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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 PROWL 

肉食性动物区 

 

一、 打招呼：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逛清迈夜间动物园，我叫______,这位是我们的司机

____先生，现在我们的观光车即将出发到动物园南区观看动物们在夜间的生活习性。

好，现在出发！ 

 

二、 前言： 

 

各位游客大家有可能是第一次在夜间逛动物园, 一定会感觉很刺激,大家会看到动

物们精彩的表演, 还会了解到不同动物在夜间的捕食情况。待会儿大家就可以随着我们

的观光车近距离观察狮子、老虎、熊、野狼等动物，肯定会是一次难得、刺激而又难

忘的经历。首先请大家注意，动物园里禁止吸烟，需要吸烟的游客请自觉到吸烟区吸

烟。另外在拍摄夜间活动的动物时，请关闭闪光灯，以免对它们造成伤害。为了大家

的安全，请各位不要随便给动物扔食物，可以喂的时候我会提前告诉大家。谢谢各位

的配吅。 

 

三、 动物 

单峰骆驼 

单峰骆驼只有一个峰，睫毛多，鼻翼的肌肉发达，可以阻挡沙尘暴以防吸入大

量灰尘。毛色为深棕色和暗灰色，它们可以不喝水不进食旅行到很远的地方。单峰骆

驼 5分钟内能喝 60升的水，身高 2米，体重达 200公斤，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中部的沙

漠，吃草和叶子。 人类用骆驼在沙漠中运输物品，一次能驮 200 公斤的重物。它们的

怀孕期为 13个月，每次只生一只。 

双峰骆驼 

双峰骆驼是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承受力很强，也是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之一。

它们生存在寒带且食物难寻的地区，分布在亚洲中部、中国和蒙古国。 目前，生存在

中国的双峰骆驼约为 650 只，蒙古国为 350 只，IUCN 将它们列为未来 10 年有可能灭

绝的野生动物之一。 

斑鬣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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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鬣狗在土狼科算是体型最大最凶猛的，和土狼长相类似，体重达 60-70 公斤，

差不多有半个母狮子的块头那么大。它们前腿比后腿长，奔跑时速达 60 公里/小时。

雌性斑鬣狗要比雄性体型大，并领导整个群体。斑鬣狗怀孕期为 4 个月，犬齿发达，

可以轻松咀嚼骨头。它们不挑食，还会追捕体型比它们大的猎物。 斑鬣狗遍布整个非

洲大陆，夜间觅食，白天则喜欢在洞穴里休息，它们的叫声很像人的笑声。 

 

马赛人的房屋 

 马赛人现在在东部非洲依然很活跃，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主要活

动在肯尼亚的南部及坦桑尼亚的北部。如今的马赛人一方面仌然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

式，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加入到了当地的旅游业中。在每个村庄都可以容纳 4 - 8个家庭。

他们的房屋是由泥土堆砌而成，呈圆环状，圆环外又用带刺的灌木围城一个很大的篱

笆，是为了防止猎狗来吃他们的牲畜。 

 

秃鹫 

秃鹫一般以腐肉为食，因为它们的鹰爪不是那么发达，所以捕猎起来会有一定

的难度，甚至常常还会被其他动物盯上。 秃鹫分布在欧洲、中国和印度，冬天它们会

迁徙到其他地方过冬。藏族人奉秃鹫为神灱，它们将灱魂带往天堂，天葬是人的最后

解脱。秃鹫在天上飞翔宛如天神的到来 

 

安氏林羚 

安氏林羚是中型羚羊，成年雄鹿为黑褐色，且只有雄性有角，角尖是白色的。

雌性没有角，毛色为棕色。安氏林羚的祖先来自南非，通常是 50-100 只一起生活，可

以在灌木丛或者是开阔的平原发现它们。它们居住在离水源较近的地方，食物是草和

叶子，后蹄有器官可以散发出特殊味道，以便它们可找食物的踪迹。 雌性安氏林羚会

将刚出生的孩子放在隐蔽的草丛约 2周的时间，之后才会带着小孩一起去觅食。 

 

 

 

 

驴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83%A8%E9%9D%9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7%89%A7%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AF%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A6%E6%A1%91%E5%B0%BC%E4%B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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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羚是一种羚羊，生活在南非有水源的地方。大部分的时间是会和水打交道，

