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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绿洲地区文化遗存丰富，考古遗址众多，是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人活动的重要场所。随着考古工作

的开展，绿洲区古人生存环境的研究正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与内陆河型绿洲相比，在天山南北山前洪（冲）积扇

缘绿洲区开展的环境考古工作较少。文章对位于西天山洪积扇前缘绿洲的泉水沟青铜时代遗址（３５００ａＢ．Ｐ．）进

行了地貌与地层调查、沉积物年代测定，以及粒度、磁化率、色度分析，初步探讨了遗址区的地貌和古环境演变

历史。结果表明，１）泉水沟遗址位于阿拉套山南麓洪积扇前缘的老洪积扇台地上；２）更新世末期（距今 ２０～１０

万年）台地上部沉积了厚达 ５ｍ的冲洪积物，早全新世（距今 １００００～９０００年）靠近台地顶部发育一层厚约 １ｍ的

黑褐色湖沼相地层，推测其为气候变干导致洪积扇退积收缩，此区域成为扇缘地下水溢出带所致；３）距今 ３５００

年前后的青铜时代，泉水沟古人曾一度在此活动，并有意识地选择具有较肥沃的古沼泽土壤和泉水湖沼等水源出

露的低海拔绿洲生活，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并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青铜冶铸等手工业活动；４）之

后，洪积扇再次扩张，导致遗址被随后的泛洪沉积覆盖。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西北干旱区洪积扇缘绿洲先民活动的

环境适应性和古丝绸之路的人地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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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绿洲是我国西北干旱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主要地貌单元。在新疆地区的山前洪积扇下部泉水

溢出带附近、内陆河两岸的低阶地及尾闾地带，以

及环湖平原等水源丰富地区发育了大片绿洲
［１］
。

目前，在新疆的绿洲地区已发现了大量青铜－早期
铁器时代（４５００～２５００ａＢ．Ｐ．）的遗址和墓地，包括
东天山哈密绿洲盆地的天山北路墓地

［２］
、巴里坤兰

州湾子石构建筑遗址
［３］
、焉不拉克墓地

［４］
、柳树沟

遗址
［５］
、五堡墓地

［６］
、艾斯克霞尔墓地

［７］
等，位于

伊吾河下游淖毛湖盆地的海子沿遗址
［８］
、托背梁墓

地
［９］
、南湾墓地

［２］
等，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

地
［１０］
、古墓沟墓地

［１１］
、新塔拉遗址

［１２］
等，表明绿

洲是这一时期先民生活的重要场所。作为一种非地

带性景观，绿洲的存在依赖于山地降水和冰雪融水

所形成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其

进退受气候变化和构造活动共同影响。全新世以

来，特别是历史时期，又受人类活动及河湖演变的影

响
［１］
。因此，对绿洲进退消长等变化的研究，对于理

解生活在此的古人类文化兴衰及人地关系等具有重

要意义，也能为进一步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１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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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
［１４～１５］

等当前热点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是新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

重要阶段，大致对应全新世晚期前段。目前在新疆

已经开展了较多基于湖芯、泥炭、黄土、树轮、石笋

等不同地质记录的全新世古环境研究
［１６～２３］

，如古丝

绸之路天山沿线多个湖泊岩芯记录均表明本区早全

新世气候较干旱，中全新世湿度增加，距今 ４０００年以
来的晚全新世湿度达到最大

［１５］
。西北干旱区绿洲古

环境演化的研究也较多
［２４～２９］

，但针对绿洲古遗址开

展的环境考古研究还比较有限，已有的工作主要集中

在塔里木盆地，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３０～３４］

。如对小

河墓地的研究显示，４８～３５ｋａＢ．Ｐ．是本区湖泊水
量丰富和连续存在的时期，与小河先民生活的时段相

对应
［３０］
；对罗布泊沉积物的分析表明，楼兰王国的衰

落是由人为原因导致沙漠绿洲恶化所引起的环境灾

难造成，而非气候变化的影响
［３１～３２］

；也有学者认为楼

兰地区小冰期的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古塔里木河迁

移、改道造成的
［３３］
；杨小平等

［３４］
最近在塔里木盆地

的研究表明，塔克拉玛干沙漠自晚更新世以来至少

经历过３个相对湿润的时段，其中距今 ２０００年前后
的晚全新世湿润期可能与尼雅遗址、圆沙古城的兴

盛有关。目前新疆的环境考古研究多集中在内陆河

流域或沙漠地区的绿洲，而涉及天山山麓洪积扇缘

绿洲的研究较少，影响了对这一地貌部位绿洲古人

生存环境的理解。

阿拉套山南麓洪积扇前缘绿洲区发现的泉水沟

遗址是西天山地区目前发掘的位于扇缘绿洲的唯一

青铜时代遗址，考古研究表明其为重要的青铜时代

晚期青铜冶铸聚落
［３５］
。本文拟通过对泉水沟遗址考

古发掘地层及其附近洪积－湖沼相自然地层的光释光
年代测定、沉积物古环境指标分析等，研究泉水沟古

人生活的地貌水文环境和遗址地层形成过程，初步

探讨泉水沟先民和古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１　区域概况、遗址地貌部位和考古发
掘情况

１１　区域自然地理概况

　　泉水沟遗址地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双河
市，南距博乐市约 ７ｋｍ，坐标为 ４４°５８′１６５０″Ｎ，
８２°０２′３３５７″Ｅ；海拔 ６１６ｍ。本区位于欧亚大陆腹
地的天山北麓西段，属于北天山地槽褶皱带，因受

纬向构造控制，地质构造线均为东西向发育。主要

地层包括下石炭统、上石炭统和第四系，其中第四

系非常发育，包括中－上更新统冲洪积堆积层
（Ｑａｐｌ２－３）、上更新统－全新统冲洪积堆积层（Ｑ

ａｐｌ
３－４）以

及全新统沼泽沉积层（Ｑｈ４），主要分布于区域内南

北两侧及中部平缓地带
［３６］
。本区地势由西向东倾

斜，西、北、南三面环山，由北、南两侧的阿拉套

山、婆罗科努山以及中部的博尔塔拉谷地和东部的

艾比湖盆地这 ３个较大的地貌单元组成，区内高
山、中山、低山丘陵和平原谷地呈阶梯状分布

（图 １ａ）。主要河流为博尔塔拉河，长 ２５２ｋｍ，流
域面积 １５９４６ｋｍ２，自西向东流经温泉县、博乐市、
精河县，最后注入艾比湖。

本区位于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属北温带

大陆性干旱气候，温差很大，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降水稀少且分布不均，蒸发量大，光照充足。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年均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极

端最高温达 ４４２℃，极端最低温为－３７℃，年均降
水量 ９０～５００ｍｍ，太阳总辐射年均 ５３９０～５７００
ＭＪ／ｍ２［３７］。区域内土壤和植被具有明显的垂直地
带性特征，土壤包括风沙土、灰棕漠土、灰漠土、草

甸土、潮土、灌耕土、沼泽土、盐土等类型
［３８］
。植

被 带 包 括 为 以 苔 草 属 （Ｃａｒｅｘ）、 委 陵 菜 属
（Ｃｏｍａｒｕｍ）、 石 竹 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蒿 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等植被为主的高山和亚高山草甸草原
带，以 金 露 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Ｌ．）、爬 地 柏
（Ｓａｂｉｎａ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云杉属（Ｐｉｃｅａ）为主的森林灌
丛和灌丛草原带，以及以蒿属、羊茅属（Ｆｅｓｔｕｃａ）、
白刺属（Ｎｉｔｒａｒｉａ）、灰藜属（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ｂｕｍ）为
主的荒漠草原植被带

［３９］
等。博尔塔拉河中下游为

博尔塔拉州重要农业区，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苜

蓿等农作物。

１２　泉水沟遗址的地貌部位

　　博尔塔拉河中游段南北两侧分别为库松木契克
山和阿拉套山。北部阿拉套山山前发育了温泉－博
乐逆冲挤压大断裂

［４０～４１］
，延伸 １８０ｋｍ以上。在地

质构造的影响下，博尔塔拉河南岸主要为中低山至

丘陵区地貌；北岸地壳相对下降，接受了巨厚的新生

界碎屑沉积物，尤其是第四系冲洪积物，形成了北高

南低由山前至博尔塔拉河的倾斜平原地貌
［４２］
。

泉水沟遗址位于此倾斜平原中部，北距洪积扇

顶约 １６ｋｍ，南距博尔塔拉河约 ８５ｋｍ（图 １ｂ）。
区域等高线地图（图 １ｂ）明显可见泉水沟遗址北部
为一典型阿拉套山南麓山前洪积扇。此扇由发源于

阿拉套山的河流所携带的大量砾石和泥沙堆积而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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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泉水沟遗址地貌位置及区域典型剖面
（ａ）百度卫星地图显示泉水沟遗址的位置；（ｂ）区域等高线图及洪积扇、洪积台地、Ｔ１阶地等地貌单元，及泉水沟遗址的位置；

