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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辨东亚古人类印加骨的高频出现

杜抱朴
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印加骨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测量性状，主要由遗传因素调控，对于解读现代人群的扩散和分布具有重要意

义。但在印加骨所在区域还存在另一类型的缝间骨即前顶间骨，前人在研究中常将两者相混淆。文章通过观察中

国古人类头骨（直立人 ４例，早期智人 ４例和早期现代人 ３例）中的缝间骨形态，依据其下缘横向骨缝的位置特

征，对这些骨骼进行再次鉴定分类。结果表明北京直立人 １１号头骨和石沟枕骨所属个体具有印加骨，北京直立

人 １２号头骨、大荔头骨和穿洞 ２号头骨具有前顶间骨，丽江头骨具有人字点骨。而北京直立人 ２号和 １０号头骨

的下缘横向骨缝处于枕骨圆枕区域内或下侧，表明这两处骨缝并非是枕横缝，即北京直立人 ２号和 １０号头骨不

具有印加骨。丁村和许家窑古人类顶骨后上角的缺刻特征，更可能与额外骨化中心的出现（人字点骨或前顶间

骨）相关，而非是印加骨。总之，目前的古人类化石证据表明印加骨在中国古人类出现次数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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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人类头骨人字点下侧常出现两种特殊类型的

缝间骨———印加骨（Ｉｎｃａｂｏｎｅ，图 １ａ）和前顶间骨
（Ｐ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ｂｏｎｅ，图 １ｂ）［１］，这两项性状在不
同区域现代人群中的分布对于解析现代人群的扩散

和分布及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２］
。印

加骨又名顶间骨或顶枕间骨，其形状、结构和位置

变异范围较为宽泛，其中完整型印加骨是一块位于

枕鳞顶间部的三角状骨片，以一条位于最上项线或

枕外隆突上的横向骨缝为下界；前顶间骨则处于枕

鳞顶间部顶角位置，上缘为人字缝尖，下缘常为一水

平横缝，两侧边缘长度不超过人字缝的上内侧三分

之一。目前，学界对印加骨和前顶间骨的鉴定标准

不统一，且对两者发育机制仍存有争议
［３～４］
。笔者

在梳理人字点周边缝间骨类型时认为，将印加骨和

前顶间骨归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缝间骨更为合理：印

加骨是由枕骨枕鳞顶间部内各骨化中心相互间或与

枕鳞枕上部愈合失败形成的；而前顶间骨可能由内

侧板上核的异常愈合或额外骨化中心发育形成
［５］
。

前顶间骨多分类型
［６～８］
（骨块数目多达 ３至 ５个）的

出现更在一定程度暗示前顶间骨起源于额外骨化中

心的出现。考虑到人字点骨是由位于后卤的额外骨

化中心发育形成，某些学者如 Ｈａｎｉｈａｒａ和 Ｉｓｈｉｄａ［９］

将前顶间骨和人字点骨归入同一类型进行统计。

图 １　印加骨 （ａ）和前顶间骨［１］
（ｂ）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ａｂｏｎｅ（ａ）

ａｎｄｐ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ｂｏｎｅ［１］（ｂ）

自 Ｄａｒｔ［１０］发现南方古猿头骨具有四分类型印
加骨后，学者们逐渐关注印加骨在古人类头骨的表

达，特别是针对中国古人类头骨展示出的多例印加

骨现象提出独到的见解
［１１～１４］

。考虑到前人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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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北京直立人 ２（ａ）、１０（ｂ）、１１（ｃ）和 １２（ｄ）号头骨背侧观

上侧图像引自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下侧图像拍摄自馆藏模型；如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所示，箭头在（ａ）和（ｂ）中指向横向骨缝，在（ｃ）和（ｄ）中指向印加骨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ｖｉｅｗｏｆＨｏｍｏｅｒｅｃｔｕ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ｋｕｌｌⅡ （ａ），Ⅹ （ｂ），Ⅺ （ｃ）ａｎｄⅫ （ｄ）：ｕｐｐｅｒｉｍａｇｅｗａｓ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ｌｏｗｅｒｉｍａｇｅｗａｓｐｈｏｔｏ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ＩＶＰＰ．Ａｓ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ｓｔ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ｒｒｏｗ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ａ）

