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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古脊椎所“十三五”规划正式启动实施的第三年，

也是砥砺奋进、继往开来的一年。在所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所职

工在科研产出、科研项目、人才队伍建设、科学传播、合作与交流、

支撑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收获。

在科研产出方面，研究所全年发表论文 205 篇，其中 SCI/SSCI

论文 138 篇，在 Science、Nature 杂志上发表 7 篇论文，在 PNAS、

Current Bi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等高影响因子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29 篇。其中，尼阿底遗址这处

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将人类首次登上

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 4 万年前，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

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记录；来自中侏罗世早期的梁龙

类新属种神奇灵武龙的发现，挑战了关于梁龙类恐龙和其他新蜥脚类恐龙的起源和扩散的传统观点；

新发现的两种阿尔瓦雷斯龙类化石——乌拉特半爪龙和彭氏西域，提升了人类对阿尔瓦兹龙类如何

减少和逐渐丢失手指这一复杂过程的理解，对阿尔瓦兹龙类作为一个单系群起源于亚洲并逐渐扩散

到其他大陆这一假说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中生代鸟类的系列研究，极大丰富了对鸟类的演化历程

的认知——迷惑巾帼鸟具有和孔子鸟类似的肩胛乌喙骨体现了发育的可塑性，早白垩反鸟类髓质骨

材料的研究显示髓质骨的出现是一个系统性的发生过程而非局部生理表现，始吻古喙鸟的肺部结构

表明与飞行相适应的高度气体交换能力在鸟类演化早期就已经出现；从早白垩世晚期鸭嘴龙类恐龙

牙齿周边特殊结构中提取到的植物表皮和植硅体残留物，将禾本科的化石记录向前推进到 1 亿多年

前的早白垩世，并为鸭嘴龙类的食性和禾本科植物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发现于云贵地区三叠

纪地层中中国始喙龟，集多种原始、过渡和进步特征于一身，为龟类系统发育研究补上了关键 “缺

失的一环”。

2018 年度研究所的多项研究成果被新华社、中新网和人民网等重要媒体主动报道，受到社会和

科学界广泛关注。多项成果入选“2018 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其中三叠纪具喙的基干龟类

及龟类的早期演化研究位列首位，距今 3 至 4 万年前人类踏足高海拔青藏高原腹地研究位列第三位，

从化石研究现代鸟类生物学特征的演化研究位列第五位，研究所参与编撰的古生物学教材《生物演

化与环境》位列第四位。另外，研究所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的陕西蓝田黄土与古人类活动研究“将

人类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历史推前至距今 212 万年”入选 2018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在重大项目组织方面，研究所新承担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 B 专项“关键地史时期生物与环

境演变过程及其机制”启动实施；负责的先导 A 类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课题“古生物与古环境综合

数据库构建及其应用”喜获专项优秀成果奖；国家基金委的项目新获重点项目 1 项、重大研究计划

集成项目 1 项、优秀青年项目 1 项以及其他项目 11 项。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研究所成功入选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获 2018 年度何梁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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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 人，新入选“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新入选中

科院青促会成员 3 人，新入选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1 人，新引进青年科技人才 6 人，其中

包括外籍青年学者 2 人。

在科学传播方面，研究所通过科普场馆、图书期刊、科普讲座、新媒体平台等多渠道演绎科研

成果，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学科发展，提高全民科学素养。作为我院对外重要的科普窗口之一，中

国古动物馆参观人数突破 32 万人，并在日本、新疆、浙江、深圳、重庆、北京、成都、广州等地

举办了多场不同主题的特展；由研究所青年学者翻译的《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一书入选科技部

评选的“2018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中国古生物研究丛书》获得第十五届“上海图书奖”特等奖，

《听化石的故事》入选“2018 年度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并获得“首届中国自然好书奖 · 年度视觉

奖”。中英文双语版的《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等；

研究所科研人员应邀做科普讲座、报告，包括在新闻媒体、电视上的科普报告，高星研究员荣登“2018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榜单，美国《时代》杂志“伟大的科学家——改变世界的天才和远见者们”

特辑中，81 岁的研究员董枝明与伽利略、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霍金等科学家一道名列其中。

在合作与交流方面，研究所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对外，研究所协助签订与

巴西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协议；接待多米尼克总理、保加利亚科

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副校长来访；接待斯里兰卡科技部、国际艾美奖主席等外方来访

68 人次，研究人员出访 109 人次；对内，研究所与内蒙、安徽、云南等地同行广泛合作，召开了河

套人（鄂尔多斯人）发现 95 周年学术研讨会及第 16 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并在云南曲靖

联合成立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在支撑保障能力建设方面，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古 DNA 自动化实验平台建设，购置了样品单链

文库制备过程和后期古 DNA 捕获技术的自动化仪器设备；建设了国内首个针对古人类遗址的绝对

测年技术平台；优化了稳定同位素测试平台样品前处理方法及指标测试流程。标本中心新增实物标

本 1458 件，数字标本 1441 件；整理馆藏标本 10000 件，新鉴定标本 1027 件；筹建了标本数字化中心；

完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古生物专题“临夏盆地晚新生

代哺乳动物”撰写。

在园区建设方面，研究所改善了部分科研人员及化石修理人员的办公条件。科技大厦的科研办

公用房装修完成并投入使用；昌平工作站整体搬迁至怀柔工作站，并对怀柔工作站的工作环境进行

了适应性改造。

2019 年，即将迎来古脊椎所 90 华诞，我们将根据中科院深入推进“率先行动”计划实施及四

类机构分类改革试点工作和研究所“一三五”战略规划要求，推进完成“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

中心”筹建工作，并做好迎接“十三五”规划实施第一阶段目标任务总结评估准备工作，为研究所

90 华诞献礼。

在此，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研究所发展的有关部门和朋友们，致以最衷心感谢！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长　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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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设有 4 个研究室、1 个重点实验室和 1 个研究中心。即古鱼类与爬行类研究室、古

哺乳动物研究室、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室、古环境演化研究室，重点实验室和周口店国际古人

类研究中心。管理部门：设有 6 个部门，即综合处、科技处、财务处、党群宣传处、研究生部、行

政处。支撑部门：设有 3 个部门，即标本中心、文献情报中心、中国古动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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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一三五”规划实施进展

重大突破一：中生代特异埋藏生物群的综合研究

河北早白垩世围家皇家螈新材料的研究

围家皇家螈（Regalerpeton weichangensis）是在

2009 年基于一件不完整的标本命名的。随着近年来发

现越来越多标本，戎钰芬根据对 8 件保存完整的新材

料的研究，补充和修订了皇家螈的一些形态特征。并

对皇家螈的生活场景及习性进行复原：幼年的蝾螈有

三对较长的外鳃，生活在水深较深的地方，有较高的

背鳍和尾鳍，靠鳃呼吸。随着发育，外鳃逐渐褪去，

肺发育，呼吸功能发生转变，可通过口腔伸出水面换

气。骨化的腕骨显示它的肢骨有支撑身体的能力。（Rong, 2018, Vertebrata PalAsiatica）

新发现揭示鸟类肩带骨骼的发育可塑性

王敏等人报道了有关鸟类肩带骨骼演化的重要发

现，提出在讨论鸟类或者其他生物的早期演化时，发

育可塑性是一个关键因素。发现于 1.27 亿年前的迷惑

巾帼鸟，代表了已知仅次于孔子鸟目的最原始的尾综

骨类鸟类。其呈现出高度镶嵌演化的特征组合，特别

是具有愈合的肩胛乌喙骨，这一现象在中生代鸟类仅

见于孔子鸟目，在多数现生鸟类中这两块骨骼是相互

独立的。愈合的肩胛乌喙骨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特征，

它在四足动物的演化历史中甚至早于指（趾）节的出现；

二者的分离最早开始于原始的羊膜类动物。肩胛骨和

乌喙骨在发育上往往显现出相互愈合的趋势，这主要

源自它们在发育初期来源于未分异的同质凝结。在软

骨发生的过程中，当成骨作用或者先骨细胞分异被推迟时，才会造成这两块骨骼的分离。通过追溯

这两块骨骼在四足动物主要类群中的发育情况，研究团队提出巾帼鸟和孔子鸟具有的肩胛乌喙骨有

可能是来自异时性发育中的过型形成作用，体现了发育的可塑性。（Wang et al., 2018, PNAS）

中生代鸟类系统树揭示肩带和手部骨骼的重要

演化阶段

围家皇家螈生态复原图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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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生代鸟类化石中首次发现髓质骨

邹晶梅等人首次报道了早白垩世九佛堂组反鸟类的髓质

骨材料，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确凿的中生代鸟类髓质骨研究，

为探知早期鸟类的演化历程提供了新的证据。髓质骨在现生

鸟类中比较常见，是雌性在繁殖期形成的特有骨组织，充填

于骨骼空腔中，为蛋壳的形成提供钙源。髓质骨也见于鸟类

化石和非鸟类恐龙（包括兽脚类、鸟脚类、蜥脚类恐龙等）

以及翼龙化石中，是研究鸟类与恐龙类之间亲缘关系的重要

材料。本研究认为，之前对中生代爬行动物髓质骨的报道大

部分是有待商榷的。研究中发现，髓质骨不仅仅存在于长骨中，例如股骨、胫骨等，还存在于趾

节骨中，这显示髓质骨的出现是一个系统性的发生过程，而不是一种局部的生理表现。同时，本

研究认为髓质骨可能在中生代就已经出现，是鸟类的一类进步特征。（O'Connor et al., 2018, Nature 

Communications）

我国中生代鸟类化石中首次发现肺部结构

邹晶梅等人报道了一件发现于

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的始吻古喙鸟

化石，古喙鸟是目前已知的最原始

的今鸟型类代表。通过扫描电镜在

内的多种方法，邹晶梅等发现了疑

似肺部结构的痕迹，详细的形态学

研究表明古喙鸟已经具有和现代鸟

类极为相似的肺部结构。鸟类的呼

吸系统高效而独特，尤其是其肺演

化出了一系列特征，例如分块的薄

壁系统、分支气囊、肺内单一方向

气体流动、肺高度分化从而扩大了

体积等，均保证了充分的气体交换，

从而满足飞行时巨大的有氧代谢需

求。已有的化石证据表明单一方向

气体流动这一特征在恐龙（包括鸟类）演化历史中出现较早，但是能够进一步揭示肺的结构的化石

还从未在主龙类化石中有过发现。主龙类是包括鳄鱼、翼龙和恐龙（包括鸟类）等在内的一类双弓

类羊膜动物。古喙鸟的肺部结构显示了和现代鸟类相似的高度分化，表明与飞行相适应的高度气体

交换能力在鸟类演化早期就已经出现。（O'Connor et al., 2018, PNAS）

始吻古喙鸟和现代鸟类肺部显微结构的比较

鹏鸟未定种（IVPP V15576）股骨组织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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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盆地发现一雉鸡化石新种：和政盘绕雉

李志恒等人报道了一件骨骼保存近乎完整的

新雉类化石材料。该标本发现于青藏高原毗邻

区域——临夏盆地的和政地区，距今 700-1100

万年，保存了迄今为止最早的鸟类特化卷曲加

长的气管化石，显示出对于叫声（鸣唱或者鸣

叫）改变的最古老证据。根据其具有环绕气管的

这一特征，将这种已灭绝的鸟命名为和政盘绕

雉（Panraogallus hezhengensis）。据测量，盘绕雉

的气管长度甚至大于该鸟类的体长，盘绕部分的

气管分布于胸腔外的皮下组织中。此次新发现的

盘绕雉是雉鸡类化石具有该特征的最早记录，更

是在雉类化石中的首次发现。据推测，盘绕雉的

体重在 2.5 千克左右。体型的大小通常会直接影响哺乳动物喉部的大小，进而影响哺乳动物发声的

声音频率，而鸟类的声音发自鸣管（支气管的部位），鸣管以上的气管属于声道，所以它演化出这

种超级加长的气管很可能是为了发出更加嘹亮且浑厚的声音，进而听起来像一种体型更大的鸟类，

这种“欺骗性信号”有利于恐吓捕食者和竞争者以及更好的吸引配偶。（Li et al., 2018, Scientific 

reports）

阿尔瓦雷斯龙类新材料揭示其手部演化历程

徐星等人报道了两种新的阿尔瓦雷斯龙类化

石：乌拉特半爪龙（Bannykus wulatensis）和彭氏

西域爪龙（Xiyunykus pengi）。这两种新化石在时

间上介于早期阿尔瓦雷斯龙类和晚期阿尔瓦雷斯

龙类之间。对半爪龙和西域爪龙的形态学研究逐

渐揭示了阿尔瓦雷斯龙类前肢的宏演化历程：从

早期阿尔瓦雷斯龙类的接近原始兽脚类的较长的

“抓握型”前肢，到前肢较长并拥有特化的手爪

的半爪龙和西域爪龙的前肢，再到晚期阿尔瓦雷

斯龙类高度特化、缩短，功能性单指的前肢。这

两种恐龙的发现提升了人类对阿尔瓦雷斯龙类如

何减少和逐渐丢失手指这一复杂过程的理解，对

阿尔瓦雷斯龙类作为一个单系群起源于亚洲并逐

渐扩散到其他大陆这一假说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

（Xu et al., 2018, Current Biology）

盘绕雉正型标本以及骨骼科学复原图

乌拉特半爪龙形态奇怪的手部

乌拉特半爪龙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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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恐龙化石新发现挑战传统蜥脚类恐龙演化观点

徐星等人报道了一种来自中国中侏

罗世早期（1.74 亿年前）的梁龙类新属

种——神奇灵武龙（Lingwulong shenqi），

这一发现挑战了关于梁龙类和其他新蜥

脚类恐龙的起源和扩散的传统观点。 传

统观点认为，包括梁龙类在内的一些类

群，在东亚与其他大陆隔离之前尚未扩

散到东亚，导致了中晚侏罗世东亚地区

形成了独特的恐龙动物群。新发现表明，

梁龙类恐龙曾广泛分布在包括东亚在内

的盘古大陆，东亚的中晚侏罗世动物群

并没有之前认为的独特性，过去的认知

很可能是由于化石采样的影响导致基于

采集化石推测的生物群面貌和地质历史时期真实的生物群面貌出现差异。对神奇灵武龙进行演化和

生物地理学分析，发现在中侏罗世新蜥脚类恐龙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并且分布广泛，主要的蜥脚类亚

类群可能起源于早侏罗世，在成为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导类群之前，已经有很长的演化历史。（Xu 

et al., 2018, Nature Communications）

浙江发现最古老的具尾锤新种甲龙——中国缙云甲龙

徐星课题组报道了发现于浙江省缙云县壶

镇的甲龙类新属种：中国缙云甲龙（Jinyunpelta 

sinensis）。化石材料保存了一完整的头骨化石和完

整的尾锤。缙云甲龙生活的时代距今约 1 亿年前。

比之前发现的具有尾锤的甲龙类化石早了 1000 多

万年。甲龙类恐龙最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尾部的

尾锤，但实际是只有少部分甲龙有尾锤，而且尾

锤只出现在甲龙类演化的后期。甲龙亚目（Ankylosauria）分为甲龙科（Ankylosauridae）和结节龙

科（Nodosauridae）两大类。结节龙类头骨较长，尾部没有尾锤。在甲龙科中，较原始的甲龙科头

骨较结节龙的稍宽，但仍就长大于宽，也没有尾锤。直到较进步的甲龙亚科（Ankylosaurinae），头

骨变宽，尾部才有尾锤发育。本次研究的支序分析显示缙云甲龙为目前最为原始的甲龙亚科成员。

此前研究人员通过对甲龙尾锤和尾椎的研究认为甲龙类的尾锤出现后从小逐渐变大，缙云甲龙尾锤

最宽处约为 45 cm，如此大的尾锤出现在甲龙类演化的早期，说明尾锤的演化并不是严格按从小到

大的演化，比此前想像要复杂。（Zheng et al., 2018, Scientific Reports）

中国缙云甲龙复原图

神奇灵武龙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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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禄丰基干蜥脚型类恐龙研究取得新进展

尤海鲁课题组报道了云南禄丰基干蜥脚

型类一新属种——孙氏彝州龙（Yizhousaurus 

sunae）。种名献给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孙艾

玲先生，纪念她为禄丰及中国古脊椎动物研

究做出的杰出贡献。孙氏彝州龙于 2002 年由

禄丰县国土资源局发现并组织挖掘，目前装

架并展陈于“禄丰世界恐龙谷”博物馆中。

分支系统学分析结果显示彝州龙属于蜥脚形

类（Sauropodiformes），较禄丰目前已知的所

有其他基干蜥脚型类更为进步。孙氏彝州龙

的头骨形态尤为特殊，如上颌开始出现唇侧齿板，眶前孔和外下颌孔缩小，泪骨垂直等特征都与蜥

脚类（Sauropoda）更为接近。新属种的发现不仅提供了难得的较为完整而立体的头骨形态学信息，

也丰富了禄丰及中国基干蜥脚型类的多样性。同时，这一研究也表明头骨的镶嵌式演化在蜥脚型类

不同属种间的差异比以往认识的更为复杂，而彝州龙代表了向蜥脚类起源的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zhang et al., 2018, Scientific Reports )

世界首件保存完整的侏罗纪离龙类——侏罗青龙

离龙类（Choristodera）是一类生活在淡水环境中的双孔类爬行动物，生活时代从中侏罗世

一直延续到中新世。在辽西地区，以前只在热河生物群中发现过离龙类，共 4 属 5 种，包括潜龙

（Hyphalosaurus）、喜水龙（Philydosaurus）、满洲鳄（Monjurosuchus）和伊克昭龙（Ikechosaurus）。

董丽萍等人报道了河北青龙南石门化石点的侏罗统的一件离龙标本，详细的形态学研究显示它的身

体比例和头后骨骼与喜水龙相似，将其命名为侏罗青龙（Coeuleodraco jurassicus）。系统发育学分析

结果显示侏罗青龙位于“非新离龙类”这一支的基部。

研究推断，在非新离龙类这一支中，下颞孔的闭合就是一个先变小再闭合的过程。（Mastumoto 

et 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Biology）

重大突破二：早期脊椎动物演化的整合生物学研究

湖南西北部志留纪鱼类及其相关底层的综述研究

赵文金等人基于最新的野外成果，对湖南西北部志留纪鱼类及其相关地层进行了综合研究，将

它们分为 3 个脊椎动物组合——温塘组合、茅山组合、扬子组合。根据最新的志留纪脊椎动物的发

现和地层数据，湖南西北部含鱼地层可以向上依次分为榕溪组、回星哨组、小溪组，与中国南方下

孙氏彝州龙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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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三套红层依次对应。通过对澧县志

留纪地层的新研究，赵文金修订了先前

报道的石门鱼的发现地层应该属于罗德

洛期，而不是之前认为的兰多维列期。

文中建立的湖南西北部高分辨率地层框

架将有助于弄清志留纪鱼化石的时空分

布，为早期脊椎动物的演化、早期脊椎

动物与其环境的协同演化提供重要的参

考资料。（Zhao W J, et al. Acta Geologica 

Polonica）

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志留系发现

了最早的多鳃鱼类

盖志琨等人在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

志留系发现了最早的多鳃鱼类——锯齿

宽腹鱼（Platylomaspis serratus），将多鳃

鱼类的起源由早泥盆世提前至志留纪兰多维列世，向前推进了大约两千万年。同时，将多鳃鱼类的

古地理分布从原来的华南板块扩展到塔里木板块，证明两大板块在志留纪早期曾经离得的很近，具

有非常重要的古地理意义。

新属种与广西南宁泥盆系新发现的曾氏南宁鱼（Nanningaspis zengi），以头甲边缘具有宽阔的

腹环，前缘引长为吻突为主要鉴定特征，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它们与云南早泥盆世古木鱼（Gumuaspis）

的亲缘关系较近，并一起聚合成多鳃鱼类一个新科——古木鱼科（Gumuaspidae），代表了多鳃鱼目

的最原始类群。（Gai et al., 2018, PLoS ONE）

锯齿宽腹鱼的发现将多鳃鱼类的起源向前推

进了大约两千万年

鱼类营半埋藏生活方式的适应特征

湖南西北部志留纪鱼化石的地层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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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辐射X射线断层显微成像技术助力无颌类盔甲鱼的组织学与内部解剖研究

同步辐射 X 射线断层显微成像已经成为古生物研

究中一种新的重要手段，能够在不损坏化石的前提下，

提供化石内部超高分辨率的三维成像。利用瑞士光源

最先进的同步辐射 X 射线断层显微成像技术，盖志琨

等人研究分析了 7 个采自浙江长兴志留系 ( 约 4.28 亿

年前 ) 的早期盔甲鱼类浙江曙鱼三维立体保存脑颅化

石。同步辐射 X 射线显微成像结果显示，盔甲鱼脑颅

完全由软骨组成，并没有软骨外成骨存在的证据；盔

甲鱼脑颅解剖结构能够被精细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脑颅软骨与周围软组织在埋藏过程中的异时分

解。利用 AMIRA 或 AVIZO 等计算机三维虚拟复原软

件，三维虚拟复原了 7 个曙鱼脑颅模型，首次揭示出

盔甲鱼脑颅内部详细的解剖结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盔甲鱼的脑颅已经发生了显著的重组，具备了

颌发育所必需的先决条件。（Gai Z K, 2018, Vertebrata PalAsiatica）

云南曲靖下泥盆统盔甲鱼类(无颌类)的新发现

刘玉海等人在云南曲靖早泥盆世西山村组新发现的盔甲鱼类（无颌类），包括一新属、新

种——惠清驼背鱼（Altigibbaspis huiqingae），一件属种未定的多鳃鱼科标本，以及张氏真盔甲鱼

（Eugaleaspis changi）和小眼南盘鱼（Nanpanaspis microculus）的新材料。驼背鱼在很多方面跟

多鳃鱼都非常相似，但头甲背面具一特征性的驼背状隆起，其上有一刀刃状的中背脊。中背脊和

中背棘在盔甲鱼类里的形态分异度表明：它们除了能够提供游泳方向稳定性外，可能衍生出了一

些附加的功能，例如直立高耸的中背棘能使盔甲鱼在捕食者眼里具有了恐吓性，刀刃状的中背脊

可能也起到一些防御的作用。南盘鱼头甲侧缘具有两对非常奇特的侧向延伸的突起；通过对这两

对侧突同源性的比较，讨论了南盘鱼的潜在系统分类位置。鉴于南盘鱼奇特的形态，以及它在华

南鱼目中相对较早的出现时代，建议暂时把南盘鱼放到一个单属科南盘鱼科，代表了华南鱼目早

期分出来的一个支系。（Liu YH et al., 2018, Vertebrata PalAsiatica）

曙鱼的三维数字化重建

惠清驼背鱼复原图 张氏真盔甲鱼复原图 小眼南盘鱼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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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三：亚洲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

周口店直立人的研究取得系列进展

作为最早的古人类家族成员之一，周口

店直立人（北京猿人）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

填补了人和猿之间的演化空白。然而，绝大

多数的周口店直立人化石在二战中不幸丢

失，如今保存下来的仅有 15 件。为了进一

步了解周口店直立人的形态特点，邢松等对

其中 6 颗牙齿和 1 件肱骨进行了研究，结果

显示：1）周口店直立人牙齿的釉质齿质连接

面（EDJ）面上出现大量相互交织的次级脊，

形如“树枝”。这一“树枝”状的 EDJ 表面

结构在沂源人、和县人、淅川人标本中也有发现，但在南方古猿和早期人属等早期古人类、以及近

现代人标本中都没有发现，据此推断它可能属于东亚晚期直立人的衍生特征。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

了解直立人的演化命运；2）通过断面的力学分析发现，周口店直立人肱骨粗壮度超过非洲直立人或

匠人，处于早期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变异范围下限。这种差别反映的可能是对不同环境的适应，

也可能是人类从事的上肢运动模式不同导致的。（Xing et al., 2018, Scientific Reports; Xing et al., 2018, 

PeerJ）

河南栾川发现直立人化石及其演化意义

赵凌霞课题组对河南栾川孙家洞出土的

古人类化石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孙

家洞的古人类形态与中国中更新世时期的直

立人相当。其中发现少年儿童上下颌骨，其

牙齿发育模式与现代人相近，表明栾川古人

类生长发育及生活史特征的进步性。栾川古

人类的原始性和进步性特征并存，为东亚古

人类连续演化提供了新证据。（赵凌霞等，

2018，人类学学报）

周口店直立人化石显微断层扫描及三维复原

左：古脊椎馆藏的6颗周口店直立人牙齿；

右：周口店直立人肱骨

河南栾川孙家洞出土的古人类儿童牙齿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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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中更新世古人类齿根与髓腔形态 

潘雷与法国同行对东亚中更新世古人类前臼齿的齿根和髓腔形态进行了综合性研究。齿根和根

管的数目、位置能够反映灵长类的分类、系统发育和功能学等信息。以往受技术条件所限，对齿根

形态的研究多是零散的描述，较少有综合性的对比研究。结合以往的报道，以及近十多年来非洲和

欧亚大陆一批古人类化石材料的新数据，潘雷等人使用高精度显微 CT，综合性对比研究了中更新

世东亚古人类齿根、根管的分支数目、位置和形态变异。经过与欧亚大陆、东南亚和非洲古人类

及现代人的对比，发现东亚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存在一些衍生特征。并讨论了早——中更新世欧亚大

陆、东亚及东南亚岛屿古人群的迁移路线。研究还发现，欧亚大陆古人类相对非洲存在一定的演化

独立性，这些东亚地区中更新世的古人群，整体的演化趋势是齿根和根管数目减少，Tome＇齿根比

例较高，与欧亚大陆早更新世古人类如德马尼西人和西班牙 Atapuerca Sima de los Huesos 古人类在

齿根、根管形态上相近，却与东非、南非的古

人类差别较大，后者显示出多齿根等一系列原

始特征。另外，研究发现东亚中更新世这些古

人类内部的形态变异也较大，难以用地理差异

来解释，可能提示这些古人类中存在多个线系。

（Pan et al., 2019,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重点培育方向一：古DNA分析与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及迁徙扩散研究

青藏高原腹地发现最早人类活动遗存

高星、张晓凌等人对尼阿底遗址开展研究，

通过石制品分析、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将人

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 4 万年前，

是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

最高、最早纪录，刷新了学界和大众对世界屋

脊人类活动历史、古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认识。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资源稀缺，古人类最早何

时进驻一直悬疑。高原风化剥蚀严重，人类活

动证据难以在地层中完整保存。尼阿底遗址是

西藏首个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证明至少在 4 ~3 万年前人类踏足高原

腹地。晚更新世是现代人演化的关键时期，人

东亚中更新世古人类前臼齿的齿根和髓腔形态

尼阿底遗址出土的石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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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行为和认知能力快速发展，扩散到世界各地，尼阿底遗址（4600 米）刷新晚期智人适应高海拔

的纪录。石叶技术是尼阿底遗址最重要的文化特征。石叶是现代人的文化标识，是石器制作能力的

高峰，为征服高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装备。该技术主要流行于非洲、欧洲、西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区，

在中国北方有零星发现。尼阿底遗址对研究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意义重大。（Zhang et al., 2018, 

Science）

周口店山顶洞年代推前至距今约3.4万年

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于 1933-1934 年进行了

发掘，发现了包括人类化石、装饰品、红色赭

石颜料、可能的墓葬等的重要遗存。然而，遗

址的年代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测年数据范围距

今约 1-3 万年，影响了研究者对山顶洞在研究

早期现代人起源、扩散和演化上的阐释。高星、

李锋等与牛津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等合作细致分

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发掘记录和动物化石上

的编号，有针对性的在 3 个文化层位选取了 11

件哺乳动物化石进行年代测定。新的年代测定

采用了“超滤”的实验室前处理方法，此种方

法可以更为全面地去除“新碳”的干扰，得出

的年代更能代表标本的真实年代。新的测年结果显示，取自文化层最上层的样品年代为距今约 3.4

万年，出土大量人类化石和装饰品的层位年代在距今 3.5-3.8 万年。研究者通过对山顶洞遗址出土

装饰品的分析，对比邻近区域如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等，推测山顶洞人与欧亚大陆西部的现代人人群

有着更加紧密的文化联系。同时，有学者指出山顶洞的人类化石部分形态特征与欧洲早期现代人的

特征类似。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证据，研究推断山顶洞人有可能是现代人自“北方路线”扩散的一个

支系。（Li et al., 2018,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山东沿海氧同位素3阶段遗址揭示海平面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晚更新世早中期（128-50ka）是现代人及其行为演化的关键时段，此时段发现于非洲沿海、

地中海沿岸等地区的古人类遗址大大促进了国际上对现代人迁徙、扩散及古人类对沿海环境适应

策略等问题的研究。中国沿海地区发现一定数量的旧石器地点，然而目前发现的材料少且分散。

李锋、陈福友等选择旧石器研究潜力较大的山东沿海地区，详细讨论了日照黄泥梁、青岛大珠山

遗址的时代、石器技术和古环境等；同时系统总结了中国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海洋资源利用的材

料。研究表明，古人类在氧同位素三阶段时便生活在山东半岛现在的沿海地区，此时是内陆的环

境，古人类以利用陆生资源为主；中国的古人类在距今 3.4 万年开始有海洋资源的利用（如山顶

洞遗址），但局限在装饰品的使用，反映更多的是社会网络或者是群体之间的交换行为；中国沿

山顶洞遗址重要遗物和测年样品平面分布

 

2018年报14 



海基本上都是浅陆架，海岸线不同时代变化较

大，大量氧同位三阶段的沿海考古遗址现在可

能已沉入海底，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较少

海洋资源利用证据与古人类的生存能力关系或

许不大，更多的是因海岸地形的演变而导致的

材料稀有性。中国旧石器时代沿海适应生存方

式的研究受海平面变化影响较大，讨论中国

古人类更新世晚期对海洋的利用可能需要把

目光放到陆架区域。（Li et al., 2018,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许昌人”遗址地质考古研究取得突破  

“许昌人”遗址位于河南

省许昌市灵井镇，是一处由泉

水形成的水塘或小型湖泊（滨

湖相）遗址。遗址光释光测年

结果为距今约 12.5-10.5 万年，

遗址出土的两具古人类头骨化

石，兼具中更新世古老型人

类、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

的特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为了进一步了

解该遗址的沉积环境及其形成

过程，李浩等人对该遗址进行

了再度发掘。研究采用了粒度、

磁化率、地球化学元素和矿物

成分等沉积物指标，以及石制

品尺寸分布、化石和石制品的

产状（长轴方向和倾角）与空间分布等考古材料指标。结果显示，“许昌人”遗址考古遗存在形成

过程中经历了较低程度的水动力改造，大部分人类行为和活动信息得以保留，这为进一步分析遗

址性质、古人类技术及环境适应行为等提供了良好条件。(Li et al., 2018,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中国北方主要沿海旧石器遗址分布

遗址地理位置、地貌环境及2017年度发掘场景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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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磨制牙器

西方学者们对骨质或牙质工具的研究为探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生计模式和行为特征提供了

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线索。然而，此类工具在中国发现较少，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牙质工具更鲜有

报道。水洞沟第 12 地点（以下称 SDG12）的猪犬齿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的年代最早的

磨制牙器。张乐等对 SDG12 猪牙器表面的形貌特征进行了宏观和微观观测，并将之与自然死亡

野猪的犬齿表面的磨蚀痕迹以及同遗址出土的磨制骨器表面的磨制痕迹进行对比。该标本为三棱

柱形，具有三个表面。釉质面表面光滑；一齿质面为野猪犬齿的自然磨蚀面，分布有上下犬齿相

互错动造成的摩擦痕迹；另一齿质面分布着人工磨制痕迹。研究表明 SDG12 古人已经拓宽了对

生计工具原材料的选择范围，对牙质材料尤其是野猪犬齿的形态特征和物理特性已经有了一定程

度的认知，并能够利用这些优势高效制作实用工具。（张乐等，2018，人类学学报）

水洞沟第12地点骨角制品研究

骨角制品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较少出现、研究

程度也相对较低的一种工具类型。张双权等以宁夏水

洞沟第 12 地点（12-11 cal ka BP）出土的骨角类制品

为研究对象，通过技术—功能分析及形态学对比，鉴

别出包括骨椎、骨矛头、骨柄刀、骨楔形器等在内的

多种有机质工具。上述骨角制品多由中文名 Procapra 

przewalsikii，Lepus  sp.，Sus  sp.，Equus przewalskii 等

遗址中较常见动物的骨骼、牙齿等材料制成；在制作工

艺方面，这一工具组合主要以磨制、刮削技术为主，并

辅之以刻槽、钻孔、剥片、打磨等技术要素。水洞沟

第 12 地点骨角制品的类型变异及其功能复原凸显了古

人类专业化的工具生产能力与趋势，同时也为晚冰期阶

段狩猎—采集人群在中国北方寒冷气候条件的适应生

存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Zhang et al., 2018,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水洞沟第12地点出土的骨角制品

SDG12猪牙器与完整野猪犬齿及SDG12骨器的表面痕迹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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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盆地龙岗寺遗址第3 地点出土的石制品

