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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地区是史前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而地处新疆西天山地区的阿敦乔鲁青铜时代遗址，

是古代人类活动、文化发展与演化过程的重要时空节点。但是目前对该遗址古人生存策略，尤其是对于当时人们

的饮食结构和遗址的季节性使用的认识，存在不同观点。本研究通过对阿敦乔鲁遗址中房址内堆积物、羊粪化石

以及遗址周边现代羊粪、自然地层进行植硅体、孢粉分析，发现了农作物植硅体以黍（Ｐａｎｉｃｕｍ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和麦类

作物的稃片为主，遗址使用后期出现少量的粟（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揭示了该遗址农作物组成以黍、大／小麦（Ｈｏｒｄｅｕｍ

ｓｐｐ．／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ｓｐｐ．）为主，兼有粟的混合结构。在秋季（９月份）采集的现代羊粪中，孢粉种类（２４个科／属）和浓度

（平均 ６５５３３粒／ｇ）显著高于羊粪化石的孢粉种类（９个科／属）和浓度（平均 ２７１８９粒／ｇ），且现代羊粪以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植物（７～１０月开花结籽）花粉为主（平均 ５４９５％），羊粪化石中蒿属植物花粉仅有 １９２０％。来自早熟

禾亚科（Ｐｏｏｉｄｅａｅ）种子稃片的植硅体，在现代羊粪中的含量（平均 ３６２％）显著低于在羊粪化石中的含量（平均

１３８４％），羊粪孢粉和植硅体分析结果，揭示了阿敦乔鲁遗址羊类放牧时间应该处于花期结束后，植物已结籽的

秋－冬季节，为阿敦乔鲁遗址冬季牧场的性质提供了植物学证据。同时房址内火塘、活动面和储藏间的堆积中植

硅体组合与羊粪化石植硅体组合接近，暗示了羊粪可能被大量收集储藏，作为主要的铺垫物和冬季燃料使用。研

究结果对于深化青铜时代以来新疆西天山地区古人生存策略、食物结构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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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欧亚草原地带，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自新石器中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东部以种植业为主

的族群和西部草原区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交流的活

跃地带
［１～６］
，认识该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对研究

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起到了重要

作用。

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以南乌拉尔和哈萨克草

原为中心，先后出现了辛塔什塔文化（公元前二千

纪初至公元前 １６世纪）和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
（公元前 １８世纪～前 １３世纪），其中安德罗诺沃文
化联合体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

化之一，他的分布范围非常大，其东部延伸到了中

国西部新疆地区
［１，７～８］

。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时期主

要以放牧（牧养绵羊、山羊、牛和马）为生，这不仅

适应了当地地形和自然环境
［９～１３］

，同时对于游牧文

化与农业文化交流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１４］
。

虽然近年来考古学家在距今 ４０００～３０００年的
中亚草原区的遗址中识别出驯化谷物，例如：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粟 （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ｓｐｐ．）和大麦（Ｈｏｒｄｅｕｍｓｐｐ．），显示出草原
文化牧业与农业经济的混合形态

［４，１５～１７］
，但是由于

游牧经济的多样性及区域差异
［１８～２０］

，对欧亚草原

东段我国境内西天山地区的古人生存策略，尤其是

对于农业结构、游牧策略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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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问题存在争议。