　　　　　　　ａｎｄ（ｂ）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ｅｎｄｏｓ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ｒｒｏｗ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ｃ）ａｎｄ（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ｎｃａｂｏｎｅ

印加骨和前顶间骨这两种缝间骨常混淆为印加骨，

本文试图重新分析中国化石人类头骨中的印加骨形

态特征，并对其进行鉴定分类，旨在为探寻中国古

人类演化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信息。

表 １　古人类研究材料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ｒｏｍｆｏｓｓｉｌｈｕｍａｎ

分类 化石标本 采集地 本文研究材料出处

直立人 ２号头骨 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３０

直立人 １０号头骨 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４

直立人 １１号头骨 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５

直立人 １２号头骨 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３

早期智人 大荔头骨 陕西大荔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１６３９

早期智人 丁村顶骨 山西丁村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１９８２

早期智人 ６号顶骨 山西许家窑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１６５２

早期智人 １０号顶骨 山西许家窑 ＩＶＰＰ馆藏化石

早期现代人 石沟枕骨 山西石沟 丁村民俗博物馆馆藏化石

早期现代人 ２号头骨 贵州穿洞 刘武等［１５］书中图片

早期现代人 丽江头骨 云南丽江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１２６７

早期现代人？ ＯｌｅｎｊｙＯｓｔｒｏｗ头骨 ？ ＩＶＰＰ馆藏模型 ＡＮ６１７

　ＩＶＰ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英文名称缩写

１　材料和方法

　　本文主要选用 １１例中国古人类颅骨或颅骨碎
片作为研究材料，含直立人 ４例（北京直立人 ２号、
１０号、１１号和 １２号）（图 ２），早期智人 ４例（大荔
头骨、丁村枕骨、许家窑 ６号和 １０号顶骨）和早期
现代人 ３例（石沟枕骨、穿洞 ２号头骨和丽江头
骨）；另外有一例国外早期现代人 ＯｌｅｎｊｙＯｓｔｒｏｗ头
骨（ＡＮ６１７），详情可见表 １。

印加骨和前顶间骨主要分类标准参考杜抱朴
［５］
：

（１）印加骨位于人字缝和枕骨之间，下缘常为
一条横向骨缝，处于枕外隆突和上项线上方或最上

项线位置可抵至两侧星点位置。印加骨可呈三角

形、菱形、椭圆形、四边形或五边形等，长和宽一

般大于 ２ｉｃｍ，可见 １、２或多块骨骼。
（２）前顶间骨位于人字点后，枕鳞顶间部顶角

位置，上缘为人字缝尖，下缘常为一水平横缝，两

侧边缘长度不超过人字缝的上内侧三分之一，多呈

三角形，由 １、２或多块骨骼构成。

２　讨论

２１　中国古人类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指出北京直立人头骨中共有 ４
例头骨（２、１０、１１和 １２号头骨）存在印加骨。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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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１０号头骨展现出一条横向骨缝（枕横缝）将枕鳞
顶间部与枕骨其他区域隔开，而 １１号和 １２号头骨
各展示一块占据枕鳞上半部的三角形骨块（图 ２）。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在书中第 ２５页对 ２号头骨进行如下
描述：“２号头骨几乎缺失整块枕骨，但在枕骨右侧
部位靠近星点区域仍保留一块碎片。从一条假缝的

