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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在10～ 815kaB. P. 经历了三次阶段性增暖后进入全新世暖期。

815～ 810kaB. P. 和4～ 315kaB. P. 暖期的开始与结束事件中降水变化落后于温度变化300～

500a; 暖期盛期时的年均温较现代高2～ 3℃, 降水多100mm 左右; 暖期中存在多次短期寒冷事

件, 年均温最冷时较现代低3℃以上。315kaB. P. 以来冷干趋势之上叠加着大致由300a 稳定与

500a 波动构成的约800a 的周期性变化。全新世暖期原始农业文化的阶段性发展与暖期内环境

波动相对应; 暖期结束时发生了由农业向牧业文化转换的事件; 暖期以后的冷干期为农牧交错

文化时期, 农业经济随冷干程度的变化而兴衰。

关键词　农牧交错带　环境演变　环境演变的影响　考古学文化　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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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境内对全球变化反应敏感的生态系统过渡带, 主体部分位于长

城沿线的内蒙古东南部、冀、晋、陕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 是从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地

带, 区内年400mm 降水量保证率为20%～ 50% , 年平均温2～ 8℃; 降水量稍有增减, 干草原

的界线即在本地带范围内发生摆动。在土地利用方式上, 这一地带内不但有农有牧, 而且时

而农、时而牧,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交替和兴衰。在一定的意义上讲, 中

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相应于非洲的萨赫尔地带。

对过渡带环境演变的研究有助于获得高分辨率的环境演变过程, 提取环境演变的早期

信号, 并籍此作出预测。另一方面, 过渡带也是人地关系不稳定的地带, 环境变化对文化发展

的影响在过渡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 史前时期更是如此。因而, 北方农牧交错带近十余年来

一直是我国环境演变研究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

本文主要依据笔者近年来实地考察研究所获得的成果, 对该地区的环境演变特征及其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

—721—

α 　收稿日期: 1996209201　修改稿收到日期: 1996211229

作者简介: 张兰生, 男, 1928年生, 教授, 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自然地理学专业。现主要从事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研

究。

本项目受国家攀登计划项目、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和留学回国人员基金项目资助。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　环境历史演变特征

10～ 315 kaB. P. 的环境演变分析主要根据内蒙古大青山顶调角海子剖面 (41°07′N ,

112°34′E, 海拔约2 000m )的孢粉、冰缘现象和地球化学等结果, 同时结合农牧交错带内其它

图1　调角海子剖面的孢粉浓度N 〔(粒ög) öa〕与CaCO 3百分含量变化

F ig11　D iagram of spo re2po llen concen trat ion
and CaCO 3 from the D iao jiaohaizi p rofile

自然和人文证据, 分辨率平均达100～ 200 a〔1～ 2〕。本文在文献〔1～ 2〕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修

订 (图1, 2)。315kaB. P. 以后的气候变化过程主要由位于科尔沁沙地东南边缘的麦里剖面

(42°52′N , 122°53′E, 海拔155m ) 中栎属 (Q uercus) 花粉浓度的变化来反映, 分辨率可达20～

50a〔3〕。

111　1019～ 1012 kaB. P. : 持续约700a 的新仙女木事件

调角海子剖面中1019～ 1012kaB. P. 为风成黄色粉砂沉积, 与下伏及上覆地层有明显相

变, 该段罕见孢粉, 反映极为冷干的环境。与新仙女木事件相对应, 其持续时间不超过700 a。

112　1012～ 815 kaB. P. : 三次阶段性增暖

1012～ 815 kaB. P. 期间农牧交错带地区经历了三次显著的阶段性增暖过程。

第一次显著增暖发生在10kaB. P. 前后。在此之后, 调角海子剖面中的木本、草本和总孢

粉沉积速率均较前期增加了2个数量级, 前者达 (102粒ög) öa, 后两者达 (103粒ög) öa; 孢粉种

属数增至10种以上, 显示植物种群成分的增加和植物密度的增大。以桦木为主要木本成分的

森林草原环境可能已在海拔2 000m 左右的调角海子地区的附近出现。温度可能已接近或略

低于现代调角海子的年平均温度 (0℃左右)。与植被的变化相对应, 农牧交错带内的湖泊水

动力条件均在10kaB. P. 前后增大, 湖水明显淡化, 进入高湖面期, 显示出在温度显著回升的

同时降水量明显增加, 它表明至晚从10kaB. P. 起, 夏季风系统的强烈影响已达阴山地区, 甚

至已达到阴山以北地区。此次变暖具有全球意义, 是对全球冰期结束进入间冰期的反映。对

于整个农牧交错带地区而言, 降水量显著增加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比增温更重要。