（ｃ）现代洪积扇中部出露的砂砾石层；（ｄ）泉水沟遗址所在的细土区出露的洪积－湖沼相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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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南北长约 １１ｋｍ，东西最宽处 １３ｋｍ，面积约

１００ｋｍ２，纵坡度约 ５°，扇面平坦完整，自北向南缓
缓倾斜；扇顶粗砾沉积带是山区河流渗入地下水补

给带，扇体巨厚砾岩和砾石层是地下水径流带，而

扇缘细土带则是地下水溢出带
［４３］
。洪积扇西侧有

一条目前的主要河流———保尔德河，它发源于阿拉

套山南坡，由北向南穿过博乐市注入博尔塔拉河，

是博尔塔拉河北岸较大支流之一。

现代洪积扇外侧的细土区至博尔塔拉河谷为现

代绿洲区（图 １ａ和 １ｂ）。其中由洪积扇向外 ５～

６ｋｍ为被现代洪积扇叠压之下的老洪积扇台地，此
台地是由于老洪积扇南部被博尔塔拉河东西向切割

而形成。台地属于老洪积扇缘细土区沉积，与构成

北部现代洪积扇中部出露的粗粒砂砾石不同（图 １ｃ
和 １ｄ）。根据 １

!

２５００００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
此洪积台地主要为上更新统－全新统沉积物［４４］

。台

地以南是目前博乐市所在地，博尔塔拉河从博乐市

中心东西向穿过，两侧分布着拔河高度约３～５ｍ的

Ｔ１阶地（图 １ｂ和图 ２）。
泉水沟遗址就坐落在现代洪积扇前缘的老洪积

扇台地上（图 １ｂ和图 ２）。台地南部被多条西
北－东南向的冲沟切割得支离破碎，这些冲沟是潜

水溢出和向下游汇聚排泄的主要通道（图 １ｂ）。推
测可能由于南部博尔塔拉河下切，降低了老洪积台

地南部区的侵蚀基准面，从而使得该区的洪积扇台

地被侵蚀成一些小型台地。泉水沟遗址位于其中一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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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泉水沟遗址所在区域南北向地形剖面

Ｆｉｇ２　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个三角形小台地的东北角（图 １ｂ）。此三角形台地
呈西北－东南向，东西宽 ０５～１０ｋｍ不等，南北长
约 ３ｋｍ，面积约 ４ｋｍ２。其中台地东侧冲沟源头由
两条支沟汇聚而成，泉水沟遗址的发掘区主要位于

东侧支沟（Ｇ１）两侧，这条支沟南北长约 ３５０ｍ，东
西宽约 ３０～１００ｍ。在 Ｇ１的西侧有另一条呈西
北－东南向的支沟（Ｇ２），两条支沟在遗址南汇合，
将遗址西部高台地切割为三角形（图 ３ｂ）。

图 ３　泉水沟遗址考古发掘探方和采样剖面分布及采样剖面照片
（ａ）遗址照片及 Ｇ１沟两侧剖面上的 Ｐ１、Ｐ２、Ｐ３采样位置；（ｂ）遗址所在区域卫星影像及各探方和剖面的位置；

（ｃ）Ｐ２剖面地层划分及年代；（ｄ）Ｐ３剖面地层划分及 ＯＳＬ年代；（ｅ）Ｐ３剖面①～③层剖面细节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ｑｕａｒｅ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ａ）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１，Ｐ２ａｎｄＰ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Ｇ１；（ｂ）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ｃ）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２；

　　　　　　　 （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３；（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３

１３　泉水沟遗址考古发掘情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考古队对泉水沟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钻探

表明遗址范围超过 ３０ｋｍ２，考古发掘揭露总面积共
５００ｍ２。初步确定 Ｇ１冲沟西侧台地为居址区，东
侧为墓葬区，发掘出约 １００ｍ２带基槽的方形土石
墓围，中央发掘出两座竖穴土坑墓

［３５］
（图 ３ａ和

３ｂ）。考古初步研究认为泉水沟墓葬和居址大体同

时，年代为距今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年［４５］
。遗址出土的陶

大口罐、铜镰、铜泡，方形墓围、屈肢葬、火葬习俗

等显示其主体为安德罗诺沃文化传统；另外发现有

青铜炼渣、坩埚、铜矿石，表明泉水沟遗址为本区

重要的青铜冶铸聚落
［３５］
。

２　野外采样和实验方法

２１　野外采样情况

　　考古发掘区以支沟 Ｇ１为界分为两区：沟西为
Ⅰ区，布有 ６个 ５ｍ×５ｍ的探方（２０１６ＢＱＩＴ１～
２０１６ＢＱＩＴ６）；沟东为Ⅱ区，布 １个 １４ｍ×１４ｍ的控
制方（２０１６ＢＱＩＩＴ１）（图 ３ａ和 ３ｂ）。野外发现 Ｇ１两
侧沟壁剖面均出露 ５～１０ｍ厚的冲洪积物，为黄
色－棕黄色粉砂或粘土质粉砂，可见明显水平层理
和锈斑，推测其是由洪积作用对黄土进行再次搬运

而形成的水成次生黄土
［４６～４７］

，其间可能偶尔夹杂少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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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风成黄土。为了便于叙述，在本文中将其统称为

洪积黄土或洪积相
［４２］
。洪积相上部普遍可见一层

厚约 ０５～１５ｍ的黑褐色湖沼相沉积（沉积特征见
表 １剖面描述）（图 １ｄ和图 ２）。在 Ｇ１北壁、西壁
分别选取两个自然剖面 Ｐ１、Ｐ３（图 ３ａ、３ｂ、３ｄ和
３ｅ），它们的研究厚度分别是 １２５ｃｍ和 ５０５ｃｍ（深
度 １５～５２０ｃｍ）；在沟西Ⅰ区的考古发掘探方
２０１６ＢＱⅠＴ１北壁上选取文化层剖面 Ｐ２（图 ３ａ～
３ｃ），研究深度从 ８～１３３ｃｍ，厚 １２５ｃｍ。共采集光
释光年代样品 ４个，沉积物样品 ７５个（间隔 ５ｃｍ
连续采样）。具体剖面描述和各剖面长度、采样深

度见表 １。

表 １　泉水沟遗址 Ｐ１～Ｐ３剖面沉积特征、沉积相和采样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１～Ｐ３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

剖面 层位 深度（ｃｍ） 描述 ＯＳＬ样品／深度 沉积物样品 沉积相

Ｐ１

① ０～２０ 棕黄色粘土质粉砂，为现代扰动土 ＱＳＧＰ１－１～ＱＳＧＰ１－４ 扰土层

② ２０～５０
黑褐色粘土质粉砂，较疏松，有机质含量较

高，细看含水平层理，质地较均匀
ＱＳＧ１／２５ｃｍ ＱＳＧＰ１－５～ＱＳＧＰ１－１０ 湖沼相

③ ５０～９５
棕黄色粉砂质粘土，细看有水平层理，含灰

色团块，质地坚硬，松散后呈棱块状
ＱＳＧＰ１－１１～ＱＳＧＰ１－１９ 湖沼相

④ ９５～１２５
黄色粉砂质粘土，质地均匀，坚硬，含水平

层理，有少量水锈
ＱＳＧＰ１－２０～ＱＳＧＰ１－２５ 洪积相

Ｐ２

① ８～３８ 棕黄色粘土质粉砂，含现代植物和农作物根系 耕土层

② ３８～５８
棕黄色粘土质粉砂，含虫孔（往下逐渐增

多），含白色粉末状硝碱，含黑色碳屑团块，

包含陶片、动物骨骼、铜片、石头等

文化层

③ ５８～１０８
黑褐色粘土质粉砂，含白色粉末状硝碱，含

大量虫孔，包含陶片、动物骨骼、石磨盘等
ＱＳＧ２／６５ｃｍ 文化层

④ １０８～１３３
黑褐色粘土质粉砂，发灰，较硬，有虫孔，

含棕褐色团块和灰色团块
生土层

Ｐ３

① １５～５０ 棕黄色粘土质粉砂，具水平层理 ＱＳＧＰ３－１～ＱＳＧＰ３－７ 洪积相

② ５０～１６５
黑褐色粉砂质粘土，质地坚硬，破裂成棱块

状（判断为湖沼干涸层顶部）；底部 ３０～
３５ｃｍ夹杂白灰色棱块粘土（湖相）

ＱＳＧ３－２／１００ｃｍ ＱＳＧＰ３－８～ＱＳＧＰ３－２２
湖沼相（５０～１２０ｃｍ为湖
沼相；１２０～１６５ｃｍ为湖
相）

③ １６５～２０５
浅黄色粉砂质粘土，含大量水锈（黄红色），

含粘土较多，较硬
ＱＳＧＰ３－３１～ＱＳＧＰ３－３８ 洪积相（弱水动力）

④ ２０５～２６５
浅黄色粉砂，含大量水锈（黄红色），砂质增

多，较松散
ＱＳＧＰ３－３９～ＱＳＧＰ３－５０ 洪积相（较强水动力）

⑤ ２６５～５２０ 棕红色－红褐色粉砂质粘土，具有水平层理 ＱＳＧ３－９／５２０ｃｍ 洪积相

２２　实验方法

　　野外采集的年代样品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年代学实验室进行了光释光测年，沉积物样品在中

