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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粟、黍的起源地，但受植物遗存保存状况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对粟类旱作农业起源与驯化的时间、

地点、种类、过程等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同观点。植硅体分析为准确鉴定粟、黍及其野生祖本和亲缘物种提供了新

的途径。本文总结了近几年来针对粟、黍种子稃片植硅体研究取得的新进展，获得以下认识：１）进一步明确了稃

片表皮长细胞植硅体的形态特征、大小、数量是鉴定考古文化堆积中粟、黍及其野生祖本和亲缘野生物种的可靠

指标；２）通过对比我国北方常见的狗尾草属稃片植硅体，发现了 ΩⅢ型仅发育于粟和青狗尾草的稃片中部，且其

大小与狗尾草属野生植物差异显著；３）分析和说明了稃片植硅体鉴定流程和方法、重点强调了稃片 Ω／η类型的

鉴定特征和应用范围，以及植硅体统计量等关键问题；４）讨论了粟类稃片植硅体产量与农作物产量的关系以及植

硅体埋藏学问题，最后对深化粟类植硅体形态学研究提出了初步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总结与讨论，能够使植硅

体分析方法在粟类作物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得到更准确、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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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粟（谷子、小米）（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黍（黄米）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作为东亚最早驯化的旱作农作
物，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

础
［１ ～２］
。传统的种子遗存鉴定，在旱作农业起源研

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３］
，但大部分植物种子只有被

炭化后才能保存下来，而且越是早期的大植物遗存，

保存的越稀少，而且更容易腐烂、灰化，难以发现或

无法发现
［４～９］
，学术界对东亚粟、黍如何从野生种

类逐步演化、变异和发展成栽培的农作物还了解较

少，对粟、黍旱作农业起源时间、地点、传播存在

不同观点
［１ ０～１ ２］

。能否明确粟、黍及其祖本植物植

硅体的形态特点，寻找和建立明确的种类鉴定和演

化过程的标准，是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之一，对于

东亚农作物起源和传播研究意义重大，对世界其他

地区农作物的鉴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世界范围看，一些重大的农业起源研究成

果，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近 ２０ 年来，国际上
针对考古遗存中农作物鉴定问题，发展了许多新方

法和新手段，综合利用了植物大化石（如炭化颗粒、

小穗轴）的器官形态、微体化石的细胞形态（植硅

体、淀粉、孢粉）、分子化石的分子结构和同位素特

征、以及遗传物质的 ＤＮＡ 特征等使得植物遗存的
鉴定取得了长足进展

［１ ３～２１］
。例如美洲热带雨林地

区，在很少保存大植物遗存的遗址地层中，提取出鉴

定特征明确且丰富的植硅体化石等，使科学界确信

美洲农业起源同其他旧大陆一样，原始农业也发生

在 １ ０ｉｋａ 前后的全新世早期［２２］
。我国利用植硅体、

淀粉粒等微体化石对农作物鉴定分析方法也取得了

重要进展，如粟、黍稃壳植硅体形态鉴定标志的建

立
［２３］
，促进了旱作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研究

［１ ７，２４～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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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寻找、判别众多的野生与驯化农作物植硅

体、淀粉粒以及分子生物学指标，寻找不同驯化阶

段、不同品种、不同作物鉴定特征，仍然是亟待突

破的难题。

小穗（ｓｐｉｋｅlｅｔ）作为植物的繁殖器官，不仅细
胞形态相对稳定，而且是人类收获、保存的果实的

一部分，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不同禾本科植物小

穗中的植硅体形态特征不同，具有分类学意义，尤

其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早期禾本科植物小穗的表

皮细胞植硅体研究，集中于对形态的定性描述和分

类，Ｂｏｎｎｅｔｔ［３１］曾经对燕麦颖片、鞘皮进行了植硅体
分析，并研究了它们在组织中的分布状况，Ｗｙｎｎ 和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３２］研究了英国大量草本植物小穗中的表皮
细胞及角质层的硅化类型，按照小穗中植硅体的形

态和沉积位置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发现短细胞

最早开始硅化，随后长细胞形成大量的树枝状植硅

体（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推测小穗中的植硅体可能具
有保护种子的作用。玉米

［３３］
、小麦

［３４］
和水稻

［３５ ～３６］

小穗中的植硅体也得到深入研究，并且广泛应用于

揭示这些作物起源与传播的研究中
［２２，３７～３８］

。

粟类作物（主要指粟和黍）小穗主要由五部分

构成：分别是下颖、上颖、下位外稃（不孕花外

稃），上位外稃（孕花外稃）和内稃（孕花内稃）

（图 １）。其中内稃可进一步分为第一花内稃和第二
花内稃，但第一花内稃通常退化为膜状组织或者缺

失，因此内稃一般指第二花内稃。本文中所指的稃

片，均为孕花外稃和孕花内稃。

图 １ 　粟、黍小穗结构

根据 Ｎａｓｕ 等（２００７）［３９］和 Ｌｕ 等（２００９）［２３］改绘

Ｆｉｇ.１ 　Ｓｐｉｋｅl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ａｓｕ ｅｔ ａl．（２００７）［３９］ ａｎｄ Ｌｕ ｅｔ ａl．（２００９）［２３］

粟类作物小穗植硅体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Ｐａｒｒｙ 和 Ｈｏｄｓｏｎ［４０］首先对粟的小穗植硅体进行
了扫描电镜分析，发现在小穗的上表皮中发育大量

的带有乳头状突起的植硅体，但未提出明确的量化

鉴定标准。直到近些年，粟类作物小穗植硅体才被

研究者重视起来
［７，２３，４１ ～４４］

，并在其他指标无法使用

或难以使用的情况下，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植物

考古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１ ７，２４］

。小穗中不同

组织产生的植硅体类型，基本可归纳为两大类：

１）短细胞哑铃型和十字型，分别生长于黍和粟的
内、外颖片和不孕花外稃中；２）长细胞树枝状植硅
体，由黍、粟的孕花外稃和孕花内稃中表皮长细胞

硅化而成，其中尤以树枝状植硅体最具有鉴定特征

和分类意义。

图 ２　粟、黍稃片表皮长细胞植硅体形态对比
（ａ）粟、黍稃片表皮长细胞模式（其特点是 Ω型顶端膨胀呈弧形，

η型顶端平滑甚至比下部更窄），根据 Ｇｅ 等 （２０１ ８）［４５］改 绘；

（ｂ，ｃ）粟、黍种子及稃片表皮长细胞形态；（ｄ）引自 Ｋｅａlｈｏｆｅｒ 等

　　　　　　　（２０１ ５）［７］，该文将（ｅ，ｆ）中所示的 Ω型鉴定为 η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ｉｃａl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ａ）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ｉｃａl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ｓ ｏｆ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ｅｎｄｓ ｆｏｒ Ω ｔｙｐｅ，ｆlａｔ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ｅｎｄｓ ｆｏｒ ηｔｙｐ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 ｅｔ ａl．（２０１ ８）［４５］；（ｂ，ｃ）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ｓ ｏｆ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ｄ）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Ｋｅａlｈｏｆｅｒ ｅｔ ａl．（２０１ ５）［７］，