外侧缘可知，该头骨具有一条愈合横向骨缝。”（图

２ａ）。但是笔者未在 ２号头骨模型中观测到上述横
向骨缝的愈合痕迹。其他学者亦对北京直立人 ２号
头骨是否具有印加骨存于疑虑：Ｌａｈｒ［１３］在文中转述
北京 直 立 人 印 加 骨 特 征 时，写 到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
（１９４３ａ）发现五例北京猿人头盖骨中有四例具有印
加骨（Ｘ，ＸＩ，ＸＩＩ，ＩＩ？）”，而在 ２号头骨后侧标注有
问号；吴新智

［１２］
指出北京猿人６具头盖骨中３具有

印加骨。可即便在化石标本中展现出骨缝愈合的痕

迹，也很难将其归因于印加骨的出现。

图 ３　假缝示意图（ａ，引自 Ｔｕｂｂｓ等［１６］
）、北京直立人 １０号头骨左侧 （ｂ）和右侧 （ｃ）假缝（下侧箭头指示假缝，

上侧箭头指示人字缝）以及北京直立人 １１号头骨中印加骨形态 （ｄ）（下侧箭头指示枕横缝，上侧箭头指示人字缝）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ｄｏｓ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ａ，Ｔｕｂｂｓ，ｅｔａｌ．［１６］），ｔｈｅｌｅｆｔ（ｂ）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ｃ）ｍｅｎｄｏｓ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ｏｍｏ

ｅｒｅｃｔｕ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ｋｕｌｌⅩ：ｉｎｆｅｒ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ｅｎｄｏｓ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ａｒｒｏｗ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ｌａｍｂｄｏｉｄ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ｉｎｃａｂｏｎ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Ｈｏｍｏｅｒｅｃｔｕ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ｋｕｌｌⅪ （ｄ），ｉｎｆｅｒａｒｒｏｗ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

　　　　　　　 ｔｈｅｌａｍｂｄｏｉｄ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ｓ

枕横缝的愈合异常会导致两种性状———假缝和

印加骨的出现。假缝一般起自星点附近区域的人字

缝内侧，在上项线上侧位置处向内侧走行，多为两侧

对称发生
［１６］
（图 ３ａ）。刘俊刚等［１７］

应用 ＣＴ扫描儿
童枕骨鳞部，共发现 ２３例假缝。这些假缝自人字缝
沿枕骨鳞部最上项线向内延伸至外 １／３处，外宽内
窄，两侧对称发生，常见于 ４个月以内的小婴儿。
Ｍａｎｎ等［１８］

和 Ａｎｔóｎ［１９］认为假缝在胎儿出生后开始
愈合，约在２岁或４岁时完成愈合，但 Ｔｕｂｂｓ等［１６］

在

８例成年（＞３０岁）个体头骨中观测到假缝的存在。笔

者未在２号头骨左侧星点内侧区域观测到假缝或假
缝的愈合痕迹，因而可以排除假缝的可能性。即便真

如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所示，这例骨缝是由完整型横向骨
缝（贯通两侧人字缝）愈合异常所致，那这条骨缝所在

位置仍存在疑问。北京直立人头骨常发育有枕骨圆

枕，呈一宽条状骨质隆起，中央部高度隆起，向外侧延

伸至枕鳞的左右星点区，而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在图 ２ａ
展示这条骨缝处于枕骨圆枕区域。但在现代人中，完

整型印加骨下侧缘横向骨缝处于最上项线或枕外隆

突上侧。结合刘武等
［２０］
的观点即枕骨圆枕是由上项

线和最上项线融合形成，我们认为北京直立人枕横

缝出现的合理位置应在枕骨圆枕上侧（如 １１号头骨
所示），而非枕骨圆枕区域。因此，北京直立人 ２号
头骨并不存在印加骨。

１０号头骨星点内侧各存在一条长约 １５ｉｍｍ的
假缝（图３ｂ和３ｃ）。一长约４８３ｉｍｍ横向裂缝与左
侧假缝相接，向内侧行至中线位置止于正中矢状裂

隙，然后第二处横向裂缝（长 ２７９ｉｍｍ）继续向外侧
走行， 却 未 与 右 侧 假 缝 向 相 接 （图 ２ｂ）。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１］认为这两处横向裂缝并非是由头骨
破碎造成的，而指向横向骨缝的存在。从上文可