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第四纪地质与环境实

验室进行了粒度分析，在北京联合大学环境考古实

验室进行了磁化率和色度分析。

由于所采样品多为粒径较细的粘土质粉砂或粉

砂，因此光释光测年中对所采样品提取细粒（４～

１１μｍ）石英进行等效剂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ｄｏｓｅ，简称
Ｄｅ）测量。先用浓度为 ３０％的双氧水（Ｈ２Ｏ２）和
１０％的稀盐酸（ＨＣｌ）分别去除有机质和碳酸盐类化
合物，然后用 Ｓｔｏｋｅｓ沉降原理提取特定粒径的样
品，用氟硅酸（Ｈ２ＳｉＦ６）刻蚀细粒样品，最后用红外

释光检验长石是否除净。采用单片再生剂量法
［４８］

（ＳＡＲ）测定等效剂量，测年仪器为丹麦 Ｒｉｓ国家实
验室所产的 ＴＬ／ＯＳＬＤＡ２０型自动释光测量仪。样
品中 Ｕ、Ｔｈ、Ｋ的含量用中子活化分析（北京师范
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测量。由于采样剖面位于西北

干旱区且长时间暴露，剖面中的沉积物已失去了部

分含水量，所以年龄计算时样品的含水量设置为

１０±５％。环境剂量率结合所采样品的经纬度、海拔、
含水量和元素含量等信息通过在线工具 ＤＲＡ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ｂｅｒ．ａｃ．ｕｋ）进行计算。

粒度分析样品前处理过程如下：１）首先进行实
验性测试，以获得不同岩性样品的最佳称重范围，

将低温烘干（风干）的样品用电子天平称取适量，放

入 ２００ｍｌ的烧杯中，标明样品编号；２）加入 １
!

３的
双氧水（Ｈ２Ｏ２）以除去有机质，视反应情况加入至

过量；３）加入去离子水至 １５０ｍｌ，加热溶液至沸腾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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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静置冷却，以除双氧水；４）加入过量盐酸（ＨＣｌ），
以除去碳酸钙，之后加入去离子水至 １５０ｍｌ，加热
至沸腾；５）静置 ２４ｈ，用虹吸法除去上层清液以洗
酸；６）抽取清液后，加入 ００５ｍｏｌ／Ｌ的六偏磷酸钠
（（ＮａＰＯ３）６）１０ｍｌ作为分散剂，再加去离子水至

１５０ｍｌ后，放入超声波振荡器中震荡 １０ｍｉｎ。之后
使用英国 Ｍａｌｖｅｒｎ公司的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激光粒度
仪进行上机测试。

表 ２　泉水沟遗址光释光年代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

野外编号 实验室编号 所属剖面 采样深度（ｃｍ） 沉积相 剂量率（Ｇｙ／ｋａ） 等效剂量（Ｇｙ） 光释光年龄（ｋａ） 年龄误差（ｋａ）

ＱＳＧ１ ２０１９０３０３ Ｐ１ ２５ 湖沼相 ３．１９±０．１４ ２８．１３±２．２３ ８．８３ ０．７９

ＱＳＧ２ ２０１９０３０４ Ｐ２ ６５ 文化层 ３．１４±０．１３ ４９．６０±４．３１ １５．８１ １．５３

ＱＳＧ３２ 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Ｐ３ １００ 湖沼相 ３．０４±０．１３ ３２．６２±４．２５ １０．７４ １．４７

ＱＳＧ３９ ２０１９０３０２ Ｐ３ ５２０ 洪积相 ３．０２±０．１３ ５８．９７±５．５８ １９．５０ ２．０３

磁化率使用交变磁场强度约为８０Ａ／ｍ的英国
Ｂ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ＭＳ２型磁化率仪进行测试分析。测量前，
先用研磨钵把烘干的样品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

下碾碎，然后用电子天平称量 １０ｇ包进保鲜膜进行
测量。在仪器状态稳定的前提 下，选 择 低 频

（０４７ｋＨｚ）和高频（４７ｋＨｚ）分别测得样品的低频和
高频磁化率。高、低频磁化率均重复测试 ６次，计
算其算术平均值得到低频质量磁化率（ｌｆ）和高频

质量磁化率（ｈｆ）（１０
－８ｍ３／ｋｇ），并通过公式 ｆｄ％＝

（ｌｆ－ｈｆ）／ｌｆ×１００％计算得到百分频率磁化率
（ｆｄ％）的值。

色度分析以 １９７６年国际照明委员会颁布的
ＣＩＥＬＡＢ表色系统为依据，测试仪器为 ３ｎｈＮＨ３１０
色差计。首先将样品置于恒温干燥箱中 ４０℃条件
下烘干并研磨至 ２００目以下。进行仪器校正后，取
３～５ｇ样品置于粉末测试盒内压平，保证背景光源
恒定，每个样品重复测量 ３次，取平均值。

３　结果和分析

３１　光释光年代分析

　　光释光测年结果表明（表 ２），Ｐ１剖面第②层
湖沼 相 顶 部 （深 度 ２５ｃｍ）的 年 代 为 ８８３０±
７９０ａＢ．Ｐ．，Ｐ３剖面第 ② 层湖沼相底部 （深度
１００ｃｍ）的年代为 １０７４０±１４７０ａＢ．Ｐ．（图 ３ｄ）。由
于 Ｐ１和 Ｐ３均为自然剖面，且两个数据年代相近，
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年代反映了黑褐色湖沼层形成

的时间，即距今 １０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前后的早全新世。
Ｐ２剖面第③层顶部样品 ＱＳＧ２的年代为１５８１０±

１５３０ａＢ．Ｐ．（表 ２和图 ３ｃ），比其他两个自然沉积剖
面的样品年代要老。根据野外对 Ｐ２剖面第③ ～

④层的观察，发现其为黑褐色粘土质粉砂，与其他
剖面顶部湖沼相地层类似，且层位深度也吻合，因

此推测其大致对应区域普遍存在的湖沼相地层。但

是 Ｐ２剖面第③层属于人类文化层，其中出土了较
多的青铜时代遗物（未正式发表）。野外剖面观察

发现其沉积较乱，黑褐色沉积物中夹有大块黄色团

块、包含大量虫孔、碳屑等，表明其在原始自然沉

积物形成后经过了较多后期人类扰动。因此，推测

Ｐ２剖面可能由于人类活动对地层的翻动，致使上
下沉积物混合；且在翻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足够时

间曝光，致使光释光信号晒退不彻底
［４９］
，因而导致

测年数据偏老。

Ｐ３剖面第③ 层底部 （深度 ５２０ｃｍ）处样品

ＱＳＧ３９的 年 代 为 １９５００±２０３０ａＢ．Ｐ．（表 ２和

图 ３ｄ），说明至少从近 ２万年开始本区已开始出现
洪积黄土。值得说明的是，这并非代表遗址所在洪

积台地开始沉积的最早年代。由于野外采样并未采

到目前出露剖面的底部（图 ３ｄ），另外在野外发现

Ｇ１沟底由于流水下切形成的剖面中出露了 ２～３ｍ
具有水平层理的细砂－中细砂质洪积相沉积物且未
见底（图 １ｄ），因此推测此洪积台地开始堆积的年
代要更老。

３２　代表性剖面（Ｐ３）粒度、色度、磁化率分析

以 Ｐ３自然剖面①～④层（深度 １５～２６５ｃｍ）洪
积－湖沼相沉积物为主来分析本区域沉积相的变
化。图 ４可见，Ｐ３剖面各参数曲线指示了较明显
的波动，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３个阶段：

