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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桓仁南山地点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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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宁桓仁南山旧石器地点发现于2011年4月，共获得石制品60件。石制品原料多为角岩和石英砂岩，

采用锤击法剥片。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工具以片状毛坯为主，主要采用硬锤修理。

南山地点发现的个别石叶和桂叶形尖状器在辽宁地区较为罕见。推测此地点的年代为旧石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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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Nanshan locality,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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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nshan locality is located at Wudaohezi Village of Huanren County in Liaoning 
Province. 60 lithic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locality and 4 stratigraphic layers were 
identified, with the total thickness of nearly 10m. Some artifact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second 
layer. The assemblage includes cores, flakes, tools and debris. Hornfels and quartz sandstone are 
the predominant raw materials, followed by quartzite and slate. Hard hammer percussion is the 
dominant technique for detaching flakes, and retouched tools are mainly manufactured on flakes. 
The blades and leafed point found in the locality are rare in this area.

Keywords: Liaoning Province; Nanshan Locality; Stone Artifacts



 • 177 •2 期 石 晶等：桓仁五道河子南山发现的旧石器

1 地理位置、地貌与地层

1.1  地理位置

南山地点位于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道河子村南山的Ⅲ级基座阶地上，海拔

295m。地理坐标为北纬 41°20′25.8″，东经 125°15′12.7″，面积约 20000m2。西北距五道河

子四队 300m、七队 900m，南距元河 150m、公路 750m（图 1）。

1.2  地貌

地点南北方向均为高山，最高海拔 673m；地点东西两侧均为陡崖，呈鹰嘴状突出，

下方为元河河谷。元河在地点南侧由西向东流过，河谷较宽。Ⅰ级阶地为较宽的堆积阶地，

Ⅱ级阶地在地点附近缺失，但可见于元河的主干浑江两岸。地点所在的Ⅲ级阶地为以灰岩

夹泥质页岩为基岩的基座阶地，其地势较高，顶部开阔平坦。

图 1 南山地点位置示意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Nanshan locality

图 2  南山地点河谷剖面示意图
Fig.2 Profile of the Nanshan locality

1.3  地层

南山地点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如下：

第 1 层：黄色耕土层，厚 0.2-0.3m；

第 2 层：黄色粘土层，厚 0.3-0.4m，石制品出于此层；

第 3 层：砂砾石层，厚 2.0-10.0m，未见石制品；

第 4 层：灰岩夹泥质页岩基岩，未见底。上分布有砾石，磨圆较好，分选较差，最

大砾径可达 50cm（图 2）。

2 石制品

共 60 件，其中 5 件采集于耕土层下的黄色粘土层，其余均为采集品。

2.1  石核

4 件。均为锤击石核。原料均为角岩。根据台面数量分为双台面和多台面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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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台面石核  2 件。11HWDHZ:44，核体较厚，表面无自然面保留，有 3 个剥片面（图

3:1，图 4:2）。

多台面石核  2 件。均从不同方向剥片，剥片疤较多。

2.2  石片

20 件。均为锤击石片。根据完整程度分为完整石片和断片。

完整石片  16 件。平均长 68.3mm；宽 75.4mm。依据 Toth 的分类系统可划分为 5 种

类型 [1]，其中 I 型 2 件；Ⅲ型 5 件，11HWDHZ:43（图 3:2）；IV 型 3 件；V 型 3 件；Ⅵ

型 3 件。断片  4 件。其中近端 1 件；左侧 2 件，11HWDHZ:57（图 3:3）；右侧 1 件。

2.3  断块  

5 件。原料以角岩居多，形状不规则。

2.4  工具

一类工具（天然工具）: 2件。均为锤击石锤。11HWDHZ:20，两端均经过使用（图 3:4）。
二类工具（使用石片）[2]: 16 件。均为使用过的锤击石片。可分为单刃（图 3:5）和

双刃 2 类。

三类工具 : 13 件。包括刮削器、尖状器、钻器、桂叶形尖状器和砍砸器。

刮削器  5 件。分为单刃 4 件，11HWDHZ:51，刃部经过正向加工（图 3:6）；和双刃

1 件，11HWDHZ:1，以正向加工为主（图 3:7）。

尖状器  1 件。11HWDHZ:55，尖部经过正向加工（图 4:3）。

图 3  南山地点发现的部分石制品
Fig.3  Some stone artifacts of Nanshan locality

1. 双台面石核 (Double platforms core,11HWDHZ:44);2. 完整石片 (Complete flake,11HWDHZ:43);3. 断片 (Broken 

flake,11HWDHZ:57);4. 石锤 (Stone hammer,11HWDHZ:20);5. 使用石片 (Used flake,11HWDHZ:48);6. 三类单刃刮削器 (Single 

concave scraper,11HWDHZ:51);7. 三类双刃刮削器 (Convex and concave scraper,11HWDHZ:1);8. 砍砸器 (Single convex 

chopper,11HWDHZ:25);9. 钻器 (Borer,11HWDHZ:41);10. 桂叶形尖状器 (Leafed point,11HWDHZ 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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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器  1 件。11HWDHZ:41，块状毛坯，尖部采用单面加工（图 3:9）。

桂叶形尖状器  1 件。11HWDHZ ② :1，通体为浅平修疤（图 3:10，图 4:1）。

砍砸器  5 件。均为单刃。11HWDHZ:25，刃部经硬锤两面加工（图 3:8）。

3 结 语

南山地点是此次辽宁地区旧石器调查发现的多个地点之一，其地势开阔向阳，且临

近元河，水资源丰富，是古人类活动的理想场所。虽然在已发现的 60 件石制品中仅有 5
件出土于地层，但对今后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地点中石制品的原料以角岩和石英岩

居多；石制品多采用硬锤进行剥片和修理；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工具中有

天然工具、使用石片和修理工具；地点中发现的石叶和桂叶形尖状器在辽宁地区属较为少

见的石制品。由于此地点未发现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遗物，结合石制品的分布层位推测

其年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但这还需年代学证据的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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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山地点发现的部分石制品
Fig.4  Some stone artifacts of Nanshan locality

1. 桂叶形尖状器 (Leafed point,11HWDHZ ② :1);2. 双台面石核 (Double platforms core，11HWDHZ:44)；3. 尖状器

(Point,11HWDHZ:55);4、6. 使用石片 (Used flakes,11HWDHZ:2,11HWDHZ ② :2);5. 三类单凸刃刮削器 (Single convex 

scraper,11HWDHZ: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