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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                         
的植物淀粉粒 

陶大卫，陈朝云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郑州 450001

摘要：本文对河南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开展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数量丰富的淀粉粒以及少量植

硅体。可鉴定形态的淀粉粒主要来自粟、黍、小麦、小豆等农作物以及坚果、块茎植物；植硅体中则有

来自水稻颖片的双峰型植硅体。此次研究表明官庄先民食物来源广泛，包括多种农作物和采集植物，其

中粟黍类农作物在食物构成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小麦所占比例很可能已仅次于粟黍。结合包括官庄遗址

和周边若干遗址的浮选结果，两周时期中原腹心地区仍是北方传统的粟作农业，但农作物种植已明显多

样化；与此同时，小麦在农作物体系中的重要性增加，中原地区农作物种植体系由以粟黍为主转向以小

麦为主的趋势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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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ch grain analysis of human dental calculus from the Guanzhua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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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uman foodstuffs and lifestyle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Central Plains using starch grain analysis of 
human dental calculus. Plant microfossils, starch grains and phytoliths, which were found in most 
calculus samples from the Guanzhuang site, were from millets, bread wheat, rice, adzuki, tubers 
and ac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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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starch grains and phytoliths extracted from dental calculus and analyzed for thei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s that a variety of starchy plants, including crops and 
gathered plants, were consumed by the Guanzhuang inhabitants. Millets were dominant in the 
human diet of the Guanzhuang site. Bread wheat was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Combined with 
the macr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the Guanzhuang and other neighboring sites, a traditional 
millet agricultural system still exis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en the multiple 
cropping system had emerged in this region. Meanwhile, the importance of bread wheat increased 
in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and a change in the 
cropping system from millet-dominant to bread wheat-dominant ocurred.

Key words: Guanzhuang site; dental calculus; starch grain; phytolith; diet

1 引 言

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研究是探讨先民生计方式、聚落生业经济以及与动植物关系的重

要途径，已成为科技考古和生物考古领域的研究热点。近些年来，人牙结石的生物考古学

研究成为研究先民食物构成的新途径 [1]，特别是牙齿结石中残留的淀粉粒等遗存能为我们

了解先民的植物性食物构成提供最直接的证据 [2]。

牙结石是矿物质化的牙菌斑，人牙结石的形成受诸多因素影响 [3]，食物结构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之一 [4]。牙结石重度矿化的性质使其能在遗址中很好地保存下来，也为残留于

牙结石中的各类残留物提供了良好的保存介质，从而使得提取和分析牙结石中残留的淀粉

粒等成为可能 [5]。

近些年，国际上人牙结石的淀粉粒研究逐渐增多，通过对先民牙结石中提取出的淀

粉粒和植硅体等进行种属鉴定和量化分析，可以揭示先民食物来源，探讨当时的植物资源

利用和生业经济状况 [6]。在国内，随着淀粉粒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人牙结石的淀

粉粒分析也逐渐引起重视，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7]。可以说，人牙结石的淀粉粒分析能有效

验证和补充其他植物考古学研究结果，为我们更加全面地揭示先民食物构成和聚落生业经

济等提供新的途径和资料。

官庄遗址位于河南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地理坐标 34°51′06″N，113°22′28″E，海拔

116m。索须河从遗址南部自西向东流过。遗址地势平坦，中部比周围稍高，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该遗址存在三重城壕，目前，其中外壕和内壕已经确定基本范围，应是一座具

有一定规模的城址 [8]。它的时代从西周晚期持续至春秋中期，其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

该遗址的繁盛时期，春秋中期已开始没落。官庄遗址是继娘娘寨遗址之后在郑州西部地区

发现的两周时期又一大型聚落，对研究该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皆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手段，对官庄遗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人牙结石开展研究，

了解该遗址先民植物性食物构成，结合周边其他遗址的浮选结果，探讨中原腹心地区两周

时期先民生计方式和农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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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和方法

2.1  样品选取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 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工程建设，经报请国家文物

局批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官庄遗址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实际发掘

面积约 4000m2，发现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 15 座 [9]。此次分析的人牙结石样品来自

