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ｔｒｅｅｓ

椎总长的比例大小 （表３），可推测新疆巨龙的体
长大致为３０～３２ｍ。

４　 结论

新疆鄯善新发现的巨型蜥脚类恐龙———新疆巨

龙是马门溪龙科中的一个新的属种，它与马门溪龙

有较多相似的骨骼特征，支序分析也显示两者有较

近的亲缘关系；但新疆巨龙有更接近于梁龙类的一

些特征。这对深入研究中亚侏罗纪蜥脚类恐龙、尤

其是马门溪龙类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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