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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肖沟遗址位于湖北省郧阳区安阳镇钟家河村，埋藏于丹江口库区汉江左岸第二级堆积阶地，遗址

所在地三面环水，北靠低山。2010 年 10 月 -12 月对该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近 1500 m2
，出土

石制品 413 件。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断片和碎块碎片等。古人类利用河流砾石，就

地取材加工石制品；硬锤锤击是主要剥片方法；石制品总体以小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边刮

器为主要类型。石制品特点显示石片工业特点。石制品类型以石片类和断块类为主体，石制品拼合率近

10%，是一处原地埋藏的古人类遗址。通过与丹江口库区相关旧石器遗址的比较，结合地貌地层特点，

推测该遗址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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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Xiaogou Paleolithic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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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Xiaogou Paleolithic site, buried in the second terrace of the left bank of the 
Hanshui River, is located in the Xiaogou village, Anyang twon, Yunxian County, Hubei Province. 
The site was excavated from October 22 to December 20, 2010, by the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excavation exposed an area of about 1500 m2, including 
two district(A and B) . A total of 413 stone artifacts were unearthed and most of them are from 
the exploration party T0101 of the B district.

The stone assemblage includes cores, flakes, retouched tools, chunks, fragments and deb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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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ziteisthepredominantrawmaterialusedformakingstoneartifacts.Theprincipalflaking
technique is direct hammer percussion without core preparation. There is a high percentage 
of flakes, chunks and fragments. Most stone artifacts are small in size. Most blanks for tool 
fabrication are flakes and retouched tools includes scrapers and drills. The stone assemblage 
shows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Flake Tool Industry of North China.

Out of a total of 376 stone artifacts, 16 refitted groups were identified. These sets include 36 
elements.Therefittingrateisabout10%.Thehighrefittingrateandstoneassemblageindicates
that the Xiaogou site is an ancient lithic manufacturing workshop And its geochronology should 
be close to the Upper Pleistocene.

Key words: Late Pleistocene; Xiaogou site; Flake tool industry;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1 遗址概况

肖沟遗址隶属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安阳镇钟家河村，处于汉水上游下段，

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区 — 丹江口库区。库区海拔多在 800m 以上，中部汉江谷地

为海拔 250~500m 的丘陵区，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约 800mm，年均温

13~16℃。该地区动植物繁盛，是古人类生存繁衍的理想场所，郧县人的发现表明直立人

阶段古人类已在该地区生活
[1]
。近年来，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项目的建设，相继在丹江

口水库淹没区发现发掘了众多旧石器时代遗存，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密集发现表明该地区是

古人类活动与交流的重要区域
[2]
。

肖沟遗址位于汉江下游左岸二级阶地，此处汉江回旋向东南方向流去，汇入丹江口

库区，地理坐标北纬 32°48′15″，东经 110°57′33″（图 1）。遗址背靠低山丘陵，东侧崌峪

河由北向南注入汉江，河口宽阔，西侧为南北向自然冲沟，遗址所在阶地如长舌状伸入汉

江，三面环水。1994 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丹江口水库淹没区

调查过程中发现该遗址，2010 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受湖北省文物局委托对该遗

址进行了为期 2 个月的抢救性发掘，揭露遗址面积近 1500 m2
，出土石制品 413 件，发现

疑似遗迹现象 1 处，为汉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发掘前期，根据周边地层发育和标本出露情况进行勘察，分别在遗址北侧和南侧选择

地点进行发掘，分为 A、B 两区。布方严格按照田野考古规程进行，按象限法正南北布方。

其中 A 发掘区位于遗址北侧，布置 10m×10m 探方 10 个，面积 1000m2
；B 发掘区位于遗址

南侧，沿阶地边缘呈弧状自南向北布置 5m×5m探方 15个，面积 375 m2
；合计 1375 m2

（图 1）。
遗址所在阶地为堆积阶地，堆积物由砾石层和红黏土组成，地层剖面由上至下依次

为（图 2）：

1）灰褐色耕土层，粉砂质黏土，夹杂青砖、陶片以及现代遗物，结构疏松，根系发育。
0~50cm

2）红褐 - 黄褐色黏土层，钙结核发育，结构致密，干裂呈棱角状，胶结坚硬，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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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石制品。60~120cm                           
3） 黄 褐 色 含 砂 黏 土 层， 夹 杂 锰 污 染 斑 点， 结 构 较 致 密， 含 丰 富 石 制 品。                       