其中 8 座墓葬的 8 个个体，共计 38 份，具体信息见表 1。

2.2  样品处理

1) 将人牙结石样品转移至研钵中，轻轻研磨至粉末状；

2) 将人牙结石粉末样品转移至离心管中，加入浓度为 10% 的 2mL 稀盐酸，静置 12 h
左右，部分样品有气泡产生；

3) 加超纯水并以 3000rpm 离心 10min 清洗，吸出上部浮液并丢弃，重复此步骤一次，

保留底部残留；

4) 加入 5% 的 Calgon 以分散样品，静置 24 h；
5) 加超纯水并以 3000rpm 离心 10 min 清洗，吸出上部浮液并丢弃，重复此步骤两次，

保留底部残留；

6) 加入比重 1.8 的氯化铯重液，以 3000rpm 离心 10 min，吸出上部浮液并转移至新

离心管中，重复此步骤一次；

7) 加超纯水至新离心管中并以 3000rpm 离心 10 min 清洗，吸出上部浮液并丢弃，重

复此步骤一次，保留底部残留；

8) 加入酒精，以 6000rpm 离心 15 min，吸出上部浮液并丢弃，保留最底部残留，底

部沉淀的即为淀粉粒残留物，静置干燥；

9) 用甘油制片；使用 Olympus BX53 偏光显微镜在 200 倍下观察寻找淀粉粒，在 400
至 600 倍下拍摄淀粉粒形态，同时测量、记录淀粉粒大小和形态特征如二维形状、脐点有

无、层纹有无、表面特征（如裂隙的有无和特征）和十字消光特征等。

现代淀粉粒形态数据是古代淀粉粒分析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识别从牙结石

中提取到的淀粉粒 , 我们收集了来自禾本科、豆科、壳斗科等 20 多个属 50 种现代植物的

种子或果实，对它们的淀粉粒进行了形态分析 [7], 部分现代植物淀粉粒形态见图 1。同时

古代淀粉粒形态的种属鉴定还参考了国内、北美等地的淀粉粒文献 [10-13]。

3 结 果

38 份人牙结石样品中共发现 148 颗单粒淀粉粒，还有部分淀粉粒聚合在一起，其中

轮廓清楚的单粒淀粉粒大约 31 颗，因此至少有 179 颗形态清晰的单粒淀粉粒。这些淀粉

粒中有 30 颗破坏严重，24 颗特征不明显，余下 125 颗淀粉粒依据大小、形状、脐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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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官庄遗址选取的两周时期人牙结石样品
Tab.1 Human dental calculus samples selected from the Guanzhuang site

实验室编号 样品来源 取样部位 年代 *

GZ1 M18 右下第三臼齿 两周之际

GZ2 M18 右下第二臼齿 两周之际

GZ3 M18 右下第三前臼齿 两周之际

GZ4 M18 右下犬齿 两周之际

GZ5 M18 右下第二门齿 两周之际

GZ6 M18 右下第一门齿 两周之际

GZ7 M18 左下第一门齿 两周之际

GZ8 M18 左下第二门齿 两周之际

GZ9 M18 左下第三前臼齿 两周之际

GZ10 M18 左下第四前臼齿 两周之际

GZ11 M18 右上第三臼齿 两周之际

GZ12 M18 右上第四前臼齿 两周之际

GZ13 M18 右上第三前臼齿 两周之际

GZ14 M18 右上犬齿 两周之际

GZ15 M18 右上第二门齿 两周之际

GZ16 M18 右上第一门齿 两周之际

GZ17 M18 左上第一门齿 两周之际

GZ18 M18 左上第二门齿 两周之际

GZ19 M18 左上第二臼齿 两周之际

GZ20 M8 臼齿 两周之际

GZ21 M8 门齿 两周之际

GZ22 M8 前臼齿 两周之际

GZ23 M26 门齿 两周之际

GZ24 M26 右上第三臼齿 两周之际

GZ25 M26 左上第一前臼齿 两周之际

GZ26 M26 犬齿 两周之际

GZ27 M22 臼齿 西周晚期

GZ28 M22 右上第一臼齿 西周晚期

GZ29 M21 左下第三臼齿 两周之际

GZ30 M21 左下第二臼齿 两周之际

GZ31 M21 右下第三臼齿 两周之际

GZ32 M21 右下第二臼齿 两周之际

GZ33 M21 左下门齿 两周之际

GZ34 M25 前臼齿 西周晚期

GZ35 M7 右下第二臼齿 西周晚期

GZ36 M7 左上第一臼齿 西周晚期

GZ37 M10 右下第二前臼齿 西周晚期

GZ38 M10 门齿 西周晚期

* 均为相对年代，无 14C 年代数据



 • 471 •3 期 陶大卫 ,等：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的植物淀粉粒

图 1 部分现代植物淀粉粒图谱（图 a、b、c、d、h 标尺为 20μm；其余为 10μm）
Fig.1 Starch grains from some modern plants

a. 黍 (Panicum miliaceum)，淀粉粒粒径范围 5.96μm -10.99μm，平均粒径 8.42μm (n=46)； b. 粟 (Setaria italica)，淀粉粒粒径范围