第Ⅰ段：深度 ２６５～２０５ｃｍ，对应第④层。此阶
段粒径值较高且波动较大，中值粒径为 １２３１～
２８８２μｍ（平均值为 ２２６５μｍ），砂含量较高（波动
范围３４７１％～５１８９％，平均值４７９８％），粉砂和粘土
含量较低（波动范围分别为 １７０３％～２６８３％和
１５３３％～３１５７％，平均值分别为２１２９％和１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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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Ｐ３剖面色度、磁化率、粒度参数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ｆＰ３ｐｒｏｆｉｌｅ

ｌｆ为整个剖面最高（波动范围 ２４００×１０
－８～６１１７×

１０－８ｍ３／ｋｇ，平均值４７０１×１０－８ｍ３／ｋｇ），而 ｆｄ％则为
整个剖面最低（波动范围－２％～４％，平均值 １％）。本
阶段亮度（Ｌ）、红度（ａ）和黄度（ｂ）均为剖面高值
且波动很大（Ｌ为 ２２６７～５３２，平均值 ４２４３；ａ为
４２７～１９６７，平均值 ６３６；ｂ为 ６３８～２６５７，平均
值１６７７，两者均在２４１～２４５ｃｍ处达到峰值）。

第Ⅱ段：深度 ２０５～５０ｃｍ，对应第③～②层。
此阶段粒径逐渐降低且波动减小，中值粒径在

３７８～２４４４μｍ变化，平均值为 １１３４μｍ；粘土含
量迅速升高（波动范围 １４９９％～６１５７％，平均值
３４７１％），粉砂和砂含量逐渐降低（波动范围分别
为 １５１１％～５３２２％和 ０４３％～２０６２％，平均值分
别为 ３９００％和 ７４５％）。此阶段 ｌｆ迅速降低且稳

定在谷值（９５０×１０－８～１９３３×１０－８ｍ３／ｋｇ，平均值
１４０１×１０－８ｍ３／ｋｇ），ｆｄ％明显升高且波动变大
（－４％～７％，平均值 １７％）。色度的变化可以划分
为上下两部分，其中下部（第③层，２０５～１６５ｃｍ）Ｌ

值与Ⅰ阶段相比变化不大（２４８７～５１３３，平均值
３７４５），ｂ值波动式下降（７８２～１８１９，平均值
１３０８）；上部（第②层，１６５～５０ｃｍ）的 Ｌ、ａ、ｂ值
均为剖面最低值且波动减小，波动范围分别为

２２１７～３３６１、３６７～５１１、５４１～１２４１；平均值分
别为 ２６０８、４５０、７８１。

第Ⅲ段：深度 ５０～１５ｃｍ，对应①层。此阶段
粒径骤然升高，出现整个剖面的波峰，中值粒径

峰值达到 ５１１７μｍ，粉砂和砂含量的峰值分别为
５１０６％和 ５０８４％，而粘土含量则为明显低谷（平
均值 １３７０％）。此阶段 ｌｆ值仍较低，出现一个小

的波 峰 （波 动 范 围 １２８３×１０－８～３１３３×１０－８

ｍ３／ｋｇ，平均值 ２２２１×１０－８ｍ３／ｋｇ），ｆｄ％值逐渐

降低（波动范围 ０～５％，平均值 １％）。Ｌ、ａ、ｂ

值均为较低值。

３３　洪积相和湖沼相沉积特征对比

　　野外考察表明，Ｇ１沟两侧分布着较为类似的
洪积－湖沼相沉积物，为了更全面了解区域沉积相
特征，对 Ｐ１和 Ｐ３两个自然剖面中洪积相和湖沼
相沉积物的粒度、磁化率值进行对比分析（图 ５）。

Ｐ１、Ｐ３两个剖面洪积相和湖沼相沉积物的砂
（＞５０μｍ）、粉砂（１０～５０μｍ）和粘土（＜５μｍ）粒
度三角图（图 ５ａ）指示，区域内这两种沉积相的参
数点可以很好分开。大致以粉砂含量＝６７５％和
粘土含量＝３７５％为界，湖沼相沉积物主要分布
于左上，而洪积相沉积物主要分布于右下。说明

总体湖沼相粒度比洪积相偏细，指示更弱的水动

力条件
［５０］
。

粒度频率曲线是分析沉积物粒度组合特征，研

究沉积动力和沉积环境，从而判断沉积相的重要方

法
［５０～５３］

。本文对 Ｐ３和 Ｐ１自然剖面不同层位沉积
物的代表性粒度频率曲线进行了对比（图 ５ｃ和
５ｄ）。图 ５ｃ显示，Ｐ３剖面第②层湖沼相沉积物不
同样品的粒度频率曲线基本一致，均为细偏的单峰

曲线，主峰为３３μｍ，峰值为５％～６％；而Ｐ３剖面
第①、③、④层河流相沉积物的粒度频率曲线则更
为相似，均为粗偏，主峰在 ５０μｍ左右，峰值为
５％～７％，在细颗粒部分有一个缓和的平台，粗颗
粒组分峰态较窄，指示水动力条件较强，分选较

好，也指示沉积物来源接近，但是第③层峰值低于
第④层，推测第③层为水动力条件较弱的洪积相，
第④层为水动力条件更强的洪积相。第①层粒度频
率曲线更加粗偏，粒径更粗，指示沉积物来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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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洪积相和湖沼相沉积特征对比
（ａ）Ｐ１、Ｐ３不同地层粒度三角图；（ｂ）Ｐ３低频磁化率－频率磁化率参数散点图；（ｃ）Ｐ３各层粒度频率曲线；（ｄ）Ｐ１各层粒度频率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ｃｉｅｓ．（ａ）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１ａｎｄＰ３；（ｂ）ｌｆ－ｆ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Ｐ３；（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３；（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１

的又一次洪积过程。

Ｐ１剖面第②层湖沼相沉积物各个样品的粒度
频率曲线相似，无明显偏向，主峰为５μｍ左右，峰
值约为 ４％，曲线较宽，指示水动力条件较弱，分选
较差（图 ５ｄ）；而第④层洪积相沉积物各样品的粒
度频率曲线则明显粗偏，主峰为 ５０μｍ左右，峰值
为 ４５％～５５％，峰态较窄，指示分选更好。Ｐ１与
Ｐ３剖面情况基本一致，湖沼相和洪积相能够很好
地区分。

Ｐ３剖面的 ｌｆ、ｆｄ％值分布图表明，不同层位
沉积物的参数点可以很好地进行区分（图 ５ｂ）：大
致以 ｌｆ＝１８×１０

－８ ｍ３／ｋｇ为界，Ｐ３剖面第②层湖沼
相沉积物均分布于左侧；而第①、③、④层的洪积
相沉积物均分布于右侧，这说明湖沼相沉积物的磁

化率值比洪积相低。

３４　区域沉积相演变过程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推测泉水沟遗址周围的沉积相
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

第Ⅰ阶段，较强水动力洪积相，对应 Ｐ３剖面
第④层。本段沉积物粒度较粗且波动较大，指示水
动力条件较高且不稳定。高磁化率值和高粒径值相

对应，推测磁性矿物主要包含在粗颗粒沉积物

中
［５４］
。高 Ｌ值指示颜色偏亮，与野外见到的浅黄

褐色沉积特征对应，指示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低，

与洪积物中弱腐殖质积累过程一致
［５５］
，并与本段

较粗的粒度特征相吻合
［５６］
；ａ值和 ｂ值也较高，

指示颜色偏黄偏红，与沉积物中可见的大量红黄色

水锈相对应，指示了水流冲洪积物的潴育化过程，

即由于地下水季节升降变化和干湿交替，氧化还原

过程交替强烈而形成铁锰锈斑
［５７］
。

第Ⅱ阶段，弱水动力洪积相－湖沼相，对应 Ｐ３
剖面第③～②层。本段沉积物粒度逐渐降低且波动
较小，指示水动力条件减弱且趋于稳定，符合弱水

动力洪积相－湖沼相静水沉积的特征。磁化率值与
粒径呈明显正相关关系，随着本层粒径的减小而降

低。与Ⅰ阶段河流相相比，本段 Ｌ、ａ、ｂ值均减
小，表明沉积物颜色变暗，更偏蓝绿，与湖沼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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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颜色相吻合
［５８］
。上部（第②层）比下部（第