30~50 ㎝
4）砾石层，砾石成分多样，以石英岩、角页岩、石英砂岩为主体，砾径变化较大，

未见底。

2 石器工业

肖沟遗址 A 发掘区埋藏较深，且后期扰乱严重，情况不甚理想。B 发掘区石制品分

布较为集中。本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 413 件，其中 A 区 17 件，约占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4%，

B 区 396 件，约占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96%。值得注意的是，B 区出土石制品中有 371 件均

出土于 T0101 的相同层位，面积不超过 30 m2
。本文涉及的石制品共计 376 件，全部来自

于 B 发掘区的黄褐色含砂黏土层中，其中石核 9 件，石器 3 件，石片 210 件，断块 151 件，

砾石 3 件（图 3）。

2.1  原料

统计表明，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体，376 件石制品中，非石英类原料仅有 4 件，

4 件全部为灰黑色硅质灰岩。发掘过程中，曾对遗址周边阶地出露的砾石层和汉江河滩的

砾石进行调查，岩性均以石英岩为主。遗址中以石英类为原料的石制品中，节理发育较强

 图 1 肖沟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Xiaogou Paleolithic site

  图 2 肖沟遗址地层剖面图
Fig.2 Stratigraphic section of the 

Xiaogou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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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6 件，发育中等的 76 件，约占该类石制品总数的 52%，但在节理发育较弱的 48% 石

制品中，石核、工具和石片的比例达到 52 件，占该类石制品总数的 60% 以上。石制品中

原型为砾石的约占总数的 34%，这其中绝大多数石皮比例低于 50%，对原料的利用较为

充分。由此推测当时古人类应为就地取材加工石制品，但对原料已经有了一定的选择性。

2.2  石制品形态

测量统计表明，石制品平均长宽厚为 32.78×24.67×13.12 mm，平均重 23.87g。
根据石制品的最大直径，可将石制品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巨型等

[3]
。统计表明，

石制品总体以小型为主，占比超过 50%，其次分别为微型和中型，占比约为 27%和 13%（图

4: 1）。石制品的重量统计显示，接近 80% 不足 25g，其余多在 25-250g 之间（图 4:2）。

2.3   石制品类型

2.3.1  石核

共 9 件，其中单台面石核 7 件，双台面石核 2 件。

石核中以砾石为原型的有 7 件，石皮比例在 20%-50% 之间；片状毛坯有 3 件，其余

均为块状毛坯，石核长宽指数平均值为77，宽厚指数平均值为66，均高于61.8，属于宽厚型。

9 件石核共有 11 个台面，其中自然台面 5 个，素台面 4 个，多疤台面 2 个，台面角

平均值 77°；共有剥片面 13 个，剥片面平均长宽为 52.77×69.10 mm，可见剥片疤平均为

2 个，最大片疤长宽为 47.75×39.92 mm。从石核的剥片面形态来看，这些石核所生产的石

片多为宽矮型的。

10YXBT0101-12:324：单台面石核，原型为砾石，石皮比例 40%，块状毛坯，原料为

节理中度发育的石英岩，形状为不规则三角形，长宽厚为 115×81.6×58 mm，重 509.3g。
素台面，四边形，台面宽 83mm，厚 48.3mm，台面角 90°。1 个剥片面，剥片面长 65× 宽

91.6mm，可见片疤数为 6 个，最大片疤长宽为 55.8mm 和 40.9mm（图 5：1）。

10YXBT0101-12:314：双台面石核，原型为砾石，石皮比例不足 10%，片状毛坯，

灰黑色硅质灰岩，形状三角形，长宽厚为 128×77.2×34 mm，重 339.8g。2 个多疤台面，

台面角 70-80°。台面 1 三角形，对应 2 个剥片面，宽厚为 115.2×26.7 mm；台面 2 梯形，

对应 1 个剥片面，宽厚为 117.2×45.5 mm。3 个剥片面，其中剥片面 1、2 对应台面 1，剥

图 3  肖沟遗址石制品类型柱状图
Fig.3 Histogram of types and frequencies of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Xiaogou site

图 4 肖沟遗址石制品统计百分比示意图
Fig.4 Percentage diagram of stone artifacts

（1、最大径百分比 2、重量百分比）(1.Max length 2.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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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 3 对应台面 1。剥片面平均长 61.36 mm、平均宽 113.53 mm，可见片疤数为 6 个，最

大片疤长宽为 81.1 mm 和 57.3 mm。与Ⅳ型石片 10YXBT0101-12:344 可拼合（图 5：2）。

2.3.2  石片

共 210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55.8%，其中完整石片 57 件，不完整石片 153 件。依据