知，若１０号头骨存在枕横缝这一特征，其位置应在
枕骨圆枕上方。考虑到这两处横状裂缝边缘较为整

齐，笔者认为这两处横向裂缝更可能是颅骨在受地

层挤压导致变形的过程中形成，而与枕横缝愈合异

常无关。当头骨受地层挤压时，处于枕、项平面的

３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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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骨转折位置处就成为应力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

而枕骨圆枕区域的骨壁厚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因

而位于枕骨圆枕稍下方区域就成为易破裂区。因

此，北京直立人 １０号头盖骨存在真正印加骨的证
据并不确凿充分。

１１号头骨的人字缝区域显现一例三角状缝间
骨，其 中 左、右 侧 骨 缝 分 别 长 约 ３７７ｉｍｍ 和
４２０ｉｍｍ，约占人字缝长度的一半（图 ２ｃ和 ３ｄ）。
这块 缝 间 骨 下 缘 横 向 骨 缝 距 枕 圆 枕 中 点 约

２７１ｉｍｍ，占枕骨枕平面上半部区域，所以将其归
为印加骨较为恰当。在 １２号头骨模型人字缝尖稍
后侧区域同样可见一三角状的缝间骨，左、右侧骨

缝分别长约 ３３１ｉｍｍ和 ２８８ｉｍｍ，约占人字缝长的
１／３（图 ２ｄ）。下侧骨缝至枕骨圆枕中央位置约
３２７ｉｍｍ，明显超出枕鳞上部中线位置，将其归入
该前顶间骨更为合适。但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１２
号头骨模型中该缝间骨与枕骨相接的下侧骨缝边缘

较为光滑。此外，Ｔｈｏｍａ［２１］同样将北京直立人 １２
号头骨中人字缝尖下的缝间骨归入前顶间骨，而非

印加骨。

大荔古人类头骨的枕鳞右上部缺失，但在左上

部区域存留一块缝间骨残片，高度和宽度约

２００ｉｍｍ［２２］，下侧横向骨缝长约 ２０２ｉｍｍ（图 ４ａ）。
笔者认为大荔缝间骨下缘明显高于枕鳞上部中线位

置，暗示存在前顶间骨而非印加骨。１９７６年发现丁
村幼儿顶骨后上部即人字缝和矢状缝转角位置处似

乎缺失一角，但顶骨后缘和上缘的锯齿保持完

（图 ４ｂ）。吴新智［２３］
提出丁村古人类可能存在三角

型印加骨，但刘武等
［１５］
在描述丁村顶骨时将印加骨

这一术语调整为顶枕缝间骨。结合丁村标本属于幼

儿个体，笔者认为丁村顶骨中的人字缝和矢状缝形

态很难提供指向性信息表明该顶骨所属个体拥有印

加骨，这可能是骨缝正常形态或尺寸较小的顶枕缝

间骨或前顶间骨。同一现象亦见于许家窑地点的 ６
号（图 ４ｃ）和 １０号顶骨（图 ４ｄ）。吴新智［２３］

提及这

两件顶骨后上角有天然缺刻，且 １０号顶骨缺刻范围
大于 ６号顶骨，这很可能暗示许家窑早期智人具有
印加骨这项性状。据笔者观察近 ２０例印加骨馆藏
标本和广泛阅读文献后，发现典型或者其他类型的

印加骨出现并不会伴随顶骨后上角的缺刻，当然不

排除这是由笔者观察标本较少所致。但从发育机制

的角度来看，印加骨是由枕骨内部骨化中心的愈合

异常所致
［３～４］
，这意味着印加骨与顶骨相接处的人

字缝应保持常见形态。因此，将人字缝和矢状缝连

接区域的这种顶骨特殊形态与印加骨联系起来似乎

并不恰当，更可能归因于额外骨外中心的出现（人

字点骨或前顶间骨）影响了人字缝尖区域的骨缝形

态。整体而言，丁村和许家窑地点的顶骨化石形态

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 ３件顶骨标本所属
个体具有印加骨，下缘横向骨缝才是提示印加骨或