首先，由于新疆地区面积广阔，考古学文化的

区域差异显著，且考古发掘相对滞后，目前发现的

山地游牧型遗址数量较少，对该地区古人生存策略

演化的研究仍然处在资料积累阶段。前人曾基于稳

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出东天山地区该类型遗址先民

的植物性食物结构以 Ｃ３、Ｃ４植物混合为主
［２１～２２］

，

但是对于西天山地区先民的植物性食物的种类和数

量，目前有待于更多的植物学与考古学证据的

支持。

其次，民族学调查及生态学研究表明，季节性

游牧作为游牧民族对于自然资源的一种管理策略，

有利于适应草原地区的环境，在现在的草原地带还

广泛存在
［８，２３～２４］

，但是史前欧亚草原地带是否存在

季节性游牧，及游牧遗址的性质目前仍存在争议。

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的季节性游牧的研究多基于民族

学调查以及根据自然环境进行推测
［８～９，１２～１３，２３］

，而

缺乏直接的论证。

粪便化石是古环境学、考古学等领域重要的研

究材料，是学术界一个专门的研究门类
［２５］
。目前

关于粪化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微形态、生标、孢

粉、植硅体等
［２６～３５］

，尤其是产自植物的孢粉和植硅

体，为恢复古代人类和动物的食谱、古环境、古植

被状况，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３０～３１，３４，３６～３７］

。

孢粉是指植物孢子和花粉的简称，利用孢粉分

析来揭示植被、环境和气候特征已成为经典而有效

的方法，是古环境研究的重要手段
［３８］
。由于植物

的花期存在一定差异，可以通过沉积物中孢粉的种

类、浓度等信息，有效判断沉积物的季节性等环境

信息
［３０～３１，３４，３６～３７］

。植硅体作为植物细胞的“复制

品”，具有原地沉积、体积小、数量大等特点
［３９～４０］

，

在考古遗址中广泛存在，并且对于部分农作物，如玉

米
［４１］
、水稻

［４２］
、粟、黍

［４３～４４］
、大麦、小麦

［４５～５１］
等

的鉴定能够达到种级的分辨率
［５２］
。同时由于植物

的不同器官产生的植硅体类型不同，可以用植硅体

区分植物的种子、小穗、叶片和茎秆等不同组织和

器官
［４５，５０，５２～５３］

，提供人类农业行为模式等详细信

息
［５４］
。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常用来重建考古

遗址的古环境、古生态及古人类对于植物资源的利

用，以此来探究过去人类的生存策略及遗址的结构

功能等
［１５，３５，４４～４５，５０，５５～５８］

。

阿敦乔鲁遗址位于新疆阿拉套山南坡的浅山地

带，是一处同时包含有房址和墓地的综合性遗址，

也是目前西天山地区最完整的青铜时代遗址之

一
［８］
；阿敦乔鲁遗址显示的区域面貌，已具有了新

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特点，但同时它与安德罗诺沃

文化联合体的联系，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８］
。本文

希望通过对阿敦乔鲁遗址动物粪便化石、考古沉积

物植硅体和孢粉分析，揭示该区域青铜时代人类的

生存策略，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遗址的功

能性质，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青铜时代以来欧亚草原

古人生存策略以及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认识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阿敦乔鲁遗址（４５°０１′２８１２″Ｎ，８０°３２′３４７１″Ｅ）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

查干屯格乡吐日根村，北接阿拉套山，地处阿拉套

山南麓浅山地带（图 １ａ和 １ｂ），南邻别珍套山（天
山），温泉河（博尔塔拉河）在距遗址约 ５ｉｋｍ处自
西向东流过。遗址区域现代的植被类型以草原植被

为主，遗址周围的植物群系主要为针茅、丛生禾草

草原，针茅、冷蒿草原
［１３，５９～６２］

，其优势种主要有禾

本科早熟禾亚科植物针茅（Ｓｔｉｐａ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ａ）（花果期
为 ６～８月）、沟叶羊茅（Ｆｅｓｔｕｃａｒｕｐｉｃｏｌａ）（花果期
６～９月），以及菊科蒿属植物冷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ｆｒｉｇｉｄａ）
（花果期 ７～１０月）［６２～６３］。遗址南部的哈尔诺夏季
草场（４４°５２′４１″Ｎ，８０°４１′４８″Ｅ；见图 １ｃ）植物群系
以早熟禾草甸、线叶嵩草高寒草甸为主，优势种主

要有禾本科早熟禾亚科植物细叶早熟禾 （Ｐｏ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花果期 ６～９月），莎草科植物线叶嵩
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ａ）（花果期 ５～９月）［６２～６３］。

植硅体分析共取样３１个：其中 ６个样品取自房
址东北５ｉｍ自然地层沉积（ＺＲ），６个样品取自房址
Ｆ１西南地层断面（图 ２－ＤＣ），５个样品取自房址 Ｆ１
内地表各处：其中 ２个样品取自火塘（图 ２－ＨＴ１、
ＨＴ２），１个样品取自地表黄色堆积物，疑似是动物的
排泄物（图 ２－ＰＸＷ），１个样品取自疑似储藏间的地
表（图 ２－ＣＣＪ），１个样品取自西南建筑内表层，该区
域曾浮选出粟（图 ２－ＢＣ）。在房址 Ｆ１内采集羊粪化
石（ＹＦ）样品，从中随机挑选６粒羊粪化石（图 ３ｂ）进
行植硅体分析（ＹＦ３～ＹＦ８）；现代羊粪（ＸＤ）（图 ３ａ）
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在哈尔诺夏季草场采集，从中随机选
择８粒羊粪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ＸＤ３～ＸＤ１０）。