10～ 912kaB. P. 期间有三次短期变冷过程, 表现为孢粉浓度的明显降低。912 kaB. P.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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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现第二次显著变暖过程, 调角海子剖面中喜暖的油松花粉浓度增加了1个数量级, 即达

(102粒ög) öa; 植物种属数和几乎所有种属的孢粉浓度均再次显著增加, 以桦木占优势的木

本花粉的浓度维持在 (103粒ög) öa 的水平上, 占孢粉百分含量的40%～ 50% 左右。同时剖面

中CaCO 3的含量急剧减少, 显示森林环境已在山顶地区占主导地位。剖面中首次出现未分

解的泥炭层沉积, 表明环境和植被的繁盛已达到有利于泥炭发育的程度。温度已与现代相

近。912 kaB. P. 与农牧交错带类似的变暖情况也见于我国东北的三江平原和新疆的北疆等

位于在西伯利亚高压区边缘的地区〔7～ 8〕。

图2　农牧交错带的温度变化及其与敦德冰芯 ∆18O 值〔4〕、江苏建湖剖面所反映的
温度变化〔5〕和农牧交错带的考古学文化变化 (据〔6〕等编绘)的对比

F ig12　Changes of temperatu re and the archaeo logical cu ltu res in the N o rth Ch ina

farm ing2grazing transit ional zone, comparing w ith the changes of ∆18O from

the D unde ice co re〔4〕and annual temperatu re from J ianhu p rofile in J iangsu〔5〕

818～ 816 kaB. P. 的寒冷事件使岱海、鄂尔多斯等地区出现冰缘现象〔9～ 10〕。815 kaB. P.

之后, 木本花粉浓度进一步增加, 其中油松花粉显著增加, 一度达 (103粒ög) öa, 榆、栎、榛等

花粉浓度增加, 云杉和冷杉等花粉浓度显著减少, 反映进一步的增暖过程, 此次增暖不如912

kaB. P. 增暖的表现显著。但仍可与江苏建湖等中低纬度地区的显著变暖相互对比〔5〕, 是对

全球尺度的全新世暖期开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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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815～ 315 kaB. P. : 全新世暖期及期间的气候波动

11311　暖期开始与结束的状态转变过程中降水变化滞后于温度变化

815～ 810 kaB. P. 调角海子剖面中在喜暖的木本花粉浓度增加的同时, 草本花粉的百分

含量增加, 沉积物为不含泥炭的黄色砾石沉积, 反映相对暖干的环境配置, 说明降水并未随

着变暖而同步增加。8kaB. P. 之后, 调角海子剖面中乔木花粉百分含量增加; 贺兰山以东的

沙区主要成壤期开始, 普遍出现疏林草原或草甸草原景观〔11〕, 显示降水增加并呈现暖湿环

境。

调角海子剖面中的油松花粉浓度在319 kaB. P. 之后突然降低1个数量级以上, 结束了

617 kaB. P. 一直占绝对优势的阶段, 一度消失的冷杉花粉再度出现; 晋北阳高地区也从

4kaB. P. 开始出现乔木花粉下降、但冷杉增加的变冷过程〔12〕; 显示环境向寒冷方向转化。从

317～ 315 kaB. P. 前后开始, 调角海子地区植物的密度降低, 森林环境为草原或森林草原环

境所取代; 与草原化过程增强相对应, 剖面中 CaCO 3的含量急剧增加; 剖面中湿生的莎草科

(Cyperaceae)取代了水生藻类 (P ed iastrum ) 的繁盛地位; 剖面所在位置再未接受稳定的湖

泊沉积, 显示湖泊水量的永久性减少; 农牧交错带内的其它湖泊也均结束了高湖面, 表现出

收缩的特征〔13～ 14〕; 8kaB. P. 以来的古土壤发育期结束, 进入干冷的风沙活动为主的时期〔11〕。

上述事件标志着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干过程。4kaB. P. 前后变冷、317～ 315 kaB. P. 变干是

一个连续过程的两个阶段, 它标志着全新世大暖期结束, 环境演变进入新阶段。4～ 315 kaB.