夏文婷等报道了对秦岭南麓汉水上游汉中盆地梁山

龙岗寺遗址第三地点石制品的研究结果。龙岗寺遗址是

我国发现较早的一处旧石器地点群，第 3 地点位于汉江

右岸第四级阶地之上。2014 年 2-6 月，为了配合国家大

遗址保护和龙岗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从根本上廓

清龙岗寺旧石器遗存的石器工业面貌，对该地点进行了

正式发掘，发掘面积 36 平方米，出土不同类型的石制品

4441 件。从出土石制品的情形看，龙岗寺第 3 地点石制

品的面貌更接近于更新世期间华北地区常见的小型石片

和修理小石片工具为主体的石器工业类型， 这与以往对

汉中盆地旧石器工业面貌为华南砾石石器传统的认识有

较大的差距。遗址相关的地层年代学研究工作表明，龙

岗寺第 3 地点埋藏石制品的地层堆积形成于距今 120-70 

万年间，属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早期阶段。龙岗寺遗址第 3 地点及其出土的石制品为我们更加

全面地了解汉中盆地旧石器遗址群的地层埋藏状况、遗址年代和石器工业内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

料。（夏文婷等，2018，人类学学报）

藏北尼阿木底遗址发现的似阿舍利石器

王社江、张晓凌等研究了从尼阿木底遗址地表采集

到的 9 件似阿舍利类型“手斧”和 2 件“薄刃斧”，认为

它们只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勒瓦娄哇技术产品的石核，或

偶尔为之的、与手斧和薄刃斧形似的石制品，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手斧与薄刃斧。尼阿木底遗址不存在从选料、

剥片、加工出成品，到使用、损坏和废弃等各个阶段的、

明确的阿舍利类型石器工业产品生产体系的工艺链条。

在青藏高原腹地目前所见的旧石器遗址中，还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的遗存。晚更新世末期时，

来自于印巴次大陆方向的早期占领者，沿着喜马拉雅山

脉、冈底斯山脉和昆仑山脉三条东西走向的巨大山系之

间的通道，自高原西南方向开始向高原腹地扩张，其间

阿舍利石器工业技术在非洲和欧亚大陆早已消弭，当时

的青藏高原腹地并不具备重新产生该类石器工业技术的

土壤。（王社江等，2018，人类学学报）

汉中盆地龙岗寺遗址第3 地点出土的石制品

尼阿木底遗址似手斧和薄刃斧

 科研进展

2018年报 17 



新疆旧石器考古调查

高星团队在《2004 年新疆旧石器考古调查简报》中介绍了 2004 年在新疆北部和中部进行的旧

石器时代考古调查过程与收获。调查发现了 24 个石器地点，采集、观察了数千件石制品，绝大多

数来自于地表，少数地点有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地层。石制品类型多样，包括简单的石核——石片、

棱柱状石核、石叶、两面器、细石叶石核、细石叶、勒瓦娄哇石核与石片等；原料种类多样，尺寸、

形态、技术变异大。从技术——类型初步判断，这些不同地点的文化材料时代跨度较大，较早的可

能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甚至旧石器时代中期，较晚的则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较早阶段

的石制品组合与中亚、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同期遗址的文化面貌有相似之处，也与我国水洞沟遗址

的石叶遗存有一定联系。骆驼石遗址及其丰富的勒瓦娄哇制品及大型石叶制品是本次调查的最大收

获。调查结果表明，新疆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迁徙和生存演化的活跃地带，留下丰富的文

化遗存，对研究当时人类技术、文化特点和适应生存能力提供了重要材料与信息；很多地点具有与

欧洲、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似的文化遗存，对研究当时欧亚大陆古人群的迁徙、

融合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该地区具有发现更多、更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并开展深入的考古

发掘与研究的巨大潜力。（高星，2018，人类学学报 ） 

制作工具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制作工具曾经被视作人类独有的行为能力，“人类”曾经据此而定义。但目前学术界将直立行

走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最重要的体质与行为特征。少量其他动物种类，尤其是非人高等灵长

类，也能使用工具乃至简单制作工具。那么该如何认识制作工具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人类制作工

具的能力与其他动物有何区别？考古学是否有能力分辨人类的工具和其他灵长类的产品？高星通过

对现代巴西猴群敲砸石头的行为及其产品、4300 年前黑猩猩的“石制品”和早期人类石制品的比较

研究，认为人类的工具与其他动物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存在根本的区别；工具制作和使用对确定人类

的演化方向，增强人类的适应生存能力，塑造人类的大脑与心智及行为方式，提升语言和交流能力，

形成现代人类的身心和社会，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考古工作者一方面需要谨慎分辨、研究人类工

具制作初期的产品，不使其与自然的产物和其他动作的作品相混淆，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人类工具

制作在计划性、目的性、预见性、规范性和精美度上具有唯一性，有内在的智能控制、思维逻辑和

规律可循。（高星，2018，人类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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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方向二：脊椎动物化石高精度数

字成像与功能形态学研究

原始梳趾鼠类足部结构及早期啮齿类运动方

式的适应演化

Tamquammys 是一类原始的梳趾鼠类，从早始新世

初期出现一直延续到中始新世，是亚洲阿山头期啮齿类

动物群中的优势类群。对二连盆地发现的Tamquammys 

wilsoni 和Tamquammys robustus 的跟骨和距骨进行解

剖结构的对比研究，揭示了这一类原始梳趾鼠类的足

部结构。其中T. wilsoni 足部的结构指示它攀援和跳跃

的能力更强一些，可能生活在丛林里；而T. robustus 更

适应陆地和攀岩的环境。通过系统发育对比，认为其

足跟部解剖结构接近基干的灵长类。（Fostowicz-Frelik, 

Li and Ni, 2018,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重点培育方向三：哺乳动物演化与新生代陆地生态系统变迁

中国新生代蛇蜥类狭板蜥属的建立

亚洲地区现生蛇蜥类（anguids）的分异度和丰度都十分有限，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和东南亚

的部分岛屿。晚白垩世时，亚洲、尤其是蒙古和中国内蒙古的化石蛇蜥形类（Anguimorpha）十分

丰富，但主要为巨蜥（Varanus）和毒蜥（Heloderma）所在的 Platynota 这一支，如 Paravaranus、

Parviderma、Telmasaurus。那么现代亚洲的蛇蜥类（anguids）是从哪里、途径何处迁徒演化而来的呢？

亚洲地区新生代记录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的古近统中报道了非常少量的蛇蜥类化石，分别是内蒙古二连盆地始新统的

“Glyptosaurus near nodosus Marsh”（AMNH 6669），和河南渑池始新统的“Placosaurus nodosus” （IVPP 

V 868）。这两件标本在 2006 年时都被归入了Placosaurus mongoliensis。研究者对历史文献的详细研

读后确定了 AMNH 6669 的确切产出地点，并将其与欧洲的皱褶板蜥（Placosaurus rugosus）、埃氏

板蜥（Placosaurus estesi）进行对比后，发现 AMNH 6669 具有额骨左右不愈合、中段明显变窄的特点，

因此建立一个新属——狭板蜥（Stenoplacosaurus）。河南渑池标本（IVPP V 868）的 CT 扫描模型显

示它与内蒙古标本具有一致的形态学特征，应归入蒙古狭板蜥（S. mongolensis）。（Sullivan et Dong, 

2018, New Mexic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Bulletin）

对Tamquammys robustus生境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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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噶尔盆地长鼻类食性分化的研究

新疆准噶尔盆地中新世哈拉玛盖组盛产长鼻类化石，其

中的嵌齿象（Gomphotherium）属类被鉴定为间型嵌齿象

（Gomphotherium connexum）。但王世骐在整理之前发现的旧标

本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形态比较独特的嵌齿象属标本，无法归

入间型嵌齿象。经过研究对比，认为可以归入之前在欧洲发现

的施泰因海姆嵌齿象（Gomphotherium steinheimense）这是该类

群在中国的首次发现。吴妍等人从间型嵌齿象和施泰因海姆嵌

齿象的牙结石中提取到了植硅体化石，并结合微痕分析及牙釉

质同位素的结果，发现间型嵌齿象为食叶型或混合型，但施泰

因海姆嵌齿象为纯粹的食草型，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食

草型的嵌齿象。形态学的分析发现，施泰因海姆嵌齿象与更进

步的四棱齿象（tetralophodonts）在形态上有很多联系，很可能是后者的祖先类型，而后者又被证明

是真象类的祖先。因此，率先以草类为食的施泰因海姆嵌齿象成功进化出了新的特征，并在未来的环

境变化中得以存活，而保留原来食性的间型嵌齿象则走向了灭绝。此项研究展示了一个食性的改变导

致物种成功演化的范例，揭示了大型植食性动物的演化的一些重要机理，并且结合了多种研究方法，

结论可靠，是一项古生物学和生态学的重要进展。（Wu et al., 2018, Scientific Reports）

羊亚科基干类群在青藏高原北缘的起源

羊亚科动物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经济畜类，与人类关

系密切，并且羊亚科动物是全北界高寒荒漠地区的优势

物种，生态意义重要，因此其起源和演化倍受关注。研

究者在对宁夏吴忠地区晚中新世早期的地层考察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羊亚科基干类群的材料，其中一件角心的形

态非常特别，经过详细的形态学对比，认为与 Bohlin

（1937）报道的晚中新世早期柴达木盆地的柴达木敖羚

（Olonbulukia tsaidamensis）形态高度一致。敖羚化石非

常稀少，这是柴达木敖羚在柴达木盆地之外的首次报道。在此基础上，又详细研究了 Bohlin（1937）

报道的柴达木盆地的羊亚科基干类群的全部材料，将它们归为六个类群：Olonbulukia tsaidamensis，O. 

sp.，Qurliqnoria cheni，Tossunnoria pseudibex，?Protoryx cf. P. enanus，cf. Pachytragus sp.，并且证明，

Qurliqnoria cheni，Tossunnoria pseudibex 与青藏高原本土的一些现生羊亚科类群相关，而其他类群

可能与欧亚大陆 Turolian 期的羊亚科类群相关，并且可能产生了羊族的直接祖先。这是继 Wang et 

al.（2016）发表羊族在青藏高原起源并扩散到全北界的研究之后，又一次将“走出西藏”的理论在

时间上向更早推进，提出诸如羊亚科这样一些重要的现代类群，可能是与青藏高原隆升同时在青藏

高原周边起源演化，适应高原的高寒环境的理论。(Wang et al., 2018,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准噶尔盆地长鼻类牙结石植硅体及统计

基干羊亚科类群及羊亚科在青藏高原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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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唇犀属化石研究取得新进展

大唇犀类的祖先类型可能在中中新世生活于南亚的

西瓦立克，然后迁徙到中国、中东和欧洲。晚中新世早期，

无角犀族的大唇犀属开始出现，随后个体数量极度攀升，

成为当时动物群中的优势类群；晚中新世晚期，是中国

地质历史上犀科动物最大的适应辐射期，属种组成仍然

以无角犀族占统治地位，至少有三种大唇犀在中国大陆

是动物群中的常见分子，同时大唇犀在整个欧亚大陆有

幅员辽阔的分布范围。对产自甘肃庆阳的一件关联寰椎

的成年头骨和一件成年下颌骨化石材料进行的研究显示，

其为大唇犀属内的一个新种——桑氏大唇犀（Chilotherium licenti），种名是为了纪念其收集者桑志华

先生。新种除了具有下颌联合部强烈扩展，i2 巨大且内刃上翻，原尖收缩强烈，前刺和小刺发育，前

附尖褶和前尖肋微弱等大唇犀属的典型特征之外，还具有前刺和小刺发育并连接形成中凹 (P2-M2)，

内外齿带退化等特征。新种的进步特征显示其属于大唇犀属内高度特化的种群，其时代属于保德期，

对应于欧洲的 MN12-13。根据形态特征对比以及系统发育分析，推断来自晚中新世的桑氏大唇犀是大

唇犀属内最进步的种，生存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中。（Sun et al., 2018, Vertebrata PalAsiatica）

猪亚科化石研究取得新进展

猪亚科包含现生猪科属种，是猪类化石研究中争议

最大的类群之一。侯素宽、邓涛与国内外同行合作，报

道了云南昭通水塘坝的似猪兽原河猪（Propotamochoerus 

hyotherioides），并对中国新近纪地层中广泛分布的猪

亚科化石展开详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杨氏中新猪

（Miochoerus youngi）为中国已知最原始的猪亚科类型，

与猪属（Sus）和弱獠猪属（Microstonyx）有较近的亲

缘关系。原河猪属的前臼齿特征显著区别于弱獠猪属，

与后者分属不同的演化支系。似猪兽原河猪和吴氏原河

猪（Pr. wui）分别代表原河猪属在中国的不同演化方向，

水塘坝以及中国北方的似猪兽原河猪材料较云南禄丰和

元谋的似猪兽原河猪更为进步。臼齿猪（Molarochoerus）

发育独特的臼齿化的上下第四前臼齿，为相对进步的分

类阶元。最后河马齿河猪（Hippopotamodon ultimus）、

沁县河猪（Potamochoerus chinhsienense）、中间双齿尖

河猪（Dicoryphochoerus medius）和彬县双齿尖河猪（D. binxianensis）兼具原河猪属、弱獠猪属以

及猪属的特征，可能为演化的中间阶段。（Hou et al., 2018, Journal of Mammalian Evolution）

桑氏大唇犀生态复原图

云南昭通水塘坝地点似猪兽原河猪上颊齿。
比例尺=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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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始新世亚洲马类化石的研究

马类的演化一直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典型实例。北美

和欧洲早始新世地层中“始祖马”是较为常见的种类，

其中不乏保存有完整的骨架。亚洲尽管被认为是奇蹄类

起源地，也发现了一些早始新世的角形类（貘和犀）、

爪兽和雷兽的化石，但一直缺乏马类化石的报道，成为

早期马类演化中缺失的一环。白滨等对产自我国湖南衡

东最早始新世岭茶动物群中奇蹄类化石进行重新研究，

认为之前归入到东方脊貘的三件标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

类群：其中的一件下颌和上颌代表了马类的新属种——

丁氏曙马（Erihippus tingae），种名献给为岭茶动物群研

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丁素因教授；而另一件上颌作为衡东东方脊貘的选模。研究同时认为这一时期，

奇蹄类的主要四个类群，包括马、貘形类、雷兽和爪兽在岭茶动物群中都已经出现，所以奇蹄类各

主要类群的分异时间不晚于最早始新世；并依据对祖先类群分布的古地理重建，对奇蹄类不同类群

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迁移路线进行了讨论。（Bai et al., 2018, Communications Biology）

内蒙古二连盆地的奇蹄类化石研究综述

内蒙古二连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古近纪化石地点，亚

洲始新世哺乳动物分期以及我国陆相始新统年代地层框

架都主要以二连盆地相对应的岩石地层单位和哺乳动物

群为基础，这更突显了二连盆地在我国甚至亚洲古近纪

哺乳动物化石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由于陆相沉积的复

杂性，以往的研究中对二连盆地地层的划分、对比存在

一些混淆或错误，从而导致了哺乳动物群组成存在“混

层”的现象；这也使得与其他化石地点以及洲际对比存

在不确定性。白滨等对二连盆地古近纪目前所报道的所

有奇蹄类化石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梳理，主要依据美国自

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野外记录，确定了奇蹄类

每一个种、几乎每一件标本的产出地点和准确层位。依

据奇蹄类化石，讨论了二连盆地一些长期富有争议的地

层划分和对比问题，修订了对二连盆地沉积最为连续的

额尔登敖包剖面的岩石和生物地层对比，并提出始新世

亚洲哺乳动物分期和北美哺乳动物分期新的对比方案，

认为以往归入到晚始新世的乌兰戈楚期应该和北美中始

新世晚期的 Duchesnean 相对比。同时根据对二连盆地

湖南早始新世岭茶动物群的早期奇蹄类化石，以
及早始新世奇蹄类的迁徙路线。比例尺=5mm。

内蒙古二连盆地常见奇蹄类化石：貘类 
A.Lophialetes expeditus; 
B.Paracolodon fissus; 巨犀 
C.Pappaceras meiomenus; 
D.Juxia sharamurenensis; 两栖犀 
E.Rostriamynodon grangeri; 
F.Sharamynodon mongoliensis; 雷兽 
G.Protitan grangeri; 
H.Embolotherium andrewsi。
比例尺=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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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奇蹄类多样性的研究，认为从中始新世早期到晚始新世奇蹄类的多样性逐渐降低，可能与

始新世全球气温逐渐变冷的趋势相关。（Bai et al., 2018,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中始新世全脊貘头后骨骼研究

戴氏貘科是亚洲中始新世特有的一类貘超科

成员，目前包括了五个属。戴氏貘以上臼齿齿脊

呈倒“U”型，具有组合型施氏明暗带，以及快

速奔跑的能力为特点。但以往戴氏貘科的材料多

是不完整的颌骨，缺乏头骨和头后骨骼的信息，

仅有较为进步的Deperetella 保存了部分头后骨骼；

这使得研究者对这一类群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缺乏

全面的认识。白滨等对产自内蒙古二连盆地中始

新世乌兰希热组的全脊貘（Teleolophus）头后骨

骼（包括了前足和后肢）进行了首次报道和研究，

提供了这一亚洲特有的、早期类群的头后骨骼信息，并讨论了戴氏貘科头后骨骼的演化趋势。通过

和其他相近类群的对比，认为全脊貘和脊齿貘在头后骨骼上所表现出的相似性，可能归因于平行演

化的结果；和全脊貘相比，北美Colodon 的头后骨骼和Heptodon 的更接近。结合功能形态和后肢

的“三元图”的分析，表明全脊貘的头后骨骼已具有快速奔跑的能力。（Bai et al., 2018, Vertebrata 

PalAsiatica）

全脊貘左侧后足及复原

额尔登敖包剖面奇蹄类化石的地层分布和延续 内蒙古二连盆地早始新世至早渐新世奇蹄类多样性

的变化和全球温度变化曲线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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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巨猿洞的獾类标本再研究揭示狗獾早期演化的多样性

华南更新世化石点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广西柳城巨猿洞。

在巨猿洞的食肉类动物中，獾类 Melinae 的化石相对比较多。

江左其杲、刘金毅等人发表了关于巨猿洞獾类的修订工作成

果。该研究对比了现生北方猪獾和亚洲狗獾，详细地论述了

二者牙齿的变异范围，从而探讨了根据零散牙齿进行物种判

别推断的可能性。研究表明猪獾和狗獾的牙齿变异范围虽然

相互重合，但是总体来说处于两个 morphotype landscape 峰

值，并且有的特征只会出现在猪獾或狗獾中。根据这些特征，

研究人员将巨猿洞的小猪獾归入狗獾属，即小狗獾（Meles 

minor），而巨猿洞的猪獾则被认为是狗獾属的一个新种，巨

狗獾Meles magnus。小狗獾是目前已知最小的狗獾，比现生

最小的日本狗獾还稍小一点，而巨狗獾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狗

獾，其个体显著大于现生最大的欧洲狗獾和早更新世生活在

中国北方的德氏獾Meles teihardi 和贾氏獾Meles chiai。早更

新世时期，中国的狗獾物种分布呈现南北分异的局面，北方

以德氏獾和贾氏獾为代表；南方则是以小狗獾和巨狗獾为代表，二者体型差别巨大，并且目前只发

现于早更新世早期。(Jiangzuo, et al., 2018.  Palaeoworld)

周口店变异狼的修订工作

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直立人化石点）为中国第四纪

化石最丰富的地点，其中的食肉类中数量第二多的为变异

狼（Canis variabilis），标本达到数百件。和现生灰狼（Canis 

lupus）相比，变异狼体型较小，头骨较为纤细。对于变异狼

的系统发育位置在国际上上有多种观点，如认为变异狼是犬

属比较早期的成员，或认为变异狼是狼的祖先，或认为变异

狼是最早从狼开始驯化向狗过渡的阶段。

江左其杲、刘金毅及 Jan Wagner 在线发表关于周口店变异狼的修订工

作。研究表明变异狼和欧洲的莫斯巴赫狼C. mosbachensis 十分接近，可以

归入后者作为一个亚种，即变异莫斯巴赫狼C. m. variabilis。同时该研究

也详细论述了变异莫斯巴赫狼和中国早更新世直隶狼Canis chihliensis 以

及现生狼Canis lupus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支持变异莫斯巴赫狼和狼的亲

缘关系更近的观点，但和狗没有直接的关系，应该属于往狼演化过程中保

留较小体型的一支。现生的狼很可能起源于莫斯巴赫狼中的一个种群。

（Jiangzuo, et al., 2018.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图1 小狗獾模式标本（A-C）和巨狗獾模式
标本（D）。比例尺=1cm

图2 狗獾属（1）和猪獾属（2）吻部形态差异
图示。比例尺=2cm

狼（左）和变异莫斯巴赫狼
（右）头骨对比图

图2 变异莫斯巴赫狼复原图

 

2018年报24 



周口店洞熊的修订工作

洞熊Ursus spelaeus（以及它的祖先类型德宁格尔熊Ursus 

deningeri）是第四纪欧洲的标志化石物种，也是人类最早认识到

的化石物种之一。虽然洞熊在欧洲地区曾经盛极一时，但在亚

洲的记录却寥寥无几。然而事实上，裴文中先生在最初描述周

口店的食肉动物化石的时候，就指出一些个体较大的熊类，和

欧洲的洞熊有些接近，虽然没有那么典型，但是可以归入洞熊。

江左其杲与其导师刘金毅等对周口店的大型熊类化石做了

系统回顾，并识别出其中几件标本毫无疑问属于洞熊类。洞熊

演化速度极快，欧洲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种群及其时代对应，可

以将洞熊演化的时间分辨率精确到 10-20 万年。根据这种对比，

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洞熊（主要产出于下部层位）演化水平和欧

洲 MIS17-13 的洞熊相当，因此其年代可能介于 50-70 万年之间。

周口店的洞熊和欧洲同时期的洞熊类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有

着极其粗壮的掌骨。这一特征显示东亚的洞熊和欧洲的洞熊在

生态适应上可能存在差异，这有待更多的化石发现以及多手段结合的进一步研究。（Jiangzuo, et al., 

2018.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新疆乌伦古河流域犬熊化石

犬熊科Amphicyonidae是犬形亚目中一个比较古老的科，

从晚始新世出现，繁盛于中新世，到中新世末期灭绝，没有

留下任何后裔。在欧洲和北美发现大量犬熊科化石的同时，

中国发现的犬熊科化石却屈指可数。作为连接欧洲和北美的

桥梁，这种化石的稀缺只能由化石记录的不完备性来解释。

江左其杲等详细描述了近 20 年发现在新疆乌伦古河

哈拉玛盖组的十几枚犬熊科化石，其时代属于中中新世早

期。发现的犬熊科化石总计至少有 5 种，包括：乌伦古犬熊

（Amphicyon ulungurensis），波西米亚泽犬熊相似种Cynelos 

cf. bohemicus，赫氏泽犬熊亲近种Cynelos aff. helbingi，泽

犬熊？ cf. Cynelos sp.，哲氏戈壁犬Gobicyon zhegalloi。

新疆发现的犬熊科化石虽然数目稀少，多数标本无法精确鉴定到种，但是却填补了一个长久以

来存在的生物地理空白，证明中新世时期犬熊科在中国与欧洲北美一样繁盛。同时和同时期的北美

与欧洲相比，新疆发现的犬熊科无论在种类还是生态上都有更高的多样性，显示这一区域可能较为

适合犬熊科生存。（Jiangzuo, et al., 2018.  Historical Biology）

新疆乌伦古河流域发现的乌伦古犬熊

周口店德宁格尔熊Ursus deningeri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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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化德土城子地点的古麝研究

Schlosser（1924）记述了最初发现于内蒙古

化德境内或附近的二登图、敖兰卓蕾、哈尔敖包

及华坝的古麝（Moschus grandaevus）。1959 年中

苏古生物考察队在化德的另一个地点土城子采集

到不少古麝化石。2013 年以来董为课题组在土城

子进行的野外发掘积累了更多的古麝化石标本。

经课题组研究，土城子标本在形态和测量数据方

面和二登图等地点的古麝非常接近，可以归入同

一种。根据现有资料归纳，古麝的地理分布范围

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到华北，很可能延伸到华南；

其地质时代分布范围为晚中新世—上新世。食叶型古麝在土城子晚中新世地层中的出现说明当时土

城子一带有森林环境。支序分析显示麝属（Moschus）化石种相互之间的系统关系非常近，可以归

并为麝族（Moschini）或麝亚科（Moschinae）； Micromeryx 更接近麝属和鹿科，它与麝属之间的关

系比以前认为的复杂，而Hispanomeryx 更接近牛科。（董为等，2018， 古脊椎动物学报）

泥河湾层麋鹿化石新材料的研究

自从德日进与皮孚陀于 1930 年在泥河湾盆地发现了双叉麋鹿以来，在东亚和中亚陆续发现了不

少麋鹿化石。其中一些保存得较好，但是还有一些标本保存状况欠佳，因而使得标本的鉴定存在疑

问。卫奇课题组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泥河湾盆地西北侧追踪泥河湾层时，在天镇的台家坪地点发掘

出土了不少哺乳动物化石。董为课题组最近从这些化石中鉴定出两种麋鹿化石：原大卫麋鹿新亚种

（Elaphurus davidianus predavidianus）和双叉麋鹿（E. bifurcatus）。前者和现生麋鹿特征基本相同，但

是其鹿角的前枝比后枝小；后者则与德日进等订立的双叉麋鹿完全相同。课题组还对原先有疑问的

种类做了修订。根据课题组的整理，大卫麋鹿种有 3 个年代亚种：早更新世的原大卫麋鹿亚种（E. 

davidianus predavidianus）、中—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分布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及日本的梅氏

麋鹿亚种（E. d. menziesianus）和现生的局限于中国部分地区的大卫麋鹿亚种（E. d. davidianus），以及

一个分布在日本的早更新世地理亚种E. davidianus tamaensis。

双叉麋鹿种有两个亚种：分布于中国北方的双叉麋鹿本亚种

（E. bifurcatus bifurcatus）和一个分布在日本的E. b. shikamai 亚

种，均生存在早更新世。双叉麋鹿的祖先可能是分布于中亚

塔吉克斯坦早更新世的Elaphurus eleonorae。而分布于中国北

方地区的早更新世晋南麋鹿（E. chinnaniensis chinnaniensis）

和蓝田麋鹿（E. c. lantianensis）因它们的角冠前枝没有分叉，

还需进一步发现新材料来确定其麋鹿属的分类位置。（Dong et 

al., 2018,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内蒙古化德土城子地点晚中新世古麝化石新材料

泥河湾层原大卫麋鹿化石的鹿角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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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蒙古二连盆地额尔登敖包剖面仓鼠类及跳鼠类的研究

近年来对二连盆地额尔登敖包剖面上部

及底部发现的一些仓鼠和跳鼠化石进行过报

道。李茜、王元青等人经过最近几年在该剖

面持续的野外发掘工作，在其他多个层位中

发现仓鼠和跳鼠类化石，并对新层位中的仓

鼠类和跳鼠类进行了详细研究，包括仓鼠

类 3 属 4 种、跳鼠类 3 属 6 种。通过这些化

石与我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啮齿类动物群的对

比，研究者进一步厘定了不同层位的时代，

同时建立起了整个剖面从早始新世中期至早

渐新世仓鼠类与跳鼠类的连续演替序列。此

项研究还通过整个剖面不同啮齿类丰度的变

换来探讨生物与环境变换的相关性，认为从

中始新世时梳趾鼠类丰度明显下降，而仓鼠

类、跳鼠类丰度增加可能与中始新世晚期全球的一次明显降温事件有关。（Li, 2018, Palaeoworld）

西瓦三趾马亚属在中国的演化

西瓦三趾马亚属（Sivalhippus）起源于

南亚，是三趾马属（Hipparion）当中较为独

特的一个类群。该类群在中国和非洲地区亦

有分布，但长久以来其分类、迁徙和演化等

诸多方面均存在争议。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美国霍华德大学医

学院解剖学系以及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

院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对乌普萨拉大学演

化博物馆的拉氏藏品、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弗氏藏品以及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桑氏藏品当中所有发现于中国的西瓦三趾马亚属材料进行了整理

修订，确立了西瓦三趾马亚属在中国的早期演化与迁徙格局。该研究还简要修订了非洲的西瓦三趾

马亚属，结合这一亚属各种在世界的分布情况，首次提出了三大分支假说，即西瓦三趾马之下的所

有类群均为南亚的三个主要支系演化而来，有效解决了分类和演化方面的一部分问题。该研究在三

趾马类的分类、演化和动物地理方面均有重大意义。（Sun et al., 2018, Rivista Italiana di Paleontologia 

e Stratigrafia）

啮齿类在额尔登敖包剖面的分布

西瓦三趾马亚属地理地史分布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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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纪以来环境演变与脊椎动物演化研究

我国华北地区1.7Ma以来气候环境变

化与大型哺乳动物演化

新生代晚期全球气候环境经历了持续降温

以及极地冰盖出现等重大环境事件。中更新世

气候转型（MPT, 1.2-0.7 Ma）是气候变化的重

要时段，也被称为中更新世革命。MPT 可能使

全球植被与动物系统发生了重大转折，因此，

该时段的动植物群与气候环境协同演化一直是

过去全球变化研究关注的焦点。

周新郢等人基于天津 G3 岩芯花粉记录研

究，揭示华北地区 1.7 Ma 以来植被分别在 1.2 

Ma 和 0.7 Ma 发生显著退化，先后由针阔叶混

交林（1.7-1.2 Ma）转变为暖温带开放性落叶

阔叶林（1.2-0.7 Ma），0.7-0.3 Ma 阶段进一步退化为疏林草原。

中更新世全球气候周期转型过程中，中国北方温带 - 暖温带地区发生广泛干旱化，导致了植被

及生态变化以及一半以上的大型哺乳动物发生区域性灭绝。0.7 Ma 之后，尽管植被仍进一步退化，

但一些转型期消失的大型哺乳动物则重新出现，适应了相对干旱化的环境，这种适应能力的演化可

能需要数十万年。（Zhou et al., 2018,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哺乳动物化石初步研究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发现于 2004 年，先后于 2006 和 2014-2018 年进行了 6 次发掘。对

2014-2016 年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初步分析，共鉴定

出 8 目 27 科 49 种（含未定种）哺乳动物，其中以偶蹄类

化石最为丰富。  

华龙洞动物群与南京汤山猿人遗址、和县猿人遗址及

重庆盐井沟等动物群较为相似，尤其是与和县猿人遗址及

南京猿人遗址动物群最为接近，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

都含古人类化石；2）都不含第三纪动物群的孑遗分子；3）

都含有大熊猫 - 剑齿象动物群的主要成员 ( 大熊猫、剑齿象、

巨貘及猪獾等），同时也都含一定量的北方属种，但华龙洞

含北方成分相对较少，只发现翁氏麝鼩、麝鼹、变异仓鼠、

华北地区1.7Ma以来哺乳动物与气候环境的协同演化

华龙洞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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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毛足田鼠、棕熊、李氏野猪、葛氏斑鹿及大角鹿等，华龙洞的棕熊及大角鹿代表了各自分布最

靠南的记录；4）都含有剑齿象而不含晚更新世常见的亚洲象；5）都含有大量头后骨骼，与以含单

个牙齿为主的其他南方洞穴动物群迥然有别。从化石保存状况及属种组成判断，华龙洞堆积时代与

和县猿人遗址最为接近，也属于中更新世。（同号文等，2018，人类学学报）

恐龙化石保存1亿多年前禾本科起源信息

聚焦地球系统科学中生命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协同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注重学科交叉，聚焦

脊椎动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一直是古环境演化研究的重要目标。吴妍等人利用植食性动物牙结石微

体植物化石、同位素和 3D 微痕等新手段和新方法，建立动物的食性特征，为动物与环境的协同演

化提供直接证据和新的见解。  

本项研究从一亿多年前的鸭嘴龙类恐龙（马

鬃龙）牙齿周边保存的一种特殊结构中，成功提

取到植物表皮和植硅体残留物，揭示这些含有短

细胞对的表皮细胞和哑铃型结构的植硅体属于禾

本科植物（草）的最基干类群，将禾本科最早的

化石记录提前到 1 亿多年前的早白垩世，为鸭嘴

龙类的食性和禾本科植物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证

据，在上发表，新华社、中新网和人民网等重要

媒体主动报道，受到社会和科学界广泛关注。（Wu 

et al., 2018,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沙漠——黄土过渡区全新世晚期农业种植历史研究工作

农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

志。李小强和周新郢等基于黄河中游和沙漠黄土过渡带的

15 个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点 52 样品的年代学和考古植

物学证据，系统重建了研究区的农业种植变化历史。研究

揭示 5000-3000 a BP 期间，农牧交错带南部灌丛草原区的

粟代替黍成为主要粮食作物，而干旱贫瘠的北方草原黍仍

占有很高比例，5000-4000 a BP 期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

带旱地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农作物种植的单位面

积产量可能加倍。同时，出现了粟、黍、野大豆和果树等

早期农业——园艺模式，丰富了生业经济类型，提高了先

民环境适应能力。（Bao et al., 2018, PloS One）

马鬃龙特殊结构中保存的植物表皮和植硅体

研究区遗址出土的主要碳化植物遗存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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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黄土过渡带6 ka BP以来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影响