植硅体的提取采用传统的湿式氧化法
［３９，６４］

，具

体步骤如下：１）每个土样取 ３ｉｇ左右放入试管，羊
粪化石样品取 １粒放入试管，加 ３０％的双氧水，使
其充分反应；２）加蒸馏水并离心，清洗 ３次，加入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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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阿敦乔鲁遗址位置图
（ａ）研究区所在位置；（ｂ）遗址区域高程图；（ｃ）遗址区域植被图

高程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数据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ｄｂ．ｃｎ／；植被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植被图》［５９］，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ｕｎｑｉａｏｌｕｓｉｔ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ｂ）ＤＥＭｍａｐ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ｃ）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ＤＥＭｄａｔａｉｓｆｒｏｍＤａｔａＣｌｏｕｄｏｆＣＡ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ｄｂ．ｃ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ｉｓｆｒｏｍ“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９］，Ｃｏｌｄａｎｄ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ａｔＬａｎｚｈｏｕ，ｈｔｔｐ：∥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

图 ２　植硅体采样位置图（由北向南摄）

Ｆｉｇ２　Ｓｉｔｅｏｆ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ｔｏｓｏｕｔｈ）

图 ３　现代羊粪 （ａ）及羊粪化石 （ｂ）样品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ｒｎｓｈｅｅｐｆａｅｃｅｓ（ａ）ａｎｄｓｈｅｅｐ／ｇｏａｔｃｏｐｒｏｌｉｔｅ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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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粟／黍表明是粟或者黍，由于植硅体过于破碎或为粟、黍的一级形态，暂时无法区分

２）大／小麦表明是大麦或者小麦，由于植硅体破碎或者纹饰不清，暂时无法区分

石松孢子药片及 １０％的稀盐酸，放入沸水中水浴
１５ｉｍｉｎ；３）加蒸馏水并离心，清洗 ３次；４）加比重
为 ２３５的溴化锌溶液进行浮选；５）将浮选出的样
品洗净，用中性树脂制成固定玻片待用。

植硅体的鉴定在ＬｅｉｃａＤＭ７５０显微镜４００倍下，
每个土样统计５００粒以上，并单独统计房址 Ｆ１内样
品的粟、黍、大麦、小麦稃片，使农作物稃片植硅体

总和达到５０粒以上，每个羊粪化石、现代羊粪样品
统计４００粒植硅体以上。植硅体鉴定中多个单一个
体相连的植硅体形态按照一个个体计算。鉴定完成

后，计算每个植硅体类型的百分含量（单个类型植硅

体数量／所有类型植硅体总数×１００％），各农作物的
相对比例由单独鉴定的农作物稃片计算。植硅体的

聚类分析使用 Ｔｉｌｉａ软件的无序聚类完成，根据
Ｅｄｗａｒｄｓ和 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６５］所提出的规则进行聚类。

植硅体的分类主要依据王永吉和吕厚远
［４０］
以

及 Ｌｕ等［６６］
提出的分类系统；粟、黍的鉴定主要依

据 Ｌｕ等［４３］
提出的鉴定方法；大麦、小麦、早熟禾

叶片和小穗植硅体的区分主要依据 Ｒｏｓｅｎ［４５］、葛
勇

［５３］
提出的鉴定方法。

孢粉分析共分析羊粪样品 ４个，其中现代羊粪
样品 ２个，羊粪化石样品 ２个，每个羊粪孢粉样品
都是多粒粪便的混合。孢粉分析采用 Ｍｏｏｒｅ等［６７］

提出分析方法，具体步骤如下：１）取一定量羊粪样
品加入石松孢子药片，用于计算孢粉浓度；２）依次
加入 １０％稀盐酸和 １０％氢氧化钾溶液去除有机质；
３）加入 ４０％氢氟酸，去除硅酸盐；４）加入浓盐酸，
去除氟化钙；５）加入乙酸去水；６）加９

!