　　　　　　　ｗｈｉｃ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ｅｄ ｔｈｅ Ω ｔｙｐ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ｅ，ｆ）ａｓ ηｔｙｐｅ

本文主要回顾了近年来粟类作物植硅体形态研

究的进展，同时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质

疑，着重讨论了粟类作物与野生近源种稃片植硅体

的区别，以及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保存差异等问

题，以期推动我国植硅体形态测量与植物考古研究

的深入发展。

１　区分粟与黍

　　小穗表皮长细胞植硅体形态稳定，属间差异明
显（图 ２），具有很大的分类潜力。但长期以来，表
皮长细胞植硅体形态的研究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

主要原因是黍、粟小穗的不同组织，同一组织不同

部位植硅体形态不仅各不相同，而且会连续变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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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稃片不同细胞层之间常常同时硅化，形

成不同组合特征的细胞硅化结构，因而无法找到能

够区分黍、粟的植硅体典型特征
［２３］
。基于以上的

特点，Ｌｕ 等［２３］
通过对小穗进行解剖式分析，将稃片

分为上、中、下 ３ 部分，对不同种属的同一部位进行
对应观察，分析黍、粟稃片的硅化表皮细胞的形态

参数，测量长细胞两侧分支的长度，并对主要形态参

数进行统计检验，找到了 ５ 个可以鉴定粟、黍的明
确标志，可以概括为：１）颖片和下位外稃中粟为十
字型，黍为哑铃型；２）粟的孕花外稃和内稃中未被
孕花外稃覆盖的部分，发育特有的乳头状突起；

３）孕花外稃和内稃表皮长细胞壁：粟为 Ω型，黍为
η型；４）孕花外稃和内稃表皮长细胞末端：粟为交
叉波纹型（短），黍为交叉指型（长）；５）粟的孕花
外稃和内稃表皮长细胞表面特有脊线雕纹

［２３］
。

其中，孕花外稃和内稃表皮长细胞壁的 Ω／η类
型，是鉴定粟、黍的最重要特征

［２３］
，表皮长细胞形态

从稃片两端、四周到中心位置，逐渐分化成 ΩⅠ／ηⅠ、
ΩⅡ／ηⅡ和 ΩⅢ／ηⅢ类型，但是在稃片两端，两种植物
均存在一定数量的 ｎ 型未分化表皮长细胞，易与黍的
η型混淆，因此为了保证鉴定的准确性，一般情况下
ΩⅠ／ηⅠ不作为鉴定标志，除非在同一块碎片中也存
在表皮细胞末端特征或者乳突。有学者提出狗尾草

属的一些种类中也存在 η类型，但是从其提供的图
片来看，明显将分支末端显著膨胀的 ΩⅠ／ΩⅡ型鉴定
为ηⅠ／ηⅡ型（引自 Ｋｅａlｈｏｆｅｒ等［７］

中图 ３ｄ）（图 ２）。当
然，也不可否认，稃片的长细胞会发生极少量的形态

突变，但在有足够统计量的基础上，这些突变形态是

在误差范围内的，不会对统计结果造成根本影响。

从一般特征中寻找规律，是形态测量学遵循的思路，

利用极少数明显变异的形态建立鉴定标志或评估标

准的可靠性，是不符合统计规律的，在实际应用中也

无法取得可靠结果。

准确鉴定粟、黍，需要观察到完整的 Ω／η图
案。当 Ω／η图案无法识别时，则需要同时观察到
具有表皮细胞末端（手指／波型）的特征，或观察到
乳头状突起作为关键参考，乳突在粟稃片和颖片的

外表面上是常见的
［４０］
，但在黍中则不发育

［２３］
。如

以上方法皆不可鉴定，也可通过对 Ｒ 值的计算（交
叉宽度与波动幅度的比率）进行判断

［２３］
，但需要满

足一定的统计量。短细胞植硅体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作为鉴定的参考，Oｕｔ 和 Ｍａｄｅllａ［４３］通过对哑铃型植
硅体形态分析，提出了区分粟、黍哑铃型植硅体鉴

定标准，但是由于哑铃型植硅体多来自于叶片组织，

在黍亚科植物中普遍存在
［４６］
，无论在自然地层还

是考古地层中含量均较为丰富，使用哑铃型鉴定

粟、黍，需要以沉积物中只有粟或黍为前提，因此

只能用作辅助诊断特征。如上所述，最易识别的标

志有 ３ 个：１）表皮长细胞两侧树枝状分支凸起的形
态，粟是 Ω型，黍是 η型；２）相邻表皮长细胞两端
交接部位形态，粟是短而圆的波浪状，而黍是长而

直的手指类型；３）粟稃片发育乳头状凸起。以上 ３
个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准确鉴定粟和黍，而

不需要对其形态参数进行测量统计。如果进行测

量，需要注意避开粟稃片发育乳突的位置，表皮长

细胞上的凸起，会显著的改变凸起周围树枝状分支

的大小，从而影响统计结果。

具有鉴定特征的小穗植硅体，主要产生于种子

的稃片。由于这些表皮细胞植硅体为薄片状、易

碎，在自然堆积中的含量较少。在考古文化堆积

中，尤其是北方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层中，粟类

农作物种子是该类植硅体的主要来源，因此，利用

Ｌｕ 等［２３］
的鉴定标准区分考古堆积中的粟、黍遗存

是准确的，也是在统计误差内可以重复检验的。另

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植硅体鉴定标志，针对的是如

何有效区分粟和黍（不同属之间），而非区分粟、黍

与其野生近源种（同属内不同种），例如用 Ｒ 值和乳
突的形态判别粟与狗尾草属植物

［７］
，不仅混淆了指

标使用范围，也与原文的主旨相悖。

２　利用植硅体区分不同驯化阶段的
粟、黍

２.１　区分粟与青狗尾草

　　认识农作物的驯化过程是理解农业起源和发展
的基础。农作物的驯化是指野生植物通过人工选择

所产生的一系列遗传性状上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

使得驯化品种相对于野生种更加易于耕种且适于食

用。粟 的 野 生 祖 本 植 物 是 青 狗 尾 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４７］，在粟驯化和栽培初期，沉积物中可能存
在一定数量的青狗尾草，区分考古遗存中的粟与其

野生祖本，对认识粟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获得种子大小的宏观特征以及植硅体形态的微

观特征在驯化中的变化过程，是研究植物驯化的关

键，也是揭示驯化发生的有利证据
［４８～５０］

。通常情

况下，种子宏观特征与植硅体微观形态是相关联的。

粟和青狗尾草的种子形态相似，大致为椭圆－纺锤
形，二者差别最显著的是种子中部膨胀的程度，也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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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种子最长轴与最短轴的比值（长宽比，Ｌ／Ｗ），种
子两端／长度变化并不明显。前人对粟和青狗尾草
种子形态做过详细研究：青狗尾草的种子比粟的

