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达尔文市中心
欢迎来到可可洛思鳄鱼主题公园 - 达尔文最大

的城市野生动物主题公园

可可洛思鳄鱼主题公园

馆内服务设施：
-  洗手间位于二楼咖啡馆对面（视听室旁边）
-  电梯：一部位于主题公园入口内左手边（可装载轮椅）， 另一部位于进入 

主题公园内通道右手边15 米处
- 一楼设有咖啡馆，提供各类饮料，零食
- 游客朋友们可以在售票处选择升级服务项目，预订和体验“死亡之笼”

公司简介
可可洛思鳄鱼主题公园是由两位达尔文著名的商人开建的旅游企业，于2008 年7

月15 日正式对外开放。

两位商人共同的远景是将澳大利亚北部最有代表性的爬行动物带进市区，当地的居

民和游客可以在一个安全娱乐的环境下了解这些特有的生物。

鳄鱼主题公园占地面积5000 平方米，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观赏到澳大利亚特有的爬

行动物；共8 个鳄鱼池，它们最小的只有6 个月，最大的有80 岁，游客们可以从

三层楼的各个角度观赏到咸水鳄。

淡水水族馆的设计风格体现在无论从上面还是下面都可以欣赏到鱼类生物的生命力

和优雅。

主题公园参观景区
观赏澳大利亚最大的鳄鱼
享受360 度全景观赏
5.5 米（17.6 英尺）的乔巴（Chopper）和温德尔 (Wendell)  
是公认的澳大利亚第二大和第三大人工圈养鳄鱼。
不要忘记和我们的明星鳄鱼 - 伯特(Burt)打个招呼，  
它出演过澳大利亚代表性的电影 《鳄鱼邓迪》。

每天上午11:30 和下午2:30， 观看我们勇敢的鳄鱼训练员喂食咸
水鳄鱼。

一只5.5 米（17.6 英尺）咸水鳄的咬合力相当于把一个半拖挂车
放在你的脚上。

澳大利亚有两种不同的鳄鱼 - 咸水鳄和淡水鳄。

不要被它的字面意思所迷惑。 咸水鳄更喜欢淡水，它们的腺体
会分泌盐从而取名

为咸水鳄。它们主要集中在昆士兰州的北部地区， 北部省和西
澳大利亚地区； 但

是数目最集中的地区当属北部省。

也许你会发现有的鳄鱼没有脚，这是它们在野外和其它雄性鳄
鱼打架造成的。咸水

鳄可以控制体内血液流通的速度，它们可以让自己的心脏一分
钟只跳几下。这种特

有的能力可以让他们在严重的损伤中恢复从而确保它们的生存
力。

鳄鱼有极其强烈的领土占有和保护欲。它们擅长隐形捕食和保
持能量，它们在出击

捕食猎物之前，可以观察几天甚至几个星期.

人工圈养的咸水鳄，湿季（11 月到3 月）每个星期要吃大约5 公
斤（11 磅）的食

物； 干季（4 月到10 月）每个星期要吃大约3 公斤（6.6 磅）的
食物。

伯特(Burt)，乔巴（Chopper）和温德尔 (Wendell) 的年龄估计在
80 岁左右。人工圈

养的鳄鱼寿命估测可以达到100 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的物种已经有2 亿多年的
历史了。

喂鳄鱼表演



与鳄鱼一起潜水
进入可可洛思鳄鱼主题公园，游客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咸水

鳄，在我们著名的“死

亡之笼”里，独特设计的空中单轨系统可以将你带入四个不同

的鳄鱼池，在这里你

将体验从未有过的惊喜。

两栖爬行馆
可可洛思鳄鱼主题公园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澳大利亚两栖动物陈

列馆，在这里你可以

看到世界上最毒的蛇-内陆大班蛇。

主题公园内有北部省多种类的两栖爬行动物，每个陈列箱装饰

风格迥异，有砂岩悬

崖,有河边,草原和泛滥的平原。如果你计划游历卡卡杜国家公

园，阿纳姆地荒原，

金伯利及周边地区，你将有机会在野外看到这些可爱的爬行动

物。

现在，让我们带领你走进两栖爬行馆，观赏70 只不同种类的爬

行动物。

A/树蛙

它们聚集在金伯利和北部省西边的悬崖和峡谷里。

树蛙多夜间活动，当湿季（11 月-3 月）来临，正值繁殖期的时

候，下雨的夜晚极

为活跃。

最大可达10 厘米（3.9 英尺），以生在岩石上蟑螂为食。

你知道吗？土著居民把树蛙图画在金伯利区的洞穴和岩石上。

B/

侏儒淡水鳄

独特而罕见。它虽然被称作淡水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

和普通淡水鳄的基因

有所不同。

侏儒淡水鳄只能长到大约1.2 米（3.94 英尺）长，它们生活在普

通淡水鳄的水域上

游，这种群只能在澳大利亚西部，北部省边境和阿纳姆地荒原

的高砂岩地区见到。

这种鳄鱼的生活习性鲜为人知。

C/

水蟒

多发现于北部和金伯利的水域附近。每年的10 月或11 月湿季的

夜晚活动最为频

繁。它们的平均身长为1.8 米（5.9 英尺）， 最长可达到3 米

（9.84 英尺）。

你知道吗？水蟒是土著居民食材的首选，居民称它们“彩虹

蛇”。

D/
褶边蜥蜴
它的名字因为两边可以收缩的褶边而得名， 它的褶边
通常搭在脖子后方。颈部的
皱褶被下额骨相连的软骨长刺支撑着。当它受到惊吓
或者威胁，会张开嘴；露出亮
粉或黄色的衬；褶边张开；展出它亮橘色和红色的鳞
屑。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阻止
捕食者和求偶期。
褶边蜥蜴属于体积较大的蜥蜴种群，身长可达85 厘米
（2.79 英尺）。
你知道吗？褶边蜥蜴曾经被刻印在2 分钱的澳币反面，

