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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麻窝口洞与智人伴生的长鼻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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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在贵州毕节麻窝口洞发现了 3 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和伴生的哺乳动物群。其中，古人类牙齿经
初步研究可归入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而与古人类相伴的大、小哺乳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共计 8 目 20
科 43 属 53 种。本文系统记述了该动物群中大哺乳动物的典型代表——长鼻类化石，共 2 属 2 种：东方
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麻窝口洞的长鼻类缺失我国南方早更新世
的典型种类——中华乳齿象（Sinomastodon）和华南剑齿象（Stegodon huananensis），具有从典型的中
更新世大熊猫 - 剑齿象动物群（Ailuropoda-Stegodon fauna）向晚更新世亚洲象动物群（Asian elephant
fauna）过渡的特征。依动物群的性质和地貌地层的特征，毕节麻窝口洞的智人及伴生动物群的地质时代
很可能为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这与堆积物的光释光年代测定的初步结果（距今约 11.2-17.8 万
年）基本吻合。麻窝口洞东方剑齿象与亚洲象的组合明显具有东洋界亚热带动物群的特点，指示温暖潮
湿的气候，这些长鼻类与智人等生存于近水的森林和灌丛中，并镶嵌了一些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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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China. The human teeth including one upper canine and two upper molars can be
assigned into anatomically modern Homo sapiens both in tooth sizes and morphological traits. The
mammalian assemblage associated with human teeth discovered from the Mawokou Cave contains
8 orders, 20 families, 43 genera and 53 species after identification, including 23 species of large
mammals and 30 species of small mammals. In this study the proboscidean remains from this site
are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as Stegodon orientalis and Elephas maximus.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 typical Early Pleistocene members in southern China, such as Sinomastodon and Stegodon
huananensis, the Mawokou fauna bears the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Middle
Pleistocene Ailuropoda-Stegodon fauna (s. s.) and Late Pleistocene Asian elephant fauna in southern
China.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Mawokou fauna is estimated to be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or early
Late Pleistocene based on the bio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The preliminary TL/OSL dating of the
strata containing the human fossils gives an age of 178 ka~112 ka. The proboscidean assemblage
with the associated fauna from the Mawokou Cave signifies a warm, humid subtropical forest with
aquatic resources, shrubs, and grasslands nearby. This environment was apparently favorable for
habitation of Homo sapiens, as well as Stegodon orientalis and Elephas maximus.
Key words: Proboscidea; Homo sapiens; Mawokou Cave; Bijie, Guizhou Province; Middle-Late
Pleistocene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赵凌霞研究员课题组与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贵州省毕节地区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与系统发掘，除
[1-5]
外，最
了在毕节扒耳岩、赫章松林坡等地点发现早更新世的巨猿化石及伴生哺乳动物群
近又在毕节团结乡麻窝口洞发现了 3 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及猩猩、长臂猿、猕猴、金丝猴及叶

猴等高等灵长类和其他属种多样的哺乳动物化石 [6,7]。其中，古人类牙齿经初步研究可归入
解剖学上的现代人 [6]，麻窝口洞也成为我国南方近年来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
本文将这一动物群中的基本成员——长鼻类（包括剑齿象和亚洲象）作一系统记述
和研究，并与我国南方其他中、晚更新世化石点的长鼻类进行比较。象类的演化与古生态
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贵州毕节麻窝口洞长鼻类化石的系统研究，对探讨该遗址的
地质时代、层序对比、古生态环境及与人类演化的耦合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描述剑齿象和亚洲象使用的牙齿术语，分别参考了 Saegusa[8], Saegusa et al[9] 和
Wei et al[10], 同号文 [11] 的图示和说明；DP 代表上乳臼齿，dp 代表下乳臼齿，M 代表上臼齿，
m 代表下臼齿。IVPP V 代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标本编号。