沙漠——黄土过渡区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环境变化

和人类活动相应敏感，是研究人类和环境相会作用的理想

区域。李小强课题组将榆林白河庙泥炭沉积的高分辨率的

花粉记录与该区域考古学资料相结合，重建了研究区植被

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并探讨了适宜气候和极端气候事件

条件下人类活动的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史前人类活动与气候、生态系统变化紧

密相关。东亚夏季风带来的降水量控制干旱 / 半干旱地区

水资源变化，从而影响依赖水资源的旱作农业发展、人类

活动强弱和考古学文化兴衰。6.0-4.2 ka B.P. 降水较多，植

被盖度高，毛乌素沙地固定，沙漠 / 黄土过渡带发育古土壤，

并向西北移动。适宜的气候环境和良好的生态条件有利于

旱作农业生产，导致人口增加，遗址点数量增多，人类活

动范围扩大，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繁荣发展（图 7）。而 4.2-3.0 ka B.P. 遗址点大幅减少，

人类活动规模减小，考古学文化衰退。4.2 ka B.P. 极端干旱事件及之后持续的干旱，导致植被退化，

毛乌素沙地沙丘活化，沙漠 / 黄土过渡带向东南方向摆动。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对以粟为

主的旱作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影响，可能是导致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大范围衰退的重要

原因。（张贵林等，2018，第四纪研究）

山东青岛大珠山遗址的环境背景研究

     大珠山遗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材料，更对探讨早期人类的生存适应和

迁移扩散等问题具有深远意义。解译遗址中的环境背景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当时人

类的生存状态。

王建等人通过花粉指标，重建了该遗址所在区域的环境演变过程。结果显示：（1）大珠山遗址

的光释光年龄为 52.9-65.7ka，对应 MIS4-MIS3c ；（2）从 MIS5b 到 MIS3b（86.0-45.0ka），区域植

被经历 4 个演替阶段，依次为落叶林草原、落叶阔叶林草原、温带草原和疏林草原，其反映的气

6-3 ka BP 考古遗址点空间分布信息 （a）

仰韶中晚期6-5 ka BP；（b）龙山时期5-4 ka 

BP；（c）夏商时期4-3 ka BP

榆林白河庙泥炭主要陆生植物花粉百分比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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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趋势与区域背景下的环境变化过程基本一致；（3）

MIS4-MIS3c 期间迅速回暖的气候，稳定适宜的沉积

环境，均为早期人类的活动提供良好的生态背景。随

后气候转冷，海岸线后退，该地区的人类遗存明显减

少，可能指示人类活动减弱或者迁出。这种不同时期

内的人类活动强度的变化，表明气候主控下的生存

环境变化深刻影响着早期人类的适应策略。（王建等，

2018，人类学学报）

中国已知最早的桦树皮焦油利用证据

陶器自旧石器晚期出现以来，就在中国的考古遗

址中广泛出土。古代先民利用陶器烹食、制酪、酿酒、

染色等，这一系列活动都可能在陶器表面形成炭化

物，甚至一些有机分子可以残留在陶器疏松多孔的胎

体里。通过对陶器中这些有机残留物进行分析可以得

到很多先民生产生活方面的信息。饶慧芸等人利用红

外光谱、气质联用、扫描电镜和同步辐射显微 CT 等

手段对青海大通长宁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时期双耳

罐内的炭化残留物进行了系统分析。

炭化残留物经红外和气质联用分析鉴定为桦树皮加热后的产物。将扫描电镜和显微 CT 图片与

现代炭化桦树皮进行对比分析，认定古代炭化物为桦树皮焦油，而不是炭化的树皮。因此，早在齐

家文化时期（约 4000-3500 BP），中国西北部的先民已经利用桦树皮来生产焦油，并可能作为粘合

剂用于制造复合工具，如长宁遗址发现的骨柄石刀。通过分析双耳罐的内外壁残留物分布，以及与

国外桦树皮焦油生产的经典方法“双罐法”进行比对，认为此双耳罐可能是桦树皮焦油的生产工具，

是目前中国加工和使用桦树皮焦油的最早证据。中国桦树皮焦油的生产和利用是否受到西方的影响

仍需要更多的研究。（Rao et al., 2018,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大珠山遗址不同时期研究区植被与生存环境演变过程

青海大通长宁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时期双耳罐内的炭

化残留物

碳化物的红外光谱（a）和气质联用分析结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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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方向五：二叠、三叠纪脊椎动物演化及其时间框架

中国陆相二叠、三叠纪地层年代对比新进展

一直以来陆相地层的时代往往难以确定，

很难将陆相地层与海相的标准剖面建立精确的

对比。刘俊等人根据同位素测年以及四足动物

化石对比等方法，得出中国陆相二叠、三叠系

的新对比方案。新疆吐哈盆地红雁池组及以下

的芦草沟组属于乌拉尔统，梧桐沟组及锅底坑

组属于乐平统。红雁池组与泉子街组间存在很

长沉积间断，而烧房沟组与克拉玛依组间也可

能存在沉积间断。乌鲁木齐鲵时代与国外大多

数西蒙螈类时代基本一致，是我国二叠纪最早

的四足动物化石。由脊椎动物化石对比得知北

祁连区的青头山组相当于瓜德鲁普统下部，而

肃南组属于乐平统，中间可能存在沉积间断。

华北上、下石盒子组都可能包括了很长时代的

沉积，上石盒子组延续到吴家坪阶上部；根据

锯齿龙类化石，孙家沟组基本属于二叠系。二

马营组二段下部 243.5 Ma 的测年结果支持这个组时代为安尼期晚期；铜川组顶部还为拉丁阶，没

有延伸到卡尼阶。（Liu, 2018; Liu et al., 2018,  Vertebrata PalAsiatica）

芙蓉龙的埋藏环境及地质年代取得新进展

芙蓉龙是一类奇特的带背帆、无牙的假鳄类主龙类。张法

奎认为时代是中三叠世拉丁期，化石层位 ( 巴东组 ) 为泻湖相

沉积。后来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时代是安尼期。近年来的发掘

发现化石埋藏于约 30 厘米厚的岩层中，出露面积约 90 平方米。

这批原地保存的骨骼数量超过1000块，其中约1/4是相互关连的。

骨骼保存较好，表面没有啃咬、踩踏及虫蚀痕迹，骨骼埋藏前

基本没有风化。化石层是如何形成的？地层分析指示该地区时

为温暖半干旱地区泛滥平原上的池塘。化石层位上下发育泥裂、

保存叶肢介化石和含钙质结核的古土壤指示了周期性的干旱与

湿润交替的环境。据此推测芙蓉龙可能因干旱大量死亡，随后

被雨季的洪水短距离搬运至池塘中并被迅速掩埋。通过对沉积

中国陆相二叠、三叠纪地层年代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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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的碎屑锆石进行 U-Pb 测年，表明化石层位可能是拉丁期甚至卡尼期，比之前认为的更晚；通

过古水流分析、碎屑锆石年龄以及 Lu-Hf 同位素分析表明沉积物部分来自华北克拉通和秦岭——大

别山构造带，说明当时华北与华南已经连接。（Hagen et al., 2018, Palaios）

中国发现埃尔金龙

锯齿龙类是仅生存在二叠纪的一类植食性爬行动物，个头一般在 1 米以上；但是其中也有侏儒，

来自英国苏格兰的埃尔金龙就是其中之一，其头长只有 15 厘米左右。刘俊等人最近在中国内蒙古

大青山的脑包沟组也发现了埃尔金龙的踪迹。2009 年发现的一件标本，头骨虽然残破，有以下特征

可以归入埃尔金龙：面颊凸缘适度发育，面颊后缘有鳞骨与方轭骨形成的显著凹缺；眼眶上部突起

大。不过它与Elginia mirabilis 有如下区别：新月形的后额骨突起在眼眶周边的突起最大，眼眶上缘

隆起，所以被命名为吴氏埃尔金龙（E. wuyongae）。这是脑包沟组报道的第一个锯齿龙类，也是我

国第一个与二齿兽类共同产出的锯齿龙类。当时华北与苏格兰相隔几千公里，但是同一属化石的发

现表明有陆路联通。由于俄罗斯当时的位置，以及地层保存情况，推测可能也有埃尔金龙的化石。 （Liu 

and Bever, 2018, Papers in Palaeontology）

大山口动物群的大型离片椎类——石油似卡玛螈

双顶螈类是身披“铠甲”的陆生离片椎类。中国已知的属种仅有石油似卡玛螈（Anakamacops 

petrolicus），1999 年由李锦玲、程政武基于一个头骨的左吻部命名。此前，已知的瓜德鲁普世的双

顶螈类残缺不全，人们对它们所知甚少。刘俊报道了两个新材料，包括一个大个体头骨的后半部及

下颌，完善了瓜德鲁普世的双顶螈类的骨骼学特征，补充了对这类动物的认识。研究者将瓜德鲁普

世的大型双顶螈类归入新建立的Kamacopini。它们的眶下棒高、翼骨间窝远离内鼻孔。这个类群分

布在泛大陆的东北，具有大的体型。双顶螈类一般体长不超过半米，而Kamacopini 则大得多，最

大的似卡玛螈头长就达 40 厘米。（Liu, 2018, Journal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最早出现“喙”的龟类——中国始喙龟

李淳领衔的国际团队，在《自然》杂

志上发表了龟类化石研究的最新科研成

果——中国始喙龟。这种最早出现“喙”

的原始龟类，发现于云贵地区的三叠纪地

层中，集多种原始、过渡和进步特征于一

身。它体长超过两米，肋骨加宽、背、腹

甲均未形成。同时，虽然比满嘴长牙的半

甲齿龟更为原始，却既发育出了角质喙，

还保留了牙齿，呈现出“牙齿退化”，“角

质喙产生”的过渡状态。长期以来，科学

图 10 碳化物的红外光谱（a）和气质联用分析结果（b）

中国始喙龟生态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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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普遍认为在超过 2 亿年的时间里，龟类的身体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而对此前更早期演化阶段

的认识却是一片空白，尤其对于龟甲的形成次序和牙齿消失的演化证据一直无从寻起，甚至认为可

能是激进的突变，与达尔文“渐进式”的生物进化论相悖。而介于罗氏祖龟和半甲齿龟之间的中国

始喙龟，恰好为龟类系统发育研究补上了关键 “缺失的一环”。该项研究入选“2018 年度中国古生

物学十大进展”并位列评选结果之首。（Li et al, 2018, Nature）

云南罗平生物群的龙鱼属新种—— 披刺龙鱼

吴飞翔团队报道了云南安尼期罗平生

物群的龙鱼属（Saurichthys）一新种，它

代表着龙鱼在椎骨结构和基本体型上的新

变化。作为一类高效的捕食者，龙鱼跻身

中生代早期水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消费者。

我国西南地区中三叠世安尼期的化石群

中，龙鱼类在形态和分类上呈现出显著的

多样性。披刺龙鱼（Saurichthys spinosa, sp. 

nov.）是一种小型龙鱼，它的奇鳍鳍条数量

较少，体表具有两列平行的披强壮棘刺的

针状侧鳞，代表着龙鱼类新的适应策略——

底栖生活及其相应的形态变化。披刺龙鱼可能以较小的虾等底栖甲壳类为食；与食鱼的同类相比，

它代表着中三叠世龙鱼类辐射演化阶段在营养生态位上的分化。综合同时期龙鱼类在运动方式和

摄食机制的创新，这些因素可能促成了安尼期东特提斯洋龙鱼类的爆发式演化，而这正是 2.5 亿年

前二叠纪末大绝灭后生物圈复苏过程中快速辐射阶段的一个缩影。（吴飞翔等，2018 年，Journal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兴义亚洲鳞齿鱼的分类学问题得以解决

徐光辉课题组详细研究了我国贵州、云南 2.4 亿年前的兴义亚洲鳞齿鱼的解剖学特征，解决了

该古鱼类半个多世纪以来令人困惑的分类学问题，提出亚洲鳞齿鱼不是鳞齿鱼类而是近鲱形类弓鳍

鱼目的近亲（预言鱼目）的新观点。（ Xu & Ma, 2018,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亚洲鳞齿鱼完整标本与复原图

披刺龙鱼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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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齿鱼类的新成员——王氏富源鱼

徐光辉等详细描述了与贵州龙共生的一种新的铰齿鱼类，并将它命名为王氏富源鱼。这是铰齿

鱼类化石在我国中三叠世拉丁期地层中的首次发现。它的发现弥补了我国中三叠世拉丁期铰齿鱼类

化石记录的缺失，为研究早期铰齿鱼类的骨骼形态学和生态学提供了更多的信息。（Xu, Ma& Ren, 

2018, PeerJ）

王氏富源鱼正型标本及复原图

云贵地区发现.2.4亿年前最大的肉食性肋麟鱼——霸王肋麟鱼

根据最近在云南富源和贵州兴义中三叠世海相地层中发现的三块完整的鱼化石，徐光辉等命名

了一种新的肋鳞鱼物种：霸王肋鳞鱼。霸王肋鳞鱼代表了 2.4 亿年前世界上最大的肉食性肋鳞鱼，

为研究新鳍鱼类的早期演化和适应辐射提供了重要信息。（Xu et al., 2018, Vertebrata PalAsiatica）

王氏富源鱼正型标本及复原图

霸王肋鳞鱼副型标本及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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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野外考察项目

吉林延吉龙山地区野外考察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龙山地区白垩纪

地层发现大量恐龙及伴生生物化石， 徐星

课题组两次赴延吉龙山地区进行考察与

发掘，经初步鉴定包括蜥脚类、兽脚类、

鳄类等多个化石种类，其中鳄类头骨较为

完整，长约 20 厘米，牙齿保存较好，颅

底稍破损，缺失下颌骨，其他重要化石

在当地进行了初步修复。考察期间，美联

社记者对考察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专访，

集中报道延吉恐龙研究工作及进展情况。

延吉恐龙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系统发育和

古生物地理区系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相关宣传工作也将推动该地区古生物资源开发及相

关产业发展。

云南峨山、禄丰地区侏罗纪恐龙化石考察

2018 年 7 月，我所徐星课题组与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组成联

合科考队，对云南省峨山县、禄丰县地区出露早侏罗纪地层进行详细的恐龙化石调查与发掘工作。

考察队近三十人，历时二十余天，在峨山、禄丰两地发现多处化石地点，尤其在峨山县富良棚乡西

考察队合影

较完整肱骨拍摄恐龙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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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内蒙戈壁恐龙化石联合考察

我所徐星课题组与日本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福井县立大学及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合

作开展“内蒙古戈壁恐龙化石联合考察”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9 月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巴音满

都呼和楚鲁庙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野外考察。巴音满都呼和楚鲁庙地区是重要的白垩纪晚期恐龙

化石产地，此次联合考察采集到多种恐龙、恐龙蛋及蜥蜴等化石，为后期进一步合作研究提供了重

要化石材料。

出动挖掘机对恐龙化石周边围岩进行清理

出动挖掘机对恐龙化石周边围岩进行清理

联合考察队在云南峨山集合后合影

联合考察队在云南峨山集合后合影

舍迭村附近发现保存状态完好的恐龙化石，考察队对地表附近的化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除恐龙骨

骼化石外，考察队还发现恐龙足迹、鳄类及疑似哺乳动物化石，扩展了西南地区恐龙化石产地，为

今后考察与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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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谷及山西寿阳二叠、三叠系野外

山西、陕西、内蒙是我国诸多陆相二叠、

三叠系的化石点，刘俊团队 2018 年 4-5 月

在这一带又有新的发现。首先确认曾经报

道的石炭系足迹应该产自下石盒子组下部，

时代是二叠纪早期。在和尚沟组底部第一

次发现化石及斑脱岩。此外在大青山发现

了近于完整的中型锯齿龙类骨架。

最近阳泉当地爱好者白志君在二叠系

上部发现四足动物化石，踏勘确认地层为

上石盒子组及孙家沟组。除了以前发现过

的锯齿龙类，还采集到二齿兽类头骨。 这

是除大青山脑包沟组外的新发现，扩展了二齿兽类的分布。

青藏高原野外科考

6 月，吴飞翔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苏涛领队，展开今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发掘工作，在藏北伦

坡拉盆地采集了丰富的化石标本。（图 1）

8 月，所长邓涛带队，会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苏涛的古植物学团队，来到青藏高原北缘、西

昆仑山脚下，新疆喀什地区进行新生代沉积盆地和古生物科考。（图 2）

9 月 -10 月中，考察队在

西藏那曲地区、阿里地区和山

南地区开展了新生代沉积地层

与古生物的综合科考，旨在寻

找潜在的化石生物群，以深入

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及其环境变

迁，为将来更加系统全面的野

外工作打下前哨战。（图 3）

12 月，由邓涛带队，来

自所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的一共 5 名研究人

员，在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

Turong 等 3 人的陪同下，完成

了对越南山萝省、谅山省和广

宁省的科考工作。（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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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曲靖志留系和广西南宁下泥盆统中展开古鱼类化石发掘工作

2018 年课题组在云南曲靖志留系关底组厚层灰岩地层中继续开展了鱼类化石的发掘工作，雇用

挖掘机清理并挖出埋藏较深的化石层，提高工作效率。野外化石发掘工作发现并采集的鱼类化石新

材料计约有标本万余件，目前大部分存放在小汤山工作站，后期中的部分材料存放在云南省曲靖师

范学院。

同时，2018 年 10 月起，课题组发现南宁市那洪大道北面的施工工地中保存有大量珍贵古鱼类

化石，该化石群层位为泥盆系莲花山组和那高岭组。但是，由于化石地点位于施工项目内，施工方

正使用挖机快速铲平化石层。课题组通

过与广西地方政府沟通，立即展开抢救

性发掘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目

前已产出大量早期古鱼类化石，这是广

西地区首次发现如此富集的早期脊椎动

物化石材料。经初步鉴定，这些化石多

为古鱼类的新属种，对于研究早期脊椎

动物关键特征的演化和广西地区的古动

物地理演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汪筱林团队新疆野外考察、保护与抢救性发掘

汪筱林领导的野外科考队于 2018 年多次在新疆开展野外考察和抢救性发掘。其中在 8 月和

10-11 月两次对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及其周边邻近地区开展了野外考察、化石采集和保护工作，取得

了一些新的发现：在杨钟健院士当年的几个重要化石地点的基础上又新发现了多个翼龙、恐龙化石

富集地点，并抢救性采集了多个魏氏准噶尔翼龙的头骨以及其他翼龙和恐龙骨骼化石。发现了多个

翼龙、恐龙和鸟类的足迹化石富集层，其中保存的足迹大小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并对其中部分足

迹化石进行了抢救性采集和现场保护。（图 1-3）

云南曲靖志留系野外发掘现场

广西南宁古鱼类化石抢救性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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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队还多次对哈密戈壁雅

丹地区的白垩系地层进行了考

察，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不但

首次在大海道雅丹地区发现翼龙

化石，将翼龙分布范围大大扩展，

还首次发现蜥脚类恐龙牙齿化

石，增加了哈密翼龙动物群的多

样性。（图 4）

在新疆考察过程中，还与上

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

究院、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等合作，利用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的新材料和新方法，联合对新疆化石产地风化暴露地表的破碎标本进行现场保护和抢救性

采集试验等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也是首次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技术方法应用到化石保

护领域。

甘肃临夏盆地野外考察

甘肃省临夏盆地以盛产“龙骨”著称。在青藏高原新生代阶段性快速隆升的过程中，临夏盆地

发育了从晚始新世到早更新世接近连续的沉积地层，并且埋藏了大量精美的古生物化石。临夏盆地

的古生物尤其是古哺乳动物化石一方面揭示了多个陆生哺乳动物类群的详细演化历程，并一方面揭

示了在青藏高原隆升背景下东亚地区古环境与古生态的演进，在新生代地层古生物研究中具有重要

意义。

邱占祥院士领导的野外工作组于 2018 年对临夏盆地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调查，邱占祥院士以 80 高

龄亲临野外现场，对野外工作进行全面指导。在野外考察中，发现了渐新世晚期，中新世早期，以及

中新世中期的沉积地层中三个不整合事件的存在，这些不整合事件为临夏盆地的地层划分对比提供

了坚实的依据，并且对青

藏高原阶段性隆升过程的

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

索。此外发现了多个哺乳

动物化石点，采集了一批

化石，发现了之前地层对

比的一些问题，并予以澄

清。这些工作为全面解决

临夏盆地的生物地层问题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2

3 4

临夏盆地新生代地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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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同心地区野外考察

宁夏同心地区是著名的“龙骨”产地，也是重要的古

哺乳动物化石地点。然而，长期以来，同心地区化石出产

的时代及层位一直有很大的争议，阻碍了对相关的哺乳动

物演化的认识。王世骐课题组近年来对宁夏同心地区进

行了多次古生物地层学考查，对上述问题逐渐予以澄清。

2018 年王世骐课题组联合西北大学及宁夏地质博物馆组织

了一次对宁夏同心地区深入的野外考察工作，发现了大量

完整精美的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原互棱齿象、豕脊齿象、铲齿象、巨獠犀、西班牙犀、稀角犀、皇

冠鹿、库班猪、同心鬣狗、中鬣狗、犬熊等。通过地层和动物群对比，发现同心地区彰恩堡组由 5

个沉积旋回组成，下部的 3 个沉积旋回代表了早中新世晚期，上部的 2 个沉积旋回代表了中中新世

早期，而非以前认为的仅代表中中新世。并且在沉积旋回 C 和 D（即 3 和 4）之间发育有古土壤层，

代表了沉积间断和沉积环境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早中新世和中中新世的转变。在黄家水—断脖子

项沟找到了出露连续的剖面，进行了古地磁采集工作，总共采集了古地磁标本 970 块，剖面厚度达

150 m。本此考察为攻克长久困绕的同心地区的年代地层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疆吐鲁番盆地野外考察

吐鲁番盆地是天山山系中一个大型山间盆地。盆地内中、新代地层发育，包括了从晚白垩系到

渐新统的沉积，并产有较为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我所自 1964 和 1966 年对吐鲁番盆地进行了考察

之后，至今再没有对该地区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和发掘。白滨、毛方园、王海冰和李祁等四人于 2018

年 9 月对吐鲁番盆地进行了为期约两周的野外考察，主要包括了连木沁、台子村和十三间房等地点，

重点考察了晚古新世

台子村组，中始新世

连坎组，渐新世桃树

园子群，和早始新世

十三间房组。对以往

报道过的剖面进行追

索，对化石地点进行

了确认，并对剖面进

行了初步的划分。但

由于该区域露头和地层产状较陡、通常覆盖较为严重，

加之考察时间较短，所以仅采集到了恐龙蛋皮和少量

哺乳动物头后骨骼化石。但这些发现仍然为今后的工

作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同心彰恩堡组与寺口子组的平行不整合

连木沁南沟剖面中始新统沉积

十三间房早始新统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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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塔吉克盆地与新疆阿尔金山索尔库里盆地考察

2018 年 7 月，应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地质、地震工程和地震研究所邀请，倪喜军团队赴塔吉克斯

坦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工作。

此次考察对塔吉克盆地阿克苏和 Khayotinav 晚白垩纪—新近纪海、陆相剖面和 Obigarm 第四

纪哺乳动物化石地点进行了考察，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地质、地震工程与地震学研究所建立了初

步合作关系。此次考察是执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A“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

之路建设”项目所迈出的第一步，符合国家和学科的战略发展要求。

2018 年 8 月 -9 月，完成了对新疆阿尔金山索尔库里盆地新生代地层对比与脊椎动物化石采集

工作。新发现数十个化石点，发掘出一件保存较好的犀类头骨，采集并筛洗小哺乳动物砂样 5 吨。

中巴古生物联合考察

2018 年 11 月， 应 巴 基 斯 坦 费 萨 拉

巴德政府学院大学（Government College 

University，Faisalabad，GCUF）邀请，倪喜

军团队、费萨拉巴德政府学院大学的 Khizar 

Samiullah 博士、科哈特科技大学（Koha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ST）

的 Abudl Majid 博士等 15 人在巴基斯坦开

展了首次中 - 巴古生物学联合科考（Sino-

Pakistan Paleontological Expedition, SPPE），

此次科考同时还得到了真纳大学（Quaid-i-

Azam University）校长 Muhammad Ali 教授

3 41

2
塔吉克斯塔吉克盆地考察

索尔库里野外人工搬运大化石 索尔库里野外肩扛砂样

中巴古生物联合考察队伍

塔吉克盆地Khayotinav剖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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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支持。

联合考察队对巴基斯坦的相关新近纪陆相地层和始新

世海陆交互相地层开展了古生物化石和岩石样品采集、地

层对比等工作。考察队重新核实了早期西方学者发表的多

个经典化石地点的原始坐标和岩石属性等信息，纠正了一

些关键的错误记录。此次考察不仅发现了多个适合于开

展哺乳动物化石筛洗工作的化石层位，还在库尔达纳组

（Kuldana Formation）下部长期以来没有任何化石记录的地

层中发现了大量保存精美的鱼类化石，为进一步开展中—

巴古生物学合作研究、探讨东特提斯海消亡与青藏高原隆升背景下的新生代脊椎动物演化与响应机

制提供了珍贵的标本材料。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发掘主要收获

2018 年 9-12 月，刘武、吴秀杰主持对华龙洞古

人类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约 50 平方米，下

掘深度达到距地表 7 米处，堆积物为胶结坚硬的碎

屑物，内部含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和带有

各类痕迹的骨片。本年度发掘共出土超过 10000件（30

箱左右）哺乳动物骨骼和牙齿化石，石制品 10 余件

以及带有人工和动物痕迹的标本 50 余件；同时提取

一些年代和环境测试样品 10 余份。工作期间邀请相

关专家对华龙洞遗址形成的原因、化石埋藏与堆积、

地貌变迁进行考察和分析，同时绘制发掘区域平面图，使用全站仪采集重要出土标本在地层位置的

三维坐标信息，使用无人机拍摄遗址区域航拍照片和视频录像。新的发掘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华龙

洞遗址的形成过程、古人类生存时代、环境背景以及人类活动的适应行为的认识，为深入探讨华龙

洞以及东亚古人类演化及适应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

2

新发现的鱼化石

华龙洞遗址发掘区域平面图

华龙洞遗址2018发掘场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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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盆地吉家庄-东沟遗址旧石器考古发掘取得进展

2018 年 8-10 月间，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下裴树文主持对蔚县盆地吉家庄（B、E 地点）- 东

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揭露面积 100 平方米，获取古人类活动留下石制品 3500 件，动物化石

1200 件。其中，吉家庄遗址埋藏于泥河湾盆地湖相沉积内，时代大致为中更新世；大量带有人工痕

迹的化石标本与石器共存，表明古人曾在此区域对马、鹿等动物进行屠宰活动。东沟遗址埋藏于晚

更新世黄土期堆积内，石器文化面貌整体显示出石片石器特征，虽未发现成型的火塘，但灰堆、大

量碳屑、烧骨等遗存的发现依然指示用火行为的广泛存在。本年度发掘为构建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

在泥河湾盆地活动的时空分布、迁徙扩散和技术传播等科学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发掘主要收获

2018 年 6-9 月，李锋主持对河北泥河湾盆地东

谷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 100 平方米，

文化层堆积物为砂质、粉砂质的湖相堆积，厚约 6 米，

含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本年度发掘是

2016-2017 年发掘的延续，目前已完成遗址第三文化

层（6C 层）上部的发掘，共出土编号标本 10000 余件，

包括石制品 6000余件、无人工痕迹的砾石 1000余件、

动物骨骼化石 3000 余件，以及数量较多的石质碎屑

和碎骨等。2018 年度的发掘我们注重发掘和记录方

法的更新，编制了旧石器考古遗址野外发掘和室内

整理规程，并在东谷坨发掘中进行了试用。同时立

足东谷坨遗址的发掘培养来自我所及吉林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实习

生，推广标准化的旧石器考古遗址发掘和记录方法，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东谷坨遗址发掘平面

吉家庄-E地点发掘场景

2018年东谷坨遗址发掘场景

东沟遗址出土遗物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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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第1地点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2018 年 5-11 月，在国家文物局批复下由高星研

究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联合考古队选择在水洞沟第 1

地点 1980 年发掘区，向北、西、东扩方发掘，布方

发掘面积约 150 平方米。发掘前对遗址进行全站仪

测绘和航拍测绘，发掘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

进行，应用数字化发掘技术全程记录信息，对所有

发掘出土用 10 目和 20 目的筛子重选。出土有明确

坐标信息的石制品 1363 件，动物化石 322 件，碳样

86 份，装饰品 10 件，陶片 20 片，另有大量重选与

浮选挑拣标本仍在统计。本年度发掘探明了水洞沟

第 1 地点全新世地层堆积的文化遗物堆积情况，证

明该地点全新世并非人类活动主要区域。发现的陶

片、石磨盘等重要文化遗物有助于了解该地区新石

器时代早期文化面貌。

秦岭南麓汉中南郑疥疙洞遗址发掘收获

秦岭地区是研究我国南北旧石器文化关系的重要区域。2018 年 4-6 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下，

王社江主持了汉中盆地梁山地区的洞穴遗址调查工作，并对疥疙洞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12 平方米。疥疙洞遗址文化地层堆积厚约 1.6 米，已发现人类活动面 1 处，出土石制品、烧骨、动

物化石等遗物 4500 余件，其中石制品 500 余件。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动物化石初步鉴定有鹿科、

牛科、剑齿象、犀、野猪、大熊猫、熊、狼、鼬、豪猪以及一些未鉴定到种的小型食肉类和啮齿类，

属中国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较晚的阶段。根据出土遗物初步分析，疥疙洞遗址应为一处

原地埋藏的晚更新世晚期人类居住遗址，作为该汉中盆地首次发现和发掘的洞穴遗址，提供了有别

于旷野栖居的另外一种洞穴栖居模式，为研究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行为方式、石器加工技术、

旧石器时代工业发展序列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水洞沟第1地点2018年发掘区

疥圪洞遗址出土遗物情况

SDG1全新世堆积出土动物化石

疥疙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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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大牛洞遗址发掘

2018 年 7-9 月，陈福友主持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大牛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

积约 20 平方米，文化层堆积物为角砾和砂质堆积，厚约 1 米，含有大量石制品，发现明确的用火迹象。

本次发掘从原生地层中出土了编号石制品 5000 余件，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残片等，类

型丰富，其中石片数量最多，达 3000 余件，残片、断块各为 1000 余件，石核 200 余件，石器所占

比例较小，共 140 余件，另外还筛出大量的石质碎屑，显示该遗址为一处石器加工地点。该遗址未

发现动物化石，有较多的

灰烬和少量木炭标本。初

步的碳十四测年显示遗址

的时代在距今 3万年以上，

大牛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对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的

建立和中国北方晚更新世

古人类的生存方式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大牛洞遗址发掘探方 大牛洞遗址出土的石片

西藏阿里地区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调查与发掘进展

2018 年 7-9 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

队，在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狮泉河左岸灰岩山体上发现梅龙达普史前洞穴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王社江带队对 1 号洞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6 平方米。出土动物骨骼、石制品和陶片共计 1500 余

件。石制品中有典型的细石核、细石叶和加工精致的石器。石器包括边刮器、端刮器。另外，在洞

内还发现有以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梅龙达普洞穴是西藏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是高原腹地目

前有明确地层信

息的细石叶文化

遗址。该遗址的

发现为研究掌握

细石器技术的人

群在高原腹地活

动的时间和生计

方式提供了强有

力的证据，也为

研究史前人地互动、环境变迁以及西藏本土的农业、畜牧业起源和传播和史前艺术等方面提供了珍

贵的材料。

梅龙达普洞穴外景 梅龙达普洞穴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骨骼

1号洞2号洞

狮
泉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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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韦家洞及相关区域野外调查

2018 年 8 月和 11 月中旬 -12 月中旬，赵凌霞课题组在

贵州毕节市韦家洞及相关区域进行了为期 2 个月的野外工作，

获得丰富的晚更新世古人类活动证据，包括人类化石、旧石器、

用火证据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初步的年代测定结果，表明

韦家洞是一处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为论证毕节地

区乃至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古人类演化及现代人起源等学术问

题提供了化石及考古学证据。 贵州毕节韦家洞古人类遗址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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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亚最早的现代人化石

朱敏研究员负责的先导A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课题喜获专项优秀成果奖

2019 年 1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年度总结会

在京召开，会议颁发 A 类先导专项优秀成果奖，我所朱敏研究员负责的“古生物与古环境综合数据

库构建及其应用”课题喜获该奖项。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中科院 A 类先导专项旨在突破一系列技术瓶颈问题，形成资源、环境、

生物、生态等领域多学科融合、独具特色的地球大数据云服务平台，成为支撑国家宏观决策与重大

科学发现的大数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将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数字地球科学平台，

全景展示和动态推演“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过程与态势，实现对全景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精准

评价与决策支持；探索形成大数据驱动、多学科融合的科学发现新范式，力求在资源环境、海洋、

三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安全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所承担的“古生物与古环境综合数据库构建及

其应用”课题拟开发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和古 DNA 数据库，以科学研究为导向，逐步汇集相关领

域的专业数据，力争为认识生命起源与演化、地质历史中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变化、生命与环境

协同演化等科学前言探索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建立三维形态学数据库三维数据的在线存储和共享

提供平台，探索三维形态学数据的自动识别和鉴定技术。

古生物研究入选中国科学院40项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

2018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公布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40 项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

40 项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是《改革开放先锋 创新发展引擎——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编

委会以“三个面向”为线索，组织中科院机关有关部门在系统梳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科院广大科

研人员取得的众多重要科技成果的基础上，经综合凝练归纳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果。院

学术委员会委员对此进行了审核把关，同时通过网络向院属单位和社会进行了公示，超过 15 万人

次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了遴选和评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中，我所古生物研究入选。

古脊椎所基于多年持续的大规模野外调查和发

掘，开展辽西热河脊椎动物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发现和原创成果，丰富了人类对早白垩世陆地

生态系统的认识，在脊椎动物许多类群的起源和系

统演化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获 2003 年度中国科

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入选《时代》2007 年度世界

十大科技发现、《科学》2014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古脊椎所通过对 8 万、12 万年前东亚地区最早

的现代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否认了现代人“非洲

重要成果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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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淳研究团队荣获“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中科院A类先导专项优秀成果奖

2019 年 1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年度总结会在京召开，

会议颁发 A 类先导专项优秀成果奖，我所朱敏研究员负

责的“古生物与古环境综合数据库构建及其应用”课题

中李淳研究团队喜获该奖项。获奖成果“中国始喙龟研究”

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发表在《自然》上。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中科院 A 类先导专项旨在

突破一系列技术瓶颈问题，形成资源、环境、生物、生

态等领域多学科融合、独具特色的地球大数据云服务平

台，成为支撑国家宏观决策与重大科学发现的大数据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在该先导专项的支持下，我所李淳研

究员带领团队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化石清修、观察和野外

调查，最终确认新材料是产自半甲齿龟化石层位下 7.5

米处的更加古老的龟类。在此基础上，中科院古脊椎所、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

大自然博物馆四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全部重要原始龟类化石材料，基

于形态学大数据进一步完善了爬行动物形态数据矩阵，确定了新标本在龟类早期演化中承上启下的

热河生物群生态复原图

起源说”的部分观点，提出了现代人在东亚出现与扩散的新假说，为研究东亚人类演化规律提供了

重要化石证据，将中国古人类演化研究推进到国际前沿水平。相关成果入选《自然》2014 年度十大

科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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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置，弥补了该类群系统发育中的重要空白，填补了龟类起源的缺失环节，为地球历史大数据

增添了非常重要的物种信息。 

陕西蓝田黄土与古人类活动研究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9 年 2 月 27 日，2018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专家解读会在北京召开，正式对外公布十

大进展遴选结果。由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古脊椎所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取得的“将人类生活在黄土高

原的历史推前至距今 212 万年”成功入选。 

陕西蓝田地区的新生代地层发育良好，分布广泛，化石丰富，是研究新生代地层、古脊椎动物

和古人类演化的重要地区。二十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科院古脊椎所便将该地区作为深入研究新生

代地层的重点地区，多次组织多学科的和全面系统的调查与发掘活动，先后发现包括直立人下颌骨、

头骨在内的重要古人类和脊椎动物化石，组织召开新生界现场会议，出版论文集，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成果。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朱照宇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课题组为主，联合国内外相关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历经十余年，在蓝田

地区发现了一处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上陈旧石器遗址，建立了新的黄土 - 古土壤年代地层序列，

并在早更新世 17层黄土或古土壤层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 96件旧石器，其年龄约 126万年至 212万年。

连同该团队前期将蓝田公王岭直立人年代由原定距今 115 万年重新定年为 163 万年的结果，上陈遗

址 212 万年前最古老石器的发现将蓝田古人类活动年

代推前了约 100 万年，这一年龄比德马尼西遗址年龄

还老 27 万年，使上陈成为非洲以外最老的古人类活动

遗迹地点之一。相关成果发表在《Nature》和《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该成果将促使科学家们重新

审视早期人类起源、迁徙和扩散等重大科学问题；世

界罕见的含多层旧石器文化层的连续黄土 - 古土壤序

列的发现也将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黄土研

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上陈遗址 领奖现场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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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脊椎所领衔“2018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并有多项研究成果入选

2019 年 3 月 7 日，由中国古生物学会组织评选的“2018 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

果发布。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云南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大学、贵州大学等科研团队完成的十项成果入选。这

些成果反映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古生物学各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创新研究

成果。 

古脊椎所李淳研究团队的“具有过渡形态的重要基干龟类：始喙龟”、张晓凌研究团队的“距今 3-4

万年前人类踏足高海拔青藏高原腹地”、邹晶梅（Jingmai K. O'Connor）研究团队的“从组织化石研

究鸟类的演化”，以及周忠和、邓涛、徐星、朱敏、刘武、吴秀杰、张蜀康等研究人员参与编写的《生

物演化与环境》教科书分别入选。 

排名 首要完成人姓名 进展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发表刊物

1 李　淳
具有过渡形态的重要基干龟

类：始喙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Nature

2 毕顺东 混元兽-改写有袋类的起源 云南大学 Nature

3 张晓凌
距今3-4万年前人类踏足高

海拔青藏高原腹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Science

4 戎嘉余 《生物演化与环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5
Jingmai K.