6.23μm -19.35μm，平均粒径 9.32μm (n=55)；c. 小麦 (Triticum aestivum)，淀粉粒粒径范围 5.77μm -31.24μm，平均粒径 14.98μm 

(n=82)；d. 大麦 (Hordeum vulgare)，淀粉粒粒径范围 11.29μm -30.33μm，平均粒径 21.82μm (n=49)；e. 小豆 (Vigna angularis)，

淀粉粒粒径范围 24.6μm -71μm，平均粒径 48.03μm (n=114)；f. 绿豆 (Vigna radiata)，淀粉粒粒径范围 11.9μm -52μm，平均粒径

27.7μm (n=188)；g. 饭豆 (Vigna umbellata)，淀粉粒粒径范围 16.2μm -86.2μm，平均粒径 48.31μm (n=251)；h. 山药 (Dioscorea 

opposita)，淀粉粒粒径范围 5.89μm -43.58μm，平均粒径 22.86μm (n=115)；i. 麻栎 (Quercu sacutissima)，淀粉粒粒径范围 6.9μm 

-20.21μm，平均粒径 11.13μm (n=62)；j-k. 高粱 (Sorghum bicolor)，淀粉粒粒径范围 9.37μm -29.52μm，平均粒径 18.1μm (n=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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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中提取出的淀粉粒和植硅体

Fig.2 Starch grains and phytoliths extracted from human dental calculus selected from the Guanzhuang 
site. Scale bar: 10μm (except Fig.w: Scale bar: 100μm)

a-d：第 I 类粟类淀粉粒 (Type 1, Setaria italic and Panicum miliaceum)；e-h：第Ⅵ类高粱（疑似）淀粉粒 (Type 6, possible 

Sorghum bicolor)；i-j：第 II 类小麦族淀粉粒 (Type 2, Triticeae)；k-p：第 III 类小豆淀粉粒 (Type 3, Vigna anglaris)；q-r：第

Ⅳ类块茎类淀粉粒 (Type 4, tubers)；s-t：第Ⅴ类栎属淀粉粒 (Type 5, Quercus sp)；u-v：第Ⅵ类高粱（疑似）淀粉粒 (Type 6, 

possible Sorghum bicolor)；w：来自水稻颖片的双峰型植硅体 (double-peaked cell from rice glume)；x：来自禾本科植物稃壳的

植硅体 (husk phytolith from Poaceae)（图 w 标尺为 100μm；其余均为 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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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和消光十字等特征，分为 5 类 ( 图 2)：
第 I 类：79 粒，多边形或近圆形，脐点居中，无层纹，部分较大淀粉粒的脐点处有

裂隙，多呈 Y 型或横向线性，粒径分布在 6.3μm -22.6μm 之间，部分淀粉粒被结石包裹

（图 2: a-d）。多边形的淀粉粒大多来自于禾本科植物种子，如粟 ( Setaria italica )、黍

( Panicum miliaceum)、稻 (Oryza sativa)、高粱 (Sorghum bicolor)、 薏苡 (Coix lacryma-
jobi L.) 等 [14]。其中黍的淀粉粒，平均粒径为 8.42μm，粒径范围为 5.96μm -10.99μm，

