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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牙釉质同位素分析是重建古食谱、古环境及人类迁移行为的重要手段。以往牙釉质同位素分析在采样方式上

多集中于釉质表层的均匀采样，其代表牙釉质生长过程中的平均信号。近年来，随着高分辨率仪器发展，研究者提

出了两种新的采样方式，为研究人和动物的季节特性提供了详细信息：１）微钻系列采样法，即以牙齿形成时间为约

束，在牙釉质表层等间距采样，以获取牙釉质生长期间的季节性信息。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但该方法样品损耗

大且时间精度低；２）微区采样法，即以牙釉质生长结构的形成时间为时间约束，利用高空间分辨率仪器进行原位分

析。该方法不仅样品损耗量小，而且能反映同位素组成在牙齿内部更细微、复杂的变化，但存在测试精密度和准确

度低等问题。目前，微区采样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古环境及考古研究中已有重要意义和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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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对出土的骨骼和牙齿等生物矿化材料进行同位

素分析，是研究古食谱、古人类迁移行为及古环境

重建的重要手段
［１］
。特别是牙齿最外层高度矿化

的牙釉质，成分在青少年时代形成后不再改变，不易

受外界污染，是同位素分析的理想材料
［２～４］
。

目前，牙釉质的同位素分析多是利用牙钻钻取

１０～２０ｉｍｇ牙釉质粉末进行取样，结果反映的是牙

釉质生长过程中沉积的同位素平均信号
［５～１０］

。但

在发育过程中，牙釉质呈节律性生长，组织结构上表

现为周期性生长线，造成了牙釉质不同部位同位素

信号存在差异
［１１～１４］

。这无疑要求同位素研究必须

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近年来，随着高分辨率仪

器发展，如激光剥蚀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和二次离子质谱（ＳＩＭＳ），使得牙
釉质的高分辨率同位素分析成为可能

［１５～１９］
。认识

牙釉质生长过程与生长结构，结合研究目的确定采

样策略，这对同位素分析和数据解释尤为重要。

１　牙釉质生长过程

　　牙齿从开始发育到形成一个完整的特定形态，

需要经历起始期、蕾状期、帽状期，钟状期和分泌

期
［２０～２２］

。在口腔形成初期，口腔上皮细胞迅速增

生开始形成牙板，其深部覆盖着较厚的间充质细胞

层（图 １ａ）。几周后牙齿发育进入蕾状期，牙板向

深部间充质细胞层延伸，在其末端细胞增生并逐渐

开始发育成釉器（图 １ｂ）。与此同时，在成釉器的

外周，间充质层细胞不断增生，形成牙乳头和牙囊

细胞，它们是牙本质和牙髓腔的雏形。帽状期初

期，成釉器形成，牙乳头和牙囊体积逐渐增大。帽

状期后期，成釉器的外层细胞分化成内釉上皮细

胞，为形成釉质基质作准备（图 １ｃ）。

进入钟状期，成釉器进入成熟期，内折变深，

牙冠的雏形初步形成。后期时，牙釉质和牙本质组

织才真正开始形成（图 １ｄ）。首先，牙乳头细胞分



　１期 王学烨，等：牙釉质生长结构及其高分辨率同位素分析

图 １　牙齿形成阶段示意图（据文献［２１］改编）

Ｆｉｇ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ｏｔｈ（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１］）

化为成牙本质细胞并分泌前期牙本质基质。在 ＥＤＪ
（ＥｎａｍｅｌＤｅｎｔ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牙釉质与牙本质交界）初
始牙本质形成后，又会诱导内釉上皮细胞逐渐分化

为成釉细胞并分泌牙釉质基质，牙釉质开始形成

（图 １ｅ）。
牙釉质的形成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分泌阶段和

成熟阶段（图 ２）。分泌阶段形成的牙釉质矿化度非
常低，只有 １／３是矿物质；成熟阶段则是在分泌阶
段基础上进行去有机质和去水过程，牙釉质二次结

晶，釉质高度矿化，矿物质成分高达 ９６％［２０～２１］
。

图 ２　釉质形成过程示意图
（ａ）釉质分泌阶段：成釉细胞分泌的蛋白质基质填充在托姆斯突上，

大量微晶在基质上沉积，逐渐形成釉柱；（ｂ）釉质成熟阶段：釉质

　　　　　　　基质发生去有机质和去水过程，釉质高度矿化）（据文献［２３］改编）

Ｆｉｇ２　Ｔｗｏｍａｉｎ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ｎａｍｅ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ａｍｅ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ｌｏｂｌａｓｔｓｓｅｃｒｅｔ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ｔｏｔｈｅ

Ｔｏｍｅ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ｎａｍｅ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ａｒｅ

ｓ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ｎａｍｅｌ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ｅｎａｍｅｌｍａｔｒｉｘ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３］）

内釉上皮细胞分化的成釉细胞在釉质生长过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３］
。釉质的形成离不开成

釉细胞的分泌活动，同时也随着成釉细胞的死亡而

停止生长
［２１］
，因而可以用成釉细胞在釉质不同生

长阶段的活动来理解釉质的生长过程。

在牙釉质分泌阶段，成釉细胞的主要活动是分

泌蛋白质基质，并在基质上沉积羟基磷酸盐微晶

（直径约 ３０ｎｍ），逐步形成富含有机质、低矿化度

的釉质
［２１～２３］

（图 ２ａ）。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 ＥＤＪ

层，之后成釉细胞离开 ＥＤＪ层进行下一次分泌活
动，直到 ＯＥＳ层（ＯｕｔｅｒＥｎａｍ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牙釉质最外