O'Connor
从组织化石研究鸟类的演化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PNAS

6 胡东宇

迄今世界最早的不对称飞羽

的首次发现（一个具有骨质

嵴和彩虹色羽毛的侏罗纪恐

龙显示早期近副鸟类恐龙演

化的复杂性）

沈阳师范大学
Nature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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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首要完成人姓名 进展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发表刊物

6 宋海军
揭秘海洋生态系在二叠纪末

大灭绝事件中的响应过程

中 国 地 质 大 学（武

汉）

Science　Advances;

GSA Bulletin

8 陈　哲
埃迪卡拉纪具附肢两侧对称

动物的足迹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
Science　Advances

8 沈　冰 雪球地球促进了动物的演化 北京大学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赵元龙

中国贵州剑河寒武系苗岭统

及乌溜阶底界国际层型剖面

及点位研究

贵州大学
报告

（国际地科联批准）

成果介绍： 

具有过渡形态的重要基干龟类：始喙龟（排名第一）

李淳研究员课题组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

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报道了对中国始

喙龟 (Eorhynchochelys sinensis) 的研究，为龟

类起源和早期演化问题提供了全新的重要信

息，填补了龟类起源的缺失环节。中国始喙

龟发现于贵州关岭，约 2.3亿年前的上三叠系，

是至今已知的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基干

龟类，也是最早出现牙齿退化，具有角质喙

的龟类。始喙龟还具有肋骨加宽、腹甲缺失、耻坐骨愈合等过渡性特征，证明了龟类演化也是“渐

进式”的，而非以往提出的“突变式”。始喙龟头骨保存较好，显示出双孔类特征，系统发育分析

也验证了龟类属于双孔类的假说，但既不是主龙型类，也不是鳞龙型类，修正了基于分子生物学的

研究结果。始喙龟发现于浅海相地层，具有水生和陆生混合的形态特征，指示龟类很可能起源于水

陆交互环境。 

距今 3-4 万年前人类踏足高海拔青藏高原腹地（排名第三）

张晓凌研究团队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报道了青藏高原腹地的

尼阿底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西藏尼阿底旧石器遗址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

前到 4 万年前，是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纪录，刷新了学界和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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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屋脊人类活动历史、古人类适应环境

能力的认识。 

该研究获得学界高度肯定。审稿专家认

为“尼阿底的发现圆满地解决了遗传学和考

古学对人类最早涉足青藏高原时间的不同认

知问题”。 Science 同期配发的评论文章认为

“尼阿底人 4-3 万年前生活在 4600 米高原充

分证明了我们这个物种作为殖民动物的伟大

胜利”。 

从组织化石研究鸟类的演化（排名第五）

邹晶梅研究团队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报道了在一件距今 1.2

亿年前的原始鸟类上保存的肺部结构，保存肺部结构的是一件发现于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的始吻古

喙鸟化石，古喙鸟是目前已知的最原始的今鸟型类代表。已有的化石证据表明单一方向气体流动这

一特征在恐龙（包括鸟类）演化历史中出现较早，但是能够进一步揭示肺的结构的化石还从未在主

龙类化石中有过发现，本研究为揭示早期鸟类呼吸系统的演化提供了关键信息。 

此外，研究团队于 12 月 5 日，在英国《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还首次报道了

早白垩世九佛堂组反鸟类的髓质骨（Medullary bone）材料，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确凿的中生代鸟类髓

质骨研究，为探知早期鸟类的演化历程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次研究发现，髓质骨不仅仅存在于长骨

中，例如股骨、胫跗骨等，还存在于趾节骨中，这显示髓质骨的出现是一个系统性的发生过程，而

不是一种局部病理表现。同时，本研究认为髓质骨可能在中生代就已经出现，是鸟类的一类进步特征。

髓质骨伴随着纤细的中空骨骼一起出现，使得鸟类的蛋在相对增大的同时，骨架更轻，更适合飞行。 

高纯锗伽玛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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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Bravo-B自动移液工作站

高纯锗伽玛谱仪

2018 年度，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在科技部、科学院以及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根据实际

发展需求，完善了若干平台的建设工作，并加强和规范

了规章制度管理。本年度实验室的重点工作进展有以下

几个方面：

古人类遗址绝对测年技术平台

年度内完成了平台的购置建设工作。近年来我所主

持和完成的多项国家级课题所进行的野外发掘工作，都

需要通过测年手段建立古人类遗址的年代框架，包括碳

十四测年、光释光测年、古地磁测年和宇宙成因核素法

测年等均被应用到不同类型遗址的年代测定中，由于需

要进行测年的古人类遗址数量众多，所采样品常不能及

时得到相关数据，影响整个研究进展，因此急需建立和

完善研究所自己的测年技术平台，逐步完善测年技术。本测年平台通过对大量古人类遗址开展系统

的测年，建立我国古人类的演化序列，是我国首个针对古人类遗址的测年平台。该平台不但服务于

本研究所研究课题，同时还共享于相关领域的其他科研和教学单位，尤其是各考古研究机构。项目

所有设备已加入中国科学院大型仪器共享管理系统，可对与国内外其他研究机构共享，对国内外学

者开放。

国际近五年古 DNA 研究领域的迅

猛发展和古 DNA 技术的开发密不可分，

其中的关键技术，如 DNA 单链文库准

备技术与古 DNA 捕获技术，使得过去

许多无法成功获取古 DNA 的化石成功

得到古 DNA 基因组。目前我所古 DNA

实验室已使用这些技术来获得古 DNA，

然而由于缺乏相关自动化仪器设备的支

持，实验室仍面临数据产出十分缓慢，

项目研究进度慢、数量有限等问题，极

大限制了我所围绕应用新技术提取和测

序古老 DNA 开展的古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为保障相关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古 DNA 技术平台在

重要科研平台年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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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购置相关仪器设备，建立国内一流、国际领军的古 DNA 自动化实验平台，实现样品单链文

库制备过程和后期古 DNA 捕获技术的自动化，保障我所古 DNA 实验室的高效工作，同时将对其

他演化遗传、群体遗传、古人类等研究领域人员开放和共享设备，使其均受益于这一平台的建立。

稳定同位素测试平台

平台在稳定运行，测试数据的基础上，对样品前处理方法及指标测试流程的优化工作也在相

继开展。基于 253plus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的高灵敏度，相关指标测试仅需 0.5mg 植物或骨胶原样

品，5mg 珐琅质样品即可得到有效的同位素数据。稳定同位素测试平台现已具备总沉积物δ13Corg、

δ15Norg , 沉积物碳酸盐δ13C、δ18O ,现生动、植物组织δ13Corg、δ15Norg、δ18O , 珐琅质δ13C ,δ
18O ,骨胶

原δ13Corg、δ15Norg、δ18O , 种子δ13Corg、δ15Norg , 羟磷灰石磷酸盐δ18O 诸指标的样品前处理及测试能

力。产出有效数据近 2000 个，其中包括 6 条黄土剖面，3 根湖泊沉积物钻孔及 1 条岩石剖面。为“四

亿年脊椎动物和环境系统协调演化”，“新

生代亚洲陆相地层标准的建立”，“人类起

源、演化，农业起源和发展”等研究提供

了稳定、可持续的技术支撑和方法支撑。

2019 年，预计高精度 CT 中心方面

将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增加一台全尺度快

速 CT 扫描仪；同时，古人类遗址绝对测

年技术平台和古 DNA 自动化实验平台也

将进入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实验

室各平台中心将进一步完善制度，为研

究所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安捷伦Bravo-B自动移液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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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交流

本年度，研究所继续与国外同行机构保持、发展广泛的、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积极承担各类国

际合作项目，联合组织野外科考、国际组织会议和学术会议，联合培养学科专业人才，鼓励尖子人

才积极在重要国际科技组织中任职，努力创造条件引进国际同行到所学习、工作，继续提升研究所

的国际化水平，提高研究所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学术地位。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中国临夏盆地与保加利亚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的对比研究”　

本项目对中国甘肃临夏盆地及保加利亚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群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围绕国际古生

物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1）根据大量新材料对两个地区新近纪哺乳

动物进行分类鉴定，并对相关类群进行修订和更新，使两个地区的新近纪哺乳动物群在系统分类研

究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2）通过对比研究，厘清两个地区新近纪哺乳动物群的异同，以及两个

地区各自的哺乳动物群在时间序列上的演变规律，并对相关类群的演化历史、古地理分布进行探讨；

（3）通过动物群研究对两个地区的古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和重建，探索新近纪重大气候环境变化在哺

乳动物群演替上的响应。中国和保加利亚都是古哺乳动物化石资源丰富的国家，双方在古哺乳动物

研究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将极大促进两个国家之间科技文化交流，以及两国之间的友谊。

合作与交流

与保加利亚合作方交流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骨舌鱼类系统关系和动物地理学研究”　按计划执行。我国骨

舌鱼类化石记录却极为丰富，对于骨舌鱼类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国是解决骨舌鱼类的

起源、演化及动物地理区划等问题的关键地区。但有关骨舌鱼类的系统关系、起源与演化及动物地

理区划问题则是世界性的。北美的骨舌鱼类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基础，化石材料丰富。双

方的合作与交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是研究骨舌鱼类起源、演化和动物地理学的必由之路。本

 

2018年报56 



项目通过研究骨舌鱼类新材料，以及对比研究

早期骨舌鱼类及其现生类群，对骨舌鱼类的系

统关系进行重新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骨舌

鱼类新的分类方案。重新认识骨舌鱼类通过海

水扩散的重要性，以全新的视角来求解骨舌鱼

类的动物地理分布之谜。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

副校长等来访　3 月，澳大利亚亚弗林德斯大学

副校长 Robert Saint 教授，科学和工程学院生态

与演化研究部主任、SVP 前主席 John Long 战

略教授，科学与工程学院 Jim Mitchell 教授一行

来访古脊椎所。双方就研究所基本情况、发展

历程、国际化背景和国际化研究队伍，在国际

合作、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澳方学

校概况、专业设置、学生培养等情况进行座谈。

双方就未来可能开展合作研究的方向、人才培

养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巴西科学院院士、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来

访　3 月，巴西科学院院士、巴西国家博物馆馆

野外发掘工作

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Alexander Wilhelm Armin Kellner 教授来访古脊椎所。双方回顾了十多年

的合作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对未来合作方向、学生培养模式等进行了探讨。今后将在古脊椎

动物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沉积学、地层学和克拉通破坏与古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对比研究。为了进

一步拓展交流空间，开展更广阔的合作，双方就进一步合作研究领域、学术交流、人才培养、联合

展览等达成一致意向，签订合作备忘录。此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对促进双方的深入合作具有重要

意义。

“系统发育分析 TNT 软件应用培训班”和“主龙类系统发育——新数据和新方法国际研讨会”

召开　3 月，中科院古脊椎所、中国科学院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资助的“系统发育分析 TNT 软件应用

培训班”和“主龙类系统发育——新数据和新方法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中科院古

脊椎所徐星研究员和阿根廷科学院 Pablo A. Goloboff 研究员担任召集人，邀请到 7 位在该领域享

有盛誉的国际顶尖专家参会并作特邀报告，吸引了包括来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共计 150 余名师

生前来学习交流。此次 TNT 软件应用培训班及国际研讨会极大地推介了当前古生物学研究领域系

统发育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帮助了古生物学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和广大研究生提高了使用 TNT

软件的技能水平，实现和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利于推动古生物学科及相关学科向更高

水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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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龙类系统发育——新数据和新方法国际研讨会

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等人来访　6 月，保

加利亚科学院院长 Julian Revalski 教授、副院

长 Vassil Nikolov 教授、科学秘书长 Evdokia 

Pasheva 教授等一行来访古脊椎所。座谈会上介

绍了我所的基本情况、发展历史、国际化背景

和研究所特色，以及近些年在科研方面取得的

突出成就，还介绍了其团队与保加利亚国际合

作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进展。Julian Revalski 院

长介绍了保加利亚科学院概况、研究所研究方

向和特色、人才培养等情况。双方交流了近些

年来科技合作进展与成就，就可能开展的科研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中南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与中南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图片展举办　7 月，为庆祝中国和南非建立

外交关系 20 周年，两国科技部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举办中南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 (South Africa-

China Scientists High Level Dialogue) 和中南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图片展。为配合此次外交活动，在科

技部、中科院共同支持下，我所为中南创新合作成果展提供了展示资料，刘武应邀出席中南科学家

刘武研究员应邀出席中南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参观图片展

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一行参观中国古动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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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对话会。7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出席了对话会开幕式并共同参观中

南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两国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领域、产业应用等方面合作

取得的成果，其中包括两国在古人类学及相关领域合作取得的成绩。

“兽脚类：演变成鸟的肉食龙”特展在日本举办　7 月，为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

的友谊，应日本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的邀请，我所与日本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在日本福井县举办 “兽

脚类：演变成鸟的肉食龙”特别展。近年来，我研究所研究成果丰硕，所藏标本丰富，下属中国古

动物馆标本装架、模型制作及外出展览成为我所科普的重要窗口，对宣传中国古生物学研究成果及

中国古生物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应邀出席的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特别展，将对我所的许多重要

标本模型进行展出，将加强中日科普工作联系，扩大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影响力。

多米尼克总理等人来访　8 月，多米尼克总

理 Roosvelt Skerrit 及夫人、多米尼克驻华大使及

夫人一行来访古脊椎所。邓涛所长介绍了我所的

基本情况、在科研和科普工作中所取得的贡献。

王原馆长介绍了中国古动物馆的精彩展陈及在

科学传播工作中的亮点。参观过程中，Roosvelt 

Skerrit 总理体验化石修理技术、参与多媒体室内

互动活动。

邓涛等人应邀访问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　10

月，应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Vietnam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邀请，10 月 15 日，中科院

古脊椎所邓涛所长访问该馆并签订合作备忘录，

吴飞翔副研究员和外籍博士生 Kazim 一同出访。

双方达成共识，通过建立互访、交流与合作机制，

共享越南境内的古生物和古人类资源，越方参与

并全力配合中方主导的相关研究和野外考察。签

订仪式上，邓涛所长介绍了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及

科研成就，并赠送了学术著作和科普书籍，会后

赴越南北部新生代化石点考察。

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等人参加中国古脊椎动

物学术年会　11 月，巴西科学院院士、巴西国

家博物馆馆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Alexander 

Kellner 教授一行 6 人来访中科院古脊椎所，并

参加了在合肥召开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

邓涛和周忠和就 Kellner 馆长的访问表示了热烈

欢迎，并对巴西国家博物馆遭遇的不幸表示了慰

多米尼克总理一行参观中国古动物馆

与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签约仪式

Kellner馆长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做大会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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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T. Fürich教授作报告

问。邓涛代表所表示，未来双方不仅可以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同时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给予巴西国家博物馆更多的支持和帮助。Kellner 馆长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做大会特

邀报告，呼吁帮助巴西国家博物馆进行重建工作。

德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做客“杨钟健——裴文中”学术讲坛　11 月，“杨钟健 - 裴文中”学术讲坛（第

九期）邀请到德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欧洲古生物协会前主席 Franz T. Fürich 教授作报告。Franz T. 

Fürich 教授以“为什么学习埋藏学”为题介绍了化石埋藏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微生物的扰动、

围岩的矿物成分、时间

的均化作用等，而这些

都是在解读化石形态时

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

还以德国中晚侏罗世的

索伦霍芬生物群、中国

辽西早白垩世热河生物

群等地区的化石为例，

解释了上述作用对化石

的保存具体产生了哪些

作用，并与与参加活动的学者、研究生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首次中——巴生物学联合科考开展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8 日，应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政府学院

大学邀请，倪喜军、李强、张立民与巴基斯坦费萨拉

巴德政府学院大学、科哈特科技大学科研人员等共 15

人组成中——巴生物学首次联合科考队在巴基斯坦开展

了首次联合科考。科考队重新核实了早期西方学者发

表的多个经典化石地点的原始坐标和岩石属性等信息，

纠正了一些关键的错误记录，并发现了多个新的化石

地点和层位，为进一步开展中——巴古生物学合作研

究、探讨东特提斯海消亡与青藏高原隆升背景下的新

生代脊椎动物演化与响应机制提供了珍贵的标本材料。

付巧妹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青年通讯院士　12

月，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 28 届院士大会日

前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行，会议经投票增选了 46 名

新院士，付巧妹荣幸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青年通

讯院士。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TWAS 院长白春礼为

新当选的 TWAS 青年通讯院士颁发证书。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自 2007 年起开始评选青年通讯院士，每年从全

球五个地区各评选出不多于 5 名青年通讯院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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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青年科技力量的优秀代表，并鼓励、支持这些具有高潜力和未来影响力的青年科学家们

不断加强科学研究与合作，成为将来 TWAS 院士的储备力量。

日本理化研究所博士等人来访　12 月，日本理化研究所放射光科学综合研究中心（RIKEN 

Spring-8 Center）ISHIKAWA Tetsuya 博 士、 瑞 典 研 究 所（Research Institutes of Sweden）Tomas 

LUNDQVIST、中科院高能所物理所黎刚研究

员一行访问古脊椎所。邓涛介绍了古脊椎所的

基本情况、发展历史、国际化背景和研究所特色，

在科研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近些年国

际合作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进展。ISHIKAWA 

Tetsuya 博士一行参观了中国古动物馆、脊椎动

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王原介绍了中

国古动物馆的精彩展陈及在科学传播工作中的

亮点。

此外，本年度新获国际合作重点项目资助 1 项，执行院国际人才项目国际访问学者 5 项，新获

国际人才计划项目 3 项。执行国际组织任职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资助 2 项。研究所与巴西博物馆、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

遵照国家及院相关外事管理规定，本年度我所科研人员、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合作

研究等出访 109 人次，接待阿根廷和捷克院级协议来访、所级合作交流等来访外宾 100 余人次。

国内合作与交流

中国科学院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召开研讨会及学术委员会会议

2018 年 1 月 13-15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重大重大气候转折期生命演

变与环境和深时全球古地理、古气候重建”研讨会召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等地球科学

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的 26 位院士，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等

相关部门领导，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 20 多所高校和来自中科院、地质能源

领域等 30 多个科研院所的 5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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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礼在开幕式上致辞，介绍了中科院

“率先行动”计划的战略意义，希望生命演

化与环境中心探索出一套“见实效”的管理

体制，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取得重要原创成

果。中心主任周忠和代表中心对各位领导、

特邀报告专家和所有参会学者表示感谢，希

望通过交流研讨促进学科交叉、共同推动中

心发展。

研讨会为期两天，邀请到古生物学、地层学、沉积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全球古地理

古气候重建、古地磁学、地球生物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和学术带头人做了 22 场特邀报告，报

告内容立足我国的研究材料和最新进展，着眼全球，在如何利用新方法、新技术促进学科交叉、探

讨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提出思考和建议。为增强交流，研讨会还安排了自由研讨环节，与会

专家围绕“深时生命演化与环境”这一交叉领域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意义、我国相关研究领域存在的

问题和发展优势等展开热烈讨论。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不仅进一步凝练了卓越创新中心的重大科

学问题，而且对学科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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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上午，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

心学术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学术委员会主

任戎嘉余主持会议。首先，筹建工作组组长周忠

和院士从中科院“四类机构改革”背景、中心定

位目标、方向布局和预期成果、管理机制和近期

规划等方面介绍了中心的筹建情况。学术委员会

在听取报告后，认为依托单位应抓住发展契机，

在新形势下，精诚合作，努力探索共同发展、共

同治理的合作机制，以“重大产出、优秀人才、交叉团队”为导向，引领学科发展；并结合国内外

发展现状、历史经验和未来设想，就中心的发展战略、科学目标、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和团队建设

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若干宝贵的建设意见。

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于 2017 年 11 月底获得批准，依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筹建。筹建工作组按照我院“率先行动”计划各相关办法和章程，积极推动

筹建工作，加强组织管理和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以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筹建工作任务，实现

筹建工作目标。研讨会期间，工作组还组织召开了筹备工作组会议，就中心的管理机制、人才队伍

建设、共享共建机制以及各类章程的修订等下一步工作做了具体的研讨和部署。

周忠和等一行赴毕节考察

2018 年 3 月 21-22 日，全国政协常委、古脊椎所所长周忠和，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

员王元青，古脊椎所人类室主任高星、副主任赵凌霞、科技处处长张翼一行赴贵州毕节调研考察。 

毕节市是统战部帮扶试验地区，周忠和一直积极推进在毕节开展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及史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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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组织院地合作共建中科院古脊椎所毕节工作站，开展科技帮扶工作。全国“两

会”刚刚结束，两位委员便组织古脊椎所专家赴毕节调研，研讨工作站工作规划。 

21 日，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周忠和、王元青、高星、赵凌霞应邀在毕节自然科学讲座分

别作了题为《漫谈进化论及其启示》、《化石：认识生物进化历史的实证》、《谁是我们的祖先》以及

《“洞”悉毕节》的专题讲座，结合毕节地区的古生物发现，讲授进化论、化石、人类起源、文化考

古等方面的知识，为毕节送去了生动鲜活的“文化大餐”，反响热烈。 

22 日，古脊椎所专家一行到毕节周边地区的牛鼻子洞等史前遗址实地考察，商讨下一步发掘工

作和研究计划，现场布置落实具体工作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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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脊椎所与曲靖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揭牌

2018 年 5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曲靖师范学院联合成立的自然历

史文化研究中心在云南曲靖揭牌。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李德铢、云南省文物考古所、曲靖师范学院

以及曲靖市科技局、国土资源局相关领导和专家，古脊椎所张弥曼、邓涛、朱敏、张翼及卢静等出

席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上，邓涛与曲靖师范学院校长浦虹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张弥曼院士受聘担任研究

中心名誉主任，朱敏受聘担任主任，并与李德铢、浦虹共同为研究中心揭牌。在双方良好的合作基

础上，研究中心将充分利用曲靖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发挥古脊椎所强大的科研优势，促进院地

合作，在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教育、化石保护和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开展长期稳固的合作，

完成更多重大发现和研究。 

揭牌仪式后，张弥曼为 300 多位师生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她结合自身科研经历，用详实的资

料、丰富的佐证、风趣的话语告诉大家“妇女能顶半边天”；讲述了化石在古生物研究中的重要性，

为听众上了一堂趣味盎然的古生物课。下午，与会专家召开了研究中心发展研讨会。会后，一行人

到化石发掘地点调研。 

河套人（鄂尔多斯人）发现95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8 年 12 月 9-10 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鄂尔多斯文化新闻出版广电

局、中共乌审旗委员会、乌审旗人民政府主办的“河套人（鄂尔多斯人）发现 95 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内蒙古乌审旗召开。来自中科院古脊椎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

自然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的 60 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交流。 

开幕式上，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建勋、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邓涛、中国文物学会副会

长安泳锝、乌审旗委书记额登毕力格先后致辞，举行了《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

合研究》新书首发式。邓涛、高星、同号文分别作了题为《萨拉乌苏：冰期动物迁徒的中继站》、《萨

张弥曼、朱敏与李德铢、浦虹共同为研究中心揭牌 张弥曼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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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乌苏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萨拉乌苏动

物群：组成、时代和古环境问题》的学术报告。 

萨拉乌苏遗址是我国最早报道的更新世古人

类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

代表。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科院古脊椎所在

该地区做了大量古生物及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

工作，为遗址的科研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上，中科院古脊椎所与乌审旗人民政府就科学

考察、发掘、科研、遗址保护和利用及科普宣传

等方面签订了合作协议，进一步发掘该地区古脊

椎动物和古人类资源的科学价值，希望未来能将

萨拉乌苏遗址打造成为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考

古研究的重要平台和科普基地。

学术沙龙

一月

5 日， 石 器 时 代 学 术 沙 龙 ——Stanley H. Ambrose: 1. Volcanic winter and modern human 

evolution:The Troop-to-Tribe Transition ; 2. Middle Stone Age and Early Later Stone Age Technologies in 

the Kenya Rift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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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8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江左其杲博士，主题为“犬形亚目的演化故事，Part I 犬科”。

16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Thijs van Kolfschoten 教授，主题为“The Lower Palaeolithic 

Hominin Occupation of Europe”。

21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张驰博士，主题为“高性能计算（HPC）服务器使用初探，

以 MrBayes 为例”。

四月

10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Mark Stoneking 教授，主题为“The Genom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Madagascar”。

13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陆晓彧和 Jérémy Tissier 博士研究生，主题为“Study and life 

in Jura”。

19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刘文晖博士研究生，主题为“犬形亚目的演化故事 II ：貉属”。

五月

21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李金华博士，主题为“纳米地球科学技术及其在早期生命研

究中的应用前景”。

24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John Hawks 教授，主题为“Homo naledi and Middle 

Pleistocene Africa”。

31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裘锐博士研究生，主题为“走进美颌龙类”。

六月

13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Christian A. Sidor 和 Kenneth D. Angielczyk 教授 ，主题分

别为“1. The Original Bone Heads: histology, cranial ornamentation, and evolution of burnetiamorph 

therapsids  2. Fossils reveal the complex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mammalian regionalized vertebral 

column ”。

14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Alison Betts 教授，主题为“Early Agriculture in Central Asia: 

A New Summary ”。

22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Robert Dudley 教授，主题分别为“1. The Biomechanics and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Flight in Animals 2. Hummingbirds: The Ultimate Microair Vehicle”。

29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Nian Jiang 博士，主题为“Element of English Application: 

How to write a competitive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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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5-6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Gavin Young 博士，主题为“Australian Early Vertebrates 

and Strata”。

6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Alida Bailleul 博士，主题为“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biomineralized and soft-tissues in fossil dinosaurs and birds: new avenues for 21st century 

palaeohistology ”。

八月

24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张瀚文博士研究生，主题为“Elephas recki: the 

wastebasket?”。

24 日，石器时代学术沙龙——Henry T. Bunn: The Archaeology of Human Origins in East Africa: 

Current Research at Olduvai Gorge, Tanzania, and the Behavior of Early Homo

十一月

24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 Renaud Joannes-Boyau 博士，主题为“Inside hominids fossil 

remains: Deciphering geochemical signals of the past”。

30 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张弛博士，主题为“Bayesian tip dating reveals heterogeneous 

morphological clocks in Mesozoic birds”。

十二月

14 日， 石 器 时 代 学 术 沙 龙 ——John W .Olsen: An Agenda for East Asian Early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24 日，石器时代学术沙龙——夏正楷：漫谈旧石器时代环境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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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馆藏与图书情报

标本馆馆藏

2018 年度标本馆新增标本 1458 件，新增模式标本 37 种 50 件，新增赠送标本 38 件，新增数字

化标本 1441 件；整理馆藏标本 10000 件，新鉴定标本 1027 件；本年度共为本单位 780 人次提供标

本借阅服务；先后接待了来自国内外多家科研机

构同行 341 人次来馆借阅标本。标本还筹建了标

本数字化中心，用于采集标本 3D 信息。

小汤山库房因北京市整体规划改造必须搬

迁。得到通知后，标本馆全体人员自 2017 年底

开始筹划，前后总共经历近一年时间，在研究所

的大力支持和全馆人员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昌

平小汤山标本库（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搬迁，

所有标本安全有序进入怀柔标本库（建筑面积约

6000 平方米）。

图书情报

图书馆建设工作方面，完成了中西文文献的采购及后续的诸如固定资产入 ARP、编目、数据加工、

典藏管理、记到、催缺、装订上架等一系列工作；办理我所参与中国科学院网上资源集团采购工作

的各项手续，开通了 Elsevier、Wiley、SpringerLink 等多个全文期刊数据库；办理了我所访问 NSTL

数据库的各项手续；维护了我所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图书馆平台、我所可访问的网络资源和古脊

椎所机构仓储的正常运行与访问；定期备份各项数据，以保证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安全、有序。2018

年古脊椎所机构仓储提交及续补数据 340 条。 总访问量 399896 次，下载总量 77208 篇。2018 年参

考咨询量（到馆、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2400 多人次，年纸本馆藏流通量 2000 多本。图书馆还

开展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全文传递用户 94 个，发送、接收请求 175 篇。

《人类学学报》完成 2018 年全年 4 期出版发行。学报稿件在中国知网优先发表，有效的加快了

稿件流通速度，方便了读者和作者更快更好的交流。截至12月13日，学报在2018年共收到稿件87篇，

接收投稿稿件数量呈显著上升态势，工作量也大大增加，但仍然保持以最快速度回复审稿人和作者

的邮件，及时有效的帮助稿件顺利接收或退稿。

学报始终把提高刊物质量作为首要目标，坚持落实编辑初审、专家复审、副主编、主编终审的

多重审查制度，严把初审关，本年度帮助主编有效的避免了 1 篇稿件的一稿多投行为，并根据学术

不端行为准则，协助主编取消了一位学者的编委资格。

 标本馆藏与图书情报

2018年报 69 



2018 年是吴新智院士 90 华诞，也是贾兰坡院士诞辰 110 周年。《人类学学报》专门设立专刊恭

贺吴先生生日和纪念贾老诞辰。专辑收到了大量稿件，为此我们专门申请增加了本年度的期刊页码，

从原有的 400 余页扩增到 668 页，其中 2、3、4 三期专辑共刊出纪念学术论文 40 篇。

《古脊椎动物学报》完成 2018 年全年 4 期出版发行。学报网站更新和维护在原有的中文页面上

增加英文题目、作者及摘要；在学报中文目录页面上增补作者姓名，有益于于下载者查阅使用以及

学报文章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为学报网站开设多项新栏目，包括在线发表，封面介绍等。学报文