窄，其长宽比在 ３.２７～１.７６ 之间，而粟的长宽比在
２.３５～１.２７ 之间，长宽比重叠约 ３０％［３９］

。植硅体

形态反映了植物细胞或细胞间隙的形态，也存在同

种子宏观形态一致的变化，种子膨胀，稃片中部的

宽度显著增加，导致稃片内细胞膨胀，细胞间隙增

大，表皮长细胞植硅体的宽度因此增加。

但是植物细胞形态的分化受基因的调控
［５１ ～５２］

，

不同属的植物由于细胞形态差异明显，植硅体形态

上的差异更易于区分，例如粟、黍、稗（Ｅｃｈｉｎｏｃｈlｏａ
ｓｐ．）、珍珠粟（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ｇlａｕｃｕｍ）、高粱（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lｏｒ）之间，稃片植硅体的形态有显著不同［４４～４５］

；

而同属植物植硅体形态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尤其是野生种和驯化种之间高度相似
［４１］
，例如粟

和青狗尾草，单一的形态标志往往无法胜任鉴定工

作，需要借助形态测量学手段，利用统计学方法进

行区分。

统计结果表明，粟和青狗尾草植硅体的显著差

别，体现在稃片中部发育的 ΩⅢ级表皮长细胞上。
粟 ΩⅢ级的尺寸（Ｗ１-３ ＝６３.８±１ １.８ｉμｍ，Ｗ２-３ ＝
１ １.８±３.２ｉμｍ，Ｈ-３ ＝２６.０±５.０ｉμｍ，Ｎ ＝８７２）明显
大于青狗尾草 ΩⅢ级的尺寸（Ｗ１-３＝５２.１ ±６.４ｉμｍ，
Ｗ２-３＝８.０±１.９ｉμｍ，Ｈ-３＝２２.１ ±２.９ｉμｍ，Ｎ ＝６０７）
（Ｗ１-３、Ｗ２-３、Ｈ-３ 分别表示 ΩⅢ级表皮长细胞总
宽度、表皮长细胞本体宽度、表皮长细胞侧面分支

长度）。虽然数据仍然存在约 ２５％的重合，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但为在大植物遗存灰化或缺失的情况

下鉴定粟与青狗尾草、为粟类作物起源的研究提供

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研究思路
［４１］
（图 ３）。需

要强调的是，在测量统计的过程中对样本量有一定

的要求
［３４，５３］

，根据 Ｂａll 等［５３］
给出的公式，对硅化细

胞的长度等一维数据的测量，至少保证每个形态有

７０ 个或更多的数据，Ｚｈａｎｇ 等［４１］
共采集了 １ ６ 个品

种、１ ４７９ 组、４４３７ 个数据进行统计，保证了每个样
品的统计量达到 ２００ 个以上［７］

。较少的测量数据，

尤其是 ２０ 个以下的测量数据，很可能造成较大的
统计误差，甚至得到错误的结果。

２.２　区分粟、青狗尾草与常见狗尾草属野生植物

　　前人证据表明，生业方式从采集渔猎向农业转
变的过程中，人类尝试利用并驯化过多种野生植

物
［５４～５７］

，例如在东亚，人类驯化水稻的同时，很可能

图 ３　粟与青狗尾草稃片长细胞植硅体形态参数对比
Ｗ１：表皮长细胞总宽度，Ｗ１-３：ΩⅢ级表皮长细胞总宽度，Ｗ２：表

皮长细胞本体宽度，Ｗ２-３：ΩⅢ级表皮长细胞本体宽度，Ｈ：表皮

　　　　　　　长细胞侧面分支长度，在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１］基础上修改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ｉｃａl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lｏｎｇ ｃｅll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Ｗ１：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ｓ，Ｗ１-３：ｗｉｄｔｈ ｏｆ ΩⅢ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ｓ，

Ｗ２：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 ｂｏｄｙ，Ｗ２-３：ｗｉｄｔｈ ｏｆ ΩⅢ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 ｂｏｄｙ，Ｈ：lａｔｅｒａl ｂｒａｎｃｈ l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ａｆｔｅｒ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l．［４１］

利用或者驯化了稗草（Ｅｃｈｉｎｏｃｈlｏａ ｓｐ．）［５８］。中国境
内有狗尾草属植物 １ ４ 种［５９］

，粟类作物在驯化过程

中，是否也经历了选择—尝试—选择的过程，最终

发现青狗尾草更易栽培和驯化？回答这些问题，关

键要发现并正确区分相关的植物遗存，排除考古遗

存中杂草的干扰。

为此，在本文中，我们选取了我国北方常见的

狗尾草属杂草植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我们对 ６
种常见的狗尾草种类进行了取样分析，包括大狗尾

草（Ｓ.ｆａｂｅｒｉ）、皱叶狗尾草（Ｓ．ｐlｉｃａｔａ）、金色狗尾草
（Ｓ.ｐｕｍｉlａ）（＝Ｓｅｔａｒｉａ lｕｔｅｓｃｅｎｓ）［５９］、褐毛狗尾草
（Ｓ.ｐａllｉｄｉｆｕｓｃａ）（有 学 者 将 其 视 为 幽 狗 尾 草
Ｓ.ｐａｒｖｉｆlｏｒａ的变种，但因为前者较小花序，我们将
Ｓ.ｐａllｉｄｉｆｕｓｃａ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５９～６０］、两个狗
尾草属的未定种（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收集于浙江省），以
及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１］

文中使用的 ７ 个青狗尾草样品和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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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植物样品详单［４１］

Ｔａｂl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 ｐlａｎｔ ｓａｍｐlｅｓ

来源* 样 号 种　名 品种编号 产地

IＭＣ Ｓ１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Ｌ．）Ｂｅａｕｖ． Ｚ２８０ 甘肃

IＭＣ Ｓ２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Ｌ．）Ｂｅａｕｖ． Ｚ３３５ 吉林

IＭＣ Ｓ３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Ｌ．）Ｂｅａｕｖ． Ｚ３９９ 河南

IＭＣ Ｓ４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Ｌ．）Ｂｅａｕｖ． Ｚ５０２ 内蒙古

IＭＣ Ｓ５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Ｌ．）Ｂｅａｕｖ． Ｚ５５７ 河北

IＭＣ ＳＶ１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 Ｑｉｎｇ７－１ 云南

IＭＣ ＳＶ２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 Ｑｉｎｇ２４ 河北

IＭＣ ＳＶ３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 Ｑｉｎｇ２８ 河北

IＭＣ ＳＶ４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 Ｑｉｎｇ４４ 辽宁

IＭＣ ＳＶ５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 Ｑｉｎｇ４６ 山西

IＭＣ ＳＶ６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 Ｑｉｎｇ５９ 宁夏

IＭＣ ＳＶ７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ｅａｕｖ． Ｑｉｎｇ６８ 河南

IＧＧＣＡＳ ＷＳ１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ｆａｂｅｒｉ Ｒ．Ａ．Ｗ．Ｈｅｒｒｍ． — 安徽

IＧＧＣＡＳ ＷＳ２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ａllｉｄｉｆｕｓｃａ Ｓｔａｐｆ ｅｔ Ｈｕｂｂ． — 四川

IＧＧＣＡＳ ＷＳ３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lｉｃａｔａ Ｔ．Ｃｏｏｋｅ — 福建

IＧＧＣＡＳ ＷＳ４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ｕｍｉlａ Ｒｏｅｍ．＆Ｓｃｈｕlｔ． — 四川