层）时停止分泌活动
［２２］
。成熟阶段是牙釉质高度矿

化过程，这一时期成釉细胞主要作用是分解有机质、

去水，并发生多次变形来调节和运输离子进出釉质

流体的速度，以补充矿化需要的离子
［２３～２４］

（图 ２ｂ）。

例如，钙离子在成熟阶段通过成釉细胞进入釉质流

体的速度明显增加，比第一阶段快 ４倍左右［２５］
。因

此，牙釉质成熟阶段是记录同位素信号的主要

时期。

２　牙釉质生长结构

　　牙釉质是从釉质本质交界向釉质表层、齿尖向
齿颈方向生长，呈叠瓦状一层层渐增，在釉质内部

则表现出不同周期的生长层结构，包括釉柱横纹、

丙氏线、釉面横纹和纹层线 ４种［１１，２６］
。

釉柱横纹与釉柱长轴方向垂直，在釉柱上呈规

律性重复排列。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呈现明暗相间条

带，每一个明暗带组合代表一天。釉柱横纹可能反

映釉柱中有机物和无机物含量、密度的变化，其形

成与成釉细胞周期性活动有关，因为成釉细胞代谢

速度会影响釉质基质分泌过程，进而影响釉柱矿物

质的组成和密度
［２１，２７］

。

第二种结构具有更长的生长周期，称为丙氏线

（图 ３）。在光镜下观察釉质横切面，丙氏线呈同心环
状排列，犹如树轮结构。而在纵切面上，丙氏线的延

展方向与成釉细胞的运动方向一致，即自 ＥＤＪ向 ＯＥＳ
方向生长。丙氏线实际上是成釉细胞沉积前端的等时

线，反映成釉细胞更长的代谢周期
［２１］
。丙氏线在

齿尖处呈环形排列，之后向齿颈方向生长逐渐呈平

行排列。不同物种丙氏线生长周期存在差异，如灵

长类丙氏线周期为 ２～１２天［２８］
，犀牛牙釉质丙氏线

周期为 ７天［１１，１６］
。对同一个体而言，不同类型牙齿

的丙氏线生长周期是一致的。丙氏线的生长周期可

以用相邻丙氏线之间的釉柱横纹数计算得到
［２７］
。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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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釉柱横纹、丙氏线与釉面横纹结构（据文献［１，２７］改编）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ｔｚｉｕｓ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ｐｅｒｉｋｙｍａｔａ（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２７］）

当丙氏线不断向外生长至最外层时，在釉质表

面出现平行排列的线纹，即为釉面横纹。它的生长

周期与丙氏线相同，生长方向也是从齿尖向齿颈方

向生长（图 ３）。相邻釉面横纹间距存在差异，这与
釉质沉积速率有关

［２０～２１］
。研究表明，现代人在齿尖

处的釉面横纹相邻间距 ３０～３５ｉμｍ，齿颈处间距
１５～２０ｉμｍ，说明齿尖釉质沉积速率比齿颈快［２７］

。

还有一种与丙氏线平行的生长线，也是釉质沉

积前端的等时线，但其生长周期更短，称为纹层线

（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有学者通过荧光标记实验证实了哺
乳动物纹层线的生长周期为一天

［２６］
。因此，另一种

计算丙氏线生长周期的方法是通过相邻丙氏线之间

的纹层线数量来确定
［１１，１６］

。纹层线与釉柱横纹周

期都为一天，但两者可以通过排列方向来区别

（图 ４）。

图 ４　纹层线与丙氏线、釉柱横纹的关系［１１］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ｔｚｉｕｓ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１］

可以看出，单齿在釉质内部表现出不同周期的

生长层结构，而在釉质表层表现为齿尖向齿颈逐渐

递增的生长序列
［２９］
。在齿列上，不同类型牙齿的萌

发顺序存在差异，在形成时间上则存在重叠期
［３０］
。

例如，猪的第一下颌切齿在出生 ２～３个月后萌发，
大约在 １７个月后形成；第二下颌切齿萌发于出生
后 ６～１０月，约 ２４个月后形成；第三臼齿萌发于出

生后 ２个月，１８个月后才完全形成［３１］
。因此，对同

一个体齿列上的不同牙齿取样，可以建立更长的同

位素时间框架，同时也能弥补牙齿形态决定的季节

性信息不全的缺陷。单齿或齿列的生长序列在分析

动物与人的季节性行为中有重要应用
［３２］
。

３　采样方法

３１　微钻系列采样

　　动物在不同时期摄入的同位素通过新陈代谢进
入动物的牙釉质中，并按照生长顺序，保存在不同

位置；同时，牙齿的生长结构提供了相对的时间序

列
［２９］
。通过动物牙釉质微钻系列采样分析，可以

精细重现牙齿发育过程中同位素组成的变化。

具体而言，用金刚石或者碳化钨钻头的牙钻对

牙釉质表层从齿尖到齿颈进行系列采样，采样间距

通常为 １～５ｉｍｍ（图 ５）。微钻取样后用热电离质谱
仪（ＴＩＭＳ）测试锶同位素组成，用同位素比值质谱
仪（ＩＲＭＳ）测试碳、氧同位素组成。根据动物样本
牙齿的形成时间建立整个采样剖面的时间框架，从

而获取同位素季节变化信息。考虑到牙齿大小和形

成时间，一般选择第二臼齿（Ｍ２）或者第三臼齿
（Ｍ３）作为研究对象。目前也有研究根据不同牙齿
类型形成时间存在重叠期，来建立同位素的年际变

化曲线
［３１，３３］

。

图 ５　红铜时代绵羊牙釉质的系列采样图（据文献［３４］改编）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ｒａｔｏｏｔｈ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ｅａｒｌｙＥ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ｈｅｅｐ

（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４］）

３２　高空间分辨率微区采样

　　系列采样法是根据牙齿的形成时间来建立同位
素变化的时间框架，但牙釉质生长序列的变化难以

对应绝对的时间标尺，造成时间精度不够高；同

时，该方法样品损耗大，多用于高齿冠牙齿的同位

素分析。近年来，随着激光剥蚀多接收电感耦合等

离 子 体 质 谱 仪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 ｌａｓ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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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ＭＭＳ）、二次离子质谱（ＳＩＭＳ）、离子探针技术
（ＳＨＲＩＭＰⅡ）等仪器的发展，高分辨率同位素分析
逐渐成为可能

［１５～１８］
。与微钻系列采样法相比，这些

方法的空间分辨率更高，能揭示牙齿内部同位素组

成更细微和复杂的变化
［３５］
；同时，微区采样方法相

对于 ＴＩＭＳ和 ＩＲＭＳ分析所需样品量少，适合珍贵样
品分析

［３６］
。虽然微区采样方法目前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在考古研究中有重要意义和研究前景
［３７～３９］

。

可以利用牙釉质生长层的结构来精确建立微区

采样点时间框架。例如，丙氏线和釉质横纹（或纹

层线）数量能确定釉质本质交界到釉质表层形成时

间，精度达到天。釉面横纹在精确建立时间框架时

无需对样品进行抛光，将样品损耗降到最低，但由

于釉面横纹在牙釉质表层，形成时间上属于釉质形

成的后期。实际研究中，若难以观测釉质内部的生

长层结构，可根据牙釉质生长速率以及横截面宽

度，估算釉质的形成时间
［１６～１７］

。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ＳＩＭＳ、ＳＨＲＩＭＰⅡ等仪器的
空间分辨率能到达微米级

［１５～１８］
，为获得原位信息提

供了可能。研究中通常根据样品特性来选择采样方

式。若抛光面为样品的横截面（图６ａ），选取 ＥＤＪ层
向 ＯＥＳ层方向微区采样；若抛光面为纵切面（图
６ｂ），一般从 ＥＤＪ层向 ＯＥＳ层或者从齿尖向齿颈方
向微区采样（图 ６）。若根据釉面横纹建立时间框
架，则顺着釉面横纹生长方向沿釉质表层微区采