章一经排版校对后，即将加有水印的 PDF 文件上传，大大缩短文章发表周期，加快学报文章推广；

配合精美封面，将作者提供的短小精悍的封面介绍上传网站，有利于引起读者兴趣，以及学报形象

的提升。本年度学报继续积极约稿组稿、加大英文比重；加强学报宣传，充分利用微博、Research 

Gate 等媒介，提高刊物知名度；评选了优秀学报论文、出台了学报最高引用率激励政策，以提高学

报论文质量。此外，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合作，参与中科院期刊在线云服务平台合作，

为学报搭建并维护新的网站和投审稿平台，这有助于学报形象的提升，也为编辑部流程的进一步科

学化管理提供了必要条件。

截至 2018 年底，我所拥有正式聘用人员 178 名、博士后 6 名，劳务派遣临时聘用人员 60 名。

正式聘用人员中，研究人员 75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4 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 人，瑞典皇家科

学院外籍院士 1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 人，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

助者 5 人，“百人计划”入选者 13 人，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 7 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入选者 9 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39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75 人。具有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地

球生物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点，设有地质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本年度我所新引进了青年科技人才 6 人，其中包括中科院“百人计划”B

类候选人 2 人、外籍青年学者 2 人；新增“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新入选中科院青促

会成员 3 人，新入选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1 人。

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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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2018年底

研究所现有导师 5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6 人。 2018 年在读学生 106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52 人，

硕士研究生 54 人，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 3 人，台湾籍硕士生 1 人。

招生与培养情况

2018 年研究所录取了 18 名硕士研究生和 18 名博士研究生。与国科大地学院科教融合后，在地

学院开设为硕博生开设了 7 门（次）专业课，在研究所开设了 4 门专业课。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时/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性质

脊椎动物进化 专业核心课 60/4.0 朱敏等 集中教学

现代地层学原理与古生物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 64/4.0 张兆群等 集中教学

环境与生物考古 专业核心课 40/3.0 李小强等 集中教学

脊椎动物骨骼学 专业核心课 80/5.0 倪喜军等 集中教学

地史学 专业普及课 40/2.5 王元青等 集中教学

生物进化论 专业普及课 42/2.5 郭建崴 集中教学

第四纪哺乳动物学 高级强化课 20/1.0 同号文 集中教学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I 专业核心课 60/4.0 高星等 所级课程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II 专业核心课 60/4.0 高星等 所级课程

古人类学I 专业核心课 24/1.5 吴新智等 所级课程

古人类学II 专业核心课 40/2.5 吴新智等 所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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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及成果情况

2018 年，在读研究生获得多项奖励，包括院长优秀奖 1 人，地奥奖 1 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人（导师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国家奖学金博士 1 人，硕士 1 人。

毕业、学位与就业情况

2018 年，研究所共有 24 位毕业生获得学位，其中 14 人获博士学位，10 人获硕士学位。毕业

生就业率 100%，其中博士 100%，硕士 100%，具体去向为：博士：事业单位 1 人，博士后 5 人，

留所 2 人，高校 5 人，其他就业渠道 1 人；硕士：出国 2 人，升学读博 4 人，科研单位 1 人，其他

就业渠道 3 人。

研究生活动

研究生会在 2018 年进行了招新重组后，组织了不同系列的主题活动。在体育健身方面，参加

了 2018 年北京分院首届“全民健身日”太极拳展示活动、古脊椎所第二届“五羽轮比”羽毛球混

合团体赛、古脊椎所五人组乒乓球双打团体赛；文化生活方面，以主持人、演员、工作人员等身份

积极参与所工会举办的“”传承九十载，建功新时代“”——古脊椎所 2019 年新春联欢会，组织

举办了迎双旦研究生联欢会；团队建设方面，参加了所党委和研究生部组织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登万里长城，扬中华雄魂”爱国主义参观教育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大家业余文化生活，强健了

体魄，促进了交流，也增强了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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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财务状况

收入情况

2018 年研究所总收入 16807.52 万元，含财政补助收入 12048.56 万元，事业收入 3954.66 万元，

拨入专款 195.82 万元，其他收入 608.48 万元。财政补助收入为研究所收入主要来源，占总收入的

84.52%。

2018年收入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2018年
今年比上年

增加额

今年比上年

 增长率（%）

各项收入占

  总收入比例（%）

财政补助收入 9862.29 12048.56 2186.27 22.17 84.52 

拨入专款 212.78 195.82 -16.96 -7.97 1.37 

事业收入 4090.71 3954.66 -136.05 -3.33 27.74 

其他收入 90.24 608.48 518.24 574.29 4.27 

合  计 14256.02 16807.52 2551.5 17.90 117.90 

 资产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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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情况

2018 年总支出 15020.94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7135.39 万元，占总支出的 47.5％，含工资福利支

出 6087.24 万元和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1048.15 万元；公用支出 7885.55 万元，占总支出的 52.5％，

含商品服务支出 5892.23 万元，资本性支出 1993.32 万元。

2018年支出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2018年
今年比上年

增加额

今年比上年

增长率(%)

各项支出占

总额比例(%)

工资福利支出 4555.44 6087.24 1531.8 33.63 40.53 

商品服务支出 4729.6 5892.23 1162.63 24.58 39.2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793.86 1048.15 -1745.71 -62.48 6.98 

其他资本性支出 1769.78 1993.32 223.54 12.63 13.27 

合  计 13848.68 15020.94 1172.26 8.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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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分析

2018年底财务状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2018
今年比上年

增加额

今年比上年

增长率(%)

资产构成

比例(%)
备注

流动资产 13348.62 15934.15 2585.53 19.37 67.51 

固定资产净值 9691.59 10854.59 1163 12.00 45.99 

无形资产净值 67.38 73.25 5.87 8.71 0.31 

在建工程 495.01 366.31 -128.7 　 1.55 

资产总额（净值） 23602.61 27228.29 3625.68 15.36 

负债总额 11205.84 11981.39 775.55 6.92 　

净资产 12396.77 15246.91 2850.14 22.99 　

2018 年底研究所资产总额 27228.3 万元，负债总额 11981.39 万元，（其中合同预收款 10246.17

万元），净资产总额 12396.77 万元（其中事业基金 1457.9 万元）。资产负责率为 44%，扣除合同预

收款因素，实际资产负债率为 6.37%。

 资产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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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窗口——中国古动物馆

作为我院对外重要的科普窗口之一，2018 年中国古动物馆参观人数突破 32 万人，创历史新高。

在科普活动方面，成功组织了四场”中国古动物馆达尔文大讲堂”讲座、邀请李建军（恐龙灭

绝原因）、傅文韬（蛟龙号深海潜航）、卢静（肉鳍鱼的演化）和高星（四万年前的西藏古人类）等

专家学者做客博物馆。科普活动除了备受欢迎的小小讲解员培训、博物馆奇妙夜等，还开创了“恐

龙生日派对”、首次举办了中国古动物馆大学讲解员大赛等。野外科考活动包括纪念“小达尔文俱

乐部”成立 20 周年的辽宁和内蒙古考察活动，以及第二届甘肃“一带一路”探龙记野外科考活动等。

我馆还作为主场，组织了“中科院首届科学节及北京分院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博物馆也接待了

多米尼克国家总理等重要客人的访问。  

馆内特展包括三项：“洞”悉毕节——贵州古人类成果展、“史前部落”互动特展，以及中华金

龙鱼特展。

科普项目方面，完成了 VR 项目《飞上蓝天的恐龙》和《四亿年前的海洋》。另外，与英国诺

丁汉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二届自然历史类策展人高端专业培训班”。组织了维吾尔少年参加“第四

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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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边疆少年京城科普行”。与邮政系统合作，首次建立了中

国古动物馆古生物邮局。

在场馆建设方面，顺利完成了古动物馆龙池围栏重建，

以及小汤山工作站搬迁至怀柔科学城的工作。

2018 年，中国古动物馆在国内外举办了多场不同主题的特别展览，推广和宣传古脊椎动物学和

古人类学科研成果。如在日本举办了“兽脚类：演变成鸟的肉食龙” 展览，在新疆昌吉恐龙馆、浙

江自然博物馆、深圳古生物博物馆举办“飞向白垩纪——中国翼龙展”、“古人类展”、“奇妙的进化

之旅”等主题展览。 “奇妙的进化之旅”展览先后走进重庆源著天街、 北京大兴天街、成都北城天

街等大型商业中心。该展览还参加了广州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会，是我馆巡展首次进入书城。

参加日本福井恐龙博

物馆“兽脚类：演变

成鸟的肉食龙”特展

组织在新疆昌吉恐龙

馆的“飞向白垩纪-中

国翼龙展”

 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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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浙江自然博物馆的

“古人类展”

北京大兴天街的“奇妙的进化之旅”特展

组织深圳古生物博物馆的“奇妙

的进化之旅”特展

重庆源著天街的“奇

妙的进化之旅”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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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古动物馆为浙江自然博物馆、· 河南地质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湖南地质博

物馆等国内多家博物馆提供了模型、雕塑、装架等各方面的技术服务。

2018 年，我馆科普工作荣获了一些荣誉和奖励。如我馆撰写的科普书《听化石的故事》（2018

年 5 月，科学普及出版社）获得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颁发的“2018 年 5 月中国好书奖”、入选由中

国科协科普部、中国版协、韬奋基金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评选颁发的“2018 年第三季中华优

秀科普图书榜并最终入选 2018年度榜单”、荣获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主办的“首届中国自然好书奖 · 

年度视觉奖”等。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

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联合主办，周忠和院士

倡导、汪筱林研究员任首席科学家的北京市青少

年科技俱乐部“一带一路”新疆哈密古生物学科

考实践活动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 -7 月 20 日在哈

密举行，来自人大附中等多所中学近 50 名师生

参加了哈密科考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奇妙的进化之旅” 特展走进广州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会

科普期刊

在科普期刊发行和科普创作等方面，《化石》

和《恐龙》杂志各完成了 4 期杂志的编辑出版。

2018 年，《化石》杂志除了继续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外，顺利完成了不同主题四期杂志的设计与出

版，分别是：第一期“狗年说狗”特辑；第二期

武汉自然博物馆专刊；第三期山西地质博物馆专

辑；第四期安徽繁昌人字洞专辑。《化石》杂志

目前与知网、万方数据、北京超星等多家数字出版单位合作，有效扩大了杂志的影响，适应了图书

出版市场的新趋势。

 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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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所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按照院党组和北京分院分党组的部署，

积极推动党的各项建设，为推进“率先行动”计划和卓越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
强化思想建设

2018 年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研究所党委紧密结合中心工作，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年累计召开四次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全国两会闭幕不久即召开了党委中心组第一

次学习扩大会，学习贯彻“两会”精神、团结奋

斗科技创新，特邀全国政协委员周忠和所长、王

元青研究员、徐星研究员出席，介绍了 “两会”

的盛况，分享参加“两会”的感受，将学习“两会”精神与深入学习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有机结合起来。

本年度的中心组学习还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特别是习

近平科技创新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结合研究所实际，研讨

在“率先行动”计划实施中，如何找准定位，认清目标，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入学习《党章》、

《宪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围绕准确把握十九大和习近平重要思想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

的新要求，不断增强党章意识、宪法意识、党员干部自律意识，提高政治站位，结合我院“双融双

聚”、“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研讨如何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重点学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文章的批示精神，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

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研究所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党群工作和创新文化建设

党委中心组第一次学习扩大会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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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领导班子和年轻干部队伍建设，强化责任担当

2018 年 9-10 月，古脊椎所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和纪委委员，邓涛同志任

古脊椎所党委书记，魏涌澎同志任古脊椎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新一届两委班子，强化责任担当，

“党政一肩挑”，实现顶层融合，解决“两张皮”问题，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根据研究所现阶段发展的实际需求，对照所“十三五”规划进展情况，对管理、支撑部门进行

了调整，机构整合、优化，干部年轻化，启用了一批年轻的干部。加强党政宣传力度，加快标本中

心建设步伐。在中层干部的提拔和任用上，以政治标准、忠诚担当、年轻实干为导向，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为研究所未来发展培养和历练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

过硬的干部队伍。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学习身边楷模”等主题学习教育活动，落实党
建工作重点任务

面对新时代的要求，研究所党委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突出政治引领，坚持问题导向，以“党建

促进科研”为核心，从党委、支部、党员和群统工作全面发力，坚持不懈地夯实研究所的战斗堡垒。

召开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专题党课报告会，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参观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真理的力量——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览”，对全体党员进行

思想上的洗礼。

各党支部参观“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

 党群工作和创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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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弥曼院士荣获 2018 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奖、“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研

究所党委发起向“身边的楷模”、优秀共产党员

张弥曼同志学习的号召，5 月 9 日，邀请张弥曼

院士为全体党员作了题为《古脊椎所的半边天》

的精彩报告。她的科学精神、爱国精神激励大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奉献。

积极响应我院“双融双聚”、“讲爱国奉献、

当时代先锋”、“率先行动故事汇”、“一所一人一

事”等主题活动，推荐身边的优秀党员模范，付巧妹研究员入选“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

活动年度提名人物、中科院先锋人物提名候选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推荐人物。

扎实推进支部建设，为从严治党、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根据工作需要，

经所党委研究，对管理服务党支部进行了支委增

补，进一步落实党委委员联系支部制度。今年发

展两名 2 党员，其中 1 名研究生、1 名管理青年

骨干。扎实有序完成了党组织和党员信息采集、

党费收缴调整等工作。

研究室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方法，在实

践中总结出“两主线四结合”工作法，将党员的

政治思想建设和党支部工作有机地渗透、融入到

科研工作中，助力科研工作和科研创新。研究室

党支部不断涌现出优秀共产党员学科带头人和优

秀团队，如翼龙研究团队、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团

队、古 DNA 研究团队、海洋爬行动物研究团队、

旧石器研究团队等，不断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为

研究所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建设卓越创

新中心做出了贡献。

管理服务党支部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发挥服务功能，创新党建工作与科技工作有

机融合、互相促进，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工

“我们身边的楷模”——张弥曼院士为全所职工作报告

研究室党支部召开党建工作述职会及组织生活会

管理服务党支部赴山西煤化所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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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思路，邀请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信息化中心党支部、院直属机关人事局党支部来所开展“联学共建”

党建交流活动、前往山西煤化所党建工作交流活动，通过跨单位、跨部门的交流，加强了相互的学

习和借鉴，激发支部党组织活力、提升支部组织力。

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工作

2018 年 9-10 月，所纪委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魏涌澎、陈平富、尚庆

华 3 人组成，魏涌澎任纪委书记。所班子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首要任务，组织各职能部门新

增并完善了纪监审制度。纪检监察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由所领导、所党委、纪委、职代会主席、职能

部门处长、支撑部门主任、研究室主任、党支部纪检委员组成，下设办公室，形成了健全的工作机构。

坚持反腐倡廉建设与业务工作共同部署、落实，所纪委领导，依托所纪监审办公室、科技处、

财务处共同完成，并配备兼职内审人员的内部审计管理模式，形成具有研究所特色的惩防体系。

按照院党组的部署，重新修订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进一步修改细化了

各岗位廉政责任，重新签订廉政责任书，范围由各职能处室主要负责人扩大到各研究室、各科研单

元负责人，完成了研究所科研团队、技术支撑、管理部门的全面覆盖。

在明确责任、分解责任、层层传导责任压力之外，为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

地、落实、落细，所党委、纪委密切配合，确立了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为主要原则，明确

了以抓好“问责利器”前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基本面工作为工作重点。具体做法是重点抓好日常工作，

包括主抓日常的制度建设完善、日常的规章制度执行落实工作，党纪党规的宣讲、纪律教育和警示

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干部廉政意识、廉洁从业意识。同时，运用好“四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

对干部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教育、早处理，争取通过及早的“敲打”、“红脸、出汗”，将对干

部苗头性问题发展止步在对干部的“问责”前段。

将廉洁从业风险防控与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各职能部门均在内网公布工作制度和办事流程，

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覆盖了研究所所有主要业务领域和管理职能部门。重新修订了《中科院古脊

椎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为抵制“四风”常抓不懈，除注重日常监督外，重点

加强重要节假日期间的检查和提醒，适时发布《节日期间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四风”

管理服务党支部赴山西煤化所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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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按照上级要求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形成自查报告，对发现的问题立

行立改。

根据研究所自身科研特点和高风险环节，认真制定了内审工作计划，组织落实内部审计工作。

今年研究所完成了科研经费审计全覆盖，全年共审查科研课题 33 个，审查科研经费总金额 2610.5

万元。重视举报线索的处置，本年度共处理诫勉谈话 1 例，严重警告纪律处分 1 例。

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宣教活动已成为工作常态，一方面通过参加不同形式的学习、培训，

加强领导干部、纪监审干部的自身建设，增强廉洁意识，提高防范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广泛的

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职工自律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加强群团和统战工作，深化创新文化建设

所党委支持研究所的民主党派开展活动，参与民主管理，认真总结我所统战工作，在全院宣传

我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潜心治学、求实创新”的时代精神；配合民主党派加强组织建设；组

织民主党派和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及会议报道；做好中央统战部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代表人

士推荐材料的上报；完成归侨侨眷调查统计等工作。

重视群团工作，不断增强群团组织力、吸引力、凝聚力，更好承担起团结引领广大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责任。打造凝心聚力的创新文化品牌活动，如职工新春联欢会、各体育协会参与的全

民健身活动、妇委会组织开展“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的主题读书活动等，把职工的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研究所的中心工作上来，在民主管理、改革发展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古脊椎所获北

京分院 2018 年度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奖。

切实关心离退休人员，帮助协调解决老同志的实际问题，落实各项待遇。举办 80 岁以上老同

志集体过生日活动，加大特困补贴和慰问金发放力度，安排做好平时和节日的走访慰问。大力推动

老有所为工作，积极组织动员老同志参加科普创作培训班等多项文化活动，丰富老同志的精神生活。

所党委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工作和学生工作，积极推动科技队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组织青年科

2018年职工新春联欢会 古脊椎所获北京分院2018年度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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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需求，

及时答疑解困，提供多方面帮助，支持他们在

科研、支撑、管理等不同岗位上敢于作为、勇

于承担；解决后顾之忧，重点做好解决两地分居、

子女入托、入学等工作。

在所党委的领导下，研究所结合学科特点，

在跨学科人才的培养、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并

重、营造良好学术交流氛围，增进国内外学术

交流等方面形成一定优势，摸索出一套具有我

所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入选 2017 年国家“创

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加强文化建设，弘扬科学精神。开展纪念周明镇院士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通过举办“杨

钟健 - 裴文中”学术讲坛、咖啡沙龙、石器时代学术沙龙等文化活动，活跃研究所的学术交流氛围，

得到广大研究人员的热烈欢迎。

青年科技人才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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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张弥曼院士荣获2018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荣誉殿堂

张弥曼院士获奖

张弥曼院士获奖

张弥曼院士发表获奖感言

付巧妹获得“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

伙伴奖”的证书

2018 年 3 月，世界杰出女科学家颁奖典礼在法国巴

黎举行。我国古生物学家张弥曼院士与来自南非、英国、

阿根廷、加拿大的其他 4 位优秀女科学家共同获此殊荣，

接受颁奖，她的颁奖词是“她在化石记录方面的开创性

工作开启了对水生脊椎动物如何适应陆地生活的新见

解”。张弥曼院士此行还参加了学术报告会议、庆祝“妇

女参与科学项目”20 周年等系列活动。

2018 年 3 月，我所付巧妹研究员与德国马普进化人类

学研究所 Janet Kelso 博士荣获 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

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奖”公布。该奖项是为激励优秀青

年科学家开展国际合作，提高我国科技合作的国际化水平

和影响力而设立，每年度授予 3 对中外合作伙伴。付巧妹

研究员与 Janet Kelso 博士带领的国际合作团队，掌握了关

键的古 DNA 技术、联合建成了国际顶尖的古 DNA 实验室，

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彰显了我所国际合

作的有效性和国际影响力，将对世界古人类和现代人起源

的理解和认识起到突破性作用。

2018 年 11 月 6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8 年度颁奖大

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张弥曼院士获最高奖项“科学与技

术成就奖”，并作为获奖科学家代表发言。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何善衡、梁

銶琚、何添、利国伟先生共同发起、捐资成立的公益性

科技奖励基金。其宗旨是通过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我国

科技工作者，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社

会风尚，激励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据何梁何利基金官网显示，截至 2018 年，共有 40

位科学家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张弥曼

院士是继吴汝康院士（2000 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此

荣誉的古生物学家；她也是继张锦秋（2010 年获奖）之后，

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女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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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枝明研究员入选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101位“伟大的科学家”

2018 年度，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期名为“伟

大的科学家 -- 改变世界的天才和远见者们”的特辑，列

出了古往今来最伟大的 101 名科学家，包括了伽利略、牛

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霍金等，而 81 岁的董枝明研

究员作为唯一的一名亚洲科学家名列其中。董枝明是北美

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会员，是中国地学界“竺可桢野外工

作奖”获得者，也是日本青少年心目中排名第二的“最喜

爱的人”。董先生 56 年来从未离开过恐龙，他的生命因

恐龙而丰富多彩。就像他所说的“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找

恐龙”。的确对于干我们古生物这行的来说，化石是第一

位的，没有化石标本就像“无米之炊”，再能干的“巧妇”

也一筹莫展。 

《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入选2018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

由我所邢路达、胡晗、王维三位青年学者合作翻译、王原研究员审校、周忠和院士作序推荐的

古生物科普图书《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入选 2018 度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这是三位青年

学者合作译著连续第二年获此殊荣。 

《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第五版，首版出版于 1984 年）是一本化石入门和古生物学研究方

面的综合指南，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化石是什么，化石如何形

成，怎样对化石进行分类鉴定，以及化石在我们理解地史进程和生命起源与演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立足于分子古生物学等最新研究成果，福提在书中详细讨论了灭绝与演化、化石的经济价值（比如

石油和煤炭）等问题，并为化石收藏者提供了许多实用的

建议。全书配有全彩色插图以及来自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大量藏品照片，相信所有对生命演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都会对《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中的内容流连忘返。我

所所长邓涛研究员在《化石》杂志 2017 年第二期撰写书

评《化石永恒 书籍常新》，鼓励后进。 

该书将被中科院推荐参加科技部 2018 年全国优秀科

普作品的评选。 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

董枝明研究员工作照 

2014年在云南野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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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2018

一月  

3 日，古脊椎所团总支委员会召开共青团团

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会议。会议选举产生张

立民、周新郢、马行超组成的新一届团总支委

员会。新一届团总支委员会选举张立民为团总

支书记，周新郢为副书记。

11 日，九三学社中央办公厅来文告知古脊

椎所研究员王元青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

央委员会委员。

15 日，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的 Chloé 

Olivier 来访，归还了文革中古脊椎所失落的乌

鲁木齐兽头骨化石标本。

13-15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

创新中心组织召开《重大气候转折期生命演变

与环境和深时全球古地理、古气候重建》研讨

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等地球科学

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的 26 位院士、中科院前沿

科学与教育局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

部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

有来自 20 多所高校和 30 多个科研院所的 500

多名专家学者，涵盖古生物学、地层学、沉积

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全球古地理古

气候重建、古地磁学、地球生物学和生命科学

等领域。会议特邀各领域的院士和学术带头人

做了 22 场报告，内容立足我国的研究材料和最

新进展，着眼全球，在如何利用新方法、新技

术促进学科交叉、探讨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等方

面，提出思考和建议。

16 日，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学术

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筹建工作组组长周

忠和院士从中科院“四类机构改革”背景、中

心定位目标、方向布局和预期成果、管理机制

和近期规划等方面介绍了中心的筹建情况。

16 日，管理服务党支部召开全体支部党员

大会，集中学习党章及十九大报告并审议了支

部年度工作报告，同时开展了党员评议支部工

作以及民主评议支部党员工作。

19 日，古脊椎所举办以“卓越新征程”为

主题的职工新春联欢会。张弥曼院士、邱占祥

院士、吴新智院士、离退休和在职职工、学生

300 多人参加了联欢会。

23 日，实验室支撑党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和党章有关

内容，参会党员结合自身工作开展了批评和自

我批评。会议审议了支部年度工作总结，并开

展了党员评议支部工作以及民主评议支部党员

工作。

24 日，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古脊椎所周忠和、

王元青、徐星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25 日，所党委召开党建工作述职考核会议。

会议由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所党委委员、纪

委委员及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参加了会议。各

支部书记做述职报告，并对 2018 年的党建工作

提出契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纪委书

记邓涛提出推广野外临时党小组的做法，结合

实际推广“网上会议”的做法，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

31 日，古脊椎所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党委书记、副所长苗建明，纪委书记、副所长

邓涛参加会议，所长周忠和列席会议。北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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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院长张鸿翔、北京分院干部人事处副处长

柳岸到会指导。邓涛、苗建明分别做对照检查，

周忠和作为党外人士主动进行自我批评，班子

成员之间的进行了坦诚交流和互相批评。

1 月，付巧妹研究员与德国马普进化人类

学研究所 Janet Kelso 博士荣获 2017 年度“中国

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奖”。该奖项是

为激励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国际合作，提高我

国科技合作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而设立，每

年度授予 3 对中外合作伙伴。

二月  

日 , 中国古动物馆举行了“洞悉毕节——

中国贵州古人类研究成果展”开幕式。成果展

涵盖六大展区、206 件展品，系统介绍了贵州

毕节地区扒耳岩洞、观音洞、麻窝口洞、老鸦洞、

韦家洞等洞穴遗址近年来的旧石器考古学、古

人类学、古生物学发现与研究，以及毕节地区

的风土人情。

7 日，古脊椎所召开离退休老同志 2018 年

新春茶话会，70 余名离退休职工欢聚一堂。

7 日，古脊椎所召开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和

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由党委书记苗建

明主持，党外代表人士邱占祥院士，周忠和所

长，倪喜军、张兆群研究员，九三学社代表王

元青、王原、董为研究员，致公党代表张江永、

同号文研究员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人士对研究

所的科研管理、人才培养、素质教育、职业培训、

学风与科研道德、科学普及、基层党建和党员

素质等方面提出了看法与建议。

1 月 29 日 -2 月 9 日，古脊椎所开展为期

两周的走访慰问活动。所长周忠和、党委书记

苗建明、副所长邓涛、离退休支部书记王秋元、

卜长春、党群工作处处长马安娜及离退办工作

人员邵颖，分别走访慰问了我所离休干部、老

领导、老专家、身患重病、生活困难的老党员

及失独老人，为他们送去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

8 日，研究室党支部召开了组织生活会和

民主评议党员大会。会上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党章的部分重

要内容，支部书记及支委作了上年度工作总结，

进行了支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25-26 日，古脊椎所召开研究所发展战略研

讨工作会议。战略与学科发展委员会委员、学

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

职代会主席、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及青年科研和

技术支撑人员代表共五十余人参加。与会人员

就如何在新形势下，结合国家和中科院中长期

发展规划，思考研究所未来发展，加强学科交叉，

推进平台建设，改善技术支撑队伍等议题展开

了深入讨论。

27 日，在科技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了 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研究的“中

国发现新型古人类化石－许昌人”入选。这是

古人类课题组继 2010 年度“中国发现 10 万年

前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 2015 年度“发现东亚

最早的现代人化石”，第三次获得该荣誉。 

28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

伟平到古脊椎所调研指导国家“万人计划”杰

出人才周忠和的科学家工作室建设，院人事局

局长孙晓明等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调研。刘伟平

实地考察了科学家工作室支撑保障平台，听取

了首席科学家周忠和院士所作的关于团队科研

工作进展、工作室建设进展等情况汇报，并与

工作室团队核心成员、优秀青年代表等科技骨

干进行了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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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4 日，北京市怀柔区委副书记、怀柔科学

城筹备办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姜泽廷，北京

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单景民来

古脊椎所调研。所党委书记苗建明、副所长邓

涛及相关部门同志参加了调研活动。

16 日，共青团中央统战部青联办公室主任

朱松华、展览路街道团工委书记高宏彦一行来

古脊椎所调研和交流青年团学工作。朱松华主

任、朱敏研究员与青年工作者亲切座谈。

21 日，古脊椎所团总支委召开 2018 年共青

团总支工作会议，集中学习了团中央下发的共

青团 2018 工作要点，并总结了 2017 年所团总

支委主要工作并讨论了 2018 年度团总支委工作

计划。

21-22 日，全国政协常委、古脊椎所所长周

忠和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王元青研究员，古脊椎所人类室主任高星研究

员、副主任赵凌霞研究员、科技处处长张翼一

行赴贵州毕节调研考察。毕节市是统战部帮扶

试验地区，周忠和院士一直积极推进在毕节开

展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及史前文化的研究与保

护工作，组织院地合作共建中科院古脊椎所毕

节工作站，开展科技帮扶工作。

22 日，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副校长 Robert Saint 教授，科学和

工程学院生态与演化研究部主任、SVP 前主

席 John Long 战略教授，科学与工程学院 Jim 

Mitchell 教授一行来访古脊椎所 , 双方就未来可

能开展合作研究的方向、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

北京时间 23 日凌晨，世界杰出女科学家颁

奖典礼在法国巴黎举行。张弥曼院士与来自南

非、英国、阿根廷、加拿大的其他 4 位优秀女

科学家共获此殊荣，接受颁奖。她的颁奖词是

“她在化石记录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开启了对水生

脊椎动物如何适应陆地生活的新见解”。

22-23 日 , 中国科学院科普工作培训会在中

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办。会议期间举行

了颁奖仪式，古脊椎所三位青年学者邢路达、

胡晗、王维的译著《演化》获得了 2017 年中科

院优秀科普图书第一名以及 2017 年全国优秀科

普图书，这是继《征程》之后，古脊椎所科普

书籍再次同时获此两项殊荣。

26 日，古脊椎所召开 2018 年党委中心组

第一次学习扩大会，特邀全国政协委员周忠和

所长、王元青研究员、徐星研究员出席，北京

分院党建第四协作片组织员李培金同志到会指

导。会议学习了刚刚闭幕的 “两会”精神，周

忠和、王元青、徐星分享了参加“两会”的感受，

介绍了他们的提案。

28 日，巴西科学院院士、巴西国家博物馆

馆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Alexander Wilhelm 

Armin Kellner 教授来访古脊椎所。中科院院士、

古脊椎所周忠和所长，科技处张翼处长和汪筱

林研究员及其团队成员接待并参与座谈。双方

就进一步合作研究领域、学术交流、人才培养、

联合展览等达成一致意向。

28 日，中科院学部工作局局长李婷、生命

地学办公室主任薛淮、副主任赵剑峰一行专程

到古脊椎所看望张弥曼院士，并代表院党组、

院学部工作局及白春礼院长表达对张弥曼院士

获得 2018 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衷心

祝贺和问候。

28 日，由中科院古脊椎所、中国科学院生

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主办、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克拉通破坏

与陆地生物演化”资助的“系统发育分析 TNT

软件应用培训班”和“主龙类系统发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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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新方法国际研讨会”落下帷幕。此次会

议由古脊椎所徐星研究员和阿根廷科学院 Pablo 

A. Goloboff 研究员担任召集人，邀请到 7 位在

该领域享有盛誉的国际顶尖专家参会并作特邀

报告，吸引了来自十余家科研院所和高校 150

余名师生学习交流。

30 日，九三学社中科院第六支社的社员来

到周口店遗址科学家园陵，为九三学社先贤、

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

的奠基者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明镇院士，

以及一同安卧在科学家陵园的吴汝康院士和另

一位九三先贤尹赞勋院士的墓地扫墓。

四月  

11 日，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女科技工作者

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方

新，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秘书长许平一行专

程到古脊椎所看望张弥曼院士，祝贺张弥曼院

士获得 2018 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并对

张院士多年来为我国古生物事业发展作出的重

大贡献表示敬意。方新表示，张院士获得此殊

荣既是我国女科学家的崇高荣誉，也是对全国

女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

12 日，原新生代研究室最后一位元老胡承

志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

17 -18 日，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首届

中国科学院科普讲解大赛在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举行。中国古动物馆邢路达讲解题目为《人类

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化工具——手斧》，荣获一等

奖，并成功晋级 2018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总决

赛。古动物馆顾霞讲解题目为《内鼻孔 - 揭秘

四足动物的起源》，荣获二等奖。

16 日，所党委召开 2018 年度党建工作会议，

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及副书记

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学习了白春礼院长在党

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了刘鹤副总理 4 月

3 日到中科院调研视察时的讲话精神，并根据

院党组和北京分院分党组工作部署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 2018 年党委及纪监审工作要点。

20 日，古脊椎所团总支和研究生会为深入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慕田峪长城举行了题

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登万里长城，扬中

华雄魂”的爱国主义参观教育活动。

4 月，美国《时代》杂志发布名为“伟大

的科学家——改变世界的天才和远见者们”特

辑，共梳理出古往今来最为伟大的 101 名科学

家，包括霍金、牛顿、爱因斯坦、伽利略、居

里夫人等。81 岁的董枝明先生作为唯一的一名

亚洲科学家名列其中，他是北美古脊椎动物学

会荣誉会员，是中国地学界“竺可桢野外工作奖”