１（醋酸
酐硫酸）混合液，去除纤维素；７）过筛，去除杂
质，浓缩孢粉；８）加甘油制活动片。

孢粉的鉴定在 ＬｅｉｃａＤＭ７５０显微镜 ４００倍下，
孢粉的鉴定依据现代和第四纪孢粉图集

［６８～６９］
。

２　结果

２１　植硅体

　　自然植被植硅体类型：根据王永吉和吕厚
远

［４０］
的标准，将帽型、齿型、圆锥形乳突、具有放

射纹的圆锥形乳突、大麦、小麦、针茅哑铃型归类

为早熟禾亚科（Ｐｏｏｉｄｅａｅ），将粟和黍的稃片归类为
黍亚科（Ｐａｎｉｃｏｉｄｅａｅ），将中鞍型归类为芦竹亚科

（Ａｒｕｎｄｉａｃｅａｅ），将 短 鞍 型 归 类 为 虎 尾 草 亚 科
（Ｃｈｌｏｒ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将 硅 质 突 起 归 类 为 莎 草 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根据植硅体鉴定结果，所有样品中
植物类型均以早熟禾亚科植物为主，另外有少量芦

竹亚科、虎尾草亚科、黍亚科、莎草科及木本植物，

其中现代羊粪中的莎草科植物明显高于其他样品，

这与该地区现在的植被类型基本一致（图 ４和表 １）。
进一步统计各样品中早熟禾亚科植物不同部位

的植硅体含量，主要分为：１）早熟禾亚科叶片的植
硅体，主要有齿型、平顶帽型、尖顶帽型；２）小穗
中的植硅体类型，包括圆锥形乳突、具有放射纹的

圆锥形乳突及大麦、小麦的圆锥形乳突－树枝状结
构、尖顶帽型

［４５，５３］
。由于尖顶帽型在叶片和小穗中

均有发现，故在计算小穗和叶片的比例时不计入尖

顶帽型的数量。由早熟禾亚科小穗和叶片的比例图

可以看出（图 ５），羊粪化石中的早熟禾亚科小穗植
硅体的平均含量最高（１３８４％），多集中在 １５％～
２３％，与 现 代 羊 粪 小 穗 含 量 差 异 较 大 （平 均
３６２％），其余各类型样品中小穗植硅体和叶片植
硅体所占比例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

农作物植硅体类型：房址内表层、房址内地

层、羊粪化石、现代羊粪、自然地层均发现有粟、

黍、粟／黍１）
、小麦、大／小麦２）

等农作物稃片的植硅

体。其中以房址内表层的农作物稃片植硅体所占比

例最高（平均占植硅体总量的 ３３４％），主要以
大／小麦稃片植硅体为主（平均占植硅体总量的
１２３％），其次是粟／黍稃片植硅体（平均占植硅体
总量的 １０３％），以及具有明确鉴定特征的黍稃片
（平均占植硅体总量的 ０９０％）。房址内地层剖面
以粟／黍稃片植硅体含量最高（平均占植硅体总量
的 ０７４％），其次是黍稃片（平均占植硅体总量的
０４８％），粟在剖面上层才开始少量出现（图 ６）。
粪便样品中以大／小麦稃片为主，羊粪化石中大／小
麦稃片的平均含量为 ０８２％，现代羊粪中的平均含
量为 ０１７％。作为对比样品的自然地层中也发现
少量农作物稃片的植硅体（平均 ０３０％），稃片类
型以大／小麦稃片植硅体为主，平均含量为 ０２０％
（图 ７）。

２２　孢粉

　　现代羊粪内孢粉种类和浓度均显著高于羊粪化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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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样品中常见的植硅体、孢粉类型
植硅体：（ａ）平顶帽型；（ｂ）尖顶帽型；（ｃ）齿型；（ｄ）粟；（ｅ）黍；（ｆ）具有放射纹的圆锥形乳突；（ｇ）小麦；