样
［４０］
。

图 ６　牙釉质横截面（ａ）和纵切面（ｂ）采样方式
据文献［１６～１７］改编

Ｆｉｇ６　Ｍｉｃｒｏ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ａｍｅｌ（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６～１７］）

４　牙釉质高空间分辨率分析在古环境
及考古中的应用

　　如前所述，通过动物牙釉质高空间分辨率采
样，可以精细重现牙齿发育过程中同位素组成的变

化。而牙釉质的碳、氧、锶等同位素可以记录饮食

结构、气候变化、空间迁移等信息
［４１～４５］

。将两者结

合，基于牙釉质结构的同位素高分辨率分析为研究

季节性行为或气候季节变化提供了全新手段，在古

环境和考古中的应用日趋广泛
［４６～４９］

。

４１　古食谱重建

　　在考古中，牙釉质的碳同位素主要反映个体幼
年时期的饮食结构。因植物光合作用途径差异，Ｃ３
植物的δ１３Ｃ比值为－３２‰～－２４‰，Ｃ４植物的δ

１３Ｃ比

值为－１０‰～－１４‰［５０］
。而不同组织对碳同位素的

吸收过程会发生分馏作用，人类牙釉质的碳同位素

相对于食物会富集 １４１‰［５１］
，食草动物牙釉质的

碳同位素相对于食物富集 １３‰［５２］
。在实际应用

中，牙釉质的碳同位素变化可以反映不同地区人类

和动物的饮食差异
［５３～５４］

。

在考古研究中，南方古猿饮食结构的变化一直

备受关注
［５０］
。传统的碳同位素分析和牙齿微痕分

析无法精确地提供南方古猿在生命周期内的饮食变

化信息
［５５～５６］

。Ｓｐｏｎｈｅｉｍｅｒ等［４０］
首次借助激光剥蚀

气相色谱－同位素比值质谱（ＬＡＧＣ／ＩＲＭＳ）对 ４个
南方古猿粗壮种牙釉质表层进行了碳同位素微区采

样，为研究南方古猿饮食的季节和年际变化提供了

依据。研究者根据釉面横纹的条数建立时间标尺，

最终建立碳同位素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图 ７ａ）。结
果表明

［５４］
，４个南方古猿的釉面横纹总数最小值为

３９，其釉面横纹的生长周期大约为 ７天，推测采样
剖面的形成时间至少大于半年；碳同位素结果显

示，４个个体牙釉质碳同位素均呈现季节和年际变
化，极差变化在 １３‰ ～５２‰之间，表明南方古猿
饮食结构存在变化，并不挑食；其中 ＳＫＸ５９３９个体
在 ９２条釉面横纹间，牙釉质碳同位素从－２７‰
逐渐降低到－７９‰，说明在这 ５７４天内，该个体
的饮食结构由 Ｃ４植物为主向 Ｃ３植物为主转变
（图 ７ｂ）。

近期，Ｓｔａｃｋｌｙｎ等［５１］
对中国南方龙骨洞和岩亮

洞出土的早更新世大熊猫和其他哺乳动物牙釉质进

行了间距为 １～３ｉｍｍ的微钻系列取样，并通过碳同
位素分析重建早更新世大熊猫饮食结构。碳同位素

结果显示
［５１］
，两个洞穴中不同大熊猫个体的δ１３Ｃ变

化范围分别为 －１７８‰ ～－１９７‰ 和 －１７２‰ ～
－１９８‰，表明早更新大熊猫以纯 Ｃ３植物为食。而

大熊猫在牙釉质生长序列上的δ１３Ｃ变化仅为 ０６‰，
远小于其他哺乳动物，表明其饮食变化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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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４个南方古猿粗壮种牙釉质微区采样及碳同位素变化
（ａ）南方古猿 ＳＫＸ５９３９部分采样示意图（轨迹 Ａ～Ｅ之间有 ２２条釉面横纹，根据釉面横纹周期为 ７，

表明 Ａ～Ｅ样品形成需 １５４天）；（ｂ）南方古猿牙齿生长序列上碳同位素变化［４０］

Ｆｉｇ７　Ｌａｓ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ｉｎｆｏｕｒＰａ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ｕｓｒｏｂｕｓｔｕ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Ａ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ａｍｅｌｏｆＳＫＸ

５９３９，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ｒｉｋｙｍ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ｌａｓｔ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ｓｈｏｗｎ（ＡｔｏＥ）ｉｓ２２，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１５４ｄａｙｓ（２２×７）；（ｂ）δ１３Ｃ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ｘｅｓｏｆｔｅｅｔｈ［４０］

４２　古环境重建

　　牙釉质中的碳、氧元素是通过环境中的水和食
物进入个体体内，其同位素组成继承着环境信息，

是恢复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指标
［５７～５９］

。植物的

碳同位素组成受到其生长环境的影响，如温度、水

分状况、大气 ＣＯ２等状况都会影响植物中 δ
１３Ｃ变

图 ８　纳吐夫文化早期 ＨＣ洞穴（ＥＮＨＣ）和晚期 ＨＴＣ洞穴（ＬＮＨＴＣ）瞪羊牙釉质碳氧同位素变化

（ａ）瞪羊牙釉质氧同位素系列采样结果；（ｂ）瞪羊 Ｍ３牙釉质碳同位素系列采样结果［５８］

Ｆｉｇ８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δ１８Ｏａｎｄδ１３Ｃｄａｔａｏｆｇａｚｅｌｌｅｓ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ＥＮＨＣａｎｄＬＮＨＴＣ．（ａ）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ｇａｚｅｌｌｅδ１３Ｃｖａｌｕｅｓ；（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ａｚｅｌｌｅδ１８Ｏｖａｌｕｅｓ［５８］