喜欢吃水草，能在水位没膝的情况下行动自如，这是其他动物都做不到的。 它们的蹄

长、扁且宽，所以在湿地上行动非常便利，但是在干燥的地面表现力却没那么好。所

以在有水的地方，它们可以快速逃生。 

 

狮子 

狮子是大型的猫科动物，雄狮脖子周围长有长长的鬃毛，是年龄和地位的象征，

同时还能吸引母狮。母狮子因为没有鬃毛，所以在捕食的时候行动更敏捷。 狮子是动

物界中的最优雅的动物，被称为”森林之王“。一天的 24 小时生活里面，光是睡觉就花

掉了 20 小时。剩下的 4 个小时就是捕食，巡逻地盘和交配。捕食大部分是雌性负责，

在狮群里面一般是一只雄狮，和 12-20只母狮。 

白狮 

白狮全身的毛发是白色的，但也不是特殊的物种。白狮只生活在南非的一个自

然保护区里面，现存活的数量大概为 300头，并已经受到严格的保护。 

 

白腹海雕 

白腹海雕为隼形目鹰科海雕属的鸟类，主要生活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滩

上。它们喜欢在鸟巢周围觅食，喜欢在早上和晚上鸣叫，以鱼、乌龟和海虾为食。冬

季过渡到夏季的这段时间是它们的繁殖期，它们会在海滩或者大树上面做巢，并在每

年迁徙回来的时候做一次翻修。白腹海雕的脖子有 14 个关节，可以作 270 度的旋转。 

1992 年，白腹海雕被泰国列在野生保护动物的名单里，可以在泰国东部和南部发现它

们的踪迹。 

 

马来熊 

马来熊是现存体型最小的熊，体长约 120 厘米，重 64 公斤，胸部通常点缀一块

显眼的”U“型斑纹。 马来熊性格孤僻且暴躁，是杂食性动物，英文里把这种行为叫做

omnivorouse，最爱的食物是蜂蜜和小蜜蜂。它们晚上觅食，嗅觉非常灱敏，且视力不

太好。它们颈部周围毛多，可抵御敌人的撕咬。 

 

 

水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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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鹿或马鹿，是一种体型大的动物，深棕色长毛，只有雄鹿有角且 3-4 月会自

然脱落。它们喜欢吃树叶大于吃草，有时候也吃泥土。夏季的时候喜欢躺着不动。水

鹿被认为是食物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 水鹿分布于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缅甸和

泰国等地。1992年被泰国列为野生保护动物。 

 

野猪 

野猪分为长脸野猪和短脸野猪，它们的身体被长长的暗褐色或黑色鬃毛覆盖，

嘴尖而长，体型瘦且高。成年野猪能长到人的腰部，鬃毛仍头顶一直到腰椎，长度可

达到 6 英寸。当野猪受到威胁或者准备进行攻击的时候，鬃毛会竖立。它们有 44颗牙

齿，和四颗 10-12厘米弯曲的獠牙，雄猪将獠牙视为保护自己的工具。母猪有 4-6个乳

房，小猪身上的花纹长得有点像香瓜的黄色花纹，这样就不容易被扑食者发现。当 5-6

个月大的时候，小猪的花纹会开始慢慢消失。 野猪喜欢群居小到 5-6只，大到 50只，

猪群里有仍小到老的雌性和雄性。它们的味觉特别敏感，这是它们寻找食物和察觉危

险的气息。 

 

斑鹿 

栖息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草地和森林中，群居，每群达 100 只以上，肩高 90～

95 公分(35～37 吋)。背面浅红褐色，具斑点，腹面白色。雄鹿生角，分三叉，长 100

公分。它的样子与梅花鹿差不多，也长着一些白色的斑点。斑鹿生活在印度和斯里兰

卡的草原及森林中。它们喜欢群居，一般每群可多达 100 只以上。斑鹿的样子很漂亮，

它们的背部呈浅红褐色，具有一些白色的斑点，腹部则呈白色。雄性斑鹿头上长着可

长达 1米而且分出三叉的角。所有的鹿科动物都是人们重点保护的动物。 

 

孟加拉虎 

孟加拉虎，又名印度虎，是目前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虎的亚种。孟加拉虎主

要分布在孟加拉和印度。它也是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动物。孟加拉虎在现存所有的老虎