1 麻窝口洞的地质地理概况
麻 窝 口 洞 位 于 贵 州 省 毕 节 市 团 结 乡， 北 距 毕 节 市 区 约 45km， 地 理 坐 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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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3′22.6″N，105°22′16.3″E（ 图 1）， 洞 口 顶 海 拔 1196m。 麻 窝 口 洞 发 育 在 三
叠纪石灰岩中，洞口朝向东北，洞口前为近南北向的椭圆形岩溶洼地。麻窝口洞主
体呈细长弯曲管道状，宽约 3-5m。发掘区从距洞口两米处深至洞内 26m 处。依洞
口 处 探 坑 剖 面 自 上 而 下 可 分 为 8 层， 总 厚 度 约 3m。 本 文 记 述 的 长 鼻 类 化 石 产 自 剖
面第 1 层的砂质粘土层（厚度 21-56cm），与古人类化石共生。
[6]
麻窝口洞与智人伴生的动物群经初步研究由 8 目 20 科 43 属 53 种哺乳动物组成 ：

其中，大哺乳动物化石种类多样，数量超过四千件，绝大多数为单颗牙齿，包括 5 目 14
科 21 属 23 种（含未定种）；此外，利用筛洗法采集的小哺乳动物化石也异常丰富，包括
3 目 6 科 22 属 30 种。该动物群中含有一些华南更新世的绝灭动物，如猩猩、东方剑齿象、
中国犀、华南巨貘等

[6,7]

。依动物群性质、地层对比及洞穴堆积物光释光年代测定的初步

结果，麻窝口洞出土的人类化石和伴生哺乳动物群的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
[6]
距今约 11.2-17.8 万年 。

Fig.1

图 1 贵州省毕节市麻窝口洞古人类遗址的地理位置图
Geographic location of Mawokou Cave from Bijie,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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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描述
长鼻目 Proboscidea Illiger, 1811
象形亚目 Elephantiformes Tassy, 1988
剑齿象科 Stegodontidae Osborn, 1918
剑齿象属 Stegodon Falconer, 1857
东方剑齿象 Stegodon orientalis Owen, 1870
材料 1 件 DP2 (IVPP V20375.1); 1 件 DP3 (V20375.2); 4 件 dp3 (V20375.3-6); 1 件 M1
(V20376.1); 1 件 M3 (V20376.2); 2 件 M3 残 段 (V20376.3-4); 1 件 m2 (V20376.5); 1 件 m3
后部残段 (V20376.6). ( 图 2-3)
测量 乳臼齿测量数据见表 1。
描述 上第一乳臼齿（DP2），只有 1 件标本（V20375.1，图 2: A）。冠面呈三角形，
轻度磨蚀，由三个齿脊、前跟座和后跟座组成；前跟座较大，有三个小乳突，沿着牙齿的
长轴发育；后跟座相对小，由两个基本等大的小乳突组成；第一齿脊较厚，乳突位置高，
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大，由三个小乳突组成，外部由两个小乳突前后向组成；第二齿
脊为齿冠最宽处，由 6-7 个小乳突组成，但乳突位置稍低于第一齿脊；第三齿脊形态与第
二齿脊相似，但乳突位置明显低。
上第二乳臼齿（DP3），只有 1 件标本（V20375.2，图 2: B）。齿冠完整，中等磨蚀，
由五个齿脊和后跟座组成；无前跟座，齿冠前端（前三个齿脊）向内收缩，前三个齿脊磨
蚀后分沟较浅，中沟在第三 / 四个齿脊上存在，将齿脊分为内外两部分，第四 / 五个齿脊
上发育 9-10 个小乳突；后跟座相对大，有 9 个小乳突；后部齿脊和后跟座之间，以深狭
的 V 形谷间隔，齿谷间可见少量白垩质。
下第二乳臼齿（dp3），共有 4 件标本，左右 dp3 各两件（V20375.3-6，图 2: C-F）。
与 DP3 相比，dp3 相对更窄长。4 件标本的总体特征包括：由六个齿脊和前、后跟座组成；
在未磨蚀的标本上，前 3/4 个齿脊上有中沟存在，磨蚀后则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圈；中间齿
脊上一般发育了 9-10 个小乳突；齿谷间充填少量白垩质。4 件标本在形状和牙齿前端等
方面也存在变异：1）形状的变异，主要在于前端的变化，可分为尖圆型和头宽颈窄型两种，

表 1 麻窝口洞东方剑齿象乳臼齿测量（毫米）
Tab. 1 Measurements of deciduous molars of Stegodon orientalis from Mawokou Cave (mm)
乳臼齿

标本编号

齿脊数

最大长度

最大宽度

舌侧齿脊高

DP2

V20375.1

3

23

22 (第二齿脊)

9

DP3

dp3

V20375.2

5

58

40 (第五齿脊)