化
［６０～６１］

，这种变化会通过食物链保存在动物牙釉质

中
［６２］
。一些研究主要利用动物牙釉质的碳同位素

反映地质时期 Ｃ３和 Ｃ４植被分布
［５９，６３］

以及年平均

降水量变化
［６４］
。人体牙釉质的氧同位素主要来源

于饮用的大气降水
［６５］
，后者受到温度、纬度等环境

因素的影响
［６６］
，使得牙釉质的 δ１８Ｏ同位素记录着丰

富的环境信息
［６７～６８］

。目前，多数研究利用动物牙釉

质 δ１８Ｏ值重建大气降水氧同位素［６９～７０］
和 古 温

度
［７１～７２］

。

新仙女木（ＹＤ）是发生在末次冰消期升温过程
中北半球的一次急剧降温事件

［７３～７８］
。在 ＹＤ事件

发生前后，地中海东部地区人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

构发生了转型，即人类逐渐从采集狩猎群向农耕群

体发展，表明这种转型与 ＹＤ事件的气候波动有
关

［７９～８０］
。已有的研究显示，该地区在 ＹＤ时期气候

变冷，但其干湿变化一直是学界争议问题
［８１～８３］

。在

黎凡特南部地区，Ｈａｒｔｍａｎ等［５８］
选取新仙女木时期

之前的纳吐夫文化早期 ＨＣ洞遗址（ＥＮＨＣ）与新仙
女木时期的纳吐夫文化晚期 ＨＴＣ洞遗址（ＬＮＨＴＣ）
的瞪羊第三臼齿，分析了其齿尖到齿颈的碳、氧同

位素组成，重建了当时环境的干湿变化。结果显

示，纳吐夫文化晚期瞪羊牙釉质的氧同位素比早期

偏正约 １１４‰ ～１３２‰（图 ８ａ），表明 ＹＤ事件期
间温度降低；而瞪羊牙釉质的碳同位素值接近，且

季节变化一致（图 ８ｂ），说明 ＹＤ事件期间未出现
降水显著减少的现象，澄清了农业起源的气候环境

背景。

始新世－渐新世（Ｅ／Ｏ）界限的降温事件，是新
生代气候演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冷事件之一

［８４］
。

目前对始新世－渐新世（Ｅ／Ｏ）界线古气候变冷事件
的研究主要来自海洋沉积物记录，而来自陆地的

Ｅ／Ｏ事件记录相对较少［８５～８６］
。为探讨该气候降温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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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在北美地区的气候响应，Ｚａｎａｚｚｉ等［６９］
对加拿

大萨斯喀彻温省西南部始新世－渐新世地层中出土
的犀牛和马牙化石进行了间隔为 １２５ｉｍｍ的微钻
系列取样。结果显示，渐新世（－９０±０３‰）和始
新世（－８８±０３‰）的牙釉质碳同位素差异并不显
著，表明 Ｅ／Ｏ转变前后该地区大气降水不存在显著
差异

［６９］
。而渐新世的牙釉质氧同位素序列变化较

始新世更加显著，说明在 Ｅ／Ｏ转变之后季节性温度
变幅增强。此外，与低纬度的美国大草原同时期记

录对比发现
［８５］
，萨斯喀彻温省牙釉质碳同位素值

小幅偏高，氧同位素在 Ｅ／Ｏ转变前后的季节变化
更加强烈，这说明 Ｅ／Ｏ转变前后在高纬地区气候
更加干旱，且季节性温度变幅较低纬度更加敏感。

４３　示踪古人类及动物迁移行为

　　牙釉质中的锶（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８７～８８］、氧元素主要用
于动物与人的迁移行为研究

［８９］
。不同地区的锶同

位素背景值取决于基岩年龄和 Ｒｂ／Ｓｒ比值。锶元
素在表生环境中同位素分馏非常小。在岩石风化、

成壤和食物链过程中，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基本保持不变。而且

锶原子半径与钙相似，在牙齿形成过程中，锶以类质

同象形式替换羟磷灰石中的钙保存下来
［９０～９１］

。因

此个体牙釉质锶同位素组成能与其生活地区保持一

致。通过对比个体牙釉质的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值与当地锶

同位素背景值差异，判断个体迁移行为
［４３］
。牙釉质

的氧同位素继承大气降水的氧同位素，呈现出明显

的地域差异，也可以反映迁移行为
［９２］
。

研究灭绝动物的迁移行为以及迁移距离，对评

估动物灭绝假说、探讨人类利用和获取动物资源模

式以及古气候变化等问题至关重要
［９３］
。在实际研

究中，准确判断灭绝动物的迁移距离需要高分辨率

的同位素信息。Ｈｏｐｐｅ等［９３］
的研究表明，佛罗里达

州北部和中部遗址中的猛犸象牙釉质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值

（＞０７１０）均高于当地锶同位素的比值（０７０８０～
０７０９７），推测猛犸象存在迁移行为；对北部
ＰａｇｅＬａｄｓｏｎ遗址猛犸象牙齿进一步系列采样研究
发现，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 值 存 在 季 节 变 化 （０７０７８～
０７１２１），且一年内大部分时间接近佐治亚州南部
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背景值（０７０８７～
０７１４４）。这表明佛罗里达州北部和中部的猛犸象
在釉质形成过程中多次向北迁移进入佐治亚州，迁

移距离至少为 １２０～３００ｉｋｍ（图 ９）。
最近，Ｌｕｇｌｉ等［１６］

利用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对中更新
世（约５８０ｉｋａ）两枚犀牛牙齿（ＲＨＩＳ２６和ＲＨＩＳ３０）进

图 ９　佛罗里达州北部 ＰａｇｅＬａｄｓｏｎ遗址的

猛犸象牙齿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值［９３］

Ｆｉｇ９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ＰａｇｅＬａｄｓｏｎｍａｓｔｏｄｏｎ［９３］

行了锶同位素微区分析。研究者根据丙氏线和纹层

线确定 ＲＨＩＳ２６样品的时间框架，根据犀牛生长速率
及釉质厚度确定 ＲＨＩＳ３０样品的时间框架。在采样
方式上，Ｌｕｇｌｉ等［１６］

对 ＲＨＩＳ３０样品的横截面进行轨
迹Ａ和轨迹Ｂ线扫描取样（图 １０ａ），对ＲＨＩＳ２６纵切
面进行轨迹 Ｃ、轨迹 Ｄ和轨迹 Ｅ迹线扫描取样
（图 １０ｂ），采集两个样品锶同位素的微区信息。结果
表明，两个犀牛样品在牙釉质生长方向上均存在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值的周期变化，其中ＲＨＩＳ３０牙齿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均
值是 ０７０９５１±００００１４，ＲＨＩＳ２６牙齿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均值
是 ０７０９７６±００００１５，两者均高于当地锶同位素背景
值（０７０９１８±００００１３和 ０７０９３４±０００００９）。较高的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值正好能对应附近火山区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背景值，
推测犀牛经常活跃于火山土发育地区，并存在季节

性迁移行为
［１６］
。

尼安德人是否存在长距离的迁移行为，一直是

考古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３５，９４］

。过去的研究主要基

于遗址中石器以及外来墓葬品证据间接反映尼安德

特人的迁移距离（＜５ｉｋｍ）［９５］。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等［３５］
利用

ｌａｓ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ＰＩＭＭＳ对希腊 Ｌａｋｏｎｉｓ遗址中 ４万年
前尼安德特人个体的 Ｍ３牙齿进行了微区取样，发
现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均高于当地锶同位素比值