③层）的Ｌ、ｂ值更低，指示沉积物颜色更深更黑，
可能与扇缘地下水溢出带的湿地后期逐渐沼泽化，

存在较强的腐殖质积累有关
［５９］
，反映当时沼泽相

环境中植被较为丰富，植物死亡后大量有机体残存

在地层中。

第Ⅲ阶段，晚期洪积相，对应 Ｐ３剖面第①层。
本段粒度突然变粗，形成一个明显的波峰，推测出

现了一次水动力较强的洪积过程。本段磁化率和

Ｌ、ａ、ｂ等值变化不明显。由于本层接近地表，
因此地层形成和后期变化情况可能比较复杂。

综上所述，Ｐ３自然剖面从下至上经历了“较强
动力的洪积相（第④层）→弱动力洪积相（第③层）→
湖沼相（第②层）→晚期洪积相（①层）”的变化过
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第④层到第②层体现了
由粗到细的洪积相到湖沼相的变化，推测对应洪积

扇退积过程；从第②层到第①层由细到粗的变化指
示晚期的泛洪沉积，推测发生了新一轮的洪积扇进

积。由于 Ｐ３剖面所显示的地层在 Ｇ１东西两侧的
断面普遍存在，因此推测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泉水

沟遗址所在区域的沉积相演化过程。

４　讨论

４１　区域全新世环境演变

　　本文研究表明，距今 ２～１万年前后的晚更新
世末次冰期和冰消期本区沉积了厚达 ５ｍ的洪积黄
土，沉积速率约 ０４６ｃｍ／ａ。推测当时本区为洪积
扇扇缘相的细粒洪积环境，粒度分析指示较强水动

力的洪积物。洪积扇的发育受气候变化和构造运动

的共同影响，一般气候湿润时期冲积扇发育，面积

变大
［６０］
。前人研究表明新疆及中亚多个湖泊在末

次冰期出现高湖面
［６１～６４］

，艾比湖、赛里木湖、巴里

坤湖古气候指标均指示此时期气候较为冷湿
［６５～６７］

。

因此，初步推测距今 ２～１万年本区沉积的厚层扇
缘洪积黄土可能与末次冰期的冷湿气候背景有一定

关系。

至晚更新世末期，本区沉积物粒径逐渐变小，

指示水动力条件减弱，逐渐转变为弱水动力的洪积

相，推测区域内出现了洪积扇退积的过程。在距今

１０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前后的早全新世，本区湖沼逐渐干
涸，形成区域内普遍存在的黑褐色湖沼相地层。这

层湖沼相与区域其他洪积相比粒度偏细，粒度频率

曲线表明其水动力条件较弱，分选较差；另外具有

较低的 Ｌ、ａ、ｂ值和磁化率值，指示颜色明显偏
深的富含有机质堆积。湖沼相泥炭层一般被认为是

洪积扇缘泉水溢出带的标志
［４３］
，推测早全新世时期

遗址所在位置为扇缘泉水溢出带。前人研究在艾比

湖
［６３］
、柴窝堡湖

［６２］
以及青藏高原东部

［６８］
和东北地

区
［６９］
均发现了早全新世泥炭层。巴里坤湖、博斯

腾湖、伊赛克湖等记录表明早全新世为较干旱时

期
［７０～７４］

；对天山北麓
［７５］
、博乐地区

［７６］
和伊犁河

谷
［７７～７８］

的黄土研究也表明早全新世成壤作用较弱，

指示快速升温变干期。泉水沟遗址附近发现的早全

新世湖沼相地层与新疆其他地区具有可比性，推测

其成因可能与早全新世气候干旱化有一定关系。

根据本区湖沼层顶部的年代为 ８８３０±７９０
ａＢ．Ｐ．，之上直接被晚期泛洪沉积覆盖，推测自全
新世早期到全新世晚期之间，泉水沟遗址所在地的

地层可能存在几千年的沉积间断。天山沿线的柴窝

堡湖
［７９］
、博 斯 腾 湖

［８０～８１］
、天 鹅 湖

［８２］
、赛 里 木

湖
［８３］
、艾比湖

［８４］
等湖泊钻孔和新疆多处黄土剖

面
［７５～７８］

均指示全新世中期之后气候逐渐转湿。最

近一项对新疆和中亚地区 ４８处古气候记录地点的
综合研究认为，北大西洋涛动负位相（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简称 ＮＡＯ）正
相下的中纬度西风带向北迁移，导致本区全新世中

期持续干旱
［８５］
。由于目前调查的剖面和范围有限，

因此很难推测本地点的沉积相变化代表了由构造或

气候引起的区域性沉积环境变化，抑或只是由于沉

积相的侧向移动而导致的局部地点的变化。

在野外 Ｇ１两侧的台地顶面均可见到与 Ｐ３剖
面第①层相对应的黄褐色－浅黄色泛洪沉积物。根
据和此层大致对应的 Ｐ２剖面第①、②层中含有泉
水沟古人类的遗物，我们推测在全新世晚期

（３５００ａＢ．Ｐ．之后），本区还出现了一次洪积扇扇
缘相或洪积平原相的泛洪沉积过程（Ｐ３剖面第①
层），可能与新一期洪积扇的向前进积有关。

４２　泉水沟遗址地层分析

　　王辉等［８６］
指出，对考古遗址的地貌学观察应

该首先回到地层或沉积物本身。野外考古发掘显

示，Ｇ１东侧墓葬区的原生地层非常清楚，没有被后
期扰动。根据野外观察，发现两座竖穴土坑墓直接

下压打破黑褐色湖沼相，表明泉水沟古人挖掘墓葬

的原始地面是已经干涸的湖沼相地层。墓葬和其周

围黑褐色湖沼相地层上方直接被黄褐色粉砂质泛洪

沉积物所覆盖，与区域其它地层相对应。

４１２



　１期 张俊娜，等：新疆阿拉套山南麓洪积扇前缘绿洲区泉水沟遗址的古环境初析

Ｇ１西侧Ⅰ区台地的地层由于受到了晚期人类
扰动，地层情况不好判断。但是根据野外剖面对

比，发现北部和中部 ４个探方（２０１６ＢＱＩＴ１、Ｔ２、
Ｔ５、Ｔ６）的地层基本一致（图 ３ｂ），与 Ｐ２剖面的地
层相对应（图 ３ｃ和表 １）；其下部第③、④层大致与
区域的湖沼相地层相对应，上部第①、②层大致对
应湖沼层之上的晚期泛洪沉积相。泉水沟古人类遗

物集中出土于湖沼相顶部与晚期泛洪相底部地层中

（第②、③层）。Ⅰ区台地最南部的 ２０１６ＢＱＩＴ３、Ｔ４探
方由于靠近台地边缘，整体堆积较薄，但基本地层顺

序也与其它探方一致。说明Ｇ１西侧遗址区与东侧墓
葬区地层基本吻合，Ⅰ区遗迹、遗物的出土层位和Ⅱ区
墓葬层位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 Ｇ１两侧属于同一时
期的人类文化遗迹。