大多表面没有裂隙，只有少数淀粉粒具有穿过脐点的微弱裂隙 [15]（图 1: a）；粟的淀粉

粒粒径范围为 6.23μm -19.35μm，一般不超过 19μm，平均粒径为 9.32μm，脐点居中，

其中粒径较大的颗粒有穿过脐点的裂隙 [15]（图 1: b）；高粱淀粉粒与粟、黍的淀粉粒在

粒径和形态上有部分重合，但高粱淀粉粒平均值远大于粟和黍，达到 18.1μm，有部分

粒径较大者为近圆形或近椭圆形，且表面裂隙多呈放射状，且部分有层纹 [14]。第 I 类中

粒径大于 19μm 的 8 颗淀粉粒不应来自粟和黍，它们部分有 Y 型或横向裂隙，表面有褶

皱，不能排除来自高粱的可能（图 2: e-h）。其余 71 颗淀粉粒表面均光滑无褶皱，很可

能来自粟或黍。黍的淀粉粒粒径一般不大于 12μm，因此其中粒径大于 12μm 的 52 颗淀

粉粒很可能来自粟（图 2: c-d），这部分淀粉粒中粒径较大者脐点处有明显裂隙，也符

合粟的淀粉粒特征。但粒径小于 12μm 的粟与黍的淀粉粒无法有效区分，因此不排除粒

径小于 12μm 的余下 19 颗淀粉粒有来自黍的可能（图 2: a-b）。

第 II 类：近圆形或椭圆形，其中大部分淀粉粒聚合在一起无法准确统计具体数量，

其中轮廓较为清楚的淀粉粒数量大约在 31 颗左右，脐点居中，部分粒径较大的淀粉粒层

纹明显（图 2: i-j）。此类淀粉粒的粒径分布呈两极分化，部分形态轮廓较为清晰的淀粉

粒粒径分布在 5.6μm-38μm。我们对小麦族 19 种植物淀粉粒进行了分析 [15]（图 1: c-d），

此类淀粉粒符合小麦族淀粉粒的形态特点 [11]，来自小麦族（Triticeae）无疑。粒径较大的

淀粉粒层纹较明显，部分颗粒表面可见轻微褶皱，十字消光多有破坏迹象，这些特征与破

表 2 常见食用豆类淀粉粒粒径统计数据
Tab.2  Statistic data of lengths of starch grains of common edible beans

种类 统计数量 (n) 粒径最大值 (μm) 粒径最小值 (μm) 粒径平均值 (μm)

小扁豆（Lens culinaris） 23 35.3 8.27 22.83

小扁豆野生种（Lens orientalis） 52 32.36 8.68 18.6

山黧豆（Lathyrus sativum） 38 49.14 15.86 33.15

山黧豆属一种（Lathyrus sp） 74 40.27 14.95 26.84

菜豆属（Phaseolus mungo） 144 30.74 10.84 24.77

豌豆属豌豆亚种 (Pisum sativum ssp) 25 52.06 7.59 33.41

野豌豆（Vicia sativa） 35 49.14 15.32 25.4

苦野豌豆（Vicia ervilia） 106 29.22 9.16 19.01

野豌豆属一种（Vicia sp） 26 31.55 7.06 18.69

鹰嘴豆（Cicer arietinum） 43 21.15 9.39 16.17

小豆（Vigna angularis） 114 71 24.6 48.03

绿豆（Vigna radiata） 188 52 11.9 27.7

饭豆（Vigna umbellata） 251 86.2 16.2 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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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小麦属或大麦属淀粉粒特征较为吻合 [16]。鉴于官庄遗址浮选出炭化小麦 [17]，因此该

类淀粉粒来自小麦的可能性较大。

第Ⅲ类：9 粒，椭圆形或圆角三角形，椭圆形淀粉粒透射光下和偏光下均可见明显

层纹，有纵向裂隙，X 型消光，部分淀粉颗粒被结石包裹（图 2: k）。粒径均较大，范围

为 28.3μm-67.7μm（图 2: k-p）。豆科植物的淀粉粒多呈椭圆形、肾形或圆角三角形，粒

径较大、明显可见的层纹和裂隙（纵向、横向或者不规则状）是豆科植物淀粉粒重要的

鉴定特征 [15, 18]（图 1: e-g）。本类型淀粉粒和豆科植物淀粉粒形态较为一致，应来自豆科

植物。而与人类关系密切的食用豆类均属豆科（Leguminosae）蝶形花亚科（Papilionaceae），
我们对兵豆属的兵豆（Lens culinaris）及其野生种（Lens orientalis）、山黧豆属的山

黧豆（Lathyrus sativum）及一未知种（Lathyrus sp）、菜豆属的 Phaseolus mungo、豌

豆属的豌豆亚种（Pisum sativum ssp. elatius var. humile）、野豌豆属的野豌豆（Vicia 
sativa）、苦野豌豆（Vicia ervilia）以及一个未知种（Vicia sp）、鹰嘴豆属的鹰嘴豆（Cicer 
arietinum）以及豇豆属的小豆（Vigna anglaris）、绿豆（Vigna radiata）和饭豆（Vigna 
umbellata）等 7 个属 13 种食用豆类的淀粉粒形态进行了分析 [15]（表 2），发现只有来自