背景值（石灰岩地区），结合整个区域的锶同位素地

质背景值，推测其迁移范围至少为 ２０ｉｋｍ。
除了重建古食谱、古环境、古人类与动物迁移

行为，牙釉质高空间分辨率分析还能反映动物的季

节性繁殖季节
［９６］
、人类狩猎方式

［３３］
及畜牧管理

［９７］

等考古学问题。动物季节性繁殖行为是影响游牧经

济的重要因素，其变化特征能通过动物牙釉质氧同

位素的季节变化反映出来
［９８］
。若动物在同一季节

繁殖，牙釉质氧同位素序列的变化趋势应一致。南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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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两个犀牛牙釉质样品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采样方法

及锶同位素分析
［１６］

（ａ）ＲＨＩＳ３０样品采样方式；（ｂ）ＲＨＩＳ２６样品采样方式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ｓｉｔｕ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ｗｏｒｈｉｎｏｓ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ｂｙ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１６］．（ａ）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ＲＨＩＳ３０；

（ｂ）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ＲＨＩＳ２６

非史前时期 Ｋａｓｔｅｅｌｂｅｒｇ遗址绵羊 Ｍ２和 Ｍ３牙釉质
微钻系列采样分析结果表明，氧同位素序列均存在

两种变化趋势，这两种趋势相位差约为半个周期，直

观地表明该遗址羊群有两个繁殖期，除了传统认为

的秋季，另一个在春季
［２９］
。

综上所述，通过微钻系列取样和高分辨率微区

取样的同位素分析可以获得季节变化信息，可以研

究动物的迁移、饮食等行为特征，同时也能认识早

期人类的狩猎行为、游牧民族迁移活动以及生业方

式等。甚至可以解决更加细微的考古学问题，比如

区别动物是季节性自然迁移还是游牧活动造成的人

为迁移
［９３］
。

５　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牙釉质的采样方式和采样部位对同

位素分析和解译极为重要。尽管系列采样的微钻取

样和高空间分辨率的微区取样在同位素研究中取得

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必须注意，上述提及的生长层结构形成

于釉质基质分泌阶段，而釉质矿化以及釉质记录的

同位素信号大部形成于成熟阶段
［１１，１３］

。最近的研

究表明，釉质的沉积方向在第一阶段（釉质分泌阶

段）和第二阶段（釉质成熟阶段）很有可能存在差

异，这将会导致生长层结构记录的同位素信号与其

釉质基质形成的时间不同步
［１５］
。Ｈｏｐｐｅ等［９８］

、

Ｔｒａｙｌｅｒ和 Ｋｏｈｎ［１４］发现，马牙、牛科动物等牙釉质在
第一阶段相对于 ＥＤＪ层为低角度沉积，而第二阶段
的沉积方向独立于第一阶段，如马牙的第二阶段釉

质内层和中间层呈高角度沉积。针对该问题，目前

已有学者提出可以平行于成熟阶段釉质沉积方向进

行采样来解决
［１４］
。

其次，系列采样方式分析的前提是假设釉质的

生长速率恒定，但实际上釉质在齿尖的生长速率要

远大于齿颈
［９８］
，如 Ｂｅｎｄｒｅｙ等［９９］

计算出马的牙釉质

从齿尖到齿颈生长速率是呈指数递减。因此，等间

距的采样势必会导致分析大部分齿尖形成时输入的

同位素而不具代表性。针对这个问题，在系列采样

过程中，建议在生长速率较快的齿尖部位加密采

样，同时也需要关注不同动物牙齿的生长模式与速

率，以获得更为精确的同位素季节信息。

再者，学术界已经认识到，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等
微区分析虽然在空间分辨率上较 ＴＩＭＳ、ＩＲＭＳ等系
列采样法有很大提高，但分析精度远不如后

者
［１００～１０１］

。以牙釉质样品的锶同位素测试为例，由

于多种同质异位素的存在（尤其是
４０Ｃａ３１Ｐ１６Ｏ和

４０Ａｒ３１Ｐ１６Ｏ的干扰），造成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与 ＴＩＭＳ的
偏差（ΔＬＡＴＩＭＳ）可高达 ５００～１５００ｉｐｐｍ，特别是低 Ｓｒ

含量的样品偏差尤为明显
［１０２～１０５］

。目前研究主要从

两方面改善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分析精度：其一，通入
氮气来减少氧化物离子的产生，以降低含氧同素异

形体的干扰 （
４０Ｃａ３１Ｐ１６Ｏ和 ４０Ａｒ３１Ｐ１６Ｏ），从而缩小

ΔＬＡＴＩＭＳ偏差
［１０６］
；其二，通过一系列 Ｓｒ含量已知的

生物磷灰石标样建立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准确度（测量值／真实

值）与 １／８８Ｓｒ曲线，利用其线性变化区间校正样品，
提高低锶含量样品的测试精度

［１０２］
。

近期，我们首次尝试利用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对罗
布泊一号墓地出土的１枚马牙和吉尔赞喀勒墓地 ４
枚人牙进行了微区采样。结果显示，高锶含量（Ｓｒ
约 ８０００ｐｐｍ）的马牙釉质 ＬＡ测试值为 ０７１０４６±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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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１２（２σ），与 ＴＩＭＳ测定值（０７１０４５±０００００１
（２σ））基本保持一致，而低锶含量（９２～８００ｐｐｍ）
的人牙 ＬＡ测试值与 ＴＩＭＳ值偏差较大（ΔＬＡＴＩＭＳ＝
０００１４５±０００１０３（２σ））。现有研究表明，人牙釉
质样 品 的 这 种 偏 差 可 能 与

４０Ｃａ３１Ｐ１６Ｏ干 扰 有
关

［１０２，１０６］
。对此，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

［１０２］
选择鲨鱼

牙齿、磷灰石和人牙（
８８Ｓｒ信号强度大于 １５ｉＶ）作为

标样，建立了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准确度与 １／８８Ｓｒ曲线来校正

４０Ｃａ３１Ｐ１６Ｏ干扰。经校正后，ＬＡ测试精度显著提高，
所有 人 牙 釉 质 样 品 ΔＬＡＴＩＭＳ ＝０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１６

（２σ），８８Ｓｒ信号强度大于 １５ｉＶ的样品 ΔＬＡＴＩＭＳ＝

００００２９８±００００１９（２σ），且两个低锶含量样品（锶
含量＜１５０ｐｐｍ）的 ΔＬＡＴＩＭＳ均小于 ４６０ｐｐｍ。本研究
初步改善了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人类牙釉质 Ｓｒ同位素
的分析精度，但 ＬＡ测定值仍偏离真实值，未来将
进一步对人牙 Ｓｒ同位素校正方法进行探讨。