台面和石片背面特征，可以将完整石片划分为 6种类型，如图 3所示，石片类型以Ⅵ型为主，

其次为Ⅲ型和Ⅴ型，三者占石片总数近 90%。说明该遗址石片多处在剥片过程的次级阶段，

预示着对石核较高的利用率。

完整石片总体上以小型为主，长宽厚的平均值分别为 39.54×32.91×13.81mm，平均重

30.39g（表 1）。如（图 6）所示，完整石片的形态特征以宽薄型为主，这与石核剥片面

片疤形态特征相一致。

完整石片台面中素台面 32 件，石皮 25 件，两者占比 82.6%；台面形状最多的为三

角形，占 34.8%，其次为透镜形和梯形，占 23.2% 和 11.6%；台面宽厚平均为 21.29mm
和 11.44mm，石片角平均值 101°，背缘角平均值 87°。完整石片中，打击点明显的占比

图 5 肖沟遗址出土石核 (Cores)
1、单台面石核 2、双台面石核 + 石片

表 1 完整石片测量统计表
Tab.1 Size and weight of flakes

数量（n） 极小值(Min) 极大值(Max) 均值(Mean) 标准差(SD)

长Length(mm) 57 13 119.1 39.54 17.29

宽Width(mm) 57 12.2 130.7 32.91 18.63

厚Thick(mm) 57 2.3 35.0 13.81 8.11

重Weight(g) 57 0.5 397 30.39 57.62

 有效数量（n）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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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XBT0101-12:059：Ⅱ型石片（图 7：1），原型砾石，原料为暗白色石英岩，节理较弱，

形状为三角形，长宽厚为 60.3×41.5×23.6 mm，重 57.2g。台面三角形，台面性质为石皮，

宽厚为 24.5×13mm，打击点明显，台面角 97°，背缘角 100°；半锥体、锥疤、同心波缺失，

打击泡平，有放射线；背面疤向为对向，石片疤 4 个，背脊形态似纵脊，背面自然面比约

为 50%；两边关系收敛，两侧缘薄锐，远端为羽状。

10YXBT0101-12:042：Ⅲ型石片（图 7：2），原型砾石，原料为白色石英岩，节理较弱，

形状为三角形，长宽厚为 42.7×39.1×10.6 mm，重 17.3g。台面梯形，台面性质为石皮，宽

厚为 27.3×9.3mm，打击点明显，台面角 115°，背缘角 75°；半锥体、锥疤、同心波缺失，

打击泡平，有放射线；背面疤向为同向，石片疤 2 个，背脊形态似纵脊；两边关系汇聚，

两侧缘薄锐，远端为羽状。

10YXBT0101-12:229：Ⅴ型石片（图 7：3），原型砾石，原料为灰白色石英岩，节

理较弱，形状为梯形，长宽厚为 32×30.9×6.4 mm，重 6.2g。台面透镜形，素台面，宽厚

为 12.1×6.9mm，打击点明显，台面角 115°，背缘角 75°；半锥体、锥疤、同心波缺失，

打击泡平，有放射线；背面疤向为同向，石片疤 1 个；两边关系扩展，两侧缘薄锐，远端

为羽状。与 07510YXBT0101-12:075（石片）和 10YXBT0101-12:313（石核）可拼合。

10YXBT0101-12:143：Ⅵ型石片（图 7：4），原料为白色石英岩，节理弱，形状为梯形，

长宽厚为 32.9×26.8×9.5 mm，重 8.7g。台面三角形，素台面，宽厚为 21.7×8mm，打击点明显，

台面角 110°，背缘角 75°；半锥体、锥疤、同心波缺失，打击泡平，有放射线；背面疤向

为对向，石片疤 4 个；两边关系平行，两侧缘薄锐，远端为羽状。

不完整石片 153 件，包括左裂片 2 件，右裂片 3 件，石片近端 2 件，石片远端 6 件，

无法归类的断片 112 件，碎屑 28 件。

如 ( 图 8)，左裂片（10YXBT0101-12:186）和右裂片（10YXBT0101-12:188）可拼合出

1件完整的Ⅱ型石片。由于石英质原料脆性较大，在剥片过程中产生不完整石片的概率较高，

图 6 完整石片形态特征散点图
Fig.6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hole flakes