17

V20375.3

6

63

35 (第五齿脊)

14

V20375.4

6

59

35 (第五齿脊)

16

V20375.5

6

65

38 (第五齿脊)

17

V20375.6

6

63

39 (第五齿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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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麻窝口洞东方剑齿象的乳臼齿（冠面视）
Deciduous molars of Stegodon orientalis from Mawokou Cave (occlusal view)

A. 左 DP2 (V20375.1); B. 左 DP3 (V20375.2); C-D. 左 dp3 (V20375.3,4); E-F. 右 dp3 (V20375.5,6)

尖圆型是由于第二齿脊比第一齿脊和前跟座宽而形成（如 V20375.4），而头宽颈窄型则
由于第二齿脊比第一齿脊窄而形成（如 V20375.3, 5, 6）。2）牙齿前端的变异，主要是看
前跟座与第一齿脊形状大小的关系。有的标本（如 V20375.3,5），前跟座相对独立，成脊
状依附于第一齿脊前部；而有的标本，前跟座则相对弱（如 V20375.4, 6）。
上第一臼齿（M1），只有 1 件标本（V20376.1，图 3: A）。齿冠较低，冠面呈次长方形，
前窄后宽，由六个齿脊和前、后跟座组成，牙齿长约 151mm；齿冠中轴稍向唇侧弯曲，
后部不明显收缩，唇侧面磨蚀程度比舌侧面稍大；侧面视，各齿脊间的谷部为 V 字型，
中部略上凸；舌侧最大高度约 35mm，齿脊频率 3.9，釉质层厚度 3.6mm。前跟座磨蚀后
呈脊状依附于第一齿脊前壁；第一齿脊深度磨蚀，第二 / 三 / 四齿脊中等磨蚀，后两个齿
脊和后跟座尚未磨蚀；中沟存在于前三个齿脊；第一齿脊宽 66mm，中沟将其分为内外两
部分；第二齿脊宽 68mm，内外侧各有 5 个小乳突；第三齿脊宽 71mm，共有 11 个小乳突；
第四齿脊宽 75mm，由 10 个小乳突组成；第五齿脊为齿冠最宽处（宽 79mm），第六齿
脊宽 74mm，两个齿脊均有 10 个小乳突组成，并有若干次一级更小的乳突发育；后跟座
由 8 个小乳突组成，第六齿脊和后跟座之间的齿谷唇侧发育两个小附锥；各齿谷之间填充
有较多的白垩质。
上第三臼齿（M3），共有 3 件标本（V20376.2-4，图 3: B, D, E）。V20376.2 是一件
较完整的 M3，齿冠较低，冠面中部最宽，前部次宽，后部明显收缩变窄，保留了八个齿
脊和后跟座，推测前 2 个齿脊缺失，因此完整的齿脊数为 10 个；牙齿长 218mm 左右，
齿冠中轴稍向唇侧弯曲；侧面视，齿谷宽阔，呈 V 字型，中部明显上凸；舌侧最大高度
40mm 左右，齿脊频率 4.1，釉质层厚度 4.5mm。前跟座和前两个齿脊缺失，第三 / 四 / 五
齿脊磨蚀较深，第六 / 七齿脊中等磨蚀，后三个齿脊和后跟座尚未磨蚀；未见明显的中沟
发育；第三 / 四齿脊宽度分别为 80/81mm，磨蚀后形成釉质圈，褶皱较强，两齿脊之间的
齿谷唇侧发育两个小附锥；第五 / 六齿脊宽度分别为 85/88mm，由 10 个小乳突组成；第
七齿脊为齿冠最宽处（宽 90mm），共有 10 个小乳突，并有若干次一级更小的乳突发育；
第八齿脊舌侧破损，第九 / 十齿脊明显变窄（宽分别为 73/63mm），大约由 9 个小乳突组
成，后跟座保存不完整；各齿谷之间白垩质较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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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两件破损 的 标 本：V20376.3 可 能 代 表 右 M3 的 第 六 / 七 / 八 齿 脊， 宽 度 分 别 为
93/95/92mm，舌侧最大高度 52mm；V20376.4 可能代表左 M3 的第五至第九齿脊，宽度分
别为 88/87/85/80/68mm，舌侧最大高度 41mm。上述两件破损标本的基本形态与 V20376.2
相似，主要区别在于：1）V20376.3 每个齿脊发育的小乳突更多一些（11-12 个）；2）
V20376.4 虽然是后部的齿脊，但仍可见明显的中沟发育，将齿脊分为内外两部分。
下第二臼齿（m2），只有 1 件标本（V20376.5，图 3: C），且保存基本完整，只有
前跟座和第一齿脊的唇侧部分破损；齿冠较低，冠面呈前窄后宽的梯形，由八个齿脊和前、
后跟座组成，牙齿长约 205mm；齿冠中轴明显向唇侧弯曲，后部不明显收缩；侧面视，
各齿脊间的谷部为 V 字型，中部略下凹；舌侧最大高度 41mm 左右，齿脊频率 4，釉质层
厚度 3.8mm。前跟座和前 4 个齿脊磨蚀明显，其余齿脊则中等或轻度磨蚀；前跟座磨蚀
后呈脊状依附于第一齿脊前壁；第一齿脊虽已深度磨蚀，但仍可见中沟将其分为内外两部
分；第二齿脊宽 65mm，第三齿脊宽 67mm，第四齿脊宽 72mm，形成的釉质圈褶皱较强；
第五齿脊宽 74mm，第六齿脊宽 76mm，两个齿脊均由 10 个小乳突组成；第七齿脊为齿
冠最宽处（宽 79mm），第八齿脊宽 77mm，两个齿脊均有 11 个小乳突组成，并有若干
次一级更小的乳突发育；齿谷之间填充有较多的白垩质，后跟座亦由白垩质覆盖，齿谷唇
侧发育若干小附锥。
下第三臼齿（m3），只有 1 件标本（V20376.6，图 3: F），可能代表左 m3 的后 6 个齿脊，
宽度分别为 76/73/72/69/61/53mm，舌侧最大高度 47mm，轻度磨蚀，齿冠中轴明显向唇侧
弯曲，齿冠从前向后明显收缩变窄，无中沟发育，因为是后部的齿脊，所以齿脊上的小乳
突数相对较少（最多 8-9 个），齿谷内发育白垩质。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依齿冠较低、颊齿脊型、构成每个齿脊的乳突数多于 6 个、齿
谷呈 V 型及中沟在牙齿的前面齿脊存在等基本特征应归入剑齿象属（Stegodon）。剑齿
象属是剑齿象科（Stegodontidae）的重要成员，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晚中新世到更
新世期间哺乳动物群的基本成员之一 [8,9]。我国曾经命名的剑齿象达 20 多种，现被修订