获得者，也是日本青少年心目中排名第二的“最

喜爱的人”。董先生和古脊椎所的同仁们让中国

恐龙的研究走向世界；同时董先生也是第一个

在北极圈里发现恐龙化石的人，并在那里升起

了五星红旗。

五月  

4日，第十五届“上海图书奖”评选结果揭晓，

戎嘉余、周忠和主编的《中国古生物研究丛书》

获特等奖。该套丛书目前已出版 9 册，其中 4

册由古脊椎所研究人员完成：《中国新近纪犀牛》

( 邓涛著 )，《浙江天台恐龙蛋化石群》( 王强、

汪筱林、赵资奎、蒋严根著 )，《燕辽翼龙动物群》

( 程心、蒋顺兴、汪筱林著 )，《无颌类演化史与

中国化石记录》( 盖志琨、朱敏著 )。

9 日，所党委邀请张弥曼院士作题为《我

们身边的楷模——古脊椎所的半边天》的精彩

报告。全所职工、研究生、院直属机关党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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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单位的同仁等 80 余人聆听了报告。张院士

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奖的情况及她在巴黎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奖”时的见闻和感想，并回忆和介绍了从上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古脊椎所老中青几代女科学

工作者的突出工作，讲述了她自身的学习和工

作经历。

11 日，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主办、古脊椎

所举办了“联学共建”活动，来自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信息中心党支部、中科院古脊椎所 4

个党支部和院部机关 14 个党支部等 70 余名党

务骨干共同进行学习交流。“联学共建”活动旨

在进一步加强跨单位、跨部门的了解和沟通，

促进基层党建经验交流。

15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和曲靖师范学院联合成立的自然历史文化

研究中心在云南曲靖揭牌。揭牌仪式上，邓涛

副所长与曲靖师范学院浦虹校长代表双方签订

合作协议，张弥曼院士受聘担任研究中心名誉

主任，朱敏研究员受聘担任主任。研究中心将

利用曲靖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发挥古脊椎

所科研优势，促进院地合作。

16 日，管理服务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党员大

会，集中传达学习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科技

创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院党建工作会白春礼院长

讲话精神，并对支部年度工作计划进行了研讨。

18 日，古脊椎所向致公党西城区委捐赠《恐

龙》科普读物仪式在古脊椎所一楼大厅举行。

18 日，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北京自

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办，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推

出“画框里的科学——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画

展”。联展组委会特邀古脊椎所周忠和院士和徐

星研究员等多位科学家组成了学术专家委员会，

保证了科学绘画在兼顾艺术性和传播性的基础

上更注重了科学性。联展共展出了 152 幅科学

画作品，涵盖古生物、植物、动物、科学技术

等多个学科领域。古脊椎所许勇、郭肖聪、史

爱娟也应邀参加了此次展览，共拿出２８幅精

品力作，展示了古脊椎所近年来的重大科研成果。

25 日，古脊椎所召开 2018 年工会职代会

工作会议，听取了工会职代会 2017 年度工作汇

报和 2018 年工作计划。会议由工会主席张江永

主持，党委书记苗建明代表党委参加了会议。 

六月  

2 日，古脊椎所举办庆祝吴新智院士 90 华

诞活动。吴院士的学生济济一堂，纷纷从世界

各地（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赶来

参加此次活动。周忠和所长、苗建明书记、邓

涛副所长、科技处张翼处长、党群处马安娜处

长等人也参加了庆祝活动。庆祝活动回顾了吴

院士学术生涯与生活经历，播放了吴院士未到

场学生送上的贺寿视频，周忠和所长代表全所

同仁赠送 “寿”字卷轴，送上诚挚的祝福。

8 日 -10 日，值小达尔文俱乐部成立 20 周

年之际，中国古动物馆组织了为期三天的辽西 -

内蒙古野外科考纪念活动，参观考察了内蒙古

宁城道虎沟和辽西朝阳上河首等化石点。

9-10 日，管理服务党支部组织党员赴山西

煤化所，开展支部联建共建交流活动。交流之余，

支部还组织党员到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

址纪念馆、孙中山纪念馆、山西博物院、山西

地质博物馆参观学习。

14 日，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向

全社会公开发布张弥曼等１０位“最美科技工

作者”的先进事迹。他们以实际行动，生动诠

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真谛，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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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这 10

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张弥曼、多吉、倪光

南、严纯华、邹学校、李贺军、李兴钢、蔚保国、

秦川、王杜娟。

14 日，古脊椎所举行了 2018 年度毕业典

礼。2018年度古脊椎所有 24人毕业并申请学位，

其中博士生 15 人，硕士生 9 人。副所长邓涛研

究员主持了毕业典礼，所长周忠和院士、所学

位委员会副主任刘俊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委

员同号文研究员、李小强研究员、导师代表邱

占祥院士、赵凌霞研究员、裴树文研究员、周

新郢副研究员以及所长助理、综合处处长魏涌

澎等出席了典礼。

25 日，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 Julian Revalski

教授、副院长 Vassil Nikolov 教授、科学秘书长

Evdokia Pasheva 教授，中科院国际合作局马艾

迪、陈昌瑞等一行来访古脊椎所。双方交流了

近些年来科技合作进展与成就，就可能开展的

科研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 

27 日，古脊椎所召开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报告会，古脊椎

所在职党员、研究生党员和离退休党支部委员

50多人收看了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视频报告。

29 日，实验支撑党支部组织党员到国家

博物馆参观《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览》。此次活动是实验支撑党支

部“三会一课”学习活动的重要一课，暨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不忘初心、重温

入党誓词”的主题党日活动。 

七月  

4-5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管理

服务党支部分批组织支部党员参观了“真理的

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览”。

9 日，古脊椎所召开党委中心组第二次学

习扩大会，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正处党员领

导干部和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学习会，北京分院

党建第四协作片组织员李培金书记到会指导。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3 日，研究室支部各党小组分批参观了在

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主题展览”。展览通过图片、文字、实物，和艺

术家们创作的绘画作品，展示了马克思的一生

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

近年来，中国与南非在古人类与旧石器研

究、早期陆生脊椎动物演化等领域密切合作，

我所通过与南非金山大学等签订合作备忘录、

组织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和跨国科考、联合培

养人才等，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在 Science、

Proc. R. Soc. B 等刊物发表重要合作成果。为庆

祝中国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 20 周年，两国科

技部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举办中南科学家高

级别对话会 (South Africa-China Scientists High 

Level Dialogue) 和中南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图片

展。为配合此次外交活动，在科技部、中科院

共同支持下，我所为中南创新合作成果展提供

了展示资料，刘武研究员应邀出席中南科学家

高级别对话会。

24 日，中国与南非两国科技部在南非首都

比勒陀利亚举办了中南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开

幕式。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两国科

技界和产业界开展合作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

专门提到两国科学家在考古领域合作取得的成

果。会议期间，两国在古人类领域合作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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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引起与会人员的关注。参与双方合作的刘

武研究员及南非金山大学 Ron Clarke、Lynne 

Schpartz 和 Bruce Rubidge 教授应邀出席中南科

学家高级别对话会，古脊椎所为中南创新合作

成果展提供了展示资料。 

27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参观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真

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

览》。此次参观活动也是研究生党支部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系列活动之一。

30 日，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局长孙晓明，北

京分院分党组书记、副院长马扬，院人事局四

级职员李洪伟，北京分院干部人事处副处长柳

岸来到古脊椎所宣布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任命。

古脊椎所新老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中层管理人员、党支部书记、专业技术

骨干人员以及其他各类职工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孙晓明局长宣读了《中共中国科学院院党组关

于邓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邓涛任古脊椎

所所长，徐星任古脊椎所副所长。马扬书记代

表院党组对研究所上届党政领导班子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周忠和、邓涛分别

代表上届领导班子及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讲话。

八月  

    9 日，科技部公布了 2018 年全国优秀科普讲

解人员名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邢路达位列第 11 名。

21 日，多米尼克总理 Roosvelt Skerrit 及夫

人、多米尼克驻华大使及夫人一行来访古脊椎

所，邓涛所长、张翼处长、王原馆长、张平副馆长、

刘俊研究员接待并一同参观古动物馆。Roosvelt 

Skerrit 总理一行全程兴趣盎然，体验化石修理

技术、参与多媒体室内互动活动，对我所的热

情接待表示感谢。

九月  

8 日，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在

摩纳哥驻华大使和内阁大臣们的陪同下，专程

来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周口店遗址参观考察 ,

并特意发邮件邀请古脊椎所高星研究员现场陪

同考察。阿尔贝二世亲王赞赏了古脊椎所在周

口店遗址取得的研究成果。 

10 日，中科院发展规划局局长谢鹏云一行

来古脊椎所调研，了解研究所“一三五”规划

实施进展和“四类机构”改革落实情况。发展

规划局综合处处长叶海华、评估奖励处处长崔

胜先、副研究员李陛陪同调研。周忠和院士、

邓涛所长、徐星副所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

加了调研活动。

14、16 两日，古脊椎所举办了 2018 年研

究生开学典礼暨新职工入所教育活动，全体研

究生以及新入所职工和博士后等约 60 余人参

加。所长邓涛、副所长徐星及部分导师出席了

典礼。所长致辞后，房庚雨、王世骐分别代表

新生及导师发言。各研究室学术带头人就主要

研究领域及课题组工作做了详细介绍。

27 日，古脊椎所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京区

事业单位党委书记马扬书记，京区事业单位党

委党建工作处蔡晨曦处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王元青研究员，所工会主席、致

公党西城区委、西城区政协委员张江永研究员

应邀出席了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

委员和纪委委员。

23-28 日，第 21 届“印度—太平洋地区史

前学会年会”在越南召开。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500 余位与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古脊椎所高星

 

2018年报94 



研究员、张颖奇研究员及博士生夏文婷参加了

本次会议并分别做“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

石器工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广西崇左一线

天洞穴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及“秦岭地

区旧石器考古工作新进展”的报告。

29 日，科技部公布了 2017 年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入选名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入选“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十月  

15 日，应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Vietnam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邀古脊椎所邓涛所

长访问该馆并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达成共识，

通过建立互访、交流与合作机制，共享越南境

内的古生物和古人类资源，越方参与并全力配

合中方主导的相关研究和野外考察。

18 日，古脊椎所召开中科院警示教育大会

精神传达会，管理和支撑中层及以上干部、各

党支部书记近二十人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传达

了我院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通报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科院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违规违纪典型

案例。会议还传达了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

在警示教育大会的讲话精神及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侯建国在全院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并

做出工作部署和具体要求。

19 日下午，中科院工会“合格职工之家”

复验考评组对古脊椎所工会“合格职工之家”

工作进行复验考评。考评组通过现场提问和综

合评议，打出了 95.2 分的成绩，古脊椎所工会

顺利通过“合格职工之家”复验考评。

22 日，古脊椎所为 80 岁以上老人举办集

体祝寿活动，30 余名离退休老干部参加了祝寿

活动，所党委委员、综合处处长魏涌澎代表所

党委出席并致辞，为老寿星送上祝福，感谢他

们为古脊椎所的建立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

与老同志们一道分享了研究所最新科研成果、

重大项目进展及近一年来我所获得的荣誉。

22-25 日，古脊椎所李小强研究员、周新

郢副研究员、赵克良副研究员及沈慧博士生一

行 4 人，赴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进行

访问和学术交流。李小强研究员应研究所邀请

邀做了题为”The origin, spread and adap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主

题学术报告，系统介绍了东亚和中亚地区晚更

新世以来农业起源、扩散和适应等方面的最新

研究成果。 

26 日，中科院在京举行“盛放 40 年”科

学演讲活动暨纪念“科学的春天”40 年获奖作

品颁奖仪式。古脊椎所报送的 7 件作品全部获

奖，分别是郭肖聪的《早白垩世围场皇家螈生

态复原》荣获绘画一等奖，张绍光的《践行者》

荣获摄影一等奖，许勇的《许氏禄丰龙再造像》

和陈津的《劝学》荣获书法二等奖，许勇的《云

南貘生态复原》和史爱娟的《阿霍氏树贼兽生

态复原》荣获绘画三等奖，李士杰的《戈壁考察》

荣获老照片的故事优秀奖。

29 日，古脊椎所召开新一届党委、纪委书

记任职宣布大会。北京分院分党组书记、副院

长马扬，北京分院干部人事处处长欧云，古脊

椎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

层管理干部、党支部书记和研究室主任参加了

会议。马扬代表北京分院分党组宣读了《中共

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分党组关于邓涛、魏涌澎

同志任职的通知》，邓涛同志任古脊椎所党委书

记，魏涌澎同志任古脊椎所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魏涌澎、邓涛分别发言。 

30 日，所党委召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学习宣讲报告会。古脊椎所在职党员、

研究生党员 50 人参加了报告会。会议传达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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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同志在院警示教育大会

上的讲话精神，重申了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侯建国同志在会上就在全院集中开展警示教育

活动有关工作部署和具体要求。会议还深入解

读了修订前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报告会以典型案例为警鉴，以纪律处分条例为

准绳，更显现出条例的现实意义和警示教育

意义。 

31 日，管理服务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传达院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集体学习《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讨论组织发展问题。

十一月  

6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8 年度颁奖大会在

北京隆重举行。张弥曼院士获最高奖项“科学

与技术成就奖”，并作为获奖科学家代表发言。

何梁何利基金宗旨是通过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

我国科技工作者，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激励科技工作者勇攀科

学技术高峰。

7 日，巴西科学院院士、巴西国家博物馆

馆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Alexander Kellner

教授一行 6 人来访中科院古脊椎所。中科院古

脊椎所所长兼党委书记邓涛研究员，中科院院

士、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周忠和研究员，以及

Kellner 教授的合作者、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汪

筱林研究员及其团队成员接待并参加了座谈。

10-12 日，第 16 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

年会在安徽合肥召开。来自中国、巴西、美国、

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的专家学者 340

余人参会。大会共安排 70 余场学术报告，其中

大会特邀主题报告内容涉及羽毛的演化研究、

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重建工作、河南许昌灵井人

研究、安徽中生代脊椎动物化石研究等领域；

分会报告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古脊椎动物学、古

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生物地层学、分子生

物学、博物馆建设与科普传播等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进展。

16 日，“杨钟健 - 裴文中”学术讲坛第九

期开讲。本期讲坛邀请到德国著名古生物学家、

欧洲古生物协会前主席 Franz T. Fürich 教授，作

了题为“Why we should care about taphonomy?

（为什么要关注埋藏学？）”的精彩报告。报告

介绍了化石埋藏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这

些都是在解读化石形态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同

时还以德国中晚侏罗世的索伦霍芬生物群、中

国辽西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等地区的化石为例，

解释了上述作用对化石的保存具体产生了哪些

作用。

27 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 28

届院士大会日前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行。会

上，古脊椎所付巧妹研究员当选为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TWAS）青年通讯院士。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自 2007 年起开始评选青年通讯院士，每

年从全球五个地区各评选出不多于 5 名青年通

讯院士，作为发展中国家青年科技力量的优秀

代表，并鼓励、支持这些具有高潜力和未来影

响力的青年科学家们不断加强科学研究与合作，

成为将来 TWAS 院士的储备力量。 

30 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

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公布了 4-3 万年前人类

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科学证据和研究结论。该

项成果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的科研团队同合作者经过多年攻坚克难取得，

于北京时间 30 日凌晨发表在《科学》（Science）

上，同期还配发了对此项成果的专门评述文章。

Science此次发表的研究论文 "The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high-altitude Tibetan Plateau 40-

30 thousand years ago" 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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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推前到 4 万年前，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

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

记录。

30 日，古脊椎所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

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党章》、《宪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强化 “四个意识”，推

进研究所党的建设。 

十二月  

3 日，古脊椎所党委书记、所长邓涛，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魏涌澎，党群工作处处长

马安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赵文金等 5 人参加

了北京分院第四协作片党建工作交流会。京区

事业单位党委党建工作处蔡晨曦处长、京区事

业单位党委组织员李培金书记、第四协作片 11

个单位的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党务干部、党

支部书记共 4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各单位交

流报告了开展党建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4 日，古脊椎所党委组织党员参观国家博

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型展览”。展览运用了历史图片、文字视频、实

物场景、沙盘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

多角度、全景式展示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光辉

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示了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发生的伟大变迁，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5 日，为加快先导专项实施，推进卓越中

心建设，中心组织学习交流座谈会。院前沿科

学与教育局地球科学处处长段晓男，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所长邓涛、副

所长徐星，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詹仁斌，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郝青振研究员，青藏高

原研究所王伟财副研究员，以及中心和项目骨

干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如何围绕中

心建设，推动先导专项实施，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推动重大理论集成，培养优秀人才队伍，加强

沟通交流，尝试机制体制改革，取得更大的进

步和突破等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7 日，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公布了 2018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评选结果，由古脊

椎所邢路达、胡晗、王维三位青年学者合作翻

译、王原研究员审校、周忠和院士作序推荐的

古生物科普图书《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入

选 2018 度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这是三位

青年学者合作译著连续第二年获此殊荣。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8 日，应巴基斯坦费

萨拉巴德政府学院大学（Government College 

University，Faisalabad，GCUF）邀请，中科院

古脊椎所倪喜军研究员、李强副研究员、张立

民工程师与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政府学院大学

Khizar Samiullah 博士、科哈特科技大学（Koha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ST）

Abudl Majid 博士等共 15 人组成中 - 巴古生

物 学 联 合 科 考（Sino-Pakistan Paleontological 

Expedition, SPPE）在巴基斯坦开展了首次

联合科考。此次考察不仅发现了多个适合开

展哺乳动物化石筛洗工作的化石层位，还在

Panoba-Chorlaki 地区的库尔达纳组（Kuldana 

Formation）下部的长期以来没有任何化石记录

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保存精美的鱼类化石，为

进一步开展中 - 巴古生物学合作研究、探讨东

特提斯海消亡与青藏高原隆升背景下的新生代

脊椎动物演化与响应机制提供了珍贵的标本材

料。 

9-10 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鄂尔多斯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中

共乌审旗委员会、乌审旗人民政府主办的“河

 记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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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人（鄂尔多斯人）发现 95 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内蒙古乌审旗召开。邓涛研究员、高星研究员、

同号文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萨拉乌苏：冰期

动物迁徒的中继站》、《萨拉乌苏与华北旧石器

文化的发展》、《萨拉乌苏动物群：组成、时代

和古环境问题》的学术报告。萨拉乌苏遗址是

我国最早报道的更新世古人类遗址，是我国北

方地区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代表。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古脊椎所在该地区做了大量古生物

及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为遗址的科研

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日，管理服务党支部召开了全体支部党

员会议，会议审议了支部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并调整了支部支委分工，李利娜任支部书记，

马宁任支部副书记兼宣传委员，等。会议还进

行了组织发展工作介绍等。

14 日，日本理化研究所放射光科学综合研

究 中 心（RIKEN Spring-8 Center）ISHIKAWA 

Tetsuya 博士、瑞典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s 

of Sweden）Tomas LUNDQVIST、中科院高能

所物理所黎刚研究员一行访问古脊椎所。邓涛

所长、王原馆长接待并座谈。

19 日，古脊椎所李小强研究员为李四光学

院菁英班 18 级学生做了题为“环境与生物考古

学”和“‘人类世’与农业起源研究”两堂主题

讲座。目前我所同中科院其他 7 个所（学院）

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合作共建的李四光学

院地球科学菁英班进展良好。合作发挥了双方

优势、促进了人才培养工作。

25 日，古脊椎所开展各重点部位安全检查

工作，督促各部门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排查火

灾等重大风险隐患。党委副书记、安全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魏涌澎、行政处处长武高峰先后对

重点区域进行了实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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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全所在职人员名单

（按英文字母排序，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日，共 178 人）

白  滨  曹红艳  曹  鹏  曹  强  曹  颖  陈福友  陈  竑  陈  津

陈平富  崔  宁  戴情燕  党丽媛  邓  涛  丁今朝  董丽萍  董  为

杜文华  冯文清  冯晓恬  冯兴无  符术兵  福露西  付巧妹  盖志琨

高  伟  高  星  葛俊逸  葛明轩  葛  旭  耿丙河  关  莹  郭建崴

郭肖聪  郭艳萍  哈  桑  郝昕昕  何  丽  侯素宽  侯韡鸿  侯亚梅

侯叶茂  霍玉龙  贾连涛  蒋顺兴  金  帆  金海月  金  迅  李  淳

李大晗  李东升  李  锋  李  浩  李  婧  李利娜  李  录  李  宁

李  茜  李  强  李世杰  李贤贵  李小强  李小群  李  岩  李志恒

栗静舒  刘  峰  刘金毅  刘  俊  刘俊池  刘庆国  刘  武  刘效立

刘新正  刘  艳  刘毅弘  娄玉山  卢  静  芦秀芬  罗志刚  马安娜

马行超  马  宁  毛方园  孟  溪  倪喜军  潘  雷  潘照晖  裴  睿

裴树文  彭  菲  平婉菁  乔  妥  饶慧芸  尚庆华  邵  颖  史爱娟

史立群  史勤勤  孙博阳  孙德慧  田晓霞  同号文  托马斯  汪筱林

王桂珍  王海冰  王海军  王  敏  王  平  王  强  王社江  王世骐

王  炜  王晓龙  王  艳  王  元  王元青  王  原  王  钊  维卡斯

魏涌澎  吴飞翔  吴秀杰  吴  妍  武高峰  向  龙  谢  丹  邢路达

邢  松  徐光辉  徐绍龙  徐  欣  徐  星  许  勇  杨  静  杨若薇

杨石霞  杨  周  易鸿宇  尹鹏飞  尤海鲁  余  静  张  弛  张江永

张  杰  张  乐  张立民  张立召  张  平  张绍光  张蜀康  张双权

张  伟  张晓凌  张  翼  张颖奇  张  昭  张兆群  张兆霞  赵凤霞

赵克良  赵凌霞  赵  祺  赵文金  赵  雪  郑  芳  郑  妍  周国平

周  珊  周士琳  周  爽  周  伟  周新郢  周忠和  朱根柱  朱  敏

朱幼安  邹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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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科研任务（项目）情况

（至2018年12月）

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科技部

基础性工作专项
古生物志书编研及门类系统总结 2013.05-2018.05 邓涛（首席）

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址考察与研究 2014.01-2019.12 高星（首席）

973 课题 黄河中游旱作农业起源发展及其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 2015.01-2019.12 李小强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建设专项子课题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2012.01-2018.12 刘金毅

中组部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

“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 科学家工作室 2014.01- 周忠和

“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军人才 2015.06- 徐　星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015.11- 盖志琨

“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军人才 2016.06- 朱　敏

“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16.06- 倪喜军

“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2017.05- 付巧妹

“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7.12- 李　淳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 2017.01-2021.12 周忠和

重大研究计划集成

项目

不同时期遗传混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人群基因多

样性的影响及其适应机制
2018.01-2019.12 付巧妹

重点项目

中国新近纪哺乳动物地理区系的发展演变及其青藏高

原隆升驱动
2015.01-2019.12 邓　涛

志留纪潇湘脊椎动物群与有颌类早期分化研究 2016.01-2020.12 朱　敏

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扩散的化石证据 2017.01-2021.12 刘　武

最近 5000 年亚洲中部干旱区早期农业演替与传播及其

适应与影响
2018.01-2022.12 李小强

杰出青年基金 古灵长类与古人类学 2017.01-2021.12 倪喜军

优秀青年项目 鸟类起源和早期演化 2018.01-2020.12 王　敏

面上项目

甘肃党河南山地区新生代哺乳动物与青藏高原特有类

群的起源和演化

2015.01-2018.12

李　强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兰塔塔尔渐新世哺乳动物研究 张兆群

云南昭通早泥盆世布拉格期肉鳍鱼类形态学与系统学

研究
卢　静

中三叠统巴东组的脊椎动物群以及芙蓉龙的形态、功

能以及古生态学研究
舒柯文

东北大兴安岭新发现早白垩世两栖动物群之研究 王　原

三叠纪软骨硬鳞鱼类（龙鱼类和比耶鱼类）的形态学

和系统学研究
吴飞翔

云南禄丰及周边地区早 - 中侏罗世恐龙动物群研究 尤海鲁

中晚始新世及早渐新世基干类人猿在东亚地区的演化 倪喜军

 

2018年报100 



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基于早期稻田的植硅体记录 吴　妍

河姆渡遗址区高分辨率古地磁年代学及环境磁学研究 郑　妍

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起源与演化研究

2016.01-2019.12

同号文

内蒙古二连盆地啮齿类起源、演化序列及其与环境变化之间的

关系
李　茜

江西、浙江志留纪兰多维列世盔甲鱼类脑颅比较解剖学研究 盖志琨

中国内蒙古二叠系脑包沟组四足动物的初步研究 刘　俊

新疆哈密翼龙动物群及其集群死亡事件研究 汪筱林

奇蹄类起源与中国早始新世哺乳动物地理研究 王元青

西藏晚更新世古人类旧石器调查与研究 张晓凌

中亚地区阿姆河流域全新世农业活动及气候环境适应研究 周新郢

中国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古 DNA 研究

2017.01-2020.12

付巧妹

禄丰古猿行动方式及系统发育分析 赵凌霞

北京猿人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与石制品功能关系研究及古人类生

存适应
张双权

河南许昌古人类化石的修复和研究 吴秀杰

广西早泥盆世肉鳍鱼类形态学及古动物地理研究 乔　妥

中国地区早期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考古学研究 高　星

内蒙古二连盆地古近纪貘形类化石研究

2017.01-2020.12

白　滨

中生代新鳍鱼类的分类、系统发育和适应辐射 徐光辉

周口店第一地点高精度磁性地层学研究及古环境重建 葛俊逸

广东河源盆地恐龙蛋化石群及古环境研究 王　强

“关岭动物群”再研究——新产地、新方法和新发现

2018.01-2021.12

李　淳

应用高分辨率 CT 以及增强 CT 对晚中新世鸟类动物群的研究 李志恒

辽宁大连骆驼山金远洞：哺乳动物群及生物地层学的系统研究 刘金毅

晚更新世末中国古人类磨制骨器技术及行为适应研究 张　乐

沙漠 - 黄土过渡区全新世气候环境事件及其对早期农业活动的

影响
赵克良

华南史前古人类遗址植物微体化石与植物资源利用分析 关　莹

青年基金

中生代鸟类的形态学与分类学、骨组织学和系统发育研究

2016.01-2018.12

王　敏

中国辽西地区驰龙类化石的骨组织研究 赵　祺

山东沿海地区晚更新世早中期古人类石器技术与行为适应研究 李　锋

辽西金刚山层翼龙及胚胎化石形态学研究

2017.01-2019.12

蒋顺兴

中 - 晚中新世气候转型期大气 CO2 浓度研究：基于化石叶片气

孔分析
白云俊

中国南方直立人颅骨形态的变异研究 崔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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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基金

中国始新世有鳞类化石的研究

2018.01-2020.12

董丽萍

鬣蜥类蜥蜴（爬行纲：有鳞目）全证据演化树与生

物地理历史
易鸿宇

蓝田公王岭早更新世人类化石演化地位的再研究 潘　雷

淮河中下游早期先民动植物利用的陶器残留物分析 饶慧云

重点项目课题 风成红土地层学及土壤学研究 2015.01-2019.12 葛俊逸

国际合作项目课题 二叠纪 - 三叠纪危机后生态系统重建和复苏过程 2017.01-2020.12 刘　俊

海外及港澳学者项目 燕辽生物群及哺乳动物起源和早期分化 2018.01-2019.12 毕顺东

中国科学院

重大项目匹配 科学家工作室 2017.01-2021.12 周忠和

院专项经费 古脊椎所化石发掘与修理专项 2016.01-2020.12 邓　涛

院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2009.01- 至今 朱　敏

前沿科学重点

研究项目

有颌类起源与早期演化 2016.01-2020.12 朱　敏

古 DNA 分析探究现代人迁徙扩散及演化 2016.01-2020.12 付巧妹

东亚新近纪典型哺乳动物地层序列在临夏盆地的建

立和完善
2017.05-2021.12 邱占祥 / 邓涛

脊椎动物颌起源阶段脑颅三维虚拟成像与比较解剖

学研究
2017.05-2021.12 盖志琨

先导 A课题 中国古脊椎动物、古人类与 DNA 数据平台 2018.12-2022.12 朱　敏

先导 A课题 新生代生物环境协同演化 2018.03-2023.02 邓　涛

先导 B培育项目 关键地史时期生物与环境演变过程及其机制 2017.05-2018.05 邓　涛

先导 B子课题
华北克拉通破坏与热河 - 燕辽生物群演化 2016.07-2021.06 王元青

鱼类与原始四足动物演化与生态适应 2016.07-2021.06 王　原

先导 B项目 人类起源与新生代陆地生态系统的演化 2018.06-2023.07 邓　涛

先导 B子课题 中生代陆生脊椎动物演化 2018.06-2023.07 尤海鲁

先导 B课题 早期脊椎动物演化与环境制约 2018.06-2023.07 李　淳

先导 B子课题

志留纪 - 泥盆纪鱼类演化与登陆 2018.06-2023.07 卢静 / 乔妥

二叠、三叠纪陆地四足动物演化及其时间框架 2018.06-2023.07 刘　俊

二叠纪——三叠纪鱼类的演化 2018.06-2023.07 徐光辉

陆生四足动物的次生性水生 2018.06-2023.07 李　淳

早期脊椎动物多样性及其演变过程 2018.06-2023.07 赵文金

先导 B课题 东亚古人类演化多样性的化石形态与古 DNA 证据 2018.06-2023.07 刘　武

先导 B子课题

东亚古人类演化关键时段的化石形态证据 2018.06-2023.07 刘　武

中国古人类颅面复原及其体质特征的演化 2018.06-2023.07 吴秀杰

古基因组研究不同时期东亚人群的形成机制 2018.06-2023.07 付巧妹

中国古猿化石与早期人类起源 2018.06-2023.07 赵凌霞

中国南方早期现代人化石形态学研究 2018.06-2023.07 邢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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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

先导 B课题 中国更新世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的考古学研究 2018.06-2023.07 高　星

先导 B子课题

泥河湾盆地早 - 中更新世人类技术与适应行为 2018.06-2023.07 裴树文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行为的区域多样性研究 2018.06-2023.07 李锋 / 李浩

中国地区早期现代人连续演化与北方扩散路线的考古研究 2018.06-2023.07 高　星

先导 B课题 新生代陆地脊椎动物的起源与演化 2018.06-2023.07 倪喜军

先导 B子课题

古近纪重大气候转折期哺乳动物的响应 2018.06-2023.07 张兆群 / 李茜

新近纪陆生哺乳动物分异和区系交流中隐现的现代格局 2018.06-2023.07 王世骐

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2018.06-2023.07 张颖奇

新生代脊椎动物演化对青藏高原隆升的响应 2018.06-2023.07 李强 / 吴飞翔

灵长类起源与分异模式 2018.06-2023.07 倪喜军

先导 B课题 新生代生态演化与人类适应 2018.06-2023.07 李小强

先导 B子课题

新生代植被演替及哺乳动物协同演化 2018.06-2023.07 李小强

新近纪植被演替及事件的精细过程与定量重建 2018.06-2023.07 周新郢

第四纪生态演变与人类适应 2018.06-2023.07 葛俊逸 / 赵克良

院修购专项
古人类遗址绝对测年技术平台 2018.01-2018.12 葛俊逸

古 DNA 自动化实验平台 2018.01-2018.12 付巧妹

创新交叉团队 古人类颅面复原创新交叉团队 2017.01-2019.12 吴秀杰

百人计划

百人计划（C 类）资助

2016.01-2018.12 李　浩

2017.08-2020.12 李志恒

2017.08-2020.12 易鸿宇

青年创新促进会

2015.01-2018.12 赵　祺

2016.01-2019.12 周新郢 / 王敏

2017.01-2020.12 吴飞翔 / 白滨 / 李锋

2018.01-2021.12 乔妥 / 吴妍 / 赵克良

对外合作重点

项目

中国古人类演化及其与欧洲古人类的关系 2016.01-2018.12 刘　武

始新世 - 渐新世亚洲南部与西南部灵长类演化与类人猿起

源研究
2016.01-2018.12 倪喜军

中国临夏盆地与保加利亚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的对比研究 2018.01-2020.12 邓　涛

骨舌鱼类系统关系和动物地理学研究 2018.01-2020.12 张江永

国际合作项目 国际组织任职 2018.01-2018.12 高星 / 侯亚梅

科普项目 《化石与 DNA，我们该相信谁？》 2018.01-2018.12 张颖奇

中长期发展规

划战略研究
地球 - 行星环境与生命过程专题研究 2018.01-2018.12 邓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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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项目 / 课题名称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调查课题 中国陆相下中新统山旺阶及其下界型研究 2015.01-2018.12 王世骐

莱阳市国土资源局横向合作 莱阳恐龙化石联合科考发掘项目 2015.01-2018.12 汪筱林

二连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横向合作 二连浩特国家地址公园化石发掘及研究 2015.08-2018.08 赵　祺

德国马普学会国际合作项目 与德国马普学会古 DNA 相关合作研究 2015.08-2020.08 付巧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骨制品和石制品研究 2016.01-2019.12 李　浩

北京市科委
虚拟体四亿年前海底世界的长吻麒麟鱼科普互动展

品研究
2017.01-2018.12 王　原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奖” 2017.08-2022.12 付巧妹

北京市科委 中国古动物馆 VR 体验厅建设 2017.08-2018.08 葛　旭

哈密地委 哈密翼龙动物群联合科考 2017.08-2020.12 汪筱林

西北大学 天山地区古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 2017.09-2020.08 葛明轩

青冈县国土资源
黑龙江省青冈县猛犸象 - 披毛犀动物群化石产地

调查与评价
2017.10-2018.12 赵克良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 戈壁恐龙联合科考项目 2017.10-2022.12 徐　星

延吉市古生物化石保护中心 延吉恐龙化石发掘研究 2018.01-2021.12 徐　星

大连普湾经济区规划建设局 大连普湾骆驼山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综合研究 2018.01-2021.12 王　元

河北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阳原县东谷坨遗址合作发掘 2018.01-2020.12 李　锋

浙江自然博物馆 三叠纪水龙兽化石修复 2018.10-2021.10 刘　俊

北京市平谷区文管所 平谷史前遗址调查 2018.12-2021.12 陈福友

西北大学、福建博物院、新疆考古所 古 DNA 测试合作项目 2018.12-2023.12 付巧妹

贵州省博物馆 标本中心横向项目 2018.12-2023.12 李　淳

现代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资源地层学与古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资助科研课

题若干

 

2018年报104 



附录 3：发表论文目录

1
A review of Silurian fishes from north-western Hunan,China and related biostratigraphy. Acta Geologica Polonica (SCI),68 (3): 

475-486. 