49.3%，其余较模糊；石片腹面很

少见半锥体、锥疤和同心波，可能

与石英岩原料的性质有关；打击

泡近 80% 较平，打击泡凸的不足

10%；超过 90% 的完整石片均有

放射线，是该遗址石片较为常见的

特征。石片背面石片疤最多 4 个，

最少 1 个，平均为 2 个，疤向多

为同向，占比 85.5%；背脊形态多

样，包括纵脊、似平行、Y 形、人

字形和不规则等，其中纵脊数量最

多，占比 40.6%；背面全部为石片

疤的 49 件，占比接近 80%；石片

左右两侧边缘以薄锐为主，均超过

80%，远端多呈羽状，少数为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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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肖沟遗址出土石片 (Flakes)
(1、Ⅱ型石片 2、Ⅲ型石片 3、Ⅴ型石片 4-5、Ⅵ型石片 )

图 8 左裂片和右裂片的拼合关系
Fig.8  One group of fitting sets

在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的石制

品中，这类产品与断块、断片类

产品很难清晰界定，因此，虽然

本文介绍的不完整石片数量有

限，但是不能排除在数量众多断

片中存在这类石制品。

2.3.3  断块

共 151 件，占石制品总数

比例 40.2%，是比例很高的一类石制品。                 

断块和断片（表 2）均以小型为主体，个体大小存在一定的差异，断块的个体差异明

显要高于断片。如上文提到，可能存在难于识别的石片类产品，而形态为宽薄型的断片类

产品则最有可能。

关于遗址出土断块性质的判断并没有确实的依据，鉴于出土石制品几乎全部为石英岩

或石英材质，节理发育，很难判断断块和断片上的疤痕是否为人工痕迹。本文将其归为断

块和断片是基于伴生的部分工具和石片做出的。在剥片和加工石器过程中，石英质原料会

产生大量这类废料，对石英质原料石制品特征的认识还需要通过模拟实验的手段来获得更

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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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断片测量统计表
Tab.2  Size and weight of fragments

数量（n） 极小值(Min) 极大值(Max) 均值(Mean) 标准差(SD)

长Length(mm) 112 9.8 59.6 27.01 9.51

宽Width(mm) 112 6.2 52.7 19.69 8.19

厚Thick(mm) 112 1.6 16.8 8.22 3.73

重Weight(g) 112 0.2 35.9 5.98 6.60

有效数量（n） 112

图 9 肖沟遗址出土工具
Fig.9 Tools from the Xiaojiagou Site

（1-2 边刮器 3 石钻）

2.3.4  石器
共 3 件，包括 2 件边刮器和 1 件石钻。

10YXBT0101-12:386（图 9: 1）：边刮器，单凸刃，原料为白色石英岩，似三角形，毛

坯为石片，长宽厚为 78.1×38.8×31.6mm，重 85.4g。加工部位位于石片左侧缘，硬锤正向加工，

修疤形态连续准平行，修疤数量大于 4，刃角 75°，刃缘边长 92.6mm，加工进深 28.9mm。

10YXBT0101-12:329（图 9: 2）：边刮器，单凸刃，原料为白色石英岩，不规则长方形，

毛坯为石片，长宽厚为49.7×26.7×14.8mm，重22.4g。加工部位位于石片左侧缘，硬锤正向加工，

修疤形态连续准平行，修疤数量大于 4，刃角 65°，刃缘边长 46.5mm，加工进深 16.6mm。

10YXBT0101-12:343（图 9: 3）：石钻，原料为灰白色石英岩，不规则长方形，毛坯

为石片，石皮比例约为 50%，长宽厚为 55.3×37.6×20.1mm，重 35.7g。2 条平直刃缘相交，

尖刃角 45°，2条刃缘均为硬锤反向加工，修疤形态不规则，单层连续分布，修疤数量大于 4，
刃角 53~65°，刃缘总边长 33mm，加工进深 6.6mm~8m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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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疑似遗迹现象

肖沟遗址 B 区 T0101 黄褐色含砂黏土层中，不足 25 平方米范围内出露一处疑似椭圆

形遗迹单元，该遗迹单元中央是一处圆形火塘遗迹，可见红烧土块、表面呈黑色的烧石及

碳迹，围绕火塘四周分布六处子单元，每个子单元由石核、石片及碎屑构成，均出土于相

同层位，出土石制品 300 余件（图 10）。这处疑似遗迹中共发现 16 组拼合关系，其中Ⅰ

子单元 1 组，Ⅳ子单元 8 组，Ⅴ子单元 1 组，Ⅵ子单元 5 组，还有 1 组跨Ⅲ、Ⅳ子单元。

拼合组中，既有时效上同时产生的拼接关系（12组），也有反映剥片顺序的拼对关系（4组）
[4]
。

根据石制品的拼合关系和平面分布情况，初步认定这处椭圆形遗迹应为未经扰乱的

原生埋藏，鉴于 T0101 东南角存在后期的流水侵蚀，这处遗存可能并不完全，虽然六个

子单元呈椭圆形分布，但完整的分布特点并不清楚。

火塘遗迹仅存部分烧石和红烧土（图 11），发掘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整体提取，相关