地层初步分析表明，泉水沟遗址区和墓葬区的

遗迹均被埋藏于本区早全新世（距今 １００００～９０００
年）形成的古湖沼相沉积面上，推测古泉水沟古人

来本区生活时的原始自然地面是此层湖沼相堆积。

泉水沟遗迹、遗物均被晚期洪积物所覆盖，指示在

古人生活时期或遗址被废弃后本区又受到了区域泛

洪沉积过程的影响，导致遗址被掩埋，这也是泉水

沟遗址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根据东侧墓葬区保存

的完整程度，我们推测晚期洪积过程发生的时间和

泉水沟古人生活的时间很接近。但是由于目前缺乏

更多的证据，无法判断晚期洪积过程是否对古人造

成了直接影响或者是否是导致泉水沟古人迁离本区

的主要原因。

根据泉水沟遗址区的现代地貌特征，推测遗址

被泛洪沉积物掩埋后，其所在的台地被更晚期的沟

谷流水切割，形成了目前看到的现代冲沟。泉水沟

遗址目前发掘区和墓葬区中间的部分实际上是被晚

期自然营力（流水）破坏掉了，即出现了遗址地貌的

“后生变化”
［８７］
。推测泉水沟遗址的当时的实际面

积更大，可能包括目前看到的 Ｇ１支沟的部分范围。

４３　泉水沟古人的生活环境和人地适应

　　距今 ３５００年前后的青铜晚期，泉水沟先民在
阿拉套山南冲积扇前的平原上生活。此时本区全新

世早期的湖沼大部分已干涸，在区内沉积的厚达

１～２ｍ的湖沼相堆积面（沼泽土）成为泉水沟古人
活动的场所。沼泽土的有机质含量很高，腐殖质层

常在 ５０～２５０ｇ／ｋｇ，泥炭层可达 ４００ｇ／ｋｇ以上［８８］
，

潜在肥力强，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属于一级肥力

土
［８９］
，给植物的生长发育奠定了良好的肥力基础，

适合牧草和农作物生长。因此，泉水沟古人选择在

肥沃的沼泽土上生活，有利于发展畜牧业和农业。

但是，沼泽土也容易出现土壤板结、盐渍化现象，

在 Ｐ２剖面第②、③层就看到了硝碱，即白色蓬松
絮状盐结晶

［９０］
。但是容易形成盐渍化的沼泽土一

般为排水不畅、地下水位较高地区的土壤
［９１］
，而泉

水沟古人生活时期，本区湖沼层早已形成，地下水

位已下降，因此盐碱化的影响不大，是进行畜牧和

农业活动的理想土壤。

泉水沟人古人生活时期，本区仍然为洪积扇前

缘沉积物细、水位浅的绿洲区，区域内低洼地区仍

可能有地下水出露形成小型湖沼，或出现一些成为

潜水溢出和排泄通道的浅冲沟，因此推测泉水沟古

人活动时期周围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小湖沼或泉水等

自然水体。从地貌位置看，古人并没有选择北部更

高海拔的以粗砂砾石为主、植被稀疏的洪积扇面，

而是选择了洪积扇前缘地下水出露的低海拔绿洲地

区生活，并且有意识地选取适合牧草生长和农作物

耕种的肥沃古沼泽土壤和周围有泉水湖沼等水源地

的宜居小环境，体现了泉水沟古人对环境的主动选

择和适应。

对泉水沟遗址附近艾比湖湿地的孢粉研究表

明，在 ３４２０～３９４０ｃａｌａＢ．Ｐ．期间局域主要生长着
指示干燥气候的荒漠植物，以及较多的灌木和草本

群落，乔木和水生植物非常少
［９２］
；对石河子市草滩

湖村湿地剖面的多项环境指标综合分析也表明

４５５０～２５００ｃａｌａＢ．Ｐ．期间气候较为干燥，不利于泥
炭堆积

［９３］
。但更多的黄土和湖泊岩芯证据则表明

新疆晚全新世气候湿润，如伊犁河谷区晚全新世黄

土－古土壤沉积剖面指示 ３７１～３０６ｋａＢ．Ｐ．前后
气候凉湿

［９４］
；对艾比湖

［９５］
、赛里木湖

［８３］
、巴里坤

湖
［９６］
的研究也表明新疆晚全新世属于湿润气候期。

因此，对于泉水沟古人生活时期的气候和植被环境

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因此泉水沟遗址的性质、

规模等仍不明确。但动物考古学初步研究表明，遗

址中出土了牛、羊等动物骨骼，推测畜牧可能是当

时的重要生产方式之一
［９７］
。虽然泉水沟遗址目前

植物遗存的研究还没开展，但是根据海子沿
［９８］
、多

岗
［９９］
、亚尔、艾斯克霞尔南

［１００］
等遗址的动植物考

古研究结果，新疆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绿洲地区古
人类的生业方式均是畜牧和农业并存；而泉水沟遗

址出土的石磨盘、铜炼渣、铜矿石，采集到的青铜

镰等遗物
［３５］
，以及土石墓围、竖穴土坑墓等也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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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遗址是一个同时兼具农业和畜牧的、定居性的青

铜冶铸聚落。

青铜冶铸需要一定数量人力、物力的配合，一

般要以稳定的经济为基础，方便人群之间贸易和交

流的地点更便于青铜器的流通。从大的区域环境上

看，泉水沟遗址位于本区最重要的东西交流通

道———博尔塔拉河河谷附近的低洪积台地上，便于

区域人群之间的交流和青铜器的流通。从小地貌位

置看，泉水沟遗址所代表的新疆绿洲地区先民所生

活的低海拔地区相对温暖的气候、肥沃的沼泽土壤

和较浅的地下水所形成的湿润环境非常适合牧草生

长和农作物种植，促使先民能更好地发展农业和畜

牧业并存的生业经济，并有可能与附近生活在高海

拔山麓草原和高山草原地区的牧民之间进行农作物

和牛、羊等家畜的交换，实现经济互补。这种较为

稳定的经济模式和绿洲农业所决定的定居型生活方

式可以进一步支持开展一些其它诸如青铜冶铸等手

工业活动。目前西天山地区出土青铜冶铸遗存的考

古遗址仅有泉水沟遗址和位于伊犁喀什河岸的吉仁

台沟口遗址
［１０１］
，两者均属相对低海拔、水源充足的

绿洲或河谷等地的农、牧并存经济模式
［４９，１０２］

，表

明地貌环境对本区青铜时期先民的生业经济、手工

业生产等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６　结论

　　本文通过对西天山地区洪积扇前绿洲地带目前
发掘的唯一青铜时代遗址———泉水沟遗址的地层分

析和区域地貌结构、沉积相的初步研究，探讨了阿

拉套山南洪积扇前绿洲地区全新世古环境演变和泉

水沟古人的生存环境。初步结论如下：

（１）泉水沟遗址所在的老洪积台地上部地层自
１９５００±２０３０ａＢ．Ｐ．以来经历了“较强动力的洪积相

→弱动力洪积相→湖沼相→晚期洪积相”的沉积变
化过程，推测指示了区域末次冰期到早全新世的洪

积扇退积和晚全新世出现的新一轮洪积扇进积

过程。

（２）本区在距今 ２～１万年的更新世末期末次冰
期和冰消期（１９５００±２０３０～１０７４０±１４７０ａＢ．Ｐ．）沉积
了厚达 ５ｍ的洪积黄土，推测与冷湿气候有关。距
今 １万至 ９０００年的全新世早期（１０７４０±１４７０～
８８３０±７９０ａＢ．Ｐ．）洪积相转变为静水湖沼并逐渐干
涸，形成厚达 １ｍ的湖沼相地层，可能受早全新世
升温期气候变干的影响。

（３）泉水沟遗址位于阿拉套山南洪积扇外围老

洪积台地的湖沼相沉积物上。泉水沟古人有意识选

择低海拔绿洲地区较为肥沃的古沼泽土壤和泉水湖

沼等水源出露的地方生活，有利于发展畜牧业和农

业，进而在稳定经济和定居的基础上发展了青铜冶

铸等手工业活动。之后，遗址被晚期泛洪沉积掩埋

保存，后又被晚期沟谷切开，形成了今天看到的遗

址地层堆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泉水沟遗址目前开展的考

古发掘和古环境工作有限，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研

究。新疆洪积扇前缘绿洲地区由于具有相对温暖的

气候、充足的水源、肥沃湿润的细粒土壤，是史前

先民的理想生存环境之一，对于山前洪积扇缘绿洲

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先民的深入认识需要做更多具
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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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的古植被古环境 ［Ｊ］．第四纪研究，１９９４，（３），

２３９－２４８．

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ＤｕＮａｉｑｉｕ，Ｗ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Ｐａｌｅｏ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ｎａｓｉＬａｋ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Ｎ．Ｗ．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１４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４，

（３），２３９－２４８．

［２５］杨东，罗超，彭子成，等．新疆罗布泊地区 ３２０～９１ｋａＢ．Ｐ．

期间的孢粉记录及其古气候古环境演化［Ｊ］．第四纪研究，

２００９，２９（４）：７５５－７６６．

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ｕｏ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ｉ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３２０ｋａＢ．Ｐ．ｔｏ９１ｋａＢ．Ｐ．ｉｎＴｈｅＬｏｐＮｕｒｒｅｇｉｏｎ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２９（４）：７５５－７６６．

［２６］李康康，秦小光，张磊，等．罗布泊（楼兰）地区 １２６０－１４５０

Ａ．Ｄ．期间的绿洲环境和人类活动［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８，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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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３）：７２０－７３１．

ＬｉＫａｎｇｋａｎｇ，Ｑｉｎ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ｏａｓｉｓ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ＬｏｐＮｕｒ（Ｌｏｕｌ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２６０－１４５０

Ａ．Ｄ．［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８（３）：７２０－７３１．

［２７］毛洪亮，赵华，卢演俦，等．甘肃疏勒河冲积扇绿洲全新世孢

粉组合和环境演化［Ｊ］．地球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６）：５２８－５３４．

Ｍａｏ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ａ，ＬｕＹａｎｃｈｏｕ，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ｅ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ｕｌｅＲｉｖｅｒ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ｏａｓｉｓ，

