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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ground tools represented one of the historic changes of lithic technology，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mature grinding skill and stimulated by the people’s intensified requirements of 

plant processing especially the wood·working．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the prehistoric 

people have adopted ground stone tools with high durability and efficiency to save the time and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Moreover，as an adapt~ion strategy，different raw materials were chosen for different 

tasks：the people chose harder materials such as flint to make microliths for processing preyed an imals and softer 

materials such as san dstone and limestone to make ground tools for wood—working． 

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石器修锐方式经历 

了硬锤法、软锤法、压制法，最终发展出刃 

缘磨光。磨制石器的出现与普及，使史前人 

类的工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新石器 

时代的起始标志之一，磨制石器为何出现一 

直为学者所关注。 

一

、 磨制技术 

磨制技术是磨制石器出现的基础条件， 

但两者并非同时出现。已知考古资料显示， 

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 

3件精美的骨针，主要采用刮制方法加工针 

身，然后对钻出针眼，再磨制出锐利的针尖 

和扁薄的尾部n]，年代为距今4～2万年。3件 

骨针的尾部两侧都细磨成扁平状，以便让线 

能够顺利穿过针孔而不至于卡住。山顶洞遗 

址出土了穿孔骨针和装饰 ，骨针刮磨光 

滑，年代为距今3．4—2．7万年。两者相比，小 

孤山遗址的骨针制作工艺略显高超。旧石器 

时代晚期已出现刃缘局部磨光的石器，如陕 

西宜川龙王迪遗址发现了刃部磨光的石铲、 

石磨盘和砺石，年代为距今25000年左右p】。 

从上述资料可知，在距今4～2万年间， 

磨制技术已经成熟，其出现时间应该更早。 

骨器的硬度一般为莫氏3～4度，低于大部分 

石料，刮磨起来比较容易。通体刮磨、两面 

对钻均体现出当时人类的磨制技术，为磨制 

石器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旧石器时代晚期常 

用的原料，如燧石、石英岩等，硬度均在莫 

氏7度左右，比骨器硬很多。因此，若要将 

磨制技术运用到石器上，精湛的磨制工艺是 

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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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器原料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一般会优先选择硬 

度高、性脆、均质、无节理的原料来制作石 

器，常用的有石英岩、石英砂岩、砂岩、脉 

石英及燧石等。当史前人类想要将磨制技术 

运用到石器上时，可能会首先选择自己熟悉 

的能够制作打制石器的原料，如燧石、石英 

岩、砂岩等。因此，本文对中国相关的新、 

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部 

分遗址进行了梳理，包括过渡阶段遗址18处， 

新石器时代遗址23处，尝试从原料角度探讨在 

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的转变过程中，石器原 

料的选择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 

为了和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原料进 

行比较，选择燧石、石英岩、石英砂岩、砂 

岩、脉石英及石灰岩等对各遗址出土磨制石 

器的原料进行统计 (表一；表二 )。 

由表一可以看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 

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以砂岩为原料的 

表一 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遗址磨制石器原料 

遗址 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 燧石 脉石英 石灰岩 

陕西宜川龙王迪遗址 、／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 、／ 、／ 

河北玉田孟家泉遗址 、／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 I 、／ 

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 、／ 

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㈣ 、／ 

山西下川遗址 “ 、／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 、／ 、／ 

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 、／ 

河南淅Jl I坑南遗址 、／ 、／ 

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 、／ 、／ 、／ 、／ 

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 、／ 、／ 、／ 

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 、／ 

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遗址 、／ 

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 、／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2卅 、／ 、／ 

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一期文化 、／ 

总计 (n) 12 6 6 1 1 1 

所占比例 (P=n，N) 66．7％ 333％ 33-3％ 5．6％ 5．6％ 5．6％ 

说明： “N，，表示遗址数量， “n”表示某一原料在所有遗址中出现的次数。 

表二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磨制石器原料 

遗址 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 燧石 脉石英 石灰岩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㈣ 、／ 