IＧＧＣＡＳ ＷＳ５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 — 浙江

IＧＧＣＡＳ ＷＳ６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 — 浙江

　　* IＭＣ 表示样品收集自河北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IＧＧＣＡＳ
表示样品收集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个谷子品种（不包括 ３ 个欧洲来源的品种）（表 １）。
上文已经提及，Ω类型是狗尾草属植物特有的

稃片表皮长细胞形态，从本文分析的几种常见狗尾

草属植物来看，典型的 ΩⅢ类型仅存在于粟和青狗
尾草中（图 ４）。因此，通过是否出现 ΩⅢ类型，首
先可以将粟和青狗尾草从几种常见的狗尾草属植物

中区分出来；进一步测量稃片中部表皮长细胞的宽

度，发现狗尾草属植物 ΩⅡ级的宽度（狗尾草属植
物稃片中部只发育 ΩⅡ级）（Ｗ１-２＝７０.４±１ ５.５ｉμｍ，
Ｗ２-２＝１ ３.７±４.６ｉμｍ，Ｎ ＝６００）显著大于青狗尾草
的 ΩⅢ 级 （Ｗ１-３ ＝５２.１ ±６.４ｉμｍ，Ｗ２-３ ＝８.０±
１.９ｉμｍ，Ｎ ＝６０６），甚至达到粟的 ΩⅢ级水平
（Ｗ１-３＝６３．８±１ １．８ｉμｍ，Ｗ２-３＝１ １．８±３．２ｉμｍ，Ｎ ＝８７２）
（图 ５），判别分析的正确率可以达到８５.０％（表 ２）。
通过本文对上述样品的形态观察和测量分析，获得

了以下半定量区分标准：较宽的ΩⅡ级稃片，只来
自于本文分析的几种狗尾草属野生植物，而 ΩⅢ级
则产自于粟或者青狗尾草。

如何区分狗尾草属内各种野生植物，是未来旱

作农业植硅体研究的难点之一。由于狗尾草属植物

稃片长细胞的形态极为相似，单一形态的特征分

析，已经很难满足属内种间植物定量鉴定的要求，

充分利用统计学、形态测量学等手段，进行多指标

图 ４　青狗尾草与狗尾草属常见植物稃片的

不同部位植硅体形态对比

１ ．大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ｆａｂｅｒｉ），２．褐毛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ａllｉｄｉｆｕｓｃａ），

３．皱叶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lｉｃａｔａ），４．狗尾草未定种（Ｓｅｔａｒｉａ．ｓｐ．）（采自

浙江天台山），５．金色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ｕｍｉlａ），６．狗尾草未定种

（Ｓｅｔａｒｉａ．ｓｐ．）（采自浙江上山），７．青狗尾草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８．粟

　　　　　　　（Ｓ．ｉｔａlｉｃａ）；每个种中的英文字母指示稃片的不同部位

Ｆｉｇ.４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ｉｃａl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l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ｐａlｅａ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Ｅｎｇlｉｓｈ l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l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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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青狗尾草与常见狗尾草属植物

种子稃片表皮长细胞宽度分布

黑色表示狗尾草属植物，灰色表示青狗尾草，Ｗ１-２／３，Ｗ２-２／３ 分别

表示 ΩⅡ／ΩⅢ级表皮长细胞的总宽度和本体宽度，青狗尾草数据

　　　　　　　来自 ΩⅢ型，狗尾草属植物数据来自 ΩⅡ型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ｓ ｉｎ l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ｐａlｅａ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ｒａｓｓｅｓ．Ｔｈｅ ｂlａｃｋ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ｒａｓｓｅｓ，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Ｗ１-２／３ ａｎｄ Ｗ２-２／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l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ｗｉｄｔｈ ｏｆ ΩⅡ／ΩⅢ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l lｏｎｇ ｃｅll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l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ΩⅢ，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ΩⅡ ｔｙｐｅ

表 ２　青狗尾草与狗尾草属植物稃片中部

植硅体形态的判别分析结果

Ｔａｂlｅ ２　Ｒｅｓｕl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l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lｅ ｏｆ l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ｐａlｅａ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ｒａｓｓｅｓ

分组
预测组 ａ，ｃ

总计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ｐ．

初始结果（％）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 ５７９ ２７ ６０６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ｐ． １ ５４ ４４６ ６００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 ９５．５ ４．５ １ ００．０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ｐ． ２５．７ ７４．３ １ ００．０

交叉检验 ｂ（％）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 ５７９ ２７ ６０６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ｐ． １ ５４ ４４６ ６００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 ９５．５ ４．５ １ ００．０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ｓｐｐ． ２５．７ ７４．３ １ ００．０

　　ａ．８５.０％的原始数据被正确分类
ｂ．仅对分析中使用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在交叉验证中，每个

数据都是根据除该数据之外的所有数据产生的函数进行分类

ｃ．交叉检验的正确率为 ８５.０％

分析，是研究的突破口，学术界也做了多方面的探

索。国内有学者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稻亚科短细

胞哑铃型植硅体属间水平的鉴定特征进行了探索，

是值得借鉴的方法
［１ ９］
，但考虑到哑铃型是黍亚科最

为常见的植硅体，这一类型在黍亚科内是否具有属

间或种间分类潜力，还值得进一步探讨。Ｗｅｉｓｓｋｏｐｆ
和 Ｌｅｅ［４２］观 察了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ｆａｂｅｒ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ａlｍｉｆｏlｉａ
（Ｊ.Ｋｏｅｎｉｇ）Ｓｔａｐｆ．、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ｕｍｉllａ、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llａｔａ、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ａｄｓｃｅｎｄａｎｓ、Ｅｃｈｉｎｏｃｈlｏａ ｃｏlｏｎａ、Ｅｃｈｉｎｏｃｈl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llｉ 和 Ｐａｓｐａlｕｍ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ｕｍ 等几种杂草稃片的
表皮长细胞和短细胞植硅体形态特征，证明了多指

标获取鉴定特征的重要性，但是未能提出量化的鉴

定标准。Ｋｅａlｈｏｆｅｒ 等［７］
提出综合利用 ΩⅢ和 ΩⅠ

来区分狗尾草属的杂草植物，也是值得借鉴的研究

思路，但是单一的 ΩⅠ型易与 ηⅠ型或 ｎ 型未分化
表皮长细胞混淆，而且该文对 ΩⅠ型的鉴定有误
（见图 ２ｄ），对表皮长细胞测量数据过少，多数低于
２０ 个／参数／种［７］

，其结果需要进一步讨论。

２.３　区分黍与野黍子　

　　黍的野生祖本目前仍然未知［６１］
，关于黍的早期

驯化过程，驯化开始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一直存在

较大争议。野黍子（２ｎ ＝３６）（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
ｓｕｂｓｐ．ｒｕｄｅｒａlｅ （Ｋｉｔａｇ）Ｔｚｖｅl 或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ｕｄｅｒａlｅ
（Ｋｉｔａｇ．）Ｃｈａｎｇ）是黍子的野生／退化品种，广泛分布
在西亚到中国的广大地区