Ｇａｎｓ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２８（６）：５２８－５３４．

［２８］赵华，卢演俦，王成敏，等．疏勒河冲积扇绿洲全新世古水文

演化释光年代学［Ｊ］．核技术，２００７，３０（１１）：８９３－８９８．

ＺｈａｏＨｕａ， Ｌｕ Ｙａｎｃｈｏｕ，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ｍｉｎ， ｅｔａｌ．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ｐａｌｅ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ｕｌｅＲｉｖｅｒ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ｏａｓｉ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ｐｈｏｔ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Ｊ］．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０（１１）：

８９３－８９８．

［２９］张峰，夏倩倩，迪丽拜尔·吐尔孙，等．克里雅河尾闾圆沙三

角洲古河道剖面所记录全新世古绿洲环境变化［Ｊ］．干旱区地

理，２０２１，４４（１）：１７８－１８７．

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Ｑｉａｎｑｉａｎ，ＤｉｌｉｂａｉｅｒＴｕｌｓｕｎ，ｅｔａｌ．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Ｋｅｒｉｙａ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ｉｎ

１３８－２３ｋａｉｎＴａｋｌｉｍａｋａｎＤｅｓｅｒｔ：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２０２１，４４（１）：１７８－１８７．

［３０］ＺｈａｎｇＹＦ，ＭｏＤＷ，ＨｕＫ，ｅｔａｌ．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Ｘｉａｏｈｅｃｅｍｅｔｅｒｙ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２７（６）：

７５２－７６８．

［３１］ＺｈａｎｇＪＦ，ＬｉｕＣ Ｌ，ＷｕＸ Ｈ，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ＬｏｐＮｕｒ

（ＬｏｐＮｏｒ），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０（４）：

１５０－１５５．

［３２］ＭｉｓｃｈｋｅＳ，ＬｉｕＣＬ，ＺｈａｎｇＪ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Ａｒａｌ

Ｓｅａｔｙｐ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ｕｌａｎ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７：４３１０２．ｈｔｔｐｓ：∥ 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１０３８／ｓｒｅｐ４３１０２．

［３３］林永崇，穆桂金，李文，等．小冰期新疆楼兰地区绿洲生态环

境变迁事件［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３４（７）：１２５－１３２．

ＬｉｎＹｏｎｇｃｈｏｎｇ，ＭｕＧｕｉｊｉｎ，ＬｉＷｅｎ，ｅｔ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ｏａｓｉｓｏｆＬｏｕｌ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Ｉｃｅ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４（７）：１２５－１３２．

［３４］杨小平，杜金花，梁鹏，等．晚更新世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部地区的环境演变［Ｊ］．科学通报，２０２１，６６（２４）：３２０５－３２１８．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ＤｕＪｉｎｈｕａ，Ｌ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ａｋｌａｍａｋ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２１，６６（２４）：３２０５－３２１８．

［３５］韩建业，陈晓露．新疆双河市泉水沟青铜时代遗存的发现及

初步认识［Ｊ］．西域研究，２０１７，（１）：１４２－１４３＋４．

Ｈａｎ Ｊｉａｎｙｅ，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ｕ．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ＢｒｏｎｚｅＡｇ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ｄｉｔｃｈｏｆ

ＳｈｕａｎｇｈｅＣｉ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ｔｕｄｙ，２０１７，

（１）：１４２－１４３＋４．

［３６］普拉江·阿不尔．新疆博乐地区石灰岩矿地质特征及矿产特

点研究［Ｊ］．赤子，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３．

ＰｕｌａＪｉａｎｇＡｂｕ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Ｂｏｌｅａｒｅａ，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ＲｅｄＳｏｎ，２０１２，

（１２）：１２３．

［３７］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博尔塔拉年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４２９－４３０．

Ｂｏｅｒｔａｌ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ＢｏｒｔａｌａＡｌｍａｎａ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Ｍ］．ｒüｍｃｈ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４２９－４３０．

［３８］王勇辉，陈升，焦黎．艾比湖主要补给河流下游河岸带土壤养

分特征［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３，２０（２）：４３－４７．

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ｕｉ，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ｒｉｖｅｒｏｆＬａｋｅ

Ａｂｂｅｙ［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０（２）：

４３－４７．

［３９］李玉梅，杨振京，张芸，等．新疆博尔塔拉河表土孢粉组合与

植被关系研究［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８－１５２５．

ＬｉＹｕｍｅｉ，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ｐｓｏｉｌｓｐｏｒ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ＢｏｒｔａｌａＲｉｖｅｒ，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４（１２）：１５１８－１５２５．

［４０］曾庆江．博尔塔拉谷地对径流的调节作用［Ｊ］．干旱区地理，

１９９４，１７（４）：９－１４．

Ｚｅ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ＢｏｒｔａｌａＶａｌｌｅｙ［Ｊ］．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ｇｙ，１９９４，１７（４）：９－１４．

［４１］王秋良，刘小利，李雪，等．新疆博州地区地震地质特征［Ｊ］．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１５，３５（４）：５７１－５７５．

ＷａｎｇＱｉｕｌｉ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Ｘｕｅ，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ｏｚｈｏｕａｒｅａ，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

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５（４）：５７１－５７５．

［４２］童康玉，武进军．博尔塔拉河中游段径流变化形成机理初探

［Ｊ］．水利技术监督，２００３，１１（６）：３７－３９．

ＴｏｎｇＫａｎｇｙｕ，ＷｕＪｉｎｊｕ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Ｂｏｌｔａｌａ

Ｒｉｖｅｒ［Ｊ］．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３，

１１（６）：３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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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ＫｏｎｙａＬａｋｅ，Ｔｕｒｋｅｙ［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３，１９（２）：１５４－１７１．

［６２］施雅风，曲耀光．柴窝堡－达坂城地区水资源与环境［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１－２２．

ＳｈｉＹａｆｅｎｇ，ＱｕＹａｏｇｕａｎｇ．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ＣｈａｉｗｏｂａｏＤａｂａｎｃｈｅ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１１－２２．

［６３］吴敬禄，沈吉，王苏民，等．新疆艾比湖地区湖泊沉积记录的

早全新世气候环境特征［Ｊ］．中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

２００３，３３（６）：５６９－５７５．

ＷｕＪｉｎｇｌｕ，ＳｈｅｎＪｉ，ＷａｎｇＳｕｍｉｎ，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ｃｏｒｄｉｎ

ｔｈｅＡｉｂｉ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ｒｉｅｓＤ：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３，３３（６）：５６９－５７５．

［６４］李吉均．中国西北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环境变迁模式［Ｊ］．第四

纪研究，１９９０，（３）：１９７－２０４．

ＬｉＪｉｊｕ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０，

（３）：１９７－２０４．

［６５］曹相东．末次冰期以来艾比湖周边灌草丛沙堆的古气候记录

［Ｄ］．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１－５３．

９１２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２２年

Ｃａｏ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ＧｒａｓｓｙＳａｎｄＰｉｌｅｓａｒｏｕｎｄ

ＥｂｉＬａｋ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Ｄ］．ｒüｍｑｉ：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１－５３．

［６６］蒋庆丰，金典，郑佳楠，等．末次冰消期以来赛里木湖沉积记

录的气候突变［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９，３９（４）：９５２－９６３．

Ｊ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ＪｉｎＤ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ａｎ，ｅｔａｌ．Ａｂｒｕｐｔ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Ｓａｙｒａｍ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９（４）：９５２－９６３．

［６７］赵家驹．新疆东部巴里坤湖记录的末次盛冰期以来气候变化

研究［Ｄ］．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９９－１１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ｊｕ．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ＬａｋｅＢａｌｉｋｕ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９９－１１５．

［６８］李泉，赵艳．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盆地泥炭发育记录的全新

世气候突变［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９，３９（６）：１３２３－１３３２．

ＬｉＱｕａｎ，ＺｈａｏＹａｎ．Ａｂｒｕｐｔ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ｅａ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ＺｏｉｇéＢａｓｉｎ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９（６）：

１３２３－１３３２．

［６９］谢哲宇，裘冰倩，肖河，等．东北哈尼泥炭１４ｋａＢ．Ｐ．以来大气

汞沉降历史记录［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９，３９（６）：１３３３－１３４５．

ＸｉｅＺｈｅｙｕ， Ｑｉｕ Ｂｉｎｇｑｉａｎ， ＸｉａｏＨｅ， 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ｅｒｃｕ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ｔｈａ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ａｎｉｐｅａｔ

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ｃｅ１４ｋａＢ．Ｐ．［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３９（６）：１３３３－１３４５．