豇豆属小豆和饭豆的淀粉粒最大粒径能超过 60μm，且第Ⅲ类淀粉粒与现代小豆的淀粉粒

粒径范围较为一致，故第 III=类淀粉粒来自豇豆属小豆的可能性最大。

第Ⅳ类：1 颗，椭圆形，长轴为 50μm，短轴为 34.4μm，脐点居于一端，脐点处有近 “Y” 
形裂隙（图 2: q-r）。这种脐点极端偏心、粒径较大的淀粉粒具有明显的块根块茎类植物

淀粉粒特征（图 1: h）[10, 19]，虽仅有 1 颗，但来自块根块茎类植物应无疑问。

第Ⅴ类：4 颗，卵形或椭圆形，粒径均较大，范围为 13.9μm-29μm，较大的卵形淀

粉粒可见明显的纵向裂隙，较小的椭圆形淀粉粒也可见轻微的裂隙，部分淀粉颗粒被结

石包裹（图 2: s-t）。此类淀粉粒和坚果类淀粉粒形态特征较为一致 [20]（图 1: i），有可

能来自栎属植物。

第Ⅵ类：1 颗，近椭圆形，粒径为 25.9μm，脐点处有 Y 型裂隙，表面层纹明显（图 2: 
u-v）。通过与收集的 50 多种植物淀粉粒形态进行对比，此类淀粉粒和来自高粱属高粱的

图 3 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中提取出的完整
淀粉粒种类和数量统计

Fig.3 Types and quantity statistics of undamaged 
starch grains extracted from dental calculus from 

Guanzhuang site

淀粉粒形态特征较为吻合 [14]（图 1: j-k）。

如前所述，第 I 类中粒径大于 19μm 的 8 颗

淀粉粒有来自高粱的可能，结合第Ⅵ类这 1
颗形态特征明的淀粉粒，这 9 颗淀粉粒来

自高粱的可能性比较大。

官庄先民牙结石中主要植物残留是淀

粉粒，但同时也发现有少量植硅体。其中

部分植硅体形态特征明显：一种为双峰型

植硅体（图 2: w），它来自稻属植物种子

颖片；另一种形态植硅体应来自禾本科植

物种子的稃壳（图 2: x），鉴于发现有粟和

黍的淀粉粒，因而不排除这种形态植硅体

来自二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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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1  官庄遗址两周时期居民的植物性食物来源

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中发现了形态丰富的淀粉粒和植硅体，反映出该遗址先

民植物性食物构成的多样性（图 2 和图 3）。

粟和黍自新石器时代一直是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两种农作物。此次官庄人牙结石中

粟黍类淀粉粒数量最多（图 3），或许说明官庄先民对于粟黍的摄取最为频繁，故残留于

牙结石中的此类淀粉粒数量最多。在这71颗来自粟黍类的淀粉粒中，有52颗来自粟而非黍，

可见粟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官庄遗址以及周边同时期其他遗址的浮选结果相吻合 [17, 21]。

目前，国内最早的小麦遗存发现于龙山时期的黄河流域 [22]，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小麦

已经传入到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 [23]。官庄遗址此次发现的小麦类淀粉粒多数聚合在一起，

无法统计准确的数量，但轮廓较为清楚的单粒淀粉粒至少有 31 颗。如小麦类淀粉粒按照

31 颗统计，占全部完整淀粉粒总数的 21%（图 3），仅次于粟黍，而且官庄遗址浮选出

的小麦在绝对数量上也仅次于粟黍 [17]，这些结果或许表明小麦很可能已是官庄先民最为

重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之一。

小豆淀粉粒是此次研究较为重要的发现之一，虽然所占比例较低（图 3），但这至少

表明最晚在两周之际，小豆已是官庄先民的食物来源之一。双峰植硅体仅在一个个体的牙

结石中出现，而且官庄遗址的浮选并未发现水稻 [17]，因此水稻是否是两周时期官庄居民

的食物来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官庄遗址人牙结石中还发现有坚果类、块茎类以及

其他目前无法鉴定其植物来源的淀粉粒（图 3）。由此可见，官庄遗址两周时期居民的植

物性食物来源之广泛。需要指出的是，某些植物如大豆并不产生具备鉴定特征的淀粉粒和

植硅体，故官庄两周时期人牙结石中未发现大豆的植物微体遗存并不表明大豆在当时未被

栽培或食用，事实上炭化大豆遗存在该遗址以及周边同时期遗址中均有发现 [17, 21]。 
官庄遗址两周时期居民植物性食物构成以多种农作物为主，其中粟在农作物中占据