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 、／ 

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 、／ 、／ 、／ 

陕西临潼零口二期遗存圜 、／ 、／ 

河南密县莪沟北岗遗址 、／ 、／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 、／ 

河南长葛石固遗址啪 、／ 、／ 、／ 、／ 

河北容城上坡遗址 、／ 

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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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 

遗址 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 燧石 脉石英 石灰岩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 、／ 、／ 

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 、／ 、／ 

河北迁西东寨遗址 、／ 、／ 、／ 

河北迁西西寨遗址 、／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 、／ 

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 、／ 、／ 

湖南澧县李家岗遗址 、／ 

湖南石门皂市下层遗存 、／ 

湖南澧县黄家岗遗址 、／ 

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 、／ 、／ 

湖南钱粮湖坟山堡遗址 、／ 

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 、／ 

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 、／ 

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二至四期文化 、／ 

总计 (n) 20 3 5 2 O 8 

所占比例 (P=n／N) 87％ 13％ 21．7％ 8．7％ 0 34．8％ 

说明： “N，'表示遗址数量， ⋯n’表示某一原料在所有遗址中出现的次数。 

图一 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 
遗址磨制石器原料对比 

磨制石器在各遗址中出现频率较高，石英岩 

及石英砂岩次之，燧石、脉石英及石灰岩的 

出现频率极低，仅零星发现于个别遗址。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 (见表二 )，用 

砂岩制作磨制石器的遗址相较于早期明显增 

多，石灰岩的数量也明显增加，石英岩依旧 

不常见，燧石仅在个别遗址中偶有发现，以 

石英砂岩作为原料的遗址数量明显减少，脉 

石英已经不见。 

对比可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 

时代早期的过渡阶段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砂 

岩逐渐成为磨制石器的主要原料，石灰岩呈 

上升趋势，石英砂岩有所下降，脉石英到新 

石器时代中期消失不见。作为打制石器的主 

要原料，石英岩和燧石在磨制石器原料中出 

现的频率很低 (图一 )。 

三、动因分析 

(一 )原料特性 

燧石普遍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制作 

石器的优质原料之一，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 

址中被广泛使用。史前人类在制作磨制石器 

初期理论上应优先考虑此种原料，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目前发表的考古资料中，仅河南 

舞阳大岗遗址第4层出土1件棕红色燧石质磨 

刃石片，发掘者推测其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末段，大约为距今12700±1000年l45】。新石器 

时代中期遗址中，仅河北迁西东寨遗址出土 

3件通体磨光的燧石锛和1件燧石拍f4 ，湖南 

澧县李家岗遗址出土2件黑色燧石圆棒器 ]。 

有学者对石器原料的硬度做过实验与总 

结，认为打制石器要求硬度在莫氏5．5度以上的 

原料，如燧石、石英岩等，应具备三种物理性 

能，包括硬度、各向同性和胞I生 】。贾昌明认 

为，和打制石器需要锐利的边缘而倾向于燧 

石和黑曜石等硬且脆的均质体岩石不同，磨 

制石器不仅需要打制成形，还需要进一步打 

磨刃缘，因此对石料质量的要求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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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而且器物光滑的表面和规整笔直的刃缘 