［６２］
。前人研究表明，它可

能是 黍 子 的 野 生 祖 先 或 是 其 杂 草／野 化 的 形
式

［６３～６４］
。它的形态特征与驯化的黍子相比，具有深

色的稃片、较矮的株高、稀疏和开放的花序、更多

的分蘖数量、更少的小穗数量、更小的种子，同时

保留了自动落粒性
［６３～６４］

。

一般认为退化／野化的驯化作物具有与其野生
祖本相似的生物学性状

［６３］
。根据这一特点，利用不

同的统计方法，通过计算超过 １ ０ 万个野黍子与驯化
黍子稃片长细胞植硅体 ηⅢ类型个体的数量，发现
驯化品种中 ηⅢ类型百分含量在误差范围内显著大
于野生型的含量，且与其统计方法无关，与种子的长

宽比显著负相关，种子长宽比越小，ηⅢ的含量越
高

［６５］
（图 ６）。进一步对比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以

及同一地区、相同环境生长的黍子和野黍子，均发

现驯化品种中植硅体 ηⅢ类型百分含量显著大于野
生品种的含量，表明植硅体 ηⅢ含量的种间差别要
显著的大于种内的差别，初步排除了环境因素对黍

子稃片植硅体形态的影响
［６５］
。

种子增大是农作物由野生到驯化的一个重要标

志
［４９］
，在水稻

［６６］
、小麦和大麦

［４８］
中均可发现这一

规律。种子在驯化过程中增大，长宽比值逐渐减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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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黍与野黍稃片长细胞 ηⅢ的含量对比及其与粒型的关系

Ｗ１ ～Ｗ３：野黍子 ３ 种不同的统计鉴定方法，Ｄ１ ～Ｄ３：黍子 ３ 种不同的统计鉴定方法；根据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 ８）改绘［６５］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ηⅢ ｉｎ ｔｈｅ lｏｎｇ ｃｅll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 ａｎｄ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ｕｄｅｒａl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l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ｉｎ ｓｈａｐｅ．Ｗ１ ～Ｗ３：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l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ηⅢ ｉｎ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ｕｄｅｒａlｅ，Ｄ１ ～Ｄ３：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l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ηⅢ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l．（２０１ ８）［６５］

即种子变得更宽，更饱满
［６７］
，同时稃片的宽度随之

增加，导致稃片内细胞形态改变，表皮长细胞分化

更为剧烈，产生了更多的 ηⅢ类型。因此这一发现
将黍子植硅体形态变化和农作物驯化过程连接起

来，即随着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黍子稃片植硅体

ηⅢ的含量逐渐升高，这一规律为在缺失野生祖本
的情况下，探索黍子的驯化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

也为探寻其他未知祖本的谷类作物驯化过程提供了

新的思路。

３　粟、黍植硅体埋藏学问题

　　大植物遗存和微体化石互补，是植物考古学发

展的趋势
［４２］
，但是同一个遗址大植物遗存和植硅体

分析结果常常不一致，通常是浮选结果粟多于黍，植

硅体结果黍多于粟，例如喇家遗址
［６８～６９］

、朱寨遗

址
［２７］
和关中盆地的遗址等

［２５，７０］
。粟、黍谁在唱主

角？正确的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植物遗存资料的

解释和校正，也关系到对黄河流域旱作农业和中原

文化发展过程基本事实的认识
［７１］
。

前人研究表明，无论氧化还是还原条件、无论

带壳还是去壳，黍的炭化温度区间均显著小于粟，

由于超过炭化温度区间的上限，种子就会灰化或爆

裂变形，因此黍炭化而保存下来的几率要低于

粟
［７２～７３］

。

植硅体是否也存在保存差异？是否需要对绝对

数量进行校正？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系统的条

件实验分析。初步研究表明
［２９］
，无论采用湿式还

是干式灰化的方法，在保证现代样品破碎程度与地

层“化石”破碎程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１ 粒黍子的
植硅体产量比 １ 粒粟多约 ３ 倍，但是 １ ｉｇ 粟的种子
数平均是黍子的 ２.２６ 倍，所以相同重量的粟、黍，
其稃片植硅体产量在误差范围内基本相等，也就是

说植硅体的绝对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出黍、粟的相对

重量（产量）。

植物考古的定量分析方法，如相对百分含量和

标准密度都是以绝对数量为基础，而出土概率也是

与植物遗存的有无相关，如果化石在形成伊始就存

在保存概率上的差异，那么基于数量所做的量化分

析就会存在误差
［７３］
，因此，研究大植物化石和微体

化石的埋藏过程依然是植物考古研究需要深入的工

作，如何建立化石出土的数量（百分含量）和单位面

积农作物产量的关系，如何校正粟、黍大植物遗存

和微体化石数据的关系，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课题。

４　结论与展望

　　近几年来，基于小穗表皮长细胞植硅体形态，
识别农作物及其亲缘野生植物的方法，在显示出较

大潜力的同时也存在着挑战。在考古文化堆积中，

应用稃片表皮长细胞形态鉴定粟、黍及其野生祖本

和常见的近缘野生品种是可靠的。但是由于植硅体

形态的种间相似性，对其近缘野生植物小穗植硅体

的系统研究亟待开展。总结上述研究背景和问题，

在粟类农作物植硅体形态学领域面临的可能突破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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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材料：需加强对驯化－亲缘野生植物的系统
研究，尤其需要更多的国内外地方品种、不同生态

型品种的对比研究；２）方法：加强几何形态测量学
方法的应用，关注稃片不同部位植硅体形态的连续

变化过程，关注不同生态型、不同生长阶段的种子

植硅体形态变化过程；３）机制：深入开展植硅体埋
藏学研究，通过系统的条件实验，明确农作物稃片

植硅体统计数量与农作物产量的关系；结合遗传学

的优势，通过植硅体形态在野生－驯化不同阶段的
对比、不同生态型品种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

比，揭示人类农业行为与植硅体形态变化的关系，

进一步明确并量化植硅体形态变化在植物驯化过程

中的意义，使小穗植硅体鉴定发挥更大的实用价

值，对水稻、麦类等农作物的鉴定发挥更大的借鉴

作用。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提出

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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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 －２７３．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ｉｎ Ｇｕｉｙｕｎ，Ｋｏｎｇ Ｚｈａｏｃｈｅ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１ －２７３．

［６］Ｍｏｔｕｚａｉｔｅ-Ｍａｔｕｚｅｖｉｃｉｕｔｅ Ｇ，Ｈｕｎｔ Ｈ Ｖ，Ｊｏｎｅｓ Ｍ 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l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ｉｎ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 （ｂｒｏｏｍｃｏｒｎ ｍｉllｅｔ）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lｅ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l ａｓｓｅｍｂlａｇｅｓ［Ｊ］．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 ２，２１（１）：６９－７７．

［７］Ｋｅａlｈｏｆｅｒ Ｌ，Ｈｕａｎｇ Ｆ，Ｄｅｖｉｎｃｅｎｚｉ Ｍ，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l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Ｐａlｙｎｏlｏｇｙ，２０１ ５, ２２３：１ １ ６ －１ ２７．ｄｏｉ：１ ０.１ ０１ ６ ／ｊ．ｒｅｖｐａlｂｏ．