Fig. 3

图 3 麻窝口洞东方剑齿象的臼齿
Upper and lower molars of Stegodon orientalis from Mawokou Cave

A. 左 M1 (V20376.1); B. 左 M3 (V20376.2); C. 右 m2 (V20376.5); D. 右 M3 残断 (V20376.3); E. 左 M3 残断 (V20376.4); F. 左 m3 残断
(V20376.6). 1. 冠面视 ; 2. 舌侧视

• 420 •

人

类

学

学

报

36 卷

为 8 种 [12]，其中发现于我国南方更新统地层中的主要有两种——华南剑齿象（Stegodon
huananensis）和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
华 南 剑 齿 象（S. huananensis） 是 陈 冠 芳（2011）[12] 在 先 东 方 剑 齿 象（Stegodon
preorientalis）基础上建立的，主要产地有重庆巫山龙骨坡 [13]、广西柳城巨猿洞 [14] 和广西崇
左三合大洞 [15] 等，其主要特征是个体相对较小，M3/m3 一般由 7-8 个齿脊组成，构成每个
齿脊的乳突大，数量一般不超过 10 个，M3/m3 的齿脊频率低（3），中沟在前部的齿脊存在，
白垩质少或不存在，DP2 的第一齿脊分为中、副齿柱。它的生存时代仅为早更新世 [12]。
麻窝口洞的标本依 M3 有 10 个齿脊、构成齿脊的乳突较小且数量超过 10 个、中沟
发育程度弱、白垩质发育及 DP2 第一齿脊的乳突数较多等性状显然比华南剑齿象进步，
应归入东方剑齿象。
Colbert and Hoojier（1953）系统描述了产自重庆万县盐井沟的东方剑齿象标本 [16]。
无疑，S. orientalis 是我国秦岭以南更新世时期最常见的一种剑齿象，也是中更新世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狭义）的基本成员之一。依据最新的资料，在我国南方 S. orientalis 似乎
在早更新世晚期就出现了，如广西崇左缺缺洞 [17] 和重庆大垭口洞 [18]，并一直延续至晚
更新世。
S. orientalis 的主要特征：颊齿相对窄，构成齿脊的乳突较小，乳突数一般超过 10 个，
齿脊数多（M1 有 6 个齿脊，M2 有 8 个齿脊，M3 具 10-11 齿脊，m1 由 7 个齿脊、m2 由
8-9 齿脊、m3 由 12-13 齿脊组成），白垩质发育，M3/m3 的齿脊频率高（3.3-4.5），中沟
在第一齿脊存在，DP2 第一齿脊乳突数较多等 [12]。
麻窝口洞的乳臼齿、臼齿在形态上与我国南方中、晚更新世如重庆盐井沟 [16]、贵州
盘县大洞 [19]、广西诸山洞 [14]、广西崇左合江洞 [20]、广西田东雾云洞 [21]、湖南道县福岩洞 [22]
及江西萍乡杨家湾 1 号洞 [23] 等产出的东方剑齿象都较为相似。