总结来说，尽管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问题，

基于牙釉质生长结构的同位素分析为考古研究提供

了一个直接、重要而全新的方法，这有助于我们更

深入认识古代动物与人类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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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ｒ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ｔｈｅＴａｏｓｉｓｉｔｅ［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３４（１）：６６－７２．

［１０］赵春燕，王明辉，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人类遗骸的锶同位素

比值分析［Ｊ］．人类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２）：２１２－２２２．

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ｕｉ，ＹｅＭａｏｌｉｎ．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ｔｅｅｔｈａｎｄｂｏｎ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Ａｃｔａ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５（２）：２１２－

２２２．

［１１］ＴａｆｆｏｒｅａｕＰ，ＢｅｎｔａｌｅｂＩ，ＪａｅｇｅｒＪＪ，ｅ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ｅｎａｍｅｌｕｓ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Ｘｒａｙ

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ｌａ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４６（２－４）：２０６－２２７．

［１２］ＰａｓｓｅｙＢＨ， Ｃｅｒｌｉｎｇ Ｔ Ｅ．Ｔｏｏｔｈ ｅｎａｍｅ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ａ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２，６６（１８）：

３２２５－３２３４．

［１３］ＺａｚｚｏＡ， Ｂａｌａｓｓｅ Ｍ，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Ｗ Ｐ．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δ１３Ｃ

ｉｎｔｒａ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ｂｏｖｉｎｅｅｎａｍｅ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００５，６９（１４）：３６３１－３６４２．

［１４］ＴｒａｙｌｅｒＲＢ，ＫｏｈｎＭ Ｊ．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ｅｓ

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７１９８：

３２－４７．

［１５］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ＳＡ，Ｃｅｒ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ｒｉｔｚＫＬ，ｅｔａｌ．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ｔｅｅｔｈ：Ｉｎｓｉｔｕδ１８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ｍｏｓｔ

ｅｎａｍｅｌｌａｙｅｒ［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４１２４：

２２３－２３６．

［１６］ＬｕｇｌｉＦ，ＣｉｐｒｉａｎｉＡ，ＰｅｒｅｔｔｏＣ，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ｔｕｈｉｇｈ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ｒａｔｉ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ｃ．ａ．５８０ｋａ）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ｈｕｎｄｓｈｅｉｍｅｎｓｉｓｔｅｅｔｈｂｙＬＡＭＣ

ＩＣＰＭ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２０１７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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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３８－４８．

［１７］Ａｕｂｅｒｔ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Ｓ，ＢｏｌｊｋｏｖａｃＫ，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ｔｕ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ｕ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ｔｅｅｔｈｕｓｉｎｇａＳＨＲＩＭＰ

Ⅱ：Ａｎｅｗｔｏｏｌｆｏｒ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９（１０）：３１８４－３１９４．

［１８］ＬｅｗｉｓＪ，ＣｏａｔｈＣＤ，ＰｉｋｅＡ Ｗ Ｇ．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ｂｙｌａｓ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ｕｓｉｎｇｏｘｉｄ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ｕｓｔｏｍｉｓ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９０：１７３－１８１．

［１９］白滨，王旭．小哺乳动物化石牙齿釉质碳、氧同位素测试方法

简介及应用前景［Ｊ］．古脊椎动物学报，２０１３，５１（３）：２４２－

２５１．

ＢａｉＢｉｎ，ＷａｎｇＸｕ．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ｆｒｏｍｓｍａｌｌｆｏｓｓｉｌｍａｍｍａｌｓ［Ｊ］．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ａＰ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２０１３，５１（３）：２４２－２５１．

［２０］ＨｉｌｌｓｏｎＳ． Ｄｅｎｔ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１１８－１２５．

［２１］ＨｉｌｌｓｏｎＳ．Ｔｅｅｔｈ［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２０７－２５５．

［２２］于世凤．口腔组织病理学———第 ５版［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４：２３－５９．

Ｙｕ Ｓｈｉｆｅｎｇ．Ｏｒ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４：２３－５９．

［２３］ＳｍｉｔｈＣＥ．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ａｍｅｌ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Ｏｒ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９９８，９（２）：１２８－１６１．

［２４］ＳｉｍｍｅｒＪＰ，ＨｕＪＣ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ｅｎａｍｅ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Ｊ］．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４３

（２－３）：４４１－４４９．

［２５］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ＬＴ，ＤｅａｎＭ Ｃ，ＪｅｆｆｒｉｅｓＴ Ｅ，ｅｔａｌ．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ｄｉｅｔｆｒｏｍ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８１０５（１９）：６８３４－６８３９．

［２６］ＳｍｉｔｈＴＭ，ＴａｆｆｏｒｅａｕＰ．Ｎｅｗ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ｎｔ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ｏ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Ｉｓｓｕｅｓ，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８，１７（５）：

２１３－２２６．

［２７］Ｋａｔｚ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ＳＲ．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Ｍ］．Ｈｏｂｏｋｅｎ：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２０１１：

２３７－２６３．

［２８］Ｆｕｋｕｈａｒ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ｌｉｎｅｓｉｎ

ｔｈｅｅｎａｍｅｌｏｆ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ｔｅｅｔｈ［Ｊ］．Ａｃｔａ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１９５９，３４：３２２－３３２．

［２９］ＢａｌａｓｓｅＭ，ＳｍｉｔｈＡＢ，ＡｍｂｒｏｓｅＳＨ，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ｓｈｅｅｐ

ｂｉｒｔｈ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ｂ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ｓ：

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ｏｎｅＡｇｅｓｉｔｅｏｆＫａｓｔｅｅｌｂｅｒｇ（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３０（２）：２０５－２１５．

［３０］ＳｌａｔｅｒＰＡ，ＨｅｄｍａｎＫ Ｍ，ＥｍｅｒｓｏｎＴ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ｔ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ｈｏｋｉａ：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 ｉｓｏｔｏｐ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４４：１１７－１２７．

［３１］ＦｒéｍｏｎｄｅａｕＤ，ＣｕｃｃｈｉＴ，ＣａｓａｂｉａｎｃａＦ，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

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ｄｉｅｔｏｆｐｉｇｓｆｒｏｍ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

（δ１８Ｏ， δ１３Ｃ）：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ｆｒｏｍ Ｃｏｒｓｉｃａ，

Ｆｒ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９（７）：

２０２３－２０３５．

［３２］ＰｒｉｃｅＴＤ，ＭｅｉｇｇｓＤ，ＷｅｂｅｒＭ 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ｒｅｉｎｄｅｅｒ：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Ｊ］．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９（３）：

３７１－３９４．

［３３］ＴｏｒｎｅｒｏＣ，Ｂ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ａｌ̌ａ
!