前顶间骨是否存在的关键性特征。

石沟枕骨上缘是一条长约 ５２０ｉｍｍ的横向骨
缝，从左侧向右侧轻微斜向下走行（图 ４ｅ）。笔者
基于以下两项特征，认为石沟枕骨所属个体可能伴

有一完整型印加骨：１）横向骨缝下紧邻最上项线；
２）枕骨右下侧残留的枕乳缝意味该横向骨缝与星
点区域相接近。穿洞古人类 ２号头骨中左侧枕鳞上
部残留一段横向骨缝，这段骨缝所处位置明显高于

人字点和枕骨圆枕间的中线位置，表明穿洞 ２号头
骨可能具有前顶间骨（图 ４ｆ）。丽江古人类头骨［２４］

在人字缝尖区域存在一近似倒三角状的缝间骨，长

约 ３３５ｉｍｍ，高约 ３０７ｉｍｍ（图 ４ｇ）。鉴于这一缝
间骨对两侧顶骨和枕骨顶部形态均有影响，将其归

为人字点骨更为合适。

此外，笔者在观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

人类研究所馆藏人类头骨标本和模型时，发现

ＯｌｅｎｊｙＯｓｔｒｏｗ（ＡＮ６１７）头骨模型（图 ４ｈ）的枕骨枕
鳞区展示出一特殊形态的骨缝结构。这条骨缝长约

４７５ｉｍｍ，呈水平走行，但该骨缝未能贯穿枕骨鳞
部仅与左侧人字缝相接。虽然这例骨缝位于人字缝

尖和枕外隆突间的中线位置，但鉴于其未将枕骨顶

间部与其他部分完全分隔开，表明这一头骨并未存

在印加骨，而为单一完整的枕骨。由此可见，即便

在某一头骨枕鳞中部显示出横向骨缝，但若这一骨

缝结构未能保存完整，我们仍需慎重考虑这件标本

所属个体是否具有印加骨。

国外古人类头骨亦显示多例前顶间骨或印加骨

（图 ５）。目前，国外研究中报道 ３例头骨具有前顶
间骨：Ｔｈｏｍａ［２１］指出 Ｖéｒｔｅｓｓｚｌｌｓ枕骨鳞部上侧出现
一横向骨缝，将一三角形骨块与枕骨相隔；Ｎｄｕｔｕ头
骨人字缝尖下侧可见一不对称三角形缝间骨

［２２］
；希

腊佩特拉罗纳Ｃｌｅｍｏｎｔｓｉ洞穴中的Ｐｅｔｒａｌｏｎａ头骨人字
缝尖下侧可见一近似矩形的缝间骨

［２３］
。Ｂｏａｚ和

Ｈｏｗｅｌｌ［２５］报道一例古人类头骨 Ｌ８９４－１中的 ｌｔ残片
中可见三处骨缝汇聚在一起，但这一区域并非是星点

区，结合骨片的平坦程度表明这件骨块是由枕骨枕鳞

和右侧顶骨组成。从头骨 ｌｔ碎片中的横向骨缝可推
断 Ｌ８９４－１头 骨 可 能 具 有 假 缝 或 印 加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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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大荔头骨 （ａ）、丁村顶骨 （ｂ）、许家窑Ⅵ顶骨 （ｃ）、许家窑Ⅹ顶骨 （ｄ）、石沟枕骨 （ｅ）、

穿洞 ２号头骨 （ｆ）［１５］、丽江头骨 （ｇ）和 ＯｌｅｎｊｙＯｓｔｒｏｗ头骨 （ｈ）

Ｆｉｇ４　ＶｉｅｗｏｆＤａｌｉｓｋｕｌｌ（ａ），Ｄｉｎｇｃｕｎ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ｂｏｎｅ（ｂ），ＸｕｊｉａｙａｏⅥ 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ｂｏｎｅ（ｃ），ＸｕｊｉａｙａｏⅩ 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ｂｏｎｅ（ｄ），