Fig. 4

图 4 麻窝口洞亚洲象的乳臼齿
Deciduous molars of Elephas maximus from Mawokou Cave

A. 左 dp3 (V22699.1); B. 左 DP4 残断 (V22699.2); 1. 冠面视 ; 2. 舌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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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象科 Elephantidae Gray, 1821
亚洲象属 Elephas Linnaeus, 1758
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 Linnaeus, 1758
材料 1 件左 dp3 (IVPP V22699.1); 1 件左 DP4 残断 (V22699.2).
描述 下第二乳臼齿（dp3），只有 1 件标本（V20376.1，图 4: A）。齿冠保存基本
完整，只有后跟座有些破损，由八个齿板和前、后跟座组成，长度 69mm 左右。前跟座
和前三个齿板较多磨蚀，其他齿板尚未磨蚀，齿冠中轴稍向唇侧弯曲。高齿冠，舌侧最大
高度 42mm，齿板在根部前后不相连。侧面视，齿板在咬合面稍向后倾斜。冠面视，齿冠
相对窄，最大宽度在第六齿板处（31mm），但齿板面中部并不明显加宽。齿板中间无中
尖突发育，釉质圈前后边近于平行，釉质层褶皱成有规律的小的半圆形，数量较多。中沟
在前跟座和前两个齿板可见，前三个齿板经磨蚀后形成中部稍大、两侧稍小或者分为若干
个基本等大的釉质圈。因为是乳臼齿，釉质层厚度仅 1.7mm 左右。齿谷之间填充有较多
的白垩质，甚至后面几个未磨蚀的齿板和后跟座亦由白垩质覆盖。
上第三乳臼齿（DP4），只有 1 件标本（V20376.2，图 4: B）。只保存了四个半齿
板，经观察对比很可能为第 3-7 齿板。磨蚀较深，齿冠中轴稍向唇侧弯曲。因牙齿根部破
损故齿冠高度不明，齿板根部前后是否相连也未知。冠面视，齿冠最大宽度在第六齿板处
（53mm），但齿板面中部并不明显加宽。齿板磨损后，中间无中尖突发育，釉质圈前后
边近于平行，中间略宽且明显向前弯曲，釉质层褶皱强而有规律。釉质圈厚度约 2.7mm，
齿板排列相对紧密，齿脊频率 7.6。白垩质在齿谷之间发育。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虽然只是乳臼齿，但依齿冠高、齿板数多且排列紧密等特征
明显有别于剑齿象，同时依釉质层褶皱强而规则、釉质圈前后边近于平行、中尖突不显
著发育等特征 [24,25] 区别于真象科内的猛犸象、非洲象、古菱齿象等属，应归入亚洲象属
Elephas。依据目前的资料，亚洲象属（Elephas）很可能起源于非洲 [24,26]，晚上新世开始
向欧亚大陆扩散，并在亚洲南部、东南部幸存至今。在中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期间，亚洲
象属是我国南方动物群的基本成员之一，主要包括江南象（E. kiangnanensis）和亚洲象（E.
maximus）两种，它们的祖先很可能是早更新世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古亚洲象（Elephas
hysudricus）[24,27]。
江南象由裴文中（1987）根据采自广西诸山洞中的臼齿标本建立，并推测其时代为
中更新世晚期 [14]；迄今江南象的化石主要发现于广西地区，虽然标本大多是第一 / 二臼齿，
缺少完整第三臼齿的材料，但仍被认为是与亚洲象（E. maximus）亲缘关系较近且特征相
对原始（如齿板数相对少、釉质层更厚、齿冠根部互相连接等）的种类。最近在广西崇左
木榄山智人洞遗址发现了有确切层位和时代（晚更新世早期）的江南象化石 [28,29]。
E. maximus 作为亚洲象属的现生种和模式种，其颊齿主要有以下特征：颊齿高冠，
大小中等，齿板排列紧密，M3/m3 的齿脊频率 7-8；上下齿列的齿板数分别为：DP2/dp2
（4-5/5）、DP3/dp3（6-8/6-9）、DP4/dp4（11-14/11-14）、M1/m1（15-17/15-17）、M2/
m2（17-21/17-21）和 M3/m3（21-26/21-29）；齿板磨蚀后成“点、线、点”或“点、点、
点、点”的图形；齿谷窄，釉质层较薄，褶皱强而有规律 [24,27,30]。
麻窝口洞的标本依齿板相对多、齿冠根部前后不连接、釉质层薄等特征明显比江南