Zhao,W.-J.,Zhu,M.,Gai,Z.-K.,Pan,Z.-H.,Cui,X.-D. & Cai,J.-C. 

2
A New Ootype of Dinosaur Egg from the Late Cretaceous in Shangdan Basin,Shaanxi Province,China. Acta geologica sinica (SCI),92 

(3): 897-903. 

ZHENG Ting-ling,BAI Yi,WANG Qiang,ZHU Xu-feng,FANG Kai-yong,YAO Yuan,ZHAO Yongqiang,WANG Xiaolin. 

3
Redescription of Gigantspinosaurus sichuanensis (Dinosauria,Stegosauria) from the Late Jurassic of Sichuan,Southwestern 

China. Acta Geologica Sinica (SCI),92 (2): 431-441. 10.1111/1755-6724.13535 

HAO Baoqiao,ZHANG Qiannan,PENG Guangzhao,YE Yong,YOU Hailu. 

4
A new antiarch placoderm from the Emsian (Early Devonian) of Wuding,Yunnan,China. Alcheringa (SCI). DOI: 

10.1080/03115518.2017.1338357 

Zhao Huipan,Min Zhu,Youan Zhu,LianTao Jia. 

5
A New Species of Forstercooperia (Perissodactyla: Paraceratheriidae) from Northern China with a Systematic Revision of 

Forstercooperiines.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SCI),3897,1-41. DOI: 10.1206/3897.1 

Wang Hai-Bing,Bai Bin,Meng Jin,Wang Yuan-Qing. 

6
Biostratigraphy and diversity of Paleogene perissodactyls from the Erlian Basin of Inner Mongolia,China. .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SCI),3914,1-60. 

Bai B,Wang Y-Q,Li Q,Wang H-B,Mao F-Y,Gong Y-X,Meng J. 

7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a Eusuchian-Type Secondary Palate within Shartegosuchidae.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SCI),3901,1–

23. https://doi.org/10.1206/3901.1 

Kathleen N. Dollman,James M. Clark,Mark A. Norell,Xu Xing,Jonah N. Choiniere. 

8
The onset of Late Paleolithic in North China: an intergrative review of the Shuidonggou site complex,China. Anthropologie 

(SSCI),122,74-86. https://doi.org/10.1016/j.anthro.2018.01.006 

Fei Peng,Jialong Guo,Sam Lin,Huimin Wang,Xing Gao. 

9
Lithic production strategies during the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at Dali,Shaanxi Province,China: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late archaic humans.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SCI),doi.org/10.1007/s12520-018-0626-6 

Hao Li,Matt G. Lotter. 

10
Detecting patterns of local raw material utilization among informal lithic assemblages at the late Paleolithic site of 

Shuidonggou Locality 2 (Chin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 国外其他 ),https://doi.org/10.1016/j.ara.2018.11.003 

Sam C. Lin,Fei Peng,Nicolas Zwyns,Jialong Guo,Huimin Wang,Xing Gao. 

11

Oldest ctenodactyloid tarsals from the Eocene of China and evolution of Oldest ctenodactyloid tarsals from the Eocene of 

China and evolution of locomotor adaptations in early rodents.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SCI),150,(18).  DOI: 10.1186/

s12862-018-1259-1

Łucja Fostowicz-Frelik,Qian Li,Xijun Ni. 

12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Plasiohipparion huangheense (Qiu,Huang & Guo,1987) (Equidae,Hipparionini) from the late Pliocene of 

India. Bollettino della Societa Paleontologica Italiana (SCI),57 (2): 125-132. DOI: 10.4435/BSPI.2018.08 

Advait Mahesh Jukar,Boyang Sun,Raymond L. Bernor. 

13

Genomic Analyses from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Reveal Genetic Associations,Patterns of Viral Infections,and Chinese 

Population History. Cell (SCI),175 (2): 347-359. DOI: 10.1016/j.cell.2018.08.016 

Liu S,Huang S,Chen F,Zhao L,Yuan Y,Francis SS,Fang L,Li Z,Lin L,Liu R,Zhang Y,Xu H,Li S,Zhou Y,Davies RW,Liu Q,Walters 

RG,Lin K,Ju J,Korneliussen T,Yang MA,Fu Q,Wang J,Zhou L,Krogh A,Zhang H,Wang W,Chen Z,Cai Z,Yin Y,Yang H,Mao M,Shendure J,Wang 

J,Albrechtsen A,Jin X,Nielsen R,Xu X. 

14
The divergence and dispersal of early perissodactyls as evidenced by early Eocene equids from Asia. Communications Biology 

(SCI),1: 1-10. 

Bai B,Wang Y-Q,Meng J. 

15
A “source and sink” model for East Asia? Preliminaryapproach through the dental evidence. Comptes Rendus Palevol 

(SCI),17,33-43. DOI:10.1016/j.crpv.2015.09.011 

María Martinón-Torresa,Song Xing,Wu Liu,José María Bermúdez de Castroa. 

16
A new crocodyloid (Eusuchia: Crocodylia)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of China. Cretaceous Research (SCI),(94): 25-39. 

Chun Li,Xiao-Chun Wu,Scott James Rufolo. 

 附录3：发表论文目录

2018年报 105 



17

First report of gastroliths in the Early Cretaceous basal bird Jeholornis. . Cretaceous Research (SCI),84,200-208. https://

doi.org/10.1016/j.cretres.2017.10.031

O’Connor JK,Wang X-L,Sullivan C,Wang Y,Zheng X-T,Hu H,Zhang X-M,Zhou Z-H. 

18

Fossil eggs associated with a neoceratopsian (Mosaiceratops azumai)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Xiaguan Formation,Henan 

Province,China. Cretaceous Research (SCI),91,457-467. 

Frankie D. Jackson,Wenjie Zheng,Takuya Imai,Robert A. Jackson,Xingsheng Jin. 

19

The lizard genera Bainguis and Parmeosaurus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of China and Mongolia. Cretaceous Research 

(SCI),85,95-108. https://doi.org/10.1016/j.cretres.2018.01.002

Dong Liping; Xu Xing; Wang Yuan; Evans Susan E. 

20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a 22,000-year-old giant panda from southern China reveals a new panda lineage. Current Biology 

(SCI),28,R693-R694. DOI: 10.1016/j.cub.2018.05.008 

Ko,A.M.S.,Zhang,Y.Q.,Yang,M.A.,Hu,Y.B.,Cao,P.,Feng,X.T.,Zhang,L.Z.,Wei,F.W.,Fu,Q.M. 

21

Two Early Cretaceous Fossils Document Transitional Stages in Alvarezsaurian Dinosaur Evolution. Current Biology 

(SCI),28,1–8.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8.07.057 

Xing Xu,Jonah Choiniere,Qingwei Tan,Roger B.J. Benson,James Clark,Corwin Sullivan,Qi Zhao,Fenglu Han,Qingyu Ma,Yiming 

He,Shuo Wang,Hai Xing,Lin Tan. 

22

A new species of stick insect (Phasmatodea: Diapheromeridae: Diapheromera) from Holocene sandy areas in Western Texas and 

New Mexico (USA). Entomological News (SCI),128 (1) (online).

Stidham,J.A.,T.A. Stidham.

23

Taxonomic revision of bears from the locality Šandalja i (Croatia) and its biostratigraphic consequences. Fossil Imprint (国

外其他 ),73,(online) : 533-544. 

Jan Wagner*,Qigao Jiangzuo,Jadranka Mauch Lenardić,Jinyi Liu. 

24

Stenoplacosaurur mongoliensis,a new generic name for “Placosaurus” mongoliensis (Anguidae,Glyptosaurinae) from the Shara 

Murun Formation,Nei Mongol (Inner Mongolia),China. Fossil Record (SCI),6,691-694. 

Robert Sullivan,Dong Liping. 

25

A taxonomic revision of Noripterus complicidens and Asian members of the Dsungaripteridae. Geological Society,London,Special 

Publications ( 国外其他 ),455,149-157 . https://doi.org/10.1144/SP455.8 

D. W. E. Hone,S. Jiang,X. Xu. 

26

Diversity of Amphicyonidae (Carnivora,Mammalia) in the Middle Miocene Halamagai formation in Ulungur River 

area,Xinjiang,Northwestern China. Historical Biology (SCI),10.1080/08912963.2018.1477142 

江左其杲，李春晓，张晓晓，王世骐，叶捷，李雨。

27

Redescription of the cervical vertebrae of the Mamenchisaurid Sauropod Xinjiangtitan shanshanesis Wu et al. 2013. 

Historical Biology (SCI). DOI: 10.1080/08912963.2018.1539970,1-20 

Zhang,X.-Q.,Li,D.-Q.,Xie,Y.,and You,H.-L. 

28

The largest flying reptile from the Crato Formation,Lower Cretaceous,Brazil. Historical Biology (SCI). DOI: 

10.1080/08912963.2018.1491567 

Xin Cheng,Renan A. M. Bantim,Juliana M. Sayão,Alexander W. A. Kellner,Xiaolin Wang,Antônio Á. F. Saraiva. 

29

The second mamenchisaurid dinosaur from the Middle Jurassic of Eastern China. Historical Biology (SCI),D

OI:10.1080/08912963.2018.1515935 

Ren,X.-X.,Huang,J.-D.,and You,H.-L. 

30

Rhinoceros (Stephanorhinus hemitoechus) exploitation in Level F at the Caune de l’Arago (Tautavel,Pyrénéés‐

Orientales,France) during MIS 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SSCI),(2018). doi.org/10.1002/oa.2682 

Xi Chen,Anne-Marie Moigne. 

31

Formation processes at the early Late Pleistocene archaic human site of Lingjing,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SCI),96,73-84. doi.org/10/.1016/j.jas.2018.05.004 

Hao Li,Zhan-yang Li,Matt G. Lotter Kathleen Kuman. 

32

Innovation in bone technology and artefact types in the late Upper Palaeolithic of China: Insights from Shuidonggou 

Locality 12.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SCI/SSCI),93 (1): 82-93. DOI: 10.1016/j.jas.2018.03.003 

Shuangquan Zhang,Luc Doyon,Yue Zhang,Xing Gao,Fuyou Chen,Ying Guan,Francesco d’Errico. 

33

Oligocene Koelreuteria (Sapindaceae) from the Lunpola Basin in central Tibet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early diversi cation 

of.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SCI). DOI: 10.1016/j.jseaes.2018.01.014 

Hui Jiang,Tao Su,William Oki Wong,Feixiang Wu,Jian Huang,Gongle Shi. 

 

2018年报106 



34
Tertiary water striders (Hemiptera,Gerromorpha,Gerridae) from the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and their palaeobiogeographic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SCI). https://doi.org/10.1016/j.jseaes.2017.12.014 

Chenyang Caia,Diying Huang,Feixiang Wu,Min Zhao,Ning Wang. 

35

Inner tooth morphology of Homo erectus from Zhoukoudian. New evidence from an old collection housed at Uppsala 

University,Swede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SCI),116. DOI:10.1016/j.jhevol.2017.11.002 

Clement Zanolli,Lei Pan,Jean Dumoncel,Ottmar Kullmer,Martin Kundr,Wu Liu,Roberto Macchiarelli,Lucia Mancini i,Friedemann 

Schrenk,Claudio Tuniz. 

36
Linking spatial grids of the old and new excavations at Zhoukoudian Locality 1,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SCI),121,166-169. 

Feng Li,Fuyou Chen,Shuangquan Zhang,Xing Gao. 

37
Re-dating Zhoukoudian Upper Cave,northern China and its regional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SCI),121,170-177.

Feng Li,Christopher J. Bae,Christopher B. Ramsey,Fuyou Chen,Xing Gao. 

38
The easternmost Middle Paleolithic (Mousterian) from Jinsitai Cave,North 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SCI),114,76-84. 　 

Feng Li,Steven L. Kuhn,Fuyou Chen,Yinghua Wang,John Southon,Fei Peng,Mingchao Shan,Chunxue Wang,Junyi Ge,Xiaomin Wang,Tala 

Yun,Xing Gao. 

39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ewing technologies in Eurasia and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SCI),125(1): 71-

86. DOI: 10.1016/j.jhevol.2018.10.004 

Francesco d’Errico,Luc Doyon,Shuangquan Zhang,Malvina Baumann,Martina Laznickova-Galetova,Xing Gao,Fuyou Chen,Yue Zhang. 

40
New fossil suid specimens from the terminal Miocene hominoid locality of Shuitangba,Zhaotong,Yunnan Province,China. Journal 

of Mammalian Evolution (SCI). DOI: 10.1007/s10914-018-9431-3 

Sukuan Hou,Denise F. Su,Jay Kelley,Tao Deng,Nina G. Jablonski,Lawrence J. Flynn,Xueping Ji,Jiayong Cao,Xin Yang. 

41
Ornamental feathers in Cretaceous Burmese amber: resolving the enigma of rachis-dominated feather structure.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 (SCI). https://doi.org/10.1186/s42501-018-0014-2 

Xing L-D,Cockx O,McKellar RC,O’Connor JK. 

42
New Olonbulukia material and its related assemblage reveal an early radiation of stem Caprini along the north of the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SCI). DOI: 10.1017/jpa.2018.65 

Shi-Qi Wang,Qing Yang,Ya Zhao,Chun-Xiao Li,Qin- Qin Shi,Li-Yi Zong,Jie Ye. 

43
Early Marine Isotope Stage 3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coastal North China.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SCI),33(8) : 934-944 . 

Feng Li,Jian Wang,Xinying Zhou,Xiaomin Wang,Hao Long,Yupeng Chen,John Olsen,Fuyou Chen. 

44

Dispersion of ancient human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 Geography,archaeology and ec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oxicology Sciences (SCI),7(2): 27-36. DOI: http:/dx.doi.org/10.14303/

jrest.2018.0170-7 

Ying Guan,Zhenyu Zhou. 

45
A new enantiornithine (Aves: Ornithothoraces) with completely fused premaxillae from the Early Cretaceous of China. Journal 

of Systematic Palaeontology (SCI). DOI: 10.1080/14772019.2018.1527403 

Wang Min,Zhou Zhonghe. 

46
A new species of Cyamodus (Placodontia,Sauropterygia) from the early Late Triassic of 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Systematic Palaeontology (SCI),17(2). DOI: 10.1080/14772019.2018.1535455 

Wang Wei,Li Chun,M. Torsten Scheyer,Zhao Lijun. 

47

Postcranial anatomy of Yinlongdownsi (Dinosauria: Ceratopsia) from the Upper Jurassic Shishugou Formation of China and the 

phylogeny of basal ornithischians. Journal of Systematic Palaeontology (SCI),16(14): 1159–1187. https://doi.org/10.1080/14

772019.2017.1369185 

Fenglu Han,Catherine A. Forster,Xing Xu,James M. Clark. 

48
First fossil record of Cedrelospermum (Ulmaceae) from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mplications for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and biogeography.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SCI). DOI: 10.1111/jse.12435 

Jia L B,Su T,Huang Y J,Wu F X,Deng T,Zhou Z K. 

49
Osteology of the large dissorophid temnospondyl Anakamacops petrolicus from the Guadalupian Dashankou Fauna of China. 

Journal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SCI),Liu Jun. 

50
Two new Pliocene hamsters (Cricetidae,Rodentia) from southwestern Tibet (China),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odent dispersal 

‘into Tibet’. Journal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SCI). DOI: 10.1080/02724634.2017.1403443 

Qiang Li,Thomas A. Stidham,Xijun Ni,Lüzhou Li. 

 附录3：发表论文目录

2018年报 107 



51
Dinosaur-associated Poaceae epidermis and phytoliths from the Early Cretaceous of China.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SCI),5(5): 

721-727. DOI: 10.1093/nsr/nwx145 

Yan Wu,Hailu You,Xiaoqiang Li. 

52
Ethics in pace with scientific progres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SCI),5(3): 299. DOI: 10.1093/nsr/nwy036 

Zhonghe Zhou,Mu-ming,Poo. 

53
A Triassic stems turtle with an edentulous beak. . Nature (SCI),(560): 476-479. DOI: doi.org/10.1038/s41586-018-0419-1 

Chun Li,Nicholas C. Fraser,Olivier Rieppel,Xiaochun Wu. 

54
Euryhaline ecology of early tetrapods revealed by stable isotopes. Nature (SCI),558(7708) : 68-72 . 

Jean Goedert,Christophe Lécuyer,Romain Amiot,Florent Arnaud-Godet,Xu Wang,Linlin Cui,Gilles Cuny,Guillaume Douay,François 

Fourel,Gérard Panczer,Laurent Simon,J.-Sébastien Steyer,Min Zhu. 

55
Hominin occupation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since about 2.1 million years ago. Nature (SCI),559,608-612. 

Zhu ZY,Dennell R,Huang WW,Wu Y,Qiu SF,Yang SX,Rao ZG,Hou YM,Xie JB,Han JW,Ouyang T. 

56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Levallois stone-tool technology in Southwest China. Nature (SCI). doi.org/10.1038/s41586-018-0710-1 

Hu Y,Marwick B,Zhang JF,Rui X,Hou YM,Yue JP,Chen WR,Huang WW,Li B. 

57

Reconstructing the genetic history of late Neandertals. Nature (SCI),555(7698): 652-656. DOI: 10.1038/nature26151 

Hajdinjak M,Fu Q,Hübner A,Petr M,Mafessoni F,Grote S,Skoglund P,Narasimham V,Rougier H,Crevecoeur I,Semal P,Soressi M,Talamo 

S,Hublin JJ,Gušić I,Kućan Ž,Rudan P,Golovanova LV,Doronichev VB,Posth C,Krause J,Korlević P,Nagel S,Nickel B,Slatkin 
M,Patterson N,Reich D,Prüfer K,Meyer M,Pääbo S,Kelso J. 

58

A bony-crested Jurassic dinosaur with evidence of iridescent plumage highlights complexity in early paravian evolu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9(217). DOI: 10.1038/s41467-017-02515-y

Dongyu Hu,Julia A. Clarke,Chad M. Eliason,Rui Qiu,Quanguo Li,Matthew D. Shawkey,Cuilin Zhao,Liliana D’Alba,Jinkai 

Jiang,Xing Xu. 

59

A new Middle Jurassic diplodocoid suggests an earlier dispersal and diversification of sauropod earlier dispersal and 

diversification of sauropod dinosaurs.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9(2700). DOI: 10.1038/s41467-018-05128-1 

Xing Xu,Paul Upchurch,Philip D. Mannion,Paul M. Barrett,Omar R. Regalado-Fernandez,Jinyou Mo,Jinfu Ma,Hongan Liu. 

60

Fossilized skin reveals coevolution with feathers and metabolism in feathered dinosaurs and early birds.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9(2072). DOI: 10.1038/s41467-018-04443-x 

Maria E. McNamara,Fucheng Zhang,Stuart L. Kearns,Patrick J. Orr,André Toulouse,Tara Foley,David W.E. Hone,Chris S. 

Rogers,Michael J. Benton,Diane Johnson,Xing Xu,Zhonghe Zhou. 

61

Medullary bone in an Early Cretaceous enantiornithine (Aves) and discussion regarding its identification in fossils. .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9(5169).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7621-z

O’Connor JK,Erickson GM,Novell MA,Bailleul AM,Hu H,Zhou Z-H. 

62

Dinosaur ossification centres in embryonic birds uncover developmental evolution of the skull. . Nature Evolution & Ecology 

( 国外其他 ),2,1966–1973. 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8-0713-1 

Smith-Paredes D,Núñez-León D,Soto-Acuña S,O’Connor J,Botelho JF,Vargas AO. 

63

Pala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biostratinomic analysis of the Jurassic Yanliao Lagerstätte in northeastern China. 

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SCI). DOI: 10.1016/j.palaeo.2018.09.030 

Zixiao Yang,Shengyu Wang,Qingyi Tian,Bo Wang,Manja Hethke,Maria E. McNamara,Michael J. Benton,Xing Xu,Baoyu Jiang. 

64

The trophic habits of early birds. 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SCI),513,178-195. https://doi.

org/10.1016/j.palaeo.2018.03.006

Jingmai O’Connor. 

65

Timing of the late Jehol Biota: New geochronometric constraints from the Jixi Basin,NE China. 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

logy,Palaeoecology (SCI),492,41-49. 10.1016/j.palaeo.2017.11.063. 492: 41-49 

Dongxu Chen,Fengqi Zhang,Yuntao Tian,Zhonghe Zhou,Yildirim Dilek,Hanlin Chen,Kefeng Zhang,Xueqin Zhao. 

66

Vegetation change and evolutionary response of large mammal fauna during the Mid-Pleistocene Transition in temperate 

northern East Asia. 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SCI),doi.org/10.1016/j.palaeo.2018.06.007 

Zhou Xinying,Yang Jilong,Wang Shiqi,Xiao Guoqiao,Zhao Keliang,Zheng Yan,Shen Hui,Li Xiaoqiang. 

67

Gazella (Mammalia: Bovidae) from the late Miocene Qingyang area,Gansu,China. Palaeontologia Electronica (SCI),21(2). 

10.26879/838

Yikun Li,Qinqin Shi,Shaokun Chen,Tao Deng. 

68

Additional cricetid and dipodid rodent material from the Erden Obosection,Erlian Basin (Nei Mongol,China) and its 

biochronological implications. Palaeoworld (SCI).  DOI: 10.1016/j.palwor.2018.09.003

Li Qian. 

 

2018年报108 



69

Lower Cretaceous theropod tracks with the new ichnogenus and combination Lockleypus luanpingensis from the Dabeigou 

Formation of the Luanping Basin,Hebei Province,China. Palaeoworld (SCI),4,482-489. https://doi.org/10.1016/

j.palwor.2018.09.004

Lida Xing,Hendrik Klein,Zuohuan Qin,W. Scott Persons IV,Xing Xu. 

70

Taxonomical revision of “Arctonyx” fossil remains from the Liucheng Gigantopithecus Cave (South China) by means of 

morphotype and morphometrics,and a review of Late Pliocene and Early Pleistocene Meles fossil records in China. Palaeoworld 

(SCI),27(2): 282-300. DOI: 10.1016/j.palwor.2017.12.001 

江左其杲，刘金毅，Jan Wagner, 陈津。

71

Taphonomy,geological age and paleobiogeography of Lotosaurus adentus (Archosauria: [Poposauroidea) from the Middle–Upper 

Triassic Badong Formation,Hunan,China. PALAIOS (SCI),33,106-124. DOI: 10.2110/palo.2017.084 

Cedric J. Hagen,Eric M. Roberts,Corwin Sullivan,Jun Liu,Yan-yin Wang,Prince Owusu Agyemang,Xing Xu. 

72

Mass-transfer based modeling to investigate iodinestaining effects fo renhanced contrast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Paleoworld (SCI). https://doi.org/10.1016/j.palwor.2018.10.004 

ZhiHengLia,FeiYanc,RichardA.Ketchamd,MatthewW.Colbertd,JuliaA.Clarked. 

73

A new actinopterygian from the late devonian gogo formation,western australia. Papers in Palaeontology (SCI). DOI: 10.1002/

spp2.1243

Brian Choo,Jing Lu,Sam Giles,Kate Trinajstic,John A. Long. 

74

The middle Miocene duck Chenoanas (Aves,Anatidae): new species,phylogeny and geographic range. Papers in Palaeontology (SCI). 

DOI: 10.1002/spp2.1107 

Nikita V. Zelenkov,Thomas A. Stidham,Nicolay V. Martynovich,Natalia V. Volkova,Qiang Li,Zhuding Qiu. 

75

The tetrapod fauna of the upper Permian Naobaogou Formation of China: a new species of Elginia (Pareiasauria). Papers in 

Palaeontology (SCI),4. DOI: 10.1002/spp2.1105 

Liu Jun,Gabriel S. Bever

76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reservation Methods for Nitrogen Isotopes of Soil Extractable NO3−. PEDOSPHERE (SCI),28(6): 943-
951. 

Liu Junchi,Liu Weiguo,Hu Jing. 

77

Cranial anatomy of Bellusaurus sui (Dinosauria: Eusauropoda) from the Middle-Late Jurassic Shishugou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and a review of sauropod cranial ontogeny. Peer J (SCI),6(e4881). DOI: 10.7717/peerj.4881 

Andrew J. Moore,Jinyou Mo,James M. Clark,Xing Xu. 

78

Distributional dynamics of a vulnerable species in response to past and future climate change: A window for conservation 

prospects.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Peer J (SCI),6(e4287). DOI: 10.7717/peerj.4287 

Yunjun Bai,Xueping Wei,Xiaoqiang Li. 

79

Fuyuanichthys wangi gen. et sp. nov. from the Middle Triassic (Ladinian) of China highlights the early diversification of 

ginglymodian fishes. PeerJ (SCI),6(e6054): 106-120.

Guang-Hui Xu,Xin-Ying Ma,Yi Ren. 

80
Morphology and sructure of Homo erectus humeri from Zhoukoudian,Locality 1. PeerJ (SCI),6(e4279). DOI: 10.7717/peerj.4279 

Song Xing,Kristian J. Carlson,Pianpian Wei,Jianing He,Wu Liu. 

81

Redescriptionof Phymolepis cuifengshanensis (Antiarcha: Yunnanolepididae) using 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new 

insights into anatomical details of the endocranium in antiarchs. PeerJ (SCI),6(e4808): 1-35. DOI: 10.7717/peerj.4808 

王雅婧 ,朱敏。

82

The most complete enantiornithine from North America and a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Avisauridae. PeerJ (SCI),6(e5910). 

https://doi.org/10.7717/peerj.5910 

Atterholt J A,Hutchison JH,O’Connor J. 

83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a mobile bony tongue in flighted dinosaurs and pterosaurs. PLoS ONE (SCI),13(6): e0198078. 

Zhiheng Li,Zhonghe Zhou,Julia A. Clarke. 

84

Cranio-morphometric and aDNA corroboration of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model in ancient Island Southeast Asia: Support 

from Gua Harimau,Indonesia. PLoS ONE (SCI),13(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8689 

Hirofumi Matsumura,Ken-ichi Shinoda,Truman Shimanjuntak,Adhi Agus Oktaviana,Sofwan Noerwidi,Harry Octavianus Sofian,Dyah 

Prastiningtyas,Lan Cuong Nguyen,Tsuneo Kakuda,Hideaki Kanzawa-Kiriyama,Noboru Adachi,Hsiao-chun Hung,Xuechun Fan,Xiujie 

Wu,Anna Willis,Marc F. Oxenham. 

85

Discovery of circa 115,000-year-old bone retouchers at Lingjing,Henan,China. PLoS ONE (SCI). doi.org/10.1371/journal.

pone.0194318 

Luc Doyon,Zhanyang Li,Hao Li,Francesco d’Errico. 

 附录3：发表论文目录

2018年报 109 



86
Evolution of prehistoric dryland agriculture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transition zone in northern China. PLoS ONE (SCI),13 

(8). (online)

Bao,Y.,Zhou,X.,Liu,H.,Hu,S.,Zhao,K.,Atahan,P.,Dodson,J.,Li,X. 

87
New polybranchiaspiform fishes (Agnatha: Galeaspida) from the Middle Palaeozoic of China and their ecomorphological 

implications. PLoS ONE (SCI),13 (9): e020221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2217 

Zhikun Gai,Liwu Lu,Wenjin Zhao,Min Zhu. 

88
A new clade of basal Early Cretaceous pygostylian birds and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of the avian shoulder girdle. PNAS 

(SCI),115(42): 10708-10713. DOI: 10.1073/pnas.1812176115 

Wang,Min,T. A. Stidham,Zhou Zhonghe. 

89
Archaeorhynchus preserving significant soft tissue including probable fossilized lungs. PNAS (SCI). DOI: 10.1073/

pnas.1805803115 

Xiaoli Wang,Jingmai K. O’Connor,John N. Maina,Yanhong Pan,Min Wang,Yan Wang,Xiaoting Zheng,Zhonghe Zhou. 

90
Identity and novelty in the avian syrinx. PNAS (SCI),115(41) : 10209-10217 . 　 

Evan P. Kingsleya,1,Chad M. Eliasonb,1,Tobias Riedec,Zhiheng Lid,Tom W. Hiscocke,Michael Farnsworthf,Scott L. 

Thomsonf,Franz Gollerg,Clifford J. Tabina,and Julia A. Clarkeh,2. 

91

Proteomic evidence of dietary sources in ancient dental calculu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SCI),285(1883). DOI: 10.1098/rspb.2018.0977 

Jessica Hendy,Christina Warinner,Abigail Bouwman,Matthew J. Collins,Sarah Fiddyment,Roman Fischer,Richard Hagan,Courtney A. 

Hofman,Malin Holst,Eros Chaves,Lauren Klaus,Greger Larson,Meaghan Mackie,Krista Mcgrath,Amy Z. Mundorff,Anita Radini,Huiyun 

Rao,Christian Trachsel,Irina M. Velsko,Camilla F. Speller,. 

92
Reinterpretation of a previously described Jehol bird clarifies early trophic evolution in the Ornithuromorph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SCI),285,20172494. DOI: 10.1098/rspb.2017.2494 

Zheng X-T,O’Connor JK,Wang X-L,Wang Y,Zhou Z-H. 2018. 

93
New postcranial bones of Elasmotherium peii from Shanshenmiaozui in Nihewan Basin,Northern China (Sierra de 

Atapuerca,Spain). Quaternaire (SCI),29(3) : 195-204 . 　 

Tong H W,Chen X,Zhang B. 

94
Handaxes and the Pick-Chopper Industry of Pleistocene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480,132-140. http://dx.doi.

org/10.1016/j.quaint.2017.03.051 

Xing Gao,Ying Guan. 

95
Late Pleistocene lithic technology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A case study from Taoshan sit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 doi.org/10.1016/j.quaint.2018.11.030 

Yue JP,Yang SX,Hou YM,Potter BA,Li YQ,Chang Y. 

96
New discoveries of the Huangniliang sit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North China during early MIS 3. Quaternary nternational 

(SCI). https://doi.org/10.1016/j.quaint.2018.10.004. 

Mingjie Yi,Fuyou Chen,Feng Li,Yu Li,Gang Li. 

97
New material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Elaphurus (Artiodactyla,Mammalia) from North China and discussion on taxonomy of 

Elaphuru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 DOI: 10.1016/j.quaint.2018.05.015 

Dong Wei,Wei Qi,Bai Weipeng,Zhang Limin,Liu Wenhui,Chen Z,Bai Y,Wu Y. 

98

Taxonomical revision of fossil Canis in Middle Pleistocene sites of Zhoukoudian,Beijing,China and a review of 

fossil records of Canis mosbachensis variabilis in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482,93-108. DOI: 10.1016/

j.quaint.2018.04.003 

江左其杲，刘金毅，Jan Wagner, 董为，陈津。

99
The absence of Acheulean: Qiliting Mode 1 site and the Mode 1 occupations in southeast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480,152-165. doi.org/10.1016/j.quaint.2016.09.041 

Ying Guan,Xinmin Xu,Kathleen Kuman,Huizhen Wu,Zhenyu Zhou,Xing Gao. 

100
The contribution of use -wear for stone tool identification at the Upper Paleolithic site Shuidonggou Locality 2,North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 https://doi.org/10.1016/j.quaint.2018.10.006 

Peiqi Zhang,Xiaoling Zhang,Nicolas Zwyns,Fei Peng,Jialong Guo,Huiming Wang,Xing Gao. 

101
Tooth remains of Late Pleistocene moschid and cervid (Artiodactyla,Mammalia) from Yangjiawan and Fuyan Caves of southern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490,21-32. doi.org/10.1016/j.quaint.2018.05.036 

Bei Zhang,Xi Chen,Hao-WenTong. 

102
Hominin distribution in glacial-interglaci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range,central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SCI),198,37-55 . 