孢粉：（ｈ）藜科；（ｉ）禾本科；（ｊ）蒿属；（ｋ）莎草科；（ｌ）黄春菊属

Ｆｉｇ４　Ｍａｉｎ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ａｎｄｐｏｌｌｅｎｔｙｐｅｓｉ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ａ）Ｆｌａｔｈａｔ；（ｂ）Ｐｏｉｎｔｈａｔ；（ｃ）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ｄ）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ｆｏｘｔａｉｌ

ｍｉｌｌｅｔ）；（ｅ）Ｐａｎｉｃｕｍ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ｆ）Ｐａｐｉｌｌａｅ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ｇ）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ｓｐｐ．（ｗｈｅａｔ）；Ｐｏｌｌｅｎ：

　　　　　　 （ｈ）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ｉ）Ｐｏａｃｅａｅ；（ｊ）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ｋ）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ｌ）Ａｎｔｈｅｍｉｓ

表 １　植硅体分析得出的各植物类型所占百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ｔｙｐｅｓ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样品位置

植物类型

早熟禾亚科

（Ｐｏｏｉｄｅａｅ）
芦竹亚科

（Ａｒｕｎｄｉａｃｅａｅ）
虎尾草亚科

（Ｃｈｌｏｒ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黍亚科

（Ｐａｎｉｃｏｉｄｅａｅ）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木本植物

房址内表层

（ＨＴ１、ＨＴ２、ＣＣＪ、ＰＸＷ、ＢＣ）
５７．４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１．５０％ ０．０４％ ０

房址内地层（ＤＣ） ４４．９３％ 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

羊粪化石（ＹＦ３～ＹＦ８） ５６．７７％ ０ ０ ０ ０．４２％ ０．０４％

现代羊粪（ＸＤ３～ＸＤ１０） １６．０８％ ０ ０ ０ １２．０７％ ０．２０％

自然地层（ＺＲ） ６５．４４％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９％ ０ ０

　所有数值均为平均值

石孢粉。现代羊粪和粪化石中共鉴定出 ２９个植物
科／属。其中现代羊粪中孢粉浓度高（平均 ６５５３３
粒／ｇ），且含植物种属较为丰富，共鉴定出 ２４个
科／属，以 蒿 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含 量 最 高 （平 均

５４９５％），其次为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平均 ７７６％）；
羊粪化石的孢粉浓度低（平均 ２７１８９粒／ｇ），所含植
物种属较为单一，仅鉴定出９个科／属，以禾本科为
主（平均 ６５８９％），其次为蒿属（平均 １９２０％）
（图 ８）。

３　讨论

３１　植物性食物结构

　　天山地区自全新世中晚期以来就是欧亚古文明
交流的重要通道

［１，６］
，畜牧与农耕文化并存成为这

个地区的特征之一。但是由于目前系统性考古学研

究仍然十分有限，关于这一地区史前社会的生业形

态仍然了解较少，关于阿敦乔鲁遗址生业模式的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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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早熟禾亚科中小穗植硅体和叶片植硅体

占植硅体总数的百分含量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ｐｏｏｉｄｅａｅｏｆ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ｓ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图 ６　房址 Ｆ１西南地层各农作物植硅体相对百分含量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ｅｒｅａｌ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ｓｉｔｅＦ１

究更为有限。本文的植硅体证据表明，该遗址存在

黍、粟、大／小麦等多种农作物的利用。房址内表
层样品中，具有明确鉴定特征的黍稃片平均含量为

图 ７　农作物植硅体占植硅体总数的百分含量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ｅｒｅａｌ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０９０％，粟 为 ０１４％，麦类 作 物 的 平 均 含 量 为
１２３％，如果将表层样品中部分无法明确区分粟、
黍的稃片类型计算在内，样品中粟、黍稃片总和平

均可以达到所有植硅体数量的 ２０７％（图 ７）。阿
敦乔鲁遗址使用年限是公元前 １７４３年 ～前 １３７５
年

［８］
，该遗址人类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 ４００年。从

房址内的剖面来看，整个剖面均以黍子和大／小麦
为主，粟稃片的植硅体到遗址使用后期才开始少量

出现（图 ６）。综合考虑遗址区域内的地层和表层样
品，植硅体分析揭示了该遗址以黍、大／小麦为主，
兼有粟的利用。

图 ８　现代羊粪（空心）、羊粪化石（实心）中孢粉百分比图谱

Ｆｉｇ８　Ｍａｉｎｐｏｌｌｅ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ｓｈｅｅｐｆａｅｃｅｓ（ｈｏｌｌｏｗ）ａｎｄｓｈｅｅｐ／ｇｏａｔｃｏｐｒｏｌｉｔｅｓ（ｓｏｌｉｄ）