ｅｓｃｕ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ｗｉｌｄｓｈｅｅｐａｔｔｈｅＥｐｉｇｒａｖｅｔｔｉａｎｓｉｔｅｏｆＫａｌａｖａｎ１（Ｌｅｓｓｅｒ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Ａｒｍｅｎｉ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９７：

２７－３６．

［３４］ＴｏｒｎｅｒｏＣ，Ｂ̌ａｌ̌ａ
!

ｅｓｃｕＡ，ＵｇｈｅｔｔｏＭｏｎｆｒｉｎＪ，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ｏｆｂｉｒｔｈｉｎｅａｒｌｙＥ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ｈｅｅｐｆｒｏｍＣｈｅｉａ（Ｒｏｍａｎ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４０（１１）：４０３９－４０５５．

［３５］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Ｍ，ＨａｒｖａｔｉＫ，ＧｒｉｍｅｓＶ，ｅｔａｌ．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Ｎｅａｎｄｅｒｔｈ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ｅｏｆＬａｋｏｎｉｓ，Ｇｒｅｅ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ｓ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ＰＩＭ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５（５）：１２５１－１２５６．

［３６］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ＳＲ，ＳｐｏｎｈｅｉｍｅｒＭ，ｄｅＲｕｉｔｅｒＤＪ，ｅｔａｌ．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

ｉｓｏｔｏｐ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ｕｓｅｂｙｅａｒｌｙ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１４７４（７３４９）：７６－７８．

［３７］ＢａｌｔｅｒＶ，ＢｒａｇａＪ，ＴéｌｏｕｋＰ，ｅ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

ｂｕｔｎｏ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ｕｓ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ａｒｌｙ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２４８９（７４１７）：５５８－５６０．

［３８］ＬｕｇｌｉＦ，ＣｉｐｒｉａｎｉＡ，ＡｒｎａｕｄＪ，ｅｔａｌ．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ａ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ｗｏｍａｎ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ｔａｌｙ：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ｏｆａ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ｔｏｏｔｈ［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

７（１）：８６１５．

［３９］ＧｌｙｋｏｕＡ，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Ｇ，ＳｔｏｒＪ，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ｔｏｏｔｈ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ｉｓｏ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ｓｆｒｏｍ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ｓｅａｌｓｂｙ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Ｒａｐ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２０１８，３２（１５）：１２１５－１２２４．

［４０］ＳｐｏｎｈｅｉｍｅｒＭ，ＰａｓｓｅｙＢ Ｈ，ｄｅＲｕｉｔｅｒＤ Ｊ，ｅｔａｌ．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ｅｔａｒｙ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ｏｍｉｎｉｎＰａ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ｕ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３１４（５８０１）：９８０－９８２．

［４１］ＡｍｉｏｔＲ，ＷａｎｇＸ，ＺｈｏｕＺ，ｅｔ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ｏｌｄ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１１０８（１３）：５１７９－５１８３．

［４２］ＢｒｏｏｋｍａｎＴＨ，ＡｍｂｒｏｓｅＳＨ．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ａｎｇａｒｏｏｔｏｏｔｈ

ｅｎａｍｅｌｏｘｙｇｅｎ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７８（２）：２５６－２６５．

［４３］ＰｒｉｃｅＴＤ，ＦｒｅｉＲ，Ｂｃｋｓｔｒｍ Ｙ，ｅｔ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ａｌａ（Ｓｗｅｄｅｎ）ｓｉｌｖｅｒｍｉｎｅｃｅｍｅｔｅｒｙ—Ａｌｅａｄ

ｉｓｏｔｏｐ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

８０：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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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期 王学烨，等：牙釉质生长结构及其高分辨率同位素分析

［４４］Ｂｏｒｉ′ｃＤ，ＰｒｉｃｅＴＤ．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ｈｕｍ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ｌｋａｎ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３１１０（９）：３２９８－３３０３．

［４５］ＳｚａｂóＰ， Ｋｏｃｓｉｓ Ｌ， Ｖｅｎｎｅｍａｎｎ Ｔ， ｅｔａｌ．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Ｅａｒｌｙ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Ｉｔａｌｉ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 ａｎｄ

ｇｏｍｐｈｏｔｈｅｒｅｔｏｏｔｈ ｅｎａｍｅｌ［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７１５７：５２－６５．

［４６］ＢｒｉｔｔｏｎＫ， ＧｒｉｍｅｓＶ， Ｄａｕ Ｊ， 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ｆａｕ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ｔｏｏｔｈ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 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ｃａｒｉｂｏｕ（Ｒａｎｇｉｆｅｒ

ｔａｒａｎｄｕｓｇｒａｎｔ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６

（５）：１１６３－１１７２．

［４７］ＭａｋａｒｅｗｉｃｚＣＡ，ＡｒｂｕｃｋｌｅＢＳ，?ｚｔａｎ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ｈｕｍａｎｃｅ

ｏｆｓｈｅｅｐａｎｄｇｏａ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ｉｎｔｒａｔｏｏｔｈ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δ１３Ｃ）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δ１８Ｏ）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ｌｃｏｌｉｔｈｉｃ Ｋ
!

ｋＨｙü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ｕｒｋｅ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８６：６８－８０．

［４８］ＳｕｒａｐｒａｓｉｔＫ，ＢｏｃｈｅｒｅｎｓＨ，ＣｈａｉｍａｎｅｅＹ，ｅｔａｌ．ＬａｔｅＭｉｄｄｌ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ｈｏｋＳｕｎｇ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ｔｏｏｔｈ

ｅｎａｍ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ｎｄｍａｍｍａｌｃｅｎｏｇｒａｍ［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８１９３：２４－４２．

［４９］ＳｔｅｖｅｎｓＲＥ，ＢａｌａｓｓｅＭ，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Ｔ Ｃ．Ｉｎｔｒａｔｏｏｔｈ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ｋｎｏｗ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ｄｅｅ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ｐａｓ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Ｊ］．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０１（１－４）：６４－７４．

［５０］ＣｅｒｌｉｎｇＴＥ，ＭａｎｔｈｉＦＫ，ＭｂｕａＥＮ，ｅｔａｌ．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ｂａｓｅｄ

ｄｉｅ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ｕｒｋａｎａＢａｓｉｎ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３１１０（２６）：１０５０１－１０５０６．

［５１］ＳｔａｃｋｌｙｎＳ，ＷａｎｇＹ，ＪｉｎＣＺ，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ｅ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ｉｃ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ｐａｎｄａ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ａｍｍａ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４６８：

３５１－３６１．

［５２］ＰａｓｓｅｙＢＨ，ＣｅｒｌｉｎｇＴＥ，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ＧＴ，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ｐｕｔ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ｒｏｍ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ｓｏｔｏｐ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５，６９（１６）：