直到1991 年此硬币停止生
产。它还曾是2000 年悉尼残奥会的吉祥物“里兹”的
化身。
E/
内陆大班蛇
世界上最毒的蛇。
别名菲尔斯蛇或西方大班蛇。
这是目前世界研究领域里最毒的蛇。
多发现于昆士兰西南部,南澳大利亚东北部和北部的南
东尽头地区。因为分布较为
分散，在野外偶尔会发生咬伤人的事件发生也不足为
奇。事实上尽管有些驯养人员
被咬伤，但是并没有发生过死亡的事件。
大班蛇食平原里的老鼠。被一条剧毒的蛇咬伤的存活
率是零。所以最简单安全的办
法就是不要被蛇咬。
F/
北部蓝舌蜥蜴
原产于澳大利亚，几乎只在北部省区域出现。它们的
寿命可达到20 年，适合作为
宠物寄养。
和其它蓝舌蜥蜴差不多，北部蓝舌蜥拥有独特的身体
特征，由于北部地区的高温，
它们的颜色比其它蜥蜴的浅。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蓝色的舌头用来阻止捕食者和追
求配偶。
北部蓝舌蜥蜴是胎生，一次可以产15-20 只。不幸的
是，由于一种名叫“蔗蟾”的
病毒传播，它们在野外的数量正在减少； 这种病毒的
传播也影响澳大利亚其它的
两栖动物种类的存活。
北部蓝舌蜥蜴现在已经被政府列入濒危物种名单。

钓鳄鱼平台
不要错过喂食小鳄鱼的机会。 你将看到100 多只小鳄鱼争抢你

手中鱼线上美味的

食物，体验独一无二的乐趣。



与小鳄鱼亲密接触
在舒适的展览馆里与小鳄鱼亲密接触。 这里有我们专业的摄影

工作人员为您拍照 留念。

展览馆陈列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种类的鳄鱼标本，共达

14 种。在这里陈列

着鳄鱼的头骨和最大的鳄鱼皮。

淡水水族馆
不要忘记参观我们蓄水量20 万升的水族馆！典型的北部水域系

统，这里拥有15 种

不同种类的鱼。

观赏惊人的淡水锯鳐,看看他们怎样用它们的长“鼻子”切食

物。魟鱼是黄貂鱼的

近亲，在这里你可以参与和观赏喂食表演，进一步了解这些神

奇的海洋生物。

没有看到澳洲肺鱼，你的北部之旅就算不完整。

与北部咸水鳄鱼共同出名的动物。

A/淡水锯鳐

最大的体长可达7 米(22.96 英尺)， 绝大部分长到3-4 米（9.84-

13.12 英尺）

它的吻锯用于摄食活动，或用之发掘底层生物，或用以在鱼群

中挥舞，残杀或击伤

群鱼。

你知道吗？锯鳐的吻锯很灵活，它可以左右摇晃保持平衡不让

脑袋接触底部。

B/赤魟 (草帽鱼)

在亚洲，这种鱼体宽可达3 米(9.8 英尺)， 体重最重可达600 公斤

(1323 磅)。 目前

在澳洲水域没有发现这么大的赤魟。

身为澳洲最大的鱼种之一，它们的尾巴前部宽扁，后部细长如

鞭；其长为体盘长的

2－2.7 倍； 在其前部有1 根有锯齿的扁平尾刺。

你知道吗？第一个淡水赤魟标本是在1989 年的戴利河 (Daly 

River) 科学考察中发

现的，之后这种鱼种被命名为查菲窄尾魟 (Himantura Dalyensis 

。

C/澳洲肺鱼（盲槽）

澳洲肺鱼是一个外来词，它取源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罗克汉普

顿区，土著语的意思

是“大型河流鱼类”。

它的肉及其鲜美，吸引了很多旅游者前来垂钓和品尝。在北部

省有几个肺鱼养殖基 地。

你知道吗？肺鱼天生都是雄性的。 待它们长到大约80 厘米

（2.63 英尺）的时候它

们就会变成雌性。

龟园
龟园

在龟园里（位于三楼）观赏和接触北部可爱的小居民。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红黄脸

龟，鳄鱼龟 和可爱的猪鼻龟。

刚刚入园的三只成年猪鼻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龟。

你知道吗？猪鼻龟背面覆盖着鳞片，四肢为了适应水生生活而

特化为鳍状，也不能

缩入壳中。

咖啡馆
为了方便游客，主题公园的二楼咖啡馆提供各种冷饮，茶点小

吃。

旅游纪念品商店
寻找独特的礼物作为在达尔文游玩的纪念？

位于一楼的纪念品商店售有品种齐全的咸水鳄鱼皮产品， 另外

还有适合各个年龄

层的毛绒玩具及旅游纪念周边产品供您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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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te Force:  
咸水鳄鱼咬合力演示区

2.  Cage of Death:  

死亡之笼体验区

3. Reptile House: 两栖爬行馆

4. Fishing Platform: 钓鳄鱼平台

6. World of Crocs: 展览馆

6. Aquarium: 水族馆

7. Turtles: 龟园

8. Café: 咖啡馆

9. Retail Shop: 纪念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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