阿敦乔鲁遗址位于博尔塔拉河的河谷，整个地

区处 在 干 旱 少 雨 的 地 带，年 平 均 降 雨 少 于

２００ｉｍｍ［７０］，可耕作土地有限，这样的自然环境并不
利于农业的发展，自然地层内也并未发现粟、黍的

种子植硅体，麦类的植硅体平均含量很少（０２０％）
（图 ７）。而且在遗址区的样品中，来自黍亚科茎叶
中的哑铃型植硅体含量相当稀少，遗址及墓地出土

物中也不见镰刀、锄头类的典型农业种植使用的工

具
［１８］
，说明了遗址周边可能并不种植粟、黍，粟、

黍可能是由其他区域传播而来，或者由低海拔的河

谷地区携带而来。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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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种农作物同时利用的模式同时期在该遗

址东部的甘肃地区、西部的中亚地区均有发

现
［４，７１］

。甘肃地区的浮选结果表明，其农作物以粟

为主，而黍、大麦和小麦的利用非常少
［７１］
，相反在

西部的中亚地区的一些遗址，则以大麦、小麦为主，

粟、黍较少
［４］
。这种差别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不同区

域对外来农作物接受程度和饮食传统的差异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种子和植硅体的埋藏学差异有

关
［７２］
，植硅体埋藏学初步的研究表明，等重量的

黍、粟产生的植硅体数量基本相等，但是该研究未

考虑麦类作物与之的差别，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９　阿敦乔鲁遗址各样品植硅体组合百分比及无序聚类分析

Ｆｉｇ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ｉｎＡｄｕｎｑｉａｏｌｕｓｉｔｅ

３２　生存策略

　　在阿敦乔鲁遗址的房址内发现大量的羊粪化
石，化石保存完好，且化石中的植硅体、孢粉亦保

存完整。阿敦乔鲁遗址周围湖区的孢粉记录表明，

西天山地区该时间段与现代的植被组合基本一

致
［７３～７４］

，故可以通过与现代羊粪中孢粉、植硅体数

据的对比，揭示阿敦乔鲁遗址青铜时期羊的生活习

性及放牧的季节性等问题
［３１］
。该区域植物的花果

期大都集中在 ５～１０月，其中蒿属植物的花果期集
中在 ７～１０月。现代羊粪采自 ９月，正值蒿属植物
的花期，孢粉的证据表明现代羊粪中蒿属花粉含量

最高，孢粉证据与植物花期之间有很好的吻合。且

现代羊粪中孢粉浓度高、种类丰富；而羊粪化石中

孢粉浓度明显低于现代羊粪，孢粉种类明显少于现

代羊粪（图 ８），说明古代羊类取食时间／放牧时间

不在当地植物的主要花果期内。

同时，大部分羊粪化石早熟禾亚科小穗植硅体

含量较高（１５％～２３％）（图 ５），表明遗址羊在进食
的过程中食用了大量的种子稃片，也就是说大部分

羊进食的时间牧草已经结籽，只有两个样品中小穗

含量相对较低（分别为 ２８４％、３８１％），可能与特
殊的取食区域或进食行为有关，不具有代表性。结

合羊粪化石中孢粉浓度低、种类单一，与现代羊粪

孢粉组合差异较大的特征（图 ８），进一步说明了阿
敦乔鲁遗址的放牧时间集中于花期后植物已结籽的

时期。这一结论与民族学调查、遥感的结论一

致
［８，１３］

，为阿敦乔鲁遗址冬季牧场的性质提供了直

接的植物学证据。

植硅体组合百分含量的聚类分析表明，羊粪化

石 ＹＦ３、ＹＦ４的植硅体组合与房址内表层、地层、
火塘 ＨＴ１的植硅体组合比较类似，而羊粪化石
ＹＦ５、ＹＦ６、ＹＦ７、ＹＦ８与火塘 ＨＴ２的植硅体组合较
为接近（图 ９）。说明房址活动面可能存在大量羊
粪，古人可能利用了羊粪作为铺垫物和燃料，这与