在砍伐时阻力小得多，使用寿命远长于打制 

石斧[5 。如磨制辉绿岩石斧的坚固度和耐用 

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除作用于骨头或更 

硬的东西，日常使用几乎不能对它造成大的 

损伤 。国外一项实验显示，一件磨制石斧 

在3,b时49分钟内砍倒了34棵树后才变钝【5 。 

磨制石器的功效也一直是考古学家关心 

的问题。大量实验表明，磨制石斧和石锛在 

砍伐任务中效率较高。丹麦考古学家斯坦伯 

格 (Steinberg)在新几内亚西部高地调查期 

间，请一名40岁左右的土著男子用装柄的磨 

制石斧去砍直径为17厘米的树，该男子挥动 

石斧在树干两侧砍出较深的口子后，把树折 

断，用时仅7分钟【5 。 “2004IVPP微痕分析 

培训研讨班”在泥河湾所做的砍树实验中， 

实验者使用打制砍砸器砍折直径约8厘米的 

杨树，砍伐方式与斯坦伯格的实验类似。 

实验过程中，有19次换人操作，共用时28分 

钟。任务完成后 ，工具刃部出现严重磨圆， 

有明显的层叠状大片疤 剐。同磨制石器相 

比，使用打制石器加工木材的效率显然比较 

低。 

耐用性是影响石器及其技术被采纳与 

否的标准之一。耐用的石质工具意味着能够 

节省更多的原料，每一次制作新的石器或是 

对破损工具的再修锐都会增加获取原料的成 

本。当节省原料很重要时，能够明显节省石 

料的剥片与再修锐技术就日趋显著。即便磨 

制所需劳动成本很高，旧石器时代的其他再 

修锐技术均无法像磨制技术一样高效地运用 

原料。节省原料的深层次目标是为了提高效 

率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再修锐的磨制工具可 

以最大限度的使用，同样的活动可能要耗费 

大量的打制石器，如果经常中断生产过程去 

采办石料以替换耗尽的工具，工作效率就会 

极低。在北美洲古代期的一些文化甚至现代 

狩猎采集人群 中，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切割 

和加工大量资源。如在北美洲西北海岸鲑 

鱼大批洄游的时段，当地土著必须在几星期 

内屠宰、切片并烘干获得的鲑鱼，以避免其 

腐败变质 。这就促使人们考虑时间预算问 

题，并将磨光技术纳入到工具制作中。 

高耐用性可以为史前人类节省更多的原 

料，减少采办原料的成本，且能降低时间成 

本。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气候变化和人口 

增加使得史前人类面对各方面的生存压力， 

只有尽可能提高工具的耐用性和效率以减少 

时间预算，才能适应多变的环境，磨制石器 

在这一形势下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和潜力。 

(三 )磨制石器的功能 

对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和新石器时 

代中期遗址的梳理发现，24个遗址存在打制 

石器尤其是细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的现象， 

如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江西万年仙人洞、河 

北迁西东寨遗址等。这些遗址都同时出土了 

大量的燧石质小石器或细石器，以及一部分 

非燧石质的磨盘、磨棒及斧、锛类工具。 

一 般认为，细石器是加工动物的专门工 

具，石磨盘和石磨棒是加工植物的工具，而 

磨制的斧和锛的功能比较多样，通常被认为 

与木材加工有关。通过微痕及残留物分析， 

可以比较确切地了解这些工具的具体功能。 

1．微痕分析表明，虎头梁遗址绝大部分 

细石器用于加工软性动物类物质及骨肉类物 

质[5 ，东胡林遗址的细石器中有68．2％用于 

切割肉类或刮削皮革等与动物类物质有关的 

行为，仅9％的工具用于加工植物 。 

2．刘莉等对山西武乡牛鼻子湾遗址出土 

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进行残留物分析，结果表 

明这两件磨制石器主要用于加工植物 ，包括 

栎属橡子、小麦族籽粒、黍族籽粒、豇豆属 

豆子及栝楼块根[60]。 

3．张晓凌等对虎头梁遗址出土的打制锛 

状器进行了微痕分析，结果表明此类锛状 

器主要用于加工木材，进而推测磨制锛 由 

打制锛演变而来，其功能可能相同，即磨制 

石锛也是木材加工的工具[6“。考古学家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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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在丹麦中石器时代斯凯特郝牧遗 