４１０１－４１１６．

［５３］ＳｗｉｆｔＪＡ，ＭｏｌｌｅＧ，Ｃｏｎｔｅ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ｔｔｈｅＨａｎｅｄｕｎｅｓｉｔｅ，ＵａＨｕｋａ（ＭａｒｑｕｅｓａｓＩｓｌａｎｄｓ）：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ａｔ（Ｒａｔｔｕｓｅｘｕｌａｎｓ）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１５：１６１－１６８．

［５４］ＭａｒｔｙｎＲＥＶ，ＧａｒｎｓｅｙＰ，ＦａｔｔｏｒｅＬ，ｅｔａｌ．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Ｒｏｍａ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ｄｅａｔ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ａｔ

Ｈｅｒｃｕｌａｎｅｕ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８，１９：１０２３－１０２９．

［５５］ＳｐｏｎｈｅｉｍｅｒＭ，ＬｅｅＴｈｏｒｐＪ，ｄｅＲｕｉｔｅｒＤ，ｅｔａｌ．Ｈｏｍｉｎｉｎｓ，

ｓｅ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ｔｅｓ：Ｎｅ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ｋｆｏｎｔｅｉｎｖａｌｌｅｙａｎｄ Ｋｒｕｇ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４８（３）：３０１－３１２．

［５６］ＳｃｏｔｔＲＳ，ＵｎｇａｒＰＳ，ＢｅｒｇｓｔｒｏｍＴＳ，ｅｔａｌ．Ｄ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ｗｅａ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ｗｉｔｈｉ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ｅｔ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ｆｏｓｓｉｌ

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４３６（７０５１）：６９３．

［５７］ＳａｒｋａｒＡ，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ＡＤ，ＢｅｒａＭ Ｋ，ｅｔ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ｉｏａｐａｔｉｔｅｓ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ＢｒｏｎｚｅＡｇｅＨａｒａｐｐ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６，６：２６５５５．

［５８］ＨａｒｔｍａｎＧ，ＢａｒＹｏｓｅｆＯ，Ｂ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Ａ，ｅｔａｌ．Ｈｕｎｔｅｄｇａｚｅｌｌ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ｂｕｔｎｏｔｄｒｙ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Ｄｒｙａｓ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ｅｖａｎｔ［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６１１３（１５）：

３９９７－４００２．

［５９］ＨｙｎｅｋＳＡ，ＰａｓｓｅｙＢＨ，ＰｒａｄｏＪＬ，ｅｔａｌ．Ｓｍａｌｌｍａｍｍ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ｏｃｅｎｅＰｌｉｏｃｅｎ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Ｊ］．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３２１－３２２：１７７－１８８．

［６０］ＫｏｈｎＭＪ．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Ｃ３ｐｌａｎｔｓ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ｐａｌ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０１０７（４６）：１９６９１－１９６９５．

［６１］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ＧＤ，ＯＬｅａｒｙＭ Ｈ，ＢｅｒｒｙＪＡ．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ａｖｅｓ［Ｊ］．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２，９（２）：１２１－１３７．

［６２］ＫｏｈｎＭＪ，ＣｅｒｌｉｎｇＴＥ．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ａｔｉｔｅ［Ｊ］．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２，４８

（１）：４５５－４８８．

［６３］ＡｒｐｐｅＬ，ＫａａｋｉｎｅｎＡ，ＰａｓｓｅｙＢＨ，ｅｔａｌ．Ｓｍａｌｌｍａｍｍａｌｔｏｏｔｈ

ｅｎａｍｅｌ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Ｃ４ ｇｒａｓｓｅｓｉｎＬａｔｅＮｅｏｇｅｎｅ

Ｃｈｉｎａ［Ｊ］．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５１３３：２８８－２９７．

［６４］ＡｍｉｏｔＲ，ＷａｎｇＸ，ＺｈｏｕＺＨ，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ｓｔａｂｌ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ａｐａｔｉ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９８：３５８－３７０．

［６５］ＢｒｙａｎｔＪＤ，ＦｒｏｅｌｉｃｈＰＮ．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ｂｏｄｙｗａｔｅｒｏｆｌａｒｇｅｍａｍｍａｌ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１９９５，５９（２１）：４５２３－４５３７．

［６６］ＤａｎｓｇａａｒｄＷ．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ｅｌｌ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Ｂ：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４，１６（４）：４３６－４６８．

［６７］ＬｏｎｇｉｎｅｌｌｉＡ．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ｍａｍｍａｌｂｏ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ｎｅｗ

ｔｏｏｌ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１９８４，４８（２）：３８５－３９０．

［６８］ＪａｎｓｓｅｎＲ，ＪｏｏｒｄｅｎｓＪＣＡ，ＫｏｕｔａｍａｎｉｓＤＳ，ｅｔａｌ．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

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ｏｆ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ｆｏｓｓｉｌｆａｕｎａｒｅｖｅａｌ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ｌａｃｉａｌ 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ｏｍｉｎｉｎ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６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４．

［６９］ＺａｎａｚｚｉＡ， Ｊｕｄｄ Ｅ，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Ａ， ｅｔａｌ．Ｅｏｃｅｎ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ｓｉｎ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ｔｏ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ｌ［Ｊ］．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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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４１７：５６１－５６８．

［７０］ＡｍｉｏｔＲ，ＬéｃｕｙｅｒＣ，ＢｕｆｆｅｔａｕｔＥ，ｅｔａｌ．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Ｕｐｐｅｒ 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Ｍｉｄｄｌｅ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ｉａｎ：δ１８Ｏ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Ｊ］．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２２６（１－２）：２５５－２７２．

［７１］ＳｋｒｚｙｐｅｋＧ，ＳａｄｌｅｒＲ，Ｗｉ′ｓｎｉｅｗｓｋｉＡ．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ｍｍ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δ１８Ｏ ｄａｔａ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４４６：１６２－１６７．

［７２］ＰｒｙｏｒＡＪＥ，ＳｔｅｖｅｎｓＲＥ，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ＴＣ，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ｗｈｅ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ｂｉｏ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ｄａｔａｔ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４１２：

９９－１０７．

［７３］ＳｅｖｅｒｉｎｇｈａｕｓＪＰ，ＳｏｗｅｒｓＴ，ＢｒｏｏｋＥＪ，ｅｔａｌ．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ａｂｒｕｐ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Ｄｒｙａｓ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ｄｇａｓｅｓｉｎｐｏｌａｒｉｃ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８３９１

（６６６３）：１４１－１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３４３４．

［７４］ＡｌｌｅｙＲＢ， Ｃｌａｒｋ Ｐ Ｕ．Ｔｈｅ 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ａｒｔｈ＆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９，２７（１）：１４９－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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