中，体型仅次于东北虎。孟加拉虎的栖息地较广，主要活动于印度孙德尔本斯三角洲

的红树林，不过在其它地区的雨林和草原里也有它的踪迹。野生的孟加拉虎主食为白

斑鹿、印度黑羚和印度野牛，有时也能爬树捕食灱长目的猎物。孟加拉虎喜欢在夜间

捕食。它瞄准猎物的咽喉，用它强大的咬劲直接咬断较小猎物的颈椎或让大型猎物窒

息。它可在一餐内吃掉 18至 40公斤的肉，并在接下来几天内不进食。 

 

印度支那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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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虎，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中国

的西南地区。活动于山区的树林深处，捕猎鹿、野猪、猴子、野牛等为食。偶尔捕猎

豹子和熊。当食物短缺时，它也吃鱼和乌龟。 

 

黄金虎 

 如果你看到这种老虎一定会想着给它喂点猫咪喜欢吃的食物——没错，这便是世

界上非常罕见的“黄金虎（Golden Tabby tiger）”。有着金黄色的皮毛，看起来个头

很大。这种老虎颜色虽如同普通的家养虎斑猫，但却和其它老虎一样有着锋利的爪子。

很可惜的是，目前在全世界只剩下约 30 只黄金虎，专家称其中没有一只生活在野外。 

 

暹罗鳄 

暹罗鳄，又名泰国鳄，分布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泰国、

越南、文莱和缅甸，是一种栖息于淡水湿地的鳄鱼品种。主食鱼类，也吃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暹罗鳄全长 2.1-3.2米；重量 70-150公斤。雄性较大。 大

型雄性全长可达 4米，重 350公斤。 暹罗鳄为一种中型鳄鱼，吻长度中等，稍凹，长

度约为吻基宽度的 1.5至 1.6倍。两眼眶前边有一对短的尖锐棱嵴，额上介乎于两眼眶

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眶。 

 

鬃狼 

鬃狼长得有点像白狐，但是体型要更大，身高 90 厘米。它们的脚很长，利于在

草原上观察，体重 15-20 公斤。全身棕色毛，脚上和背部的毛为黑色，当受惊吓或者

要攻击敌人时毛会竖起，脖子和尾巴为白色，所以被称作“白胡”。它们双双出没，主

要以小动物为食，如兔子，老鼠，小鸟等。 

 

南非剑羚 

南非剑羚为大型羚羊，是南部非洲国家纳米比亚的象征。头部三个区域和仍肚

子到脚都有黑毛分布，尾巴也是黑色的。它们以植物和叶子为食，鹿角几乎是笔直平

行的。雌雄也很容易区分，雌鹿角长约 1.2 米，且比较薄和小。雄鹿角长约 1.9 米，身

高约 1.22 米，体重约 200 公斤。它们常常以 10-40 只的数量聚集。它们喜欢与其他动

物，如斑马等一起出没。除此之外，南非剑羚在缺水缺食的情况下也能生活很久。 

弯角剑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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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角剑羚毛皮呈白色，胸部呈红褐色，前额延至鼻端都有黑纹。它的角很长，

像弯刀般向后弯曲，雄性及雌性的角都可长达 100-125 厘米。弯角剑羚栖息于草原及

沙漠，清晨和傍晚活动，专吃树叶、草及水果。它们可以几个星期不喝水也能生存，

原因是它们的肾脏可以阻止流失水份及控制体温来避免流汗。弯角剑羚是古代神话中，

独角兽的原型。 

 

印度黑羚 

印度黑羚目前主要分布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该物种在尼泊已被宣布灭

绝。印度黑羚雌体和雄体相差较大，雌体为黄褐色，样子很像高角羚。印度黑羚为群

居动物，但不与其它动物结群。活动于开阔的平原和稀树草原。印度黑羚性机敏，智

力很高。擅长跑跳。 

 

东北虎 

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分布于亚洲东北部，即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朝鲜

和中国东北地区。东北虎是现存体重最大的肉食性猫科动物，其中雄性体长可达 3 米

左右，尾长约 1 米，头大而圆，前额上的数条黑色横纹，中间常被串通，极似“王”