• 422 •

人

类

学

学

报

36 卷

象显得进步，而与裴文中（1987）描述的 E. maximus（如 V1930, V1970）在基本形态、
个体大小、釉质层厚度和齿脊频率等都较为接近 [14]。此外，最近在广西崇左晚更新世的
岜仙洞中发现的一件亚洲象的 dp3 经初步观察在形态上也与麻窝口洞的标本（V22699.1）
非常接近（金昌柱，个人交流）。

3 麻窝口洞长鼻类的组合特点及生物地层学意义
综上所述，麻窝口洞出土的与智人伴生的长鼻类共计 2 属 2 种：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长鼻类是我国南方第四纪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对生物地层的划分和古环境的探讨具
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南方甚至东南亚地区更新世的动物群曾被统称为广义的大熊
猫 — 剑齿象动物群（Ailuropoda-Stegodon fauna complex）。近年来对安徽繁昌和广西崇
左等地象类化石的研究表明，第四纪期间我国南方长鼻类的演化至少发生了三次更替事件。
早 更 新 世 典 型 的 中 华 乳 齿 象（Sinomastodon） 是 新 近 纪 的 孑 遗 种 类， 曾 发 现 于
我国最晚中新世的云南昭通 [31] 和上新世的山西榆社、陕西汉中等地 [32,33] 。第四纪的
Sinomastodon 只分布于我国南方下更新统的地层中，经系统研究包括早更新世早期的
江南种（Si. jiangnanensis）[34,35] 和早更新世中、晚期的扬子种（Si. yangziensis）[36]，Si.
jiangnanensis 到 Si. yangziensis 的演化趋势为：1）依据 M3/m3 大小比较，体型有减小的趋势；
2）M3/m3 的齿冠形态由相对短宽到相对狭长；3）M3 的跟座由不发育到发育；4）m3 的
齿脊数由 5 个增加到 6 个，中沟由笔直变向唇侧弯曲，前齿带逐渐弱化，臼齿结构趋于复
杂 [34-36]。早更新世我国南方动物群以中华乳齿象、华南剑齿象和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
blacki）等原始的种类共生为特征 [17]，因此这一时期华南的动物群被称为“巨猿 - 中华乳
齿象动物群”（Gigantopithecus-Sinomastodon fauna）[36][ 或“巨猿动物群”（Gigantopithecus
fauna）[17]]（图 5）。
早更新世末，我国南方气候整体变冷变干使得热带－亚热带森林大量萎缩，这
导致了丘脊型齿的中华乳齿象在华南灭绝
orientalis） 所 替 代

[12]

[36]

， 而 华 南 剑 齿 象 也 被 东 方 剑 齿 象（St.