主导地位，结合该遗址和周边同时期遗址的浮选结果 [17, 21]，可以说，两周时期中原腹心

地区农作物种植已呈现多样化，但经济结构仍是北方传统的粟作农业；与此同时，小麦在

官庄先民食物构成中比重已仅次于粟类，其重要性有所增加，这或许说明中原腹心地区的

农作物种植体系已开始出现转变 [23]。

4.2  小豆和疑似高粱遗存的发现

豆科植物的利用历史很长，山西柿子滩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磨盘上就发现有豆科植

物的淀粉粒 [24]，至全新世早期，南北方许多遗址都发现有不同种类的豆科植物遗存 [25-29]，

但目前史前考古遗址中能鉴定出来的豆类遗存主要为大豆。小豆作为另一种原产中国的豆

类作物 [30]，先秦时期的炭化遗存发现很少，目前仅有湖北宜城黄岗遗址浮选出炭化小豆 [31]，

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到两汉时期炭化小豆发现渐多，包括有马王堆汉墓一号

墓 [32]、洛阳烧沟汉墓 [33] 和西安汉墓 [34] 等。跨湖桥遗址陶釜内发现的小豆类淀粉粒则表

明小豆同大豆一样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利用历史 [25]。此次官庄先民牙结石发现的小豆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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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表明最晚在两周之际，小豆已是官庄先民的食物来源，这为探讨小豆的栽培和利用等提

供了新的材料。需要指出的是，淀粉粒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手段，还面临诸多问

题。例如在鉴别区分栽培作物和其野生祖本方面，淀粉粒分析方法明显不如其他植物考古

学研究手段 [14]。官庄先民牙结石中提取出的小豆淀粉粒究竟处于演化的哪一阶段仍未可

知，但大致同时期的湖北黄岗遗址发现有栽培特征的炭化小豆 [31]，因此，官庄遗址的小

豆淀粉粒有来自栽培小豆的可能。同时，此次分析的牙结石样品来自 8 个个体，在 7 个个

体的牙结石中都发现有小豆淀粉粒，小豆应该已是两周时期官庄先民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

之一；而黄岗遗址发现的东周时期小豆从出土概率来看也仅次于水稻和粟 [31]，这些结果

或许表明两周时期小豆在南北方农作物体系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高粱的起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由非洲经印度传入中国；另一种说法则

认为中国是高粱的独立起源中心之一 [30]。国内部分遗址中曾报道发现有高粱遗存，但其

可靠性存疑。如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陶罐炭化遗存最初被鉴定为“高粱”[35]，最

新研究表明这些“高粱”实则是野大豆 [29]。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高粱的记载，为当时

的“六谷”之一 [36]，《诗经》、《周礼》等文献和周代铜器铭文上也都有关于高粱的记载 [37]。

根据这些材料，至少可以说自商周以来，高粱应已是一种栽培作物。但目前先秦时期考古

遗址中还未发现明确的炭化高粱遗存。此次官庄先民牙结石中也只是发现了疑似高粱的淀

粉粒，但这或许能为探讨高粱在中国的栽培和起源提供些许线索。

5 结 论

通过对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开展的淀粉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中发现有形态丰富的淀粉粒和少量植硅体，它们主要

来自粟、黍、小麦、水稻、小豆等农作物和坚果类、块茎类植物。

2) 官庄遗址两周时期居民的植物性食物构成中，粟类农作物仍占据主要地位，同时

小麦、水稻、小豆以及可能的高粱等农作物也为先民所食用。结合官庄遗址和周边同时期

其他遗址的浮选结果，两周时期中原腹心地区仍是北方传统的粟作农业，但农作物种植已

呈现多样化；同时，小麦在农作物体系中的重要性增加，中原地区农作物种植体系由以粟

黍为主转向以小麦为主的趋势已出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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