２０１ ５.０９.００４．

［８］Ｈａｒｖｅｙ Ｅ Ｌ， Ｆｕllｅｒ Ｄ Ｑ．I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lｅ ｏｆ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ｉllｅ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l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２（５）：７３９－７５２．

［９］ Ｐｅａｒｓａll Ｄ Ｍ．Ｐａlｅｏ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３ｒｄ）

［Ｍ］．Ｗａlｎｕｔ Ｃｒｅｅｋ：Ｒｏｕｔlｅｄｇｅ，２０１ ５：１ －５１ ３．

［１ ０］Ｈｕｎｔ Ｈ Ｖ，Ｌｉｎｄｅｎ Ｍ Ｖ，Ｌｉｕ X Ｙ，ｅｔ ａl．Ｍｉllｅ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Ｃｈｒｏｎｏl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ｅａｒl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lｄ ｗｏｒlｄ［Ｊ］．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８，１ ７（Ｓｕｐｐl．１）：Ｓ５－Ｓ１ ８．

［１ １］Ｈｕｎｔ Ｈ Ｖ，Ｃａｍｐａｎａ Ｍ Ｇ，Ｌａｗｅｓ Ｍ Ｃ，ｅｔ ａl．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ｙl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ｒｏｏｍｃｏｒｎ ｍｉllｅｔ（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 Ｌ．）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Ｊ］．Ｍｏlｅｃｕlａｒ Ｅｃｏlｏｇｙ，２０１ １，２０（２２）：４７５６ －

４７７１ ．

［１ ２］Ｍｉllｅｒ Ｎ Ｆ，Ｓｐｅｎｇlｅｒ Ｒ Ｎ，Ｆｒａｃｈｅｔｔｉ Ｍ．Ｍｉllｅｔ ｃｕl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Oｒｉｇｉｎ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l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l

ｃlｉｍａｔｅ［Ｊ］．Ｔｈｅ Ｈｏlｏｃｅｎｅ，２０１ ６，２６（１ ０）：１ ５６６－１ ５７５．

［１ ３］ Ｆｕllｅｒ Ｄ Ｑ，Ｑｉｎ Ｌ，Ｚｈｅｎｇ Ｙ Ｆ，ｅｔ ａl．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ｒｉｃｅ：Ｓｐｉｋｅlｅｔ ｂ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l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２３（５９２１）：１ ６０７－１ ６１ ０．

［１ ４］ Ｌｅｅ Ｇ Ａ，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Ｇ Ｗ，Ｌｉｕ Ｌ，ｅｔ ａl．Ｐl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l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lｙ Ｎｅｏlｉｔｈｉｃ ｔｏ Ｓｈａ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l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７,１ ０４（３）：１ ０８７－１ ０９２．

［１ ５］ Ｌｕ Ｈ，Ｙａｎｇ X，Ｙｅ Ｍ，ｅｔ ａl．Ｍｉllｅｔ ｎｏｏｄlｅｓ ｉｎ lａｔｅ Ｎｅｏlｉｔｈｉｃ

Ｃｈｉｎａ［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４３７（７０６１）：９６７－９６８．

［１ ６］ Ｄｉｃｋａｕ Ｒ，Ｒａｎｅｒｅ Ａ Ｊ，Ｃｏｏｋｅ Ｒ Ｇ．Ｓｔａｒｃｈ ｇｒａｉ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ｒａｍ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l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ｃｒｏｐｓ ｉｎ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l ｄ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ａｎａｍａ［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l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７,１ ０４（９）：

３６５１ －３６５６．

［１ ７］ Ｙａｎｇ X，Ｗａｎ Ｚ，Ｐｅｒｒｙ Ｌ，ｅｔ ａl．Ｅａｒlｙ ｍｉllｅｔ ｕｓ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l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 ２,１ ０９（１ ０）：３７２６－３７３０．

［１ ８］ Ａllａｂｙ Ｒ Ｇ，Ｆｕllｅｒ Ｄ Ｑ，Ｂｒｏｗｎ Ｔ Ａ．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l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ｃｒｏｐ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l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８,１ ０５（３７）：１ ３９８２－１ ３９８６．

［１ ９］ Ｃａｉ Ｚ，Ｇｅ Ｓ．Ｍａｃｈｉｎｅ l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l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Oｒｙｚｅａｅ（Ｐｏａｃｅａ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l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ｏlｕｔｉｏｎ，２０１ ７，５５（４）：３７７－３８４．

［２０］杨晓燕．中国古代淀粉研究：进展与问题［Ｊ］．第四纪研究，

２０１ ７，３７（１）：１ ９６－２１ ０．

Ｙａｎｇ Xｉａｏｙ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ｔａｒ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lｅｍｓ［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７，３７（１）：１ ９６－２１ ０．

［２１］史吉晨，介冬梅，刘利丹，等．东北地区芦苇植硅体分形特征

初步研究［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 ７，３７（６）：１ ４４４－１ ４５５．

Ｓｈｉ Ｊｉｃｈｅｎ， Ｊｉｅ Ｄｏｎｇｍｅｉ， Ｌｉｕ Ｌｉｄａｎ， ｅｔ ａl．Ｔｈｅ ｐｒｅl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l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７，３７

（６）：１ ４４４－１ ４５５．

［２２］ Ｐｉｐｅｒｎｏ Ｄ Ｒ，Ｆlａｎｎｅｒｙ Ｋ Ｖ．Ｔｈｅ ｅａｒlｉｅｓ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ｍａｉｚｅ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l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Ｎｅｗ ａｃｃｅlｅｒａｔｏｒ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l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８

万方数据



　１ 期 张健平，等：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形态研究回顾与展望

Ｎａｔｉｏｎａl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１，９８（４）：２１ ０１ －２１ ０３．

［２３］ Ｌｕ Ｈ Ｙ，Ｚｈａｎｇ Ｊ Ｐ，Ｗｕ Ｎ Ｑ，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ａｎａl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Ｊ］．ＰＬｏＳ OＮＥ，２００９，４（２）：ｅ４４４８．

［２４］ Ｌｕ Ｈ Ｙ，Ｚｈａｎｇ Ｊ Ｐ，Ｌｉｕ Ｋ Ｂ，ｅｔ ａl．Ｅａｒlｉｅｓ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１ ０,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l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１ ０６ （１ ８）：

７３６７－７３７２．

［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Ｌｕ Ｈ，Ｗｕ Ｎ， 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ｉｃｅ

ｃｕl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 ｍｉｄ-lａｔｅ Ｎｅｏlｉｔ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l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Ｂｏｒｅａｓ，２０１ ０，３９（３）：５９２－６０２．

［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Ｊ，Ｌｕ Ｈ，Ｇｕ Ｗ，ｅｔ ａl．Ｅａｒlｙ ｍｉｘｅ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７８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lｅ Ｙｅll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Ｊ］．

ＰＬｏＳ OＮＥ，２０１ ２，７（１ ２）：ｅ５２１ ４６．

［２７］Ｗａｎｇ Ｃ，Ｌｕ Ｈ，Ｇｕ Ｗ，ｅｔ ａl．Ｔｅｍｐｏｒａl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ｅｏlｉｔｈｉｃ-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Ｃｅｎｔｒａl Ｐlａ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l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Ｚｈｕｚｈａｉ ｓｉｔｅ［Ｊ］． Ｔｈｅ