Sun Xuefeng,Lu Huayu,Wang Shejiang,Xu Xinghua,Zeng Qingxuan,Lu Xuehe,Lu Chengqiu,Zhang Wenchao,Zhang Xiaojian,Dennell Robin. 

 

2018年报110 



103
Presence of the Middle Pleistocene cave bears in China confirmed -Evidence from Zhoukoudian are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SCI),199,(online). 

Qigao Jiangzuo,Jan Wagner,Jin Chen,Cuiping Dong,Jianhua Wei,Juan Ning,Jinyi Liu*. 

104
Shanxihippus dermatorhinus comb. Nov. with comparisons to Old World hipparions with specialized nasal apparati. Rivista 

Italiana di Paleontologia e Stratigrafa (SCI),124,361-386 . 

Bernor R. L.,Wang S.-Q.,Liu Y.,Chen Y.,Sun B.-Y. 

105
Sivalhippus ptychodus and Sivalhippus platyodus (Perissodactyla,Mammalia) from the late Miocene of China. Rivista Italiana 

di Paleontologia e Stratigrafia (SCI),124,(1). DOI: 10.13130/2039-4942/9523 

Boyang Sun,Xiaoxiao Zhang,Yan Liu,Raymond L. Bernor. 

106

A New Species of the Gloydius strauchi Complex (Crotalinae: Viperidae: Serpentes) from Qinghai,Sichuan,and Gansu,China. 

Russian Journal of Herpetology (SCI),25(2): 126-138. 2502-0126 

Jingsong Shi,Diancheng Yang,Wuyuan Zhang,Lifang Peng,Nikolai L. Orlov,Fan Jiang Li Ding,Mian Hou,Xinlei Huang,Song 

Huang,Pipeng Li. 

107

The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high-altitude Tibetan Plateau 40 thousand to 30 thousand years ago. Science (SCI),6418 

(362): 1049-1051. DOI: 10.1126/science.aat8824 

X. L. Zhang,B. B. Ha， S. J. Wang,Z. J. Chen,J. Y. Ge,H. Long,W. He,W. Da,X. M. Nian,M. J. Yi,X. Y. Zhou,P. Q. Zhang,Y. S. 

Jin,O. Bar-Yosef,J. W. Olsen,X. Gao Gao1,2,4. 

108

The earliest modern humans outside Africa. Science (SCI),359 (6374): 456-459. DOI: 10.1126/science.aap8369 

Israel Hershkovitz,Gerhard W. Weber,Rolf Quam,Mathieu Duval,Rainer Grün,Leslie Kinsley,Avner Ayalon,Miryam Bar-

Matthews,Helene Valladas,Norbert Mercier,Juan Luis Arsuaga,María Martinón-Torres,José María Bermúdez de Castro,Cinzia 

Fornai,Laura Martín-Francés,Rachel Sarig,Hila May,Viktoria A. Krenn,Viviane Slon,Laura Rodríguez,Rebeca García,Carlos 

Lorenzo,Jose Miguel Carretero,Amos Frumkin,Ruth Shahack-Gross,Daniella E. Bar-Yosef Mayer,Yaming Cui,Xinzhi Wu,Natan 

Peled,Iris Groman-Yaroslavski,Lior Weissbrod,Reuven Yeshurun,Alexander Tsatskin,Yossi Zaidner,Mina Weinstein-Evron. 

109
A flattened enantiornithine in mid-Cretaceous Burmese amber: Morphology and preservation. Science Bulletin (SCI),63(4): 

235-243. https://doi.org/10.1016/j.scib.2018.01.019 

Xing L-D,O’Connor JK,McKellar RC,Chiappe LM,Bai M,Tseng K-W,Zhang J,Yang H-D,Fang J,Li G. 

110
A large-sized basal ankylopollexian from East Asia,shedding light on early biogeographic history of Iguanodontia. Science 

Bulletin (SCI). https://doi.org/10.1016/j.scib.2018.03.016

Xing Xu,Qingwei Tan,Yilong Gao,Zhiqiang Bao,Zhigang Yin,Bin Guo,Junyou Wang,Lin Tan,Yuguang Zhang,Hai Xing. 

111
Mosaic evolution in birds: Brain vs. feeding apparatus. Science Bulletin (SCI). https://doi.org/10.1016/j.scib.2018.05.007 

Xing Xu. 

112
The first ground tooth artifact in Upper Palaeolithic China.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SCI),61. DOI: 10.1007/s11430-

018-9293-8

Yue Zhang,Shuangquan Zhang,Xing Gao,Fuyou Chen. 

113
Paleogene integrative stratigraphy and timescale of China.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SCI). 

DOI: 10.1007/s11430-018-9305-y 

Yuanqing WANG,Qian LI,Bin BAI,Xun JIN,Fangyuan MAO,Jin MENG. 

114
Neogene integrative stratigraphy and timescale of China.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SCI),61. https://doi.org/10.1007/

s11430-017-9155-4 

Deng,T.,Hou,S.-K.,Wang S.-Q. 

115
How snakes came to slither. Scientific America (SCI),318(1): 70-75. DOI: 10.1038/scientificamerican0118-70 

Hongyu Yi.

116
A fully feathered enantiornithine foot and wing fragment preserved in mid-Cretaceous Burmese amber. Scientific Reports (SCI). 

DOI:10.1038/s41598-018-37427-4 

Xing LD,McKellar RC,O’Connor JK,Bai M,Tseng K-W,Chiappe LM. 

117
A grazing Gomphotherium in Middle Miocene Central Asia,10 million years prior to the origin of the Elephantidae. Scientific 

Reports (SCI),8. DOI: 10.1038/s41598-018-25909-4 

Yan Wu,Tao Deng,Yaowu Hu,Jiao Ma,Xinying Zhou,Limi Mao,Hanwen Zhang,Jie Ye,Shi-Qi Wang. 

118
A new caenagnathid dinosaur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Wangshi Group of Shandong,China,with comments on size variation among 

oviraptorosaurs. Scientific Reports (SCI),8(5030). DOI:10.1038/s41598-018-23252-2 

YilunYu,Kebai Wang,Shuqing Chen,Corwin Sullivan,Shuo Wang,Peiye Wang, Xing Xu. 

119
A new sauropodiform dinosaur with a ‘sauropodan’ skull from the Lower Jurassic Lufeng Formation of Yunnan Province,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SCI),8(13464). DOI: 10.1038/s41598-018-31874-9

Qian-Nan Zhang,Hai-Lu You,Tao Wang,Sankar Chatterjee. 

 附录3：发表论文目录

2018年报 111 



120
Avian tail ontogeny,pygostyle formation,and interpretation of juvenile Mesozoic specimens. Scientific Reports (SCI),8(9014).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18-27336-x 

Rashid DJ,Surya K,Chiappe LM,Carroll N,Garrett KL,Varghese B,Bailleul AM,O’Connor JK,Chapman SC,Horner JR. 

121
Exceptional dinosaur fossils reveal early origin of avian-style digestion.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SCI),8(14217). DOI:10.1038/s41598-018-32202-x 

Xiaoting Zheng,Xiaoli Wang,Corwin Sullivan,Xiaomei Zhang,Fucheng Zhang,Yan Wang,Feng Li,Xing Xu. 

122
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ic analysis of tooth replacement pattern of the basal neoceratopsian Liaoceratops 

yanzigouensis informs ceratopsian dental evolution. Scientific Reports (SCI),8(5870). DOI:10.1038/s41598-018-24283-5 

Yiming He,Peter J Makovicky,Xing Xu,HailuYou. 

123
Magnetostratigraphic dating ofthe hominin occupation of Bailong Cave,central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SCI),8(e9699). 

DOI:10.1038/s41598-018-28065-x 

Yanfen Kong,Chenglong Deng,Wu Liu,Xiujie Wu,Shuwen Pei,Lu Sun,Junyi Ge,Liang Yi,Rixiang Zhu. 

124
The fossil teeth of the Peking Man. Scientific Reports (SCI),8(2066). DOI: 10.1038/s41598-018-20432-y 

Song Xing,María Martinón-Torres,José María Bermúdez de Castro. 

125
The most basal ankylosaurine dinosaur from the Albian–Cenomanian of China,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tail 

club. Scientific Reports (SCI),8(3711): 457-467. DOI: 10.1016/j.cretres.2018.06.020 

Wenjie Zheng,Xingsheng Jin,Yoichi Azuma,Qiongying Wang,Kazunori Miyata,Xing Xu. 

126
Vocal specialization through tracheal elongation in an extinct Miocene pheasant from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SCI),8(8099). 

DOI: 10.1038/s41598-018-26178-x 

Zhiheng Li,Julia A. Clarke,Chad M. Eliason,Thomas A. Stidham,Tao Deng,Zhonghe Zhou. 

127
Winged forelimbs of the small theropod dinosaur Caudipteryx could have generated small aerodynamic forces during rapid 

terrestrial locomotion. Scientific Reports (SCI),DOI:10.1038/s41598-018-35966-4 

Talori YS,Liu Y-F,Zhao J-S,Sullivan C,O’Connor JK,Li Z-H. 

128
A sauropod-dominated tracksite from Rubha nam Brathairean (Brothers’ Point),Isle of Skye,Scotland. Scottish Journal of 

Geology (SCI). DOI: 10.1144/sjg2017-016 

P. E. dePolo,S. L. Brusatte; T. J. Challands; D. Foffa; D. A. Ross; M. Wilkinson; H. Yi. 

129
Morphological Datasets Fit a Common Mechanism Much More Poorly than DNA Sequences and Call Into Question the Mkv Model. 

Systematic Biology (SCI),https://doi.org/10.1093/sysbio/syy077 

Pablo A. Goloboff,Michael Pittman,Diego Pol,Xing Xu. 

130
Biomechanical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Musculoskeletal Arrangements in Psittacosaurus and Implications for Cranial Function. 

THE ANATOMICAL RECORD (SCI),300(1): 49-61. DOI: 10.1002/ar.23489 

Taylor,A. C.,Lautenschlager,S.,Zhao,Q.,Rayfield,E. J. 

131
Insights into Modern Human Prehistory Using Ancient Genomes. Trends in Genetics. Trends in Genetics (SCI),34(3): 184-196. 

DOI: 10.1016/j.tig.2017.11.008 

Yang,M.A,Fu Q. 

132
Earliest use of birch bark tar in Northwest China: evidence from organic residues in prehistoric pottery at the Changning 

site.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SCI). DOI: 10.1007/s00334-018-0694-7  Huiyun Rao,Qianqian Wang,Xiaoyan Ren,Zhao

xia Zhang,Wanxia Huang,Qingxi Yuan,Xiaochenyang Jiang,Yimin Yang. 

133
Fruit collection and early evidence for horticulture in the Hexi Corridor,NW China,based on charcoal evidence.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SCI). doi.org/10.1007/s00334-018-0691-x　 

Hui Shen,Xinying Zhou,Alison Betts,Peter Weiming Jia,Keliang Zhao,Xiaoqiang Li. 

134
 A new confuciusornithid (Aves: Pygostylia) from the Early Cretaceous increases the morphological disparity of the 

Confuciusornithidae.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SCI). DOI: 10.1093/zoolinnean/zly045 

 Wang Min,Zhou Zhonghe. 

135
A new haramiyidan mammal from the Jurassic Yanliao Biota and comparisons with other haramiyidans.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SCI). DOI: 10.1093/zoolinnean/zly088 

Mao Fangyuan,Meng Jin. 

136
An adult specimen of Sinocyamodus xinpuensis (Sauropterygia: Placodontia) from Guanling,Guizhou,China.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SCI),184(4): 933-947. DOI: 10.1093/zoolinnean/zly080 

Wang Wei,Li Chun,Wu Xiaochun. 

137
Redescription and phylogenetic reassessment of †Asialepidotus shingyiensis (Holostei: Halecomorphi) from the Middle 

Triassic (Ladinian) of China.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SCI),184(1). DOI: 10.7717/peerj.6054 

Guang-Hui Xu,Xin-Ying Ma. 

 

2018年报112 



138
Possible filter-feeding in the extinct Presbyorni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seriformes (Aves). Zoologicheskii Zhurnal ( 国外

其他 )，97,943-956 . 

Zelenkov,N.V. and T.A. Stidham. 

139
试论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的性质和功能。北方文物（国内核心），(3) ： 34-40。

刘扬，侯亚梅，杨泽蒙，包蕾。

140
西宁盆地嵌齿象化石地点考证及地层对比。地层学杂志（国内核心），42(3)：313-324。 　 

李春晓，王世骐，郝呈禄，陈光庭，孙博阳，郑妍，许泗建。

141
广东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 第四纪研究（国内核心），39 (1)：24-36。DOI: 10.11928/j.issn.1001-7410.2019.01.03 

夏秀敏，张萍，吴妍。

142
沙漠 /黄土过渡带 6kaB.P. 以来气候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第四纪研究（国内核心），38(4)：874-886。DOI:10.11928/

j.issn.1001-7410.2018.04.07

张贵林，周新郢，赵克良，杨庆江，李小强。

143
再辨东亚古人类印加骨的高频出现。第四纪研究（国内核心），38(6)：1431-1437。　

杜抱朴。

144
甘肃庆阳晚中新世大唇犀属 (奇蹄目，犀科 )一新种。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3)：216-228。

孙丹辉 ,李雨 ,邓涛 *。

145
广西崇左更新世长臂猿化石新材料。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3)：248-263。　

张颖奇 *, 金昌柱 ,王元 ,AlejandraORTIZ, 何锴 ,TerryHARRISON。

146
河北泥河湾及隆化新发现原始牛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1)：69-92。　

同号文 *, 陈曦 ,张贝 ,王法岗。

147
河北围场下白垩统围场皇家螈 (Regalerpetonweichangensis)( 两栖类：有尾类 )的再研究。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2)：121-

136。

戎钰芬 *。

148
江西萍乡上栗杨家湾洞晚更新世长鼻类化石：兼论东方剑齿象–亚洲象组合。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4)：306-326。

同号文 *, 邓里 ,陈曦 ,张贝 ,文军。

149
辽宁下白垩统阜新组真兽类哺乳动物新带氏远藤兽 (EndotheriumniinomiiShikama,1947) 再研究。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3)：

180-192。

王元青 *, 楠桥直 ,金迅 ,李传夔 ,濑户口烈司 ,高春玲 ,刘金远。

150
南岭亚洲鳄和存义始猛鳄的分类重估和系统发育关系检验。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2)：137-146。

吴肖春 *, 李淳 ,汪衍胤。

151
内蒙古二连盆地沙拉木伦地区中始新世全脊貘 (Teleolophus)( 奇蹄目：貘超科 )头后骨骼研究。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3)：

193-215。　

白滨 *, 王元青 ,孟津。

152
内蒙古化德土城子地点晚中新世鹿科化石新材料。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2)：157-175。

董为 *, 刘文晖 ,张立民 ,蔡保全。

153
内蒙古化德土城子地点晚中新世麝科化石新材料。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3)：229-247。　

董为 *, 刘文晖 ,张立民 ,白炜鹏 ,蔡保全。

154
前言：纪念周明镇院士诞辰 100 周年。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3)：177-179。　

王元青。

155
山东莱阳晚白垩世棱柱形蛋新属种及其意义。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3)：264-272。

王强 *, 李雨光 ,朱旭峰 ,方开永 ,汪筱林。

 附录3：发表论文目录

2018年报 113 



156
陕西二马营组新发现的四足动物潜穴。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2)：147-156。　

杨嘉声 ,伊剑 ,董黎阳 ,刘俊 *。

157
同步辐射 X射线断层显微成像揭示无颌类盔甲鱼的组织学与内部解剖。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2)：93-105。

盖志琨 *。

158
晚中新世甘肃黑犀 (Dicerosgansuensis) 的食性——基于牙结石淀粉粒证据。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4)：343-353。

陈鹤 ,王世骐 ,陶大卫 ,夏秀敏 ,陈善勤 ,吴妍 *。

159
我国西南地区中三叠世安尼期龙鱼属 (Saurichthys) 一新种。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4)：273-294。

吴飞翔 ,孙元林 *, 房庚雨。

160
云南、贵州中三叠世一种大型的肋鳞鱼 (辐鳍鱼亚纲：肋鳞鱼目 )。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2)：106-120。

徐光辉 *, 马昕莹 ,赵丽君。

161
云南曲靖下泥盆统盔甲鱼类 (无颌类 )的新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1)。 

刘玉海 ,盖志琨 ,朱敏 *。

162
中国陆相二叠、三叠纪地层年代对比新进展。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 (4)：327-342。

刘俊 *。

163
中国西北新生代犀牛古生态的稳定同位素证据。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1)：45-68.

DanaBIASATTI, 王杨 ,邓涛。

164
中三叠世脊椎动物生物地层的高精度时间校准：铀 -铅锆石法测定的中国肯氏兽动物群和永和鳄年代。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

56(1)：16-24。

刘俊 *,JahandarRAMEZANI, 李录 ,尚庆华 ,徐光辉 ,汪衍胤 ,杨嘉声。

165
准噶尔盆地三个泉始新世雷兽 (奇蹄目、雷兽科 )一新种。古脊椎动物学报（国内核心），56(1)：25-44。

李硕 *。

166
一项激活历史主体性的法人类学研究——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合同拟立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国内核心），

36(4)：67-112。

杜抱朴，杜靖。

167
大猩猩和现代人股骨颈截面形态对比分析。解剖学报（国内核心），49(5)：666-670。　

杜抱朴，张立召，赵凌霞。

168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学研究。考古（国内核心）， (10)：79-87。　

刘扬，侯亚梅，杨泽蒙，包蕾。

169
河北阳原县板井子旧石器时代遗址 2015 年发掘简报。考古（国内核心）， (11)。

任进成，李锋，王晓敏，陈福友，高星。

170
哈密翼龙及其 3D 胚胎化石研究。科技导报（国内核心），36(23)。

汪筱林，蒋顺兴，程心。

171
现代人起源之争将逐渐走向协调。科技导报（国内其他），36(15)：1。

吴新智。

172
奇和洞古人类头骨面貌的三维虚拟复原。科学通报（国内核心），63(8)：745-754。　

税午阳 ,吴秀杰。

173
新生代早期鱼类演化的热点区域 :环北部湾陆上盆地古近纪鱼化石研究成果与展望。科学通报（国内核心），63(27)。DOI:10.1360/

N972018-00569

陈耿娇 ,刘娟 ,张弥曼。

 

2018年报114 



174
殷墟青铜时代人群颅骨表型的数量群体遗传学分析。科学通报（国内核心），63(1)：78-88。

贺乐天，刘武。

175
中国古人类演化研究进展及相关热点问题探讨。科学通报（国内核心），63(21)：2148-2155。

吴秀杰。

176
我们如何制造了我们的祖先形象 ?——北京猿人头像的复原过程及其族性解读。青海民族研究（国内核心），2018(1)：49-54。　

杜抱朴。

177
2004 年新疆旧石器考古调查简报。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499-510。　

高星 *，裴树文，彭菲，张铁男，冯兴无，陈福友，张乐，张晓凌，伊迪利斯。

178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284-305。　

同号文 *，吴秀杰，董哲，盛锦朝，金泽田，裴树文，刘武。

179
藏北尼阿木底遗址发现的似阿舍利石器——兼论晚更新世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张。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253-269。　

王社江 *，张晓凌，陈祖军，仪明洁，葛俊逸，达娃，何伟，张建林，栗静舒，洛桑，哈比卜，李林辉，高星。

180
东亚现代人来源的考古学思考：证据与解释。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176-191。　

李锋 *，高星。

181
广西顶蛳山遗址人骨的龋齿病理观察。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3)：393-405。　

张佩琪，李法军，王明辉。

182
广西化石猩猩牙尖釉质的日分泌。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3)：442-451。　

胡荣 *，赵凌霞。

183
汉中盆地龙岗寺遗址第 3地点出土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529-541。　

夏文婷，王社江 *，夏楠，鹿化煜，王先彦，孙雪峰，张红艳，张文超，卓海昕，邢路达，于清瑶。

184
河南栾川发现直立人化石及其演化意义。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192-205。　

赵凌霞，李璇，顾雪军，杜抱朴，史家珍，高星。

185
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出现及其演化意义。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159-175。　

刘武 *，周蜜，邢松。

186
禄丰古猿产地的貘类化石及奇蹄目总汇。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664-666。　

祁国琴。

187
泥河湾盆地马梁遗址第 10 地点 2016 年出土的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3)：419-428。　

刘连强，王法岗，杨石霞 *，岳建平。

188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类型学评介及类型学相关问题探讨。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613-630。　

李锋 *，邢路达，陈福友，高星。

189
青藏高原东北缘江西沟 2号遗址 2012 年出土石制品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553-564。　

侯光良，杨石霞 *，鄂崇毅，王倩倩。

190
山东青岛大珠山遗址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640-652。　

王建，周新郢 *，隆浩，陈福友，李锋，陈宇鹏，葛俊逸，李小强。

191
山东日照黄泥梁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542-552。　

陈福友 *，李罡，李玉，李锋，张双权，仪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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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史前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及对当今现代人的影。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206-218。　

张明，付巧妹 *。

193
蔚县盆地吉家庄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511-528。　

裴树文 *，马东东，贾真秀，李潇丽，王晓敏。

194
现代各主要人群额骨 3D 几何形态的对比。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228-240。　

崔娅铭。

195
许昌人遗址研究的新收获及展望。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2)：219-227。　

李占扬 *，李浩，吴秀杰。

196
牙齿残留物反映的闽西新石器时代人类食谱。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631-639。　

关莹 *，周振宇，范雪春，高星。

197
制作工具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3)：331-351。　

高星。

198
中国古代儿童断奶模式与喂养方式初探——以安徽薄阳城遗址人骨的 C、N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1)：110-

120。　

夏阳，张敬雷，余飞 *，张辉，王婷婷，胡耀武，Benjamin Tfuller。

199
中国古人类颅内模及脑演化研究进展。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3)：371-383。　

吴秀杰 *，张玄。

200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技术多样性研究的新进展。人类学学报（国内核心），37(4)：603-612。　

李浩。

201
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研究进展。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SCI），48(1)：30-41。

高星、彭菲、付巧妹、李锋。

202
中国侏罗纪原始辽翼龙（爬行纲：翼龙目）头骨 CT 三维形态数据集。中国科学数据（国内核心）。DOI: 10.11922/sciencedb.498

易鸿宇，周长付，高克勤。

发表论著目录

序号 书名 作者 类别 出版社

1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 江河

湖源古生态与古环境变化

邓涛，吴飞翔，李强，

王世骐，苏涛等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 第十六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董为主编 论文集 海洋出版社

3 甘肃临夏盆地晚中新世副竹鼠类 王伴月，邱占祥 中国古生物志 科学出版社

4 灭绝与演化 董丽萍，周亚纯 译著 北京联合出版社

5 生物演化与环境
戎嘉余，袁训来，

詹仁斌，邓涛主编
教材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出版社

6 新近系 邓涛 中国地层表 (2014) 说明书 地质出版社

7 新生代哺乳动物的演化 邓涛 生物演化与环境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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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科普文章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期刊名称 期 卷 页码

1 李氏乌鲁木齐兽及中国的兽头类的故事 刘俊 化石 2018 1 14-16

2 走进美丽的台湾岛（上） 李超荣 化石 2018 1 32-37

3 荒野龙吟 邓涛 化石 2018 1 38-43

4 探访世界恐龙之都 马宁 化石 2018 1 44-49

5 从北疆博物院出发，到俄罗斯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去看看 郭林 化石 2018 1 50-53

6 进化论系列讲座（九）从同功 /同源到原型 郭建葳 化石 2018 1 61-62

7 河畔巨兽 -武汉自然博物馆大型哺乳动物展品背后的史前故事 郭建葳 化石 2018 2 40-50

8 进化论系列讲座（十）达尔文 -（一）从懵懂少年走向贝格尔号 郭建葳 化石 2018 2 62-63

9 新奥尔良体验 邓涛 化石 2018 2 76-80

10 华龙洞 -古人类的家园之三发现人类头骨化石 董哲 化石 2018 2 70-75

11 陕西的鸭嘴龙 尤海鲁 化石 2018 3 52-54

12 从奇和洞人颅面复原看我们的祖先长什么样 吴秀杰 化石 2018 3 66-68

13 进化论系列讲座（十一）达尔文 -（二）改变个人与世界的航行 郭建葳 化石 2018 3 57-59

14 二十年前的一声春雷：繁昌人字洞遗址的发现 金昌柱 化石 2018 4 4-15

15 安徽繁昌人字洞及周边更新世遗址中出现的北方动物化石 同号文 化石 2018 4 19-22

16 繁昌人字洞的偶蹄类化石 董为 化石 2018 4 23-25

17 繁昌人字洞与硕鬣狗漫谈 刘金毅 化石 2018 4 26-32

18 繁昌人字洞荟萃 -最小的长毛鼠与最大的中华乳齿象 王元 化石 2018 4 33-35

19 对人字洞遗址文化遗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高星 化石 2018 4 48-53

20 进化论系列讲座（十一）达尔文 -（三）自然选择 郭建葳 化石 2018 4 54-57

21 黑土沟遗址 -东亚早期人类活动的新证据 卫奇 化石 2018 4 62-71

22 神奇动物在三叠纪序言 -展开羊皮卷 王维 恐龙 2017 4 4-11

23 神奇的外骨骼 潘照晖 恐龙 2017 4 12-15

24 庆阳行 孙丹辉 恐龙 2017 4 16-17

25 从猩球崛起谈人类演化 廖俊棋 恐龙 2017 4 18-23

26 由新手到前沿的恐龙二分法指南 廖俊棋 恐龙 2017 4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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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期刊名称 期 卷 页码

27 狗年说狗 孙博阳 恐龙 2018 1 4-13

28 狗、永生、木乃伊 廖俊棋 恐龙 2018 1 14-17

29 龙牙探秘 廖俊棋 恐龙 2018 1 18-22

30 怪脚龙的脚有多怪 廖俊棋 恐龙 2018 2 4-5

31 侏罗纪世界：陨落国度 廖俊棋 恐龙 2018 2 6-13

32 《星战 8》的萌物 Porg 是什么生物，可以这么萌？ 廖俊棋  Dinosaur 恐龙 1月 7日

33 恐龙日特辑——洗不掉污名的恐龙 廖俊棋  Dinosaur 恐龙 4月 17 日

34 恐龙的牙齿会说话？来听听看它泄露了哪些秘密！
廖俊祺 

吴妍
 果壳 1月 11 日

35 喂，不能因为我萌就欺负我啊！我才不是啮齿类呢！ 廖俊棋  果壳 3月 16 日

36 一颗陨石砸在哪儿，才能毁灭全人类？ 廖俊棋  果壳 9月 10 日

37 把 800 万只狗狗做成木乃伊！？古埃及人要干嘛？ 廖俊棋  果壳 3月 5日

38 神奇动物竟然来自山海经？麻瓜的神奇动物生物学 廖俊棋 极客电影 11 月 19 日

39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上线啦！ What ？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4 月 17 日

40 恐龙姓名学：爹娘知道你叫霸王龙么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4 月 20 日

41 恐龙时代颜值大揭秘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5 月 9 日

42 《教科书》第一讲：恐龙出现的那几分钟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5 月 14 日

43 《教科书》第二讲：地质年代术语解读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5 月 14 日

44 准备好迎接《侏罗纪世界 2》了么？先重温下过往剧情吧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6 月 7 日

45 干嘛不到海里挖恐龙 ?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6 月 19 日

46 战地英龙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8 月 1 日

47 《教科书》第三讲 恐龙时代的地球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8 月 8 日

48 《教科书》第四讲 化石—存在的证明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8 月 13 日

49 《教科书》第五讲 化石种类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8 月 15 日

50 异想天开神还原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9 月 3 日

51 恐龙姓名学—中国篇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9 月 29 日

52 《教科书》第六讲 恐龙现身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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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期刊名称 期 卷 页码

53 《教科书》 第七讲 恐龙形象的觉醒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10 月 29 日

54 《教科书》第八讲 踏着轻盈的步伐，满腔热血地征服天空 ! 廖俊棋
恐龙科学苑

DinosaurX
11 月 22 日

55 对法医学的探究，我们也可以不仅仅停留在日剧 廖俊棋 十五言 6月 5日

56 杀掉一半人就能拯救宇宙？我差点信了灭霸的邪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5 月 15 日

57 把几百万只狗狗做成了木乃伊，古埃及人要干嘛？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2 月 23 日

58 恐龙日的冤案：洗不掉污名的窃蛋龙，真的没有窃蛋啊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4 月 18 日

59 “黑豹”究竟是什么豹？瓦坎达文字又是什么？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3 月 13 日

60 从银河护卫队到彼得兔，你们对啮齿类是有什么误解？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3 月 10 日

61 用科学方法在泰国当“捉妖人”是种什么体验？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2 月 18 日

62 恐龙先生，你这口牙泄露了不少秘密啊！
廖俊祺、

吴妍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1 月 11 日

63 一颗陨石要来地球毁天灭地，砸到哪里最具杀伤力？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9 月 8 日

64 帕丁顿熊，到底是只什么熊？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1 月 7 日

65 “无齿”和“不上进”才是它们躲过大灭绝的秘密武器 !?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6 月 8 日

66 从“怪兽”到机甲，个头真的是越大越好吗？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3 月 29 日

67 想在 5.20 花式表白成功？可以先跟动物学学如何爱得至死不渝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5 月 20 日

68 你的年度关键词是什么？用“神的语言”写下来吧！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1 月 4 日

69 怪脚龙的脚到底有多怪 ?
廖俊棋 

余逸伦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5 月 3 日

70 情人节专供：为什么我还没有对象？我如何才能有对象？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2 月 14 日

71 星球大战 8：“Porgs”究竟是什么生物？它为什么这么萌？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1 月 9 日

72 《侏罗纪世界》：一大波恐龙再次来袭，你准备好了吗？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6 月 16 日

73 古墓丽影：日本传奇女王卑弥呼到底是个什么人？ 廖俊棋
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
4 月 3 日

74 今鸟类凭什么逃过生物大灭绝 ? 廖俊棋  知识分子 6月 8日

75 走进哈密戈壁，探秘三维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

张鑫俊 

王俊霞 

马迎霞

《大自然》杂志
2018-5

（203）
14-19

76 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 徐星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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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期刊名称 期 卷 页码

77 为什么家猫自带“主子气质”？ 惠家明
2017 年中国科普

文学精选
2018-1

282-

285

78
The Red-spotted Alpine Pit Viper in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Shi Jing

song
Giant Panda 2018 7 60-65

79 科考 , 在帕米尔深处 邓涛 光明日报 14

80 丁文江：用地图谱写中华民族前行之歌
栗静舒，

周忠和
果壳网

81
基因组学与地球科学迅猛发展，古生物学进入纵深发展新时

代——2017 年古生物学热点回眸

朱敏 ,

陈平富
科技导报 36 5 14-22

82
基因组学与地球科学迅猛发展，古生物学进入纵深发展新时

代——2017 年古生物学热点回眸

朱敏 ,

陈平富
科技导报 36 5 14-22

83 今天的科学共同体有怎样的社会责任 周忠和 科技日报 11289 1

84 青藏高原 -- 从热带乐园到冰河世界
邓涛，

吴飞翔 

科考科普宣传片

（含三维古生物

动画复原）

85 禄丰恐龙动物群的新成员 张茜楠 科普时报 2018 53 4

86 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翼龙 3D 胚胎 陈鹤 科学 70 1 44

87 恐龙分家内幕 徐星 科学人 36-37

88 质谱嗅探——如何用质谱仪改造出一个人工的鼻子？ 惠家明 科学通报 63 22
2199-

2200

89 恐龙先生，你这口牙泄露了不少秘密啊
廖俊棋 

吴妍
恐龙杂志 2018-1

90 中国发现新型古人类化石——许昌人
吴秀杰，

李占扬
前沿科学 12 45 51-54

91 重大演化时间：复原鸟类早期演化过程
王敏，

周忠和
前沿科学 12 3 23-25

92 寻找藏地精灵 史静耸 知识就是力量 2018

93 “走出西藏”: 青藏高原才是冰期动物最初的演化中心 邓涛 中国国家地理 第三极特刊 48-49

94 云上的信仰，野性的天堂——通天河畔的毕业旅行（上） 史静耸
中国国家地理

《博物》
2018 8 42-45

95 邂逅新种“红斑高山蝮”——通天河畔的毕业旅行（下） 史静耸
中国国家地理

《博物》
2018 10 64-67

96 吃货之间的战争靠什么？当然是食物了！  吴妍 中科院之声 2018-1

97 说说狗和灰太狼“混乱”的亲戚关系 同号文 中科院之声 2018-2-17

98 我与周口店遗址 吴新智 周口店记忆
003-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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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著目录

序号 书名 作者 类别 出版社

1 《科学第一课》-我们的好奇心都去哪儿了？ 潘建伟主编 科普 -章节 北京：科学出版社

2 《生命的起源与演化》视频课程 戎嘉余，周忠和 （主编） 科普 -DVD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音像出版社

3 骨头之书：动物骨头的 10 项世界纪录
（美）加布里尔·巴尔干文，（英）山

姆·布鲁斯特图，戴婧晶译，王原审校
科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4 绿野寻踪——蝮蛇的故事 史静耸 王小平 科普 中国林业出版社

5 听化石的故事 王原、葛旭、邢路达、谢丹、马宁 科普 科学普及出版社

6 恐龙大殿堂 许勇、郭肖聪 译著、科普 湖南美术出版社

 附录4：科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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