Ｓｈｉｇｏｕ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ｂｏｎｅ（ｅ），ＣｈｕａｎｇｄｏｎｇⅡ ｓｋｕｌｌ（ｆ）［１５］，Ｌｉｊｉａｎｇｓｋｕｌｌ（ｇ）ａｎｄＯｌｅｎｊｙＯｓｔｒｏｗｓｋｕｌｌ（ｈ）

图 ５　Ｖéｒｔｅｓｓｚｌｌｓ枕骨 （ａ）［２８］、Ｎｄｕｔｕ头骨 （ｂ）［２９］、Ｐｅｔｒａｌｏｎａ头骨 （ｃ）［３０］和 Ｓａｃｃａｐａｓｔｏｒｅ头骨 （ｄ）［３１］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Ｖéｒｔｅｓｓｚｌｌｓ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ｂｏｎｅ（ａ）［２８］，Ｎｄｕｔｕｓｋｕｌｌ（ｂ）［２９］，

Ｐｅｔｒａｌｏｎａｓｋｕｌｌ（ｃ）［３０］ａｎｄＳａｃｃａｐａｓｔｏｒｅｓｋｕｌｌ（ｄ）［３１］

Ｍｉｚｏｇｕｃｈｉ［２６］在提及澳大利亚东南部的 Ｋｅｉｌｏｒ头骨
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例头骨具有尺寸较大的印

加骨，以至于人字点的位置都不能够精确定位

（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９）”；Ｈａｎｉｈａｒａ和Ｉｓｈｉｄａ［２７］在文中提及Ｄｅ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发现在南非早期现代人头骨展现出印加骨。
此外，尽管 Ｂａｅ［１４］认为 Ｓａｃｃａｐａｓｔｏｒｅ头骨具有印加骨，

但从图 ５ｄ不难看出这例头骨在人字点附近展示出多

块顶枕缝间骨，且对两侧顶骨和枕骨形态均有扰动，

因此不宜归入印加骨。笔者认为即便印加骨和部分

前顶间骨的发育机制相同———由枕骨鳞部骨化中心

愈合异常所致，两者可归为同一类型骨骼，且不考虑

古人类是否为生存在某一固定区域内的同一族群，

仍难看出中国古人类（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个体拥有

印加骨的频率高于国外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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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在多地区连续进化及附带杂交假说中［３２］
，印加骨

常作为一项重要的连续性性状，用以支持中国更新世

古人类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但前人关于中国古人

类印加骨的研究均较简略，缺少具体的形态描述与鉴

定分类标准，这为后续对比研究带来一定的困惑。本

文对相关古人类头骨化石开展更为细致的研究后，发

现北京直立人 １１号头骨和石沟枕骨所属个体拥有印
加骨，而北京直立人１２号头骨、大荔头骨和穿洞２号
头骨具有前顶间骨。北京直立人２号中骨缝愈合痕迹
和１０号头骨中的横向骨缝并非是枕横缝，可能是与地
质埋藏相关，表明这两例头骨并不存在印加骨。丁村

和许家窑地点的３例顶骨化石展现出的后上角缺刻特
征，应与额外骨化中心的出现密切相关而非由枕骨骨

化中心的愈合异常所致，因而将其与印加骨相联系并

不恰当。故此，本文认为中国更新世古人类印加骨的

出现频率并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当骨缝保留极少或者并不完整

时，我们仍需谨慎考虑标本所属个体是否真的具有印

加骨或前顶间骨。希望更多古人类化石标本的出现及

枕骨和印加骨发育机制的深入探索，为印加骨形态和

发生频率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这对了解中国古

人类的体质特征以及演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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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感谢刘文辉同学在模型拍照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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