［７０］李志飞．巴里坤湖记录的新疆东部中早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

［Ｄ］．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１－８９．

ＬｉＺｈｉｆｅｉ．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ＢａｌｉｋｕｎＬａｋｅ［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１－８９．

［７１］陈发虎，黄小忠，杨美临．亚洲中部干旱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

西风模式———以新疆博斯腾湖记录为例［Ｊ］．第四纪研究，

２００６，２６（６）：８８１－８８７．

ＣｈｅｎＦａｈｕ，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Ｍｅｉｌｉｎ．Ｗｅａｔｅｒ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ａｒｉ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

ＢｏｓｔｅｎＬａｋ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

２６（６）：８８１－８８７．

［７２］ＷüｎｎｅｍａｎｎＢ，ＣｈｅｎＦ，ＲｉｅｄｅｌＦ Ｈ，ｅｔａｌ．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ａｋ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ｆＢｏｓｔｅｎＬａｋ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４８（１４）：１４２９－１４３２．

［７３］ＷüｎｎｅｍａｎｎＢ，ＭｉｓｃｈｋｅＳ，ＣｈｅｎＦＨ．Ａ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ｃｏｒｄ

ｆｒｏｍ ＢｏｓｔｅｎＬ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Ｊ］．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３４（２－４）：２２３－２３８．

［７４］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Ｒ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Ｃ，ＢｒｏｗｎＥ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ｐａｌｅｏ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ａｋｅＩｓｓｙｋ２Ｋｕｌ，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ｓｔｒａｃｏｄｅｓ［Ｊ］．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７６（１－４）：２０７－２２７．

［７５］ＤｕａｎＦＴ，ＡｎＣＢ，Ｗ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ａ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ｌ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２０５４４：１０４－１１２．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

１０１６／ｊ．ｑｕａｉｎｔ．２０２０．０２．０３４．

［７６］孙焕宇，宋友桂，李越，等．天山北麓地区博乐黄土磁化率、

粒度特征与古气候意义［Ｊ］．地球环境学报，２０１８，９（２）：

１２３－１３６．

ＳｕｎＨｕａｎｙｕ，ＳｏｎｇＹｏｕｇｕｉ，ＬｉＹｕ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Ｂｏｌｅｌｏｅｓｓ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９（２）：１２３－１３６．

［７７］ＫａｎｇＳｈｕ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ＲｏｂｅｒｔｓＨ Ｍ，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ＹｉｌｉＢａ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２０２４６：１０６５５３．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

１０１６／ｊ．ｑｕａｓｃｉｒｅｖ．２０２０１０６５５３．

［７８］范义姣，马箫忆，刘慧，等．黄土记录的中亚干旱区东部全新

世气候与环境演化［Ｊ］．冰川冻土，２０２１，４３（３）：８１８－８２６．

ＦａｎＹｉｊｉａｏ，ＭａＸｉａｏｙｉ，ＬｉｕＨｕｉ，ｅｔａｌ．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ｒｉｄｚｏｎｅ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ｒｅｃｏｒ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ａｒｙ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４３（３）：８１８－８２６．

［７９］ＨｏｎｇＢ，ＧａｓｓｅＦ，ＵｃｈｉｄａＭ，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

ａｒｉ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８５００ｙｅａｒ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４：５２７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３８／ｓｒｅｐ０５２７９．

［８０］ＨｕａｎｇＸＺ，ＣｈｅｎＦＨ，ＦａｎＹＸ，ｅｔａｌ．Ｄｒｙｌａｔ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ａｒｌｙ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ａｒｉ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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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ｎｅｓ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Ｄｏｇａｎｇ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

（３）：７９－９１＋５９．

［１００］董惟妙．青铜至铁器时代哈密盆地居民饮食结构及生业模式

［Ｄ］．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１－１２１．

ＤｏｎｇＷｅｉｍｉａｏ．Ｐａｌａｅｏ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ａｕｎ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ｆｒｏｍ ＢｒｏｚｅＩｒｏｎＡｇｅＨａｍｉ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ｓ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１－１２１．

［１０１］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 吉 仁 台 沟 口 遗 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Ｊ］．西域研究，２０１９，（１）：

１３３－１３８．

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ＲｕａｎＱｉｕｒｏｎｇ．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ＪｉｒｅｎｔａｉＧｏｕｋｏｕｓｉｔｅ，

ＮｉｌｋｅＣｏｕｎ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Ｊ］．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１）：１３３－１３８．

［１０２］王清，马志坤，陈秋荷，等．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石

器功能分析：来自植物微体遗存的证据［Ｊ］．第四纪研究，

２０２０，４０（２）：４５０－４６１．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ＭａＺｈｉｋｕｎ，ＣｈｅｎＱｉｕｈｅ，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ｒｅｍａｉ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ｏｎｅｔｏｏｌｓｆｒｏｍ

ＪａｒｔａｉＰａｓｓ Ｓｉｔｅ ｉｎ Ｎｉｌｋ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０，４０（２）：４５０－４６１．

１２２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２２年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
ＳＩＴ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ＬＯＡ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ＡＳＩＳＡＲＥＡ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

Ａ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ＯＦＡＬＡＴＡＯ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ｎａ１，２，ＨＡＮＪｉａｎｙｅ３，ＸＩＡＺｈｅｎｇｋａｉ４，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ｌｕ３，ＲＥＮＸｉａｏｌｉｎ５，
ＹＵＸｕｅｔｏｎｇ２，ＣＡＯＭｅｉｄａｎ６，ＬＩ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７，ＢＡＯＷｅｎｂｏ８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９；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２；４．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０；６．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ｓｅｕｍ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０；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７２，Ｓｈａａｎｘｉ；８．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ｕｓｅｏｌｏｄ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ａｓ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ｌａｃｅｆｏ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ＢｒｏｎｚｅＥａｒｌｙＩｒｏｎＡｇｅ．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ｓ
ｂｅｅｎ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ｏａｓｉｓａ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ｌａｎｄｒｉｖｅｒ
ｏａｓｅｓ，ｔｈｅｏａｓｅｓｗｉｄｅ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ｏｆ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ｓｇｅ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ＢｒｏｎｚｅＡｇｅｓｉｔ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ａｎｅｄｇｅｏａｓｉｓｏｆＷｅｓｔ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
（４４°５８′１６５０″Ｎ，８２°０２′３３５７″Ｅ；６１６ｍ）ｉｓ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ｈｅＣｉｔｙ，Ｂｏｅｒｔａｌａ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
ｈａ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３５００ｙｅａｒ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ｔｗｏ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ａ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１２５ｃｍ（Ｐ１）ａｎｄ５０５ｃｍ（Ｐ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ｏｎｅｈｕｍ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２），ｗｉｔｈａ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
１２５ｃｍｎｅａｒｔｈｅｓｉｔｅ．Ｆｏｕｒ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７５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ｙｉｅｌｄｅ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１）Ｓｉｎｃｅ
１９５００±２０３０ａＢ．Ｐ．，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ｗｈｅｒ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ｈ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ｗｅａ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ｌａｔｅ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ｃ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ａｎｅｗｒｏｕｎｄｏｆ
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ｐ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２）Ｔｈｅ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ｓｉｔ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Ａｌｌａｔａｏ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１９５００±２０３０～１０７４０±
１４７０ａＢ．Ｐ．），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ｌｏｅｓｓｗｉｔｈａ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５ｍｗ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ｏｆ１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１０７４０±１４７０～８８３０±７９０ａＢ．Ｐ．），ａｌａｙｅｒｏｆｄａｒｋｂｒｏｗ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ｆａｃｉｅｓａｂｏｕｔ１ｍｔｈｉｃｋｗ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ｎｅａｒ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ｔｉｓ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ｄ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ｂｅｃａｍｅ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ｒｅｃｅ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
ｓｉｔｅｗａｓａｔｔｈｅ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３）ＩｎｔｈｅＢｒｏｎｚｅＡｇｅ，ａｂｏｕｔ３５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ｖｅｄｉｎ
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Ｔｈｅｙｓｍａｒｔｌｙｃｈｏｓｅｔｈｅ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ａｓｉｓｗｉｔｈｒｉｃｈ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ｗａｍｐ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
ｓｐｒｉ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ｋｅｓｔｏｌｉｖ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ｔ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Ｑｕａｎｓｈｕｉｇｏｕｐｅｏｐｌｅｃ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ｒｏｎｚｅｓｍｅｌｔｉｎｇ．（４）Ｌａｔｅｒ，ａｓｔｈｅ
ｄｉ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ｔｅｗａ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ｌａｔｅｆｌｏｏ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ｗｈａｔｗｅｓｅｅｔｏｄａｙｉｓ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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