， 成 为 中 更 新 世 大 熊 猫 - 剑 齿 象 动 物 群（ 狭 义，Ailuropoda-

Stegodon fauna）的骨干成员之一（图 5）。St. huananensis 到 St. orientalis 的演化趋势
为：1）个体由大逐渐变小；2）M3 的齿脊数由 7-8 个逐渐增加到 10-11 个，m3 的齿脊
数由 8 个逐渐增加到 12-13 个；3）白垩质由少到多；4）中沟由存在于臼齿的前面若干
齿脊到仅存在于第一齿脊 [12]。
亚洲象属（Elephas）最早可能在中更新世中、晚期进入我国南方，包括相对原始
的化石种——江南象（E. kiangnanensis）和现生种——亚洲象（E. maximus）[14,29] 。E.
kiangnanensis 到 E. maximus 的演化趋势为：1）齿板由厚到薄，齿冠由中等高到高冠；2）
齿板数由少到多；3）齿板的釉质圈由厚到薄；4）齿板磨损后，中尖突由不显著发育到不
发育 [14]。晚更新世之初 E. maximus 的繁盛使之与 St. orientalis 一道在动物群中起主导作用，
因此有学者将我国南方晚更新世含有 E. maximus 的动物群称为“亚洲象动物群”（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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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南方第四纪长鼻类演化及其与动物群更替的关系
Quaternary Proboscidean turnovers related to faunal evolution in southern China

elephant fauna）[28, 29]（图 5）。最近对亚洲象和剑齿象食性的研究表明，剑齿象主要喜食嫩叶，
是典型的森林型动物，而亚洲象既食草也食树叶，生态习性更加多样化，可以栖息于森林、
灌丛和草地等多种环境中 [37,38]。因此，亚洲象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可能强于剑齿象。
麻窝口洞长鼻类中缺失我国南方早更新世的典型种类——中华乳齿象和华南剑齿象，
代之以相对进步的东方剑齿象和亚洲象。有趣的是，在我国南方中更新世的动物群中，大
部分只发现有东方剑齿象，如重庆盐井沟 [16]、贵州盘县大洞 [19]、广西崇左合江洞 [20] 等，
而在晚更新世（或早全新世）的动物群中，亚洲象则更多的出现，如湖南道县福岩洞 [22]、
广西田东雾云洞 [21] 和江西萍乡杨家湾 1 号洞 [23]（东方剑齿象和亚洲象共生），广西崇左
智人洞 [28,29]（江南象和亚洲象共生）及海南三亚落笔洞 [39]（仅存亚洲象）。至于湖北郧
西黄龙洞，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早期 [40]，该动物群中只发现了东方剑齿象、缺失亚洲
象很可能是因为其地理位置靠北所致。
麻窝口洞动物群中以我国南方中、晚更新世常见的东方剑齿象和具有进步特征的亚
洲象共生，因此具有从典型的大熊猫 - 剑齿象动物群（中更新世）向亚洲象动物群（晚更
新世）过渡的特征。依据上述长鼻类的研究，麻窝口洞古人类遗址的地质年代很可能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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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
麻窝口洞动物群经初步研究由 23 种大哺乳动物和 30 种小哺乳动物组成。从动物群
组合特征看，因缺乏山原獏、小种大熊猫和桑氏硕鬣狗等早更新世的典型代表种类，它显
[1-4]

然不同于毕节地区早更新世扒耳岩的“巨猿动物群”

；但该动物群中含有一些华南更

新世的绝灭动物，如猩猩、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华南巨貘和硕豪猪等 [6,7]；此外，动物
群中含有较多森林型的高等灵长类化石，有猩猩、长臂猿、猕猴、金丝猴、叶猴等。根据
现生动物地理分布及栖息环境

[41]

，麻窝口洞的哺乳动物群主要反映出亚热带森林环境。

根据洞穴堆积物光释光年代的初步测定，麻窝口洞包含人类牙齿和长鼻类等动物化
[6]
石的砂质黏土层的地质年代为距今 11.2-17.8 万年 。
综上所述，麻窝口洞东方剑齿象与亚洲象的组合明显具有东洋界亚热带动物群的特
点，指示温暖潮湿的气候，这些长鼻类与智人等生存于近水的森林和灌丛中，并镶嵌了一
些草甸和草坡。
致谢：野外工作得到毕节市文物局、七星关区文管所及团结乡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特别感谢郑远文、张忠文及团结乡干部对麻窝口化石点的重视及保护措施。中国科学院古
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金昌柱、郑家坚、祁国琴、同号文研究员评阅本文初稿并提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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