民族学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
［１６］
；同时火塘 ＨＴ１又

与疑似储藏间的植硅体组合最为接近（图 ９），且储
藏间的粮食作物的植硅体含量并未显著增高，推测

当时储藏间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储藏粮食作物，作为

燃料和防潮作用的羊粪可能也会放在储藏间里。

４　结论

　　通过对西天山地区青铜时期阿敦乔鲁遗址房址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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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公元前 １７４３年～前 １３７５年）内的表层样品、地
层样品、房址外自然地层样品的植硅体分析以及羊

粪化石、现代羊粪的植硅体及孢粉分析，结果如

下：

（１）阿敦乔鲁遗址在房址内的表层样品和房址
内的地层样品中，农作物植硅体均以黍和大／小麦
为主，粟的植硅体在剖面上层才开始出现，表明先

民的谷类作物饮食结构以黍、大／小麦为主，粟在
遗址使用晚期才开始利用。

（２）孢粉分析发现现代羊粪中孢粉种类和浓度
均高于羊粪化石，且与现代植被的花果周期吻合。

植硅体分析表明来自现代羊粪早熟禾亚科种子稃片

的植硅体低于羊粪化石。表明阿敦乔鲁遗址羊类放

牧时间应该处于花期结束后，植物已结籽的秋－冬季
节，阿敦乔鲁遗址为冬季牧场遗址，粪化石中的孢

粉、植硅体组合可用来分析遗址的季节性使用策略。

（３）阿敦乔鲁遗址植硅体组合百分含量的聚类
分析表明，羊粪化石的植硅体组合与房址内火塘、

表层和地层的植硅体组合较为接近，且疑似储物间

的粮食作物的植硅体含量并未显著增高，表明阿敦

乔鲁遗址时期，人们囤积羊粪作为铺垫物和燃料，

遗址区储藏间的主要作用可能并不是储藏粮食作物

而是储藏羊粪用作防潮和燃料。

植硅体和孢粉分析，共同揭示了在新疆西天山

地区，青铜时代的游牧民族生业模式中，可能存在

一定程度的农作物利用，季节性的放牧行为在青铜

时代已经出现。研究结果深化了对青铜时代以来新

疆西天山地区古人生存策略、食物结构等的认识，

对利用粪便化石进行古代人类行为研究也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建设

性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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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ＬｕＨＹ，ＺｈａｎｇＪＰ，ＷｕＮＱ，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

（Ｐａｎｉｃｕｍ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０９，４（２）：ｅ４４４８．

［４４］吕厚远．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Ｊ］．中

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８，４８（２）：１８１－１９９．

ＬüＨｏｕｙｕａｎ．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４８（２）：１８１－１９９．

［４５］ＲｏｓｅｎＡＭ．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ｌｉｃａ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ｓｆｒｏｍ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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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

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２：１２９－１４７．

［４６］ＢａｌｌＴ，ＧａｒｄｎｅｒＪ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ｏｎ Ｊ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ｂｒ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ｗｈｅａｔ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ｍ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ｍＬ．，ＴｄｉｃｏｃｃｏｎＳｃｈｒａｎｋ．，ａｎｄＴ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２３（４）：６１９－６３２．

［４７］ＢａｌｌＴＢ，ＧａｒｄｎｅｒＪ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ｆｒｏｍ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ｗｈｅａｔ（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ｍ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ｍ，

Ｔｄｉｃｏｃｃｏｎ，Ｔ．ｄｉ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ａｎｄｂａｒｌｅｙ（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ａｎｄＨ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１９９９，８６（１１）：１６１５－１６２３．

［４８］ＰｉｋｅＳ，ＧｉｔｉｎＳ．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ｎＮｅ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Ａｅｇｅａ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ｒｃｈａｅｔｙ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０：９－１５．

［４９］ＢａｌｌＴＢ，Ｅｈｌｅｒｓ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 Ｄ．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ｗｈｅａｔａｎｄ