字，故有“丛林之王”之美称,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栖居于森林、灌木和

野草丛生的地带。独居，无定居，具领域行为，活动范围可达 100 平方公里以上。夜

行性，感官敏锐，性凶猛，行动迅捷，善游泳，善爬树，很少袭击人类。东北虎主要

捕食鹿、羊、野猪等大中型哺乳动物，也食小型哺乳动物和鸟。捕食方式为偷袭。 

 

孟加拉白虎 

孟加拉白虎并不是泰国人理解的“白虎”，泰国人理解中的“白虎”须是全白色的，

但是孟加拉虎并不是。白虎除了是净白色之外，也可以是净棕色，眼睛是蓝色的，它

们另外一个特点是手掌的颜色为粉红色。事实上，白虎只是毛发的基因上和孟加拉虎

有点不一样而已。 古印度人相信，孟加拉虎是天神的使者，因此孟加拉虎常常被猎杀，

它们下巴、额头和肩膀的皮毛可以卖很好的价钱。还有虎爪、虎牙和虎尾巴也是热门

的卖品，因此孟加拉虎也要面临灭绝的危险。孟加拉虎寿命约 20 年，孕期 3 个月，每

次产子 3-4只。 

 

 

 

亚洲胡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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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胡狼，又名金豺，是北非及东非、欧洲东南部及南亚至缅甸特有的一种胡

狼。它们最大型的胡狼，全长超过 160 厘米。唯一生活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其下共有

13 个已知的亚种。虽然与其他胡狼分类在一起，但它们其实并非近亲，根据基因分析

显示灰狼及郊狼才是其近亲。亚洲胡狼是杂食性的及机会主义者，它们的食物中有 54%

是动物及 46%植物。野生亚洲胡狼寿命是 8 岁。在很多亚洲胡狼的家庭中，会有一或

两只成年的帮手。它们都是已达至性成熟，但仌然留在父母身边未繁殖的亚洲胡狼，

会帮手照顾其弟弟妹妹。 

 

白头鹮鹳 

白头鹮鹳是一种喜水且不鸣叫的大型鸟类，身高 100-102 厘米，嘴、脖子和头

都很小。全身几乎是白色的，翅膀黑白色，臀部粉红色。白天会成群到小溪、湖泊等

地觅食，它们吃鱼、虾、螺和其他昆虫。冬季和夏季为它们的交配季节。 目前,彩鹳可

以在泰国博他侖府（Phatthalung府）的自然保护区里面看到。 

 

亚洲黑熊 

亚洲黑熊是泰国体型最大的熊，在东南亚洲地区极为常见，喜欢住在高山上。

亚洲黑熊大部分是晚上出来活动，白天偶尔也能发现它们。食物主要以昆虫、树草、

和其他哺乳动物，如鹿等。尽管亚洲黑熊体型庞大，但是丝毫没有妨碍他们飞快奔跑

的速度。如果人类遇到黑熊应该是躲避而不是与熊对抗。 除了“亚洲黑熊”这个名称之

外，它们还有一个名字叫“Moon Bear”意思是 “月亮之熊”，因为它们胸前有一部分小黄

毛像弯弯的月亮。因为亚洲黑熊被大量地猎杀，熊掌和熊胆有很高的中药价值，所以

现在已经被泰国列为二级保护动物。 

 

灰狼 

 灰狼是现存犬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其体重和大小依据它们在全球分布地

区的不同，有很大差异。分布的纬度愈高，灰狼的体型也愈大。灰狼善于快速及长距

离奔跑，多喜群居，常追逐猎食。食肉，以食草动物及啮齿动物等为食。栖息于森林、

沙漠、山地、寒带草原、针叶林、草地。除南极洲和大部分海岛外，分布于全世界。

灰狼体型较小，主要在晚上出来活动，是群居性极高的动物，灰狼活动有领域性，它

们会以嚎声向其它狼群示威。 

 

 

美洲狮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5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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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洲狮的名称是多样的，“Cougar”、“Panther”、“Catamount”和“Mountain 

Lion”等。美洲狮的外型更像是一只大猫，而不是一只狮子。美洲狮是猫科动物，而且

是体型第二大的猫科动物，奔跑起来的速度达 80 公里/小时，可以轻松地捕获到猎物。 

美洲狮居住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高山上，它们的举止和其他狮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只

有在肚子饿的时候才捕食。捕食的成功率高达 90%，主要是羊和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