分析检测正在进行中，是否为为人为活动产生目前仍不能确定。

4 小结

4.1  石器工业特点

1）肖沟遗址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体，还有少量的石英和硅质灰岩。原料就地取材，

会根据节理发育程度进行一定的选择，利用程度也会因原料的特点有所区别。

2）石制品类型以石片、断块类产品为主，石核、石器的比例很低，石制品总体以小

型为主，占比超过 50%，其余多为微型和中型，很少见大型石制品。

3）从可拼合石制品和石核、石片的形态特征看，剥片主要以硬锤锤击法剥片，石核

多为单台面，台面和剥片面一一对应，石皮比例较低，石核的利用多处在初级和中级阶段，

利用程度受原料的制约较大；石片多为素台面和自然台面，形态多为宽薄型，Ⅵ、Ⅴ、Ⅲ

型石片的比例最高，多为次级剥片产品。

4）石器数量很少，均以石片为毛坯，石器组合可见边刮器和石钻，硬锤修理，以正向

加工为主，修疤较深厚。

5）可拼合石制品约占石制品总数的 10%，既包括拼接关系，也包括拼对关系；石制

品的分布较为集中，往往在较为集中的单元中存在拼合关系。

6）依据石制品类型特点、分布情况以及拼合关系初步推测肖沟遗址 B 发掘区 L12 层

属原地埋藏。

4.2  时代推断

肖沟遗址位于汉水流域二级阶地，黄培华等人认为丹江地区二级阶地的形成时间大

致为晚更新世
[5]
。从肖沟遗址石制品面貌看，属于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小石片石器工业

[6]
。

从目前丹江口库区遗址出土石制品的风格来看，包括北泰山庙
[7]
、彭家河

[8]
、龙口下层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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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遗存，含手镐类遗存的年代较早，多数学者推测时代属于中更新世，而晚期以

刮削器等小型工具为主的小石片遗存则明显较晚，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本文倾向认为

肖沟遗址的主要利用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4.3  考古学意义

肖沟遗址所在的汉水流域上游下段位于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

两大工业传统交流融合最为密切的地区，南北石器工业是此消彼长还是相互融合，是研究

我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课题，肖沟遗址较为单纯的小石片工业遗存

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肖沟遗址是一处原地埋藏的石器加工场所，石制品分布密集并分区集中，具有较好

的拼合潜力，较为完整的保存了古人类加工石制品产生的废料和部分半成品、成品，是研

图 11  B 区 T0101 残存红烧土、烧石特写
Fig.11  Burned clay and stone

图 10 肖沟遗址 B 区 T0101L12 层石制品平面分布图
Fig.10  Distribution of stone artifacts in layer 12, T0101, B district 

水牛洼下层
[10]
、刘湾

[11]
、黄

家湾
[12]
、伏龙观

[13]
、宋湾

[14]

和黄家窝
[15]

等遗址石制品均

以大型工具为主，位于汉江或

丹江流域的第三级阶地上。包

括杜店
[16]
、龙口上层

[9]
和贾

湾 1 号
[17]

等遗址的石制品类

型以小型的石英质原料为主，

与肖沟遗址石制品较为类似。

对比与肖沟遗址只有一

河之隔的余嘴遗址，发掘者

通过对比丹江口库区过往发

掘材料和地层关系，从余嘴

遗址石器工业的特征出发，

推测该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

早期晚段
[18]
。肖沟遗址的小

石片工业特征显然更为明显，

并未发现较为大型的工具类

型，这与余嘴遗址石制品风格

多样的特征有所区别。鉴于

肖沟遗址的功能性质和本地

原料的特点，不排除肖沟遗

址中存在大型工具的可能性。

从现有发表的材料和地层关

系看，丹江口库区存在以石英

质小型石片为主和以砍砸器、

手镐等大型工具为主的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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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古人类石器加工技术的理想材料
[19]
。遗址内石制品分区集中分布，各分区内存在较为

完整的剥片程序，对研究古人类石器加工场的遗址结构与功能，空间分布特点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遗址所在地区经历水流等外力作用的冲刷，遗址保存的并不完整，对石英类原料石

制品指标特征的认识仍存在不足，因此，对肖沟遗址的性质和石制品加工技术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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