Ｈｏlｏｃｅｎｅ，２０１ ８，２８（５）：７３８－７５４．

［２８］Ｗａｎｇ Ｃ，Ｌｕ Ｈ，Ｇｕ Ｗ，ｅｔ ａl．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l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l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ｉlｉｇａｎｇ Ｃｕl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lｅ Ｙｅll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ｖａllｅｙ，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llｅｔｉｎ，２０１ ７，

６２（２３）：１ ５６５－１ ５６８．

［２９］张健平，吕厚远，吴乃琴，等．关中盆地 ６０００－２１ ００ ｃａl．ａ Ｂ.Ｐ．

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 ０，３０（２）：

２８７－２９７．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Ｌü Ｈｏｕｙｕａｎ，Ｗｕ Ｎａｉｑｉｎ， 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llｅｔ 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６０００－２１ ００ ｃａl．ａ Ｂ．Ｐ．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０，

３０（２）：２８７－２９７．

［３０］Ｇｏｎｇ Ｙ Ｗ，Ｙａｎｇ Ｙ Ｍ，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Ｄ Ｋ，ｅｔ ａl．I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ｏｏｄlｅｓ，ｃａｋｅｓ，ａｎｄ ｍｉllｅ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ｅｉｘｉ Ｓｉｔｅ，X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l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 １， ３８ （２）：

４７０－４７９．

［３１］ Ｂｏｎｎｅｔｔ O Ｔ．Ｔｈｅ Oａｔ Ｐlａｎｔ：Iｔｓ Ｈｉｓｔｏl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lｏｐｍｅｎｔ［Ｍ］．

Ｕｒｂａｎａ，I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Illｉｎｏｉｓ．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ａl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 ９６１：１ －１ ２０．

［３２］Ｗｙｎｎ Ｐ Ｄ，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Ｆ．Oｐａlｉｎｅ ｓｉlｋ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l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ａlｓ［Ｊ］．Ａｎｎｕａl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１ ９６６，３０

（３）：５２５－５３８．

［３３］ Ｐｉｐｅｒｎｏ Ｄ Ｒ， Ｐｅａｒｓａll Ｄ Ｍ．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ｅｏｓｉｎｔｅ：Iｍｐl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ｅｖｏlｕ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l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９９３，２０（３）：

３３７－３６２．

［３４］ Ｂａll Ｔ Ｂ，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Ｎ．I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ｆl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ｆｒｏｍ ｓｅl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ｍ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ｍ，

Ｔ.ｄｉｃｏｃｃｏｎ，Ｔ．ｄｉ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ｓ，ａｎｄ Ｔ.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ａｎｄ ｂａｒlｅｙ（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lｇａｒｅ ａｎｄ Ｈ.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l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１ ９９９，８６（１ １）：１ ６１ ５－１ ６２３．

［３５］ Ｐｅａｒｓａll Ｄ Ｍ，Ｐｉｐｅｒｎｏ Ｄ Ｒ，Ｄｉｎａｎ Ｅ Ｈ，ｅｔ ａl．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ｒｉｃｅ

（Oｒｙｚａ-Ｓａｔｉｖａ Ｐｏａｃｅａｅ）ｆｒｏｍ ｗｉlｄ Oｒｙｚ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Ｒｅｓｕlｔｓ ｏｆ ｐｒｅl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ｏｔａｎｙ，

１ ９９５，４９（２）：１ ８３－１ ９６．

［３６］ Ｚｈａｏ Ｚ Ｊ，Ｐｅａｒｓａll Ｄ Ｍ，Ｂｅｎｆｅｒ Ｒ Ａ，ｅｔ ａl．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ｒｉｃｅ

（O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Ｐｏａｃｅａｅ）ｆｒｏｍ ｗｉlｄ Oｒｙｚ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Ⅱ：Ｆｉｎａl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ｏｔａｎｙ，１ ９９８，５２

（２）：１ ３４－１ ４５．

［３７］ Ｊｉｎ Ｇ，Ｗｕ Ｗ，Ｚｈａｎｇ Ｋ，ｅｔ ａl．８０００-ｙｅａｒ ｏlｄ ｒｉｃ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ｈｉｇｈlａｎｄｓ，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l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 ４，５１：３４－４２．

［３８］Ｍａｄｅllａ Ｍ，Ｇａｒｃíａ-Ｇｒａｎｅｒｏ Ｊ Ｊ，Oｕｔ Ｗ Ａ，ｅｔ ａl．Ｍｉｃｒ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l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ｅｒｅａl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７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Ｊ］．ＰＬｏＳ

OＮＥ，２０１ ４，９（１ ０）：ｅ１ １ ０１ ７７．

［３９］ Ｎａｓｕ Ｈ，Ｍｏｍｏｈａｒａ Ａ，Ｙａｓｕｄａ Ｙ， ｅｔ ａl．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Ｌ．）Ｐ．Ｂｅａｕｖ．（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ｇｒ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ｔｏｕｓｈａｎ ｓｉｔｅ（ｃａ．５８００ ｃａl ＢＰ）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l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Ｊ］．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７，１ ６（６）：４８１ －４９４．

［４０］ Ｐａｒｒｙ Ｄ Ｗ，Ｈｏｄｓｏｎ Ｍ Ｊ．Ｓｉlｉｃ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ｙｏｐ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ｆl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Ｌ．）Ｂｅａｕｖ．］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l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Ａｎｎａlｓ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１ ９８２，４９（４）：５３１ －５４０．

［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Ｊ Ｐ，Ｌｕ Ｈ Ｙ，Ｗｕ Ｎ Ｑ， 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ｘｔａｉl（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Ｊ］．ＰＬｏＳ OＮＥ，２０１ １，６（５）：ｅ１ ９７２６．

［４２］Ｗｅｉｓｓｋｏｐｆ Ａ Ｒ，Ｌｅｅ Ｇ Ａ．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ｆｏｘｔａｉl ａｎｄ ｂｒｏｏｍｃｏｒｎ ｍｉllｅｔｓ：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lｃｕlａ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ｒａｔｉｏｓ［Ｊ］．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６，８

（１）：２９－４２．

［４３］ Oｕｔ Ｗ Ａ，Ｍａｄｅllａ Ｍ．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lｏｂａｔｅ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 ａｎｄ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 lｅａｖｅｓ［Ｊ］．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 ６， ８ （３ ）：

５０５－５２１ ．

［４４］Ｍａｄｅllａ Ｍ， Ｌａｎｃｅlｏｔｔｉ Ｃ， Ｇａｒｃíａ-Ｇｒａｎｅｒｏ Ｊ Ｊ． Ｍｉllｅｔ

ｍｉｃｒｏ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ｎ ａl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ｕl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l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６，８（１）：１ ７－２８．

［４５］Ｇｅ Ｙ， Ｌｕ Ｈ， Ｚｈａｎｇ Ｊ， 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ｒｎｙａｒｄ ｍｉllｅｔ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lｏａ ｓ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l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 ８，１ ０（１）：６１ －７３．