ｂａｒｌｅｙ［Ｊ］．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５９（５）：５０５－５１２．

［５０］ＰｏｗｅｒＲＣ，ＲｏｓｅｎＡ Ｍ，Ｎａｄｅｌ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ｒｉｔｕ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ＲａｑｅｆｅｔＣａｖｅＮａｔｕｆｉａｎｓｉｔｅ：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

３３（３３）：４９－６５．

［５１］ＷａｎｇＪＪ，ＬｉｕＬ，ＢａｌｌＴ，ｅｔａｌ．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ａ５０００ｙｏｌｄｂｅｅｒｒｅｃｉｐ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６１１３（２３）：６４４４－６４４８．

［５２］ＢａｌｌＴ，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ＥｚｅｌｌＫ，ＤｉｃｋａｕＲ，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ａｓａｔｏｏｌ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６８）：３２－４５．

［５３］葛勇．中国常见现代植物植硅体形态研究及应用［Ｄ］．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６：１－１４４．

ＧｅＹｏｎｇ．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ｌａ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１－１４４．

［５４］ＨａｒｖｅｙＥＬ，ＦｕｌｌｅｒＤ Ｑ．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ｃｒｏ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ｒｉｃｅａｎｄｍｉｌｌｅ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２（５）：７３９－７５２．

［５５］ＺｈａｎｇＪＰ，ＬｕＨ Ｙ，ＷｕＮＱ，ｅｔａｌ．Ｐａｌａ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ｏｕｌａｎａｎｄＭｉｌａｎｏｎ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Ｊ］．Ｔｈｅ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２０１３，２３（２）：２０８－２１７．

［５６］ＺｈａｎｇＪ，ＬｕＨ，ＪｉａＰ，ｅｔ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ｕａｎｚａｇａｎｇｚｉ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ｏｓｔ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ｓｔｅｐｐ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ｌａｔｅＢｒｏｎｚｅＡｇｅ［Ｊ］．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２０１７，２６（５）：５０５－５１２．

［５７］马春梅，王冰翎，刘泽雨，等．浙江田螺山遗址区孢粉学记录

的中全新世植被、环境和人类活动初步研究［Ｊ］．第四纪研

究，２０１８，３８（５）：１３０４－１３１２．

ＭａＣｈｕｎｍｅｉ，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ｕＺｅｙｕ，ｅｔａｌ．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ｄｕｒ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ｉｎ Ｔｉａｎｌｕｏｓｈａｎ ｓｉｔｅ， ＮｉｎｇｓｈａｏＰｌａｉｎ［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８（５）：１３０４－１３１２．

［５８］许耀中，李宜垠，刘国祥，等．内蒙古呼伦贝尔岗嘎考古遗址

的孢粉记录及古植被定量重建［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７，３７

（６）：１３９１－１４０２．

ＸｕＹａｏｚｈｏｎｇ， ＬｉＹｉｙｉｎ， Ｌｉｕ Ｇｕｏｘｉａｎｇ， 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Ｇａｎｇｇａ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

ｉｎＨｕｌｕｎｂｕｉｒｓｔｅｐｐｅ，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３７

（６）：１３９１－１４０２．

［５９］侯学煜，何妙光，孙世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Ｚ］．北

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７９．

ＨｏｕＸｕｅｙｕ，ＨｅＭ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ＳｕｎＳｈｉ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ｉｎｏｍａｐ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６０］许鹏．新疆草地资源及其利用［Ｍ］．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

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４５－２００．

Ｘｕ Ｐｅｎｇ．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Ｍ］．ｒüｍｑ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１４５－２００．

［６１］师庆东，吕光辉，潘晓玲，等．遥感影像中分区分类法及在新疆北

部植被分类中的应用［Ｊ］．干旱区地理，２００３，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８．

ＳｈｉＱｉｎｇｄｏｎｇ，Ｌü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Ｐａｎ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ＥＭ ａｔＮｏｒｔｈ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ＡｒｉｄＬ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８．

［６２］张新时．中国植被及其地理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

（１
!

１００００００）说明书［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４７４．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ｓｈｉ．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１
!

１００００００）［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７：１－４７４．

［６３］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６４］ＲｕｎｇｅＦ．Ｔｈｅｏｐａｌ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ｉｌ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ｓｈａｐ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ａｎｄ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１０７（１－２）：２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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