址一期 (Skate—holm I)23件石斧的刃部发现 

了伐木及屠宰动物的痕迹 。东胡林遗址石 

斧微痕研究显示，该遗址的石斧不仅用来加 

工木材，还可以用于松土和熟皮子I6 。 

上述微痕分析及残留物分析表明，新、 

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中燧石质细石器与非燧石质磨制石器并存， 

这两种工具的作用应不同。细石器用于加工 

动物类物质，磨盘、磨棒用于加工植物类物 

质，而磨制的斧和锛主要用于加工木材。 

综上，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和新 

石器时代中期，燧石几乎不用于制作磨制石 

器，而专门用于制作加工动物类物质的细石 

器。燧石硬度大，不适合于磨制，若将其打 

制成石斧或石锛直接作用于木材，则会在短 

时间内损坏而需要不断修理，可能造成石料 

的浪费。因此，史前人类倾向于选择硬度较 

低的砂岩和石灰岩来制作耐用且有效的磨制 

石器，这类石料分布广，采办成本低，易于 

打磨。依据不同原料的特性，将其制作成最 

合适的工具以应对不同的任务，充分体现了 

史前人类合理利用资源的特点。这也是史前 

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策略。 

四、结 语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将磨光技术 

应用于骨器及装饰品。之后，此技术被拓展 

至石器的修锐过程中，磨光技术是磨制石器 

出现的基础条件和技术支持。制作磨制石器 

的劳动力和时间成本要比制作打制石器高很 

多，但其功效和耐用程度也比打制石器高得 

多。大量实验及研究已经证明，磨制石器在 

木材加工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及耐用性，这 

可能促使史前人类在特定时段开始使用磨制 

石器。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莱恩 ·海登 (Brian 

Hayden)指出，刃缘磨光是所有修锐技术中 

最费力的方法，应发生在具有特化与强化切 

74(总1154) 

割需求的群体中 。民族学材料也证明了刃 

缘磨光的石器大多出现在伐木活动比较频繁 

的地方，如澳大利亚的许多地区。 

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全球气候变化和 

人口增加引发了史前人类生计模式的改变。 

动物在史前人类食谱中的比例相应减少，而 

植物性物质相应增多。部分植物性物质在食 

用之前需要经过脱壳、碾磨及捣制，民族学 

资料表明，碾磨和捣制在植食加工中起到四 

个作用：去除纤维、缩小食物颗粒的尺寸、 

帮助解毒以及增加营养。颗粒尺寸的缩小使 

更多淀粉在消化中与酶接触，留在脱粒后谷 

物中的糠加快了食物通过肠胃器官的速度， 

将富含糠的脱粒谷物再碾磨成细小颗粒则减 

慢了这一过程，并且使肠胃能够吸收更多的 

营养，将食物进一步碾磨成粉增进了营养的 

吸收。碾磨增加了可食产品的量，相同的产 

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这是一种 “强化方 

法”[65]o石磨盘、磨棒在这一 “强化方法” 

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当史前人类尝试将磨制技术运用到燧 

石、石英岩等原料上时，可能发现此类硅质 

含量高的原料硬度过大，不易打磨加工，因 

此，他们更青睐于质地较软的砂岩及石灰 

岩，尤其是砂岩多砂的特性十分符合磨盘、 

磨棒等碾磨类石器的使用方式。史前人类在 

时间预算、石料可获性、生态环境等方面的 

生存压力下，要尽可能降低采办石料的成 

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寻找食物。磨制石器 

耐用性高，意味着能够节省更多的原料，降 

低石料的采办成本。因此，节省原料也是磨 

制石器出现的动因之一。同时，出于节省原 

料的考虑，史前人类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细石 

器来处理动物，以砂岩、石灰岩等为原料制 

作磨制石器来加工木材。选择不同物理特性 

的石料制作合适的工具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充分体现了史前人类对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 

用，同时也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策略。 

因此，磨制石器是更新世末至全新世 



陈虹等：从原料角度探讨中国磨制石器出现及发展的动因 

初人类适应策略中必然出现的一项革命性技 

术。从原料角度来探讨磨制石器的出现及演 

变的动因，只是众多研究方法和视角中的一 

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相信对于磨制 

石器的研究会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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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 5CKG003)、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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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和浙江大学学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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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章丘卫星会议文集》简介 

《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第22届国 

际历史科学大会章丘卫星会议文集》由山 

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章丘市文广新局编 

著，文物出版社20l7年9月出版发行。本书 

为大16开精装本，共404页，定价230元。 

2015年8月，在龙山文化的命名地中国山 

东省章丘市举办了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 

会章丘分会——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 

期文明”。本书即是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之 

一

， 共收录会议论文32篇，内容涉及到龙山 

文化环境考古、生业经济、手工业经济、玉 

器、社会发展进程、体质人类学等研究领域 

的新进展，聚落考古与社会复杂化，环境和 

生业经济，龙山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 

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 

考、阅读。 

(肖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