［４６］ Ｔｗｉｓｓ Ｐ Ｃ，Ｓｕｅｓｓ Ｅ， Ｓｍｉｔｈ Ｒ Ｍ．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５-ｓｏｉl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ｙ， ａｎｄ ｃl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ｉｃａl ｃl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Ｊ］．Ｓｏｉl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 ９６９，３３

（１）：１ ０９－１ １ ５．

［４７］ ｄｅ Ｗｅｔ Ｊ Ｍ Ｊ， Oｅｓｔｒｙ-Ｓｔｉｄｄ Ｌ Ｌ， Ｃｕｂｅｒｏ Ｊ I．O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ｏl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lｉｃ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l

Ｄ'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ｎｅllｅ ｅｔ ｄｅ Ｂｏｔａｎｉｑｕｅ Ａｐｐlｉｑｕéｅ，１ ９７９，２６

（１）：５３－６４．

［４８］Ｗｉllｃｏｘ Ｇ．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ｅｒｅａl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 ｖａllｅｙ［Ｊ］．

９

万方数据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 ９ 年

Ｊｏｕｒｎａl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１（２）：１ ４５－１ ５０．

［４９］Ｈａｒlａｎ Ｊ Ｒ，ｄｅ Ｗｅｔ Ｊ Ｍ Ｊ，Ｐｒｉｃｅ Ｅ 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ｏl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ｅａlｓ［Ｊ］．Ｅｖｏlｕｔｉｏｎ，１ ９７３，２７（２）：３１ １ －３２５．

［５０］ Ｆｕllｅｒ Ｄ Ｑ．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ｃｒｏｐ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Ｒｅｃｅｎ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l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lｄ

ｗｏｒlｄ［Ｊ］．Ａｎｎａlｓ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７,１ ００（５）：９０３－９２４．

［５１］ Ｐｅａｒｓａll Ｄ Ｍ．Ｐａlｅｏ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 －７２５．

［５２］ Ｐｉｐｅｒｎｏ Ｄ Ｒ．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ａlｅｏｅｃｏlｏｇｉｓｔ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lｔａＭｉｒ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 －

２４８．

［５３］ Ｂａll Ｔ，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 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ｏｎ Ｊ Ｄ．I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l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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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lｙｓｉ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４３０（７０００）：６７０－６７３．

［５５］ Ｌｉｕ Ｌ，Ｄｕｎｃａｎ Ｎ Ａ， Ｃｈｅｎ X， ｅｔ ａl．Ｐl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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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l ｒｅｍａｉｎｓ［Ｊ］．Ｔｈｅ

Ｈｏlｏｃｅｎｅ，２０１ ５，２５（１ ２）：１ ９６５－１ 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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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ｅｍ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４,１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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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１ ９９０：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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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８０．

［６３］王星玉．黍稷［Ｍ］∥董玉琛，郑殿生．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源

植物：粮食作物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３７－３３８．

Ｗａｎｇ Xｉｎｇｙｕ．Ｂｒｏｏｃｏｒｎ ｍｉllｅｔ ［Ｍ］∥ Ｄｏｎｇ Ｙｕ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

Ｄ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ｉlｄ Ｒｅl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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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Ｓ．O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l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llｅｔ ａｎｄ ｆｏｘｔａｉl

ｍｉllｅｔ［Ｊ］．Ｊａｒｑ-Ｊａｐ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ａl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lｙ，１ ９８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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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Ｚｈａｎｇ Ｊ Ｐ，Ｌｕ Ｈ Ｙ， Ｌｉｕ Ｍ X， 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ｒｏｏｍｃｏｒｎ ｍｉllｅｔ（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lｉａｃｅｕｍ）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ｅｅｄ／ｆｅｒａl ｔｙｐｅ（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ｕｄｅｒａl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 ８，８：１ ３０２２．ｄｏｉ：１ ０.１ ０３８／ｓ４１ ５９８－０１ ８－３１ ４６７－６．

［６６］ Ｆｕllｅｒ Ｄ Ｑ，Ｈａｒｖｅｙ Ｅ，Ｑｉｎ Ｌ．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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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 ｏｆ ｔｈｅ l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２００７，８１（３１ ２）：

３１ ６－３３１ ．

［６７］Ｇｅｇａｓ Ｖ Ｃ，Ｎａｚａｒｉ Ａ，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Ｓ，ｅｔ ａl．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ｅａｔ［Ｊ］．Ｐlａｎｔ Ｃｅll，２０１ ０，２２

（４）：１ ０４６－１ ０５６．

［６８］王灿，吕厚远，张健平，等．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黍粟

农业的植硅体证据［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 ５，３５（１）：２０９－２１ ７．

Ｗａｎｇ Ｃａｎ， Ｌü Ｈｏｕ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ｅｔ ａl．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llｅｔ 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lａｔｅ Ｎｅｏlｉｔ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ｓｉｔｅ ｏｆ Ｌａｊｉ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５，

３５（１）：２０９－２１ ７．

［６９］赵志军．青海喇家遗址尝试性浮选的结果［Ｎ］．中国文物报，

２００３－０９－１ ９ （７）．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ｊｕｎ．Ｔｈｅ ｐｒｅlｉｍｉｎａｒｙ ｆlｏａ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l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ｊｉａ ｓｉｔ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Ｃｈｉｎａ Ｃｕlｔｕｒａl Ｒｅlｉｃｓ Ｎｅｗｓ，２００３－０９－１ ９

（７）．

［７０］ Ｚｈａｏ Ｚ．Ｎｅｗ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lｏｇｙ，２０１ １，５２（Ｓ４）：

Ｓ２９５-Ｓ３０６．

［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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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８，４８（２）：１ ８１ －１ ９９．

Ｌü Ｈｏｕｙｕａｎ．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ｏl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l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８，６０（１ ２）：２１ ４１ －２１ ５９．

［７２］Ｍäｒｋlｅ Ｔ，Ｒöｓｃｈ 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ｍｅ ｃｕl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lａｎｔ ｓｅｅｄｓ［Ｊ］．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８，１ ７（１）：２５７－２６３．

［７３］王灿．中原地区早期农业－人类活动及其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

［Ｄ］．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 ６：２６－２７．

Ｗａｎｇ Ｃ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lｙ Ｆａｒｍｉｎｇ-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l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l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l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l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 ６：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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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ｘｃｅll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lａｔｅａｕ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００１ ０１；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０００４９；４．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V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Ｅｖｏl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Oｒｉｇｉｎｓ，I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V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ａlｅｏｎｔｏl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ａlｅｏａｎｔｈｒｏｐｏl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０００４４；

　　　　　　　 ５．ＣＡ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ｘｃｅll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Ｐａl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０００４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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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ｅｄｓ ｈａｖｅ ｑｕｉｃｋlｙ ｇａｉｎｅ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ｏ ｄａｔｅ，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ｔｉll ｂｅ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l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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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lｏｇｉｃａl ｃｏｎｔｅｘｔ．（２）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ｙｐｉｃａl ΩⅢ ｔｙｐｅ 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Ｓ.ｉｔａl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l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ｉlｄ ｃｏｍ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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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lｉｔｈ ａｎａl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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