P. 变化的表现比815～ 8kaB. P. 变化的表现更显著。

815～ 8 kaB. P. 的增暖变湿和4～ 315 kaB. P. 的变冷、变干事件分别标志着全新世暖期

的开始与结束, 在这两个状态转换过程中, 降水变化均落后于温度变化300～ 500a, 以致呈

现短期的暖干、冷湿配置。导致降水变化滞后于温度变化的可能原因是: 海陆热力学性质差

异使海洋温度变化的时相落后于陆地, 导致夏季风环流变化的时相落后于冬季风环流, 从而

使我国分别深受冬、夏季风影响的温度和降水变化过程存在时相差, 这是我国季风气候系统

响应全球变化所独具的特性。

11312 全新世暖期内的气候波动

在调角海子剖面中发现三期小型埋藏古冰楔, 其中前两期古冰楔的年代分别形成于711

～ 618 kaB. P. 和6～ 518kaB. P. , 位于全新世暖期之内, 第三期形成于313～ 311 kaB. P. 前

后。根据三期冰楔的开口宽度推算, 冰楔发育的时间长度不超过60～ 120a。若以我国现代永

冻土南界温度- 3℃作为冰楔形成时的温度〔15〕, 冰楔的存在意味着, 即使在全新世暖期之

内,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仍可出现年均温至少较现代低3℃以上短期降温事件。除此之

外, 根据古土壤和孢粉等特征, 还可在全新世暖期中识别出718～ 716kaB. P. , 514～

511 kaB. P. 和418～ 415 kaB. P. 等寒冷事件。以7, 6kaB. P. 和418kaB. P. 前后的三个寒冷事

件为界, 可把全新世暖期分为四个阶段: 815～ 7 kaB. P. 温度进一步升高, 敦德冰芯显示此期

波动频繁〔4〕; 617～ 6kaB. P. 为暖期盛期; 6～ 415 kaB. P. 冷暖波动频繁; 415～ 4kaB. P. 为又

一个稳定暖湿期。

11313 全新世暖期的环境情景

从617kaB. P. 开始, 调角海子剖面中油松花粉浓度剧增到 (103粒ög) öa 以上, 取代桦而

在木本花粉中占主导地位。以油松为主的森林植被已分布到海拔2 000m 的调角海子周围,

较现代大青山油松分布上限高300～ 500m , 年平均温度至少高于现代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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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mm 等雨量线的位置可由以下指标来推断: 油松林分布区的北界〔16〕, 干草原及相应

环境下的土壤与草原2草甸草原及相应环境下的古土壤的分界线〔17〕, 以CaCO 3结核、结核层

形式出现的古土壤淀积层和以CaCO 3薄膜、斑点和假菌丝体形式出现的土壤淀积层的分界

线〔18〕。据此, 全新世暖期时450mm 等雨量线的大体位置为: 北起呼伦贝尔沙地, 向南经浑善

达克沙地向西沿大青山南麓从呼和浩特折向西南, 经六盘山向西南, 在大部分地区与现代

350mm 等雨量线位置接近, 表明全新世暖期时农牧交错地区的降水较现代多100mm 左右。

114　315 kaB. P. 以来: 全新世暖期以后的气候波动

在4～ 315kaB. P. 的冷干事件之后, 麦里剖面从约314 kaB. P. 后开始在风沙层上出现泥

炭沉积, 显示环境的好转。313～ 311 kaB. P. 栎属花粉浓度从103粒öcm 3增加到约104粒öcm 3,

为近3 500a 来环境最好的时期。此后突然下降, 呈日趋恶化的趋势。311～ 2 kaB. P. 期间栎属

花粉浓度在103粒öcm 3附近波动, 2～ 1kaB. P. 栎属花粉浓度进一步降低, 波动于10216粒öcm 3

附近, 反映环境的进一步恶化。1 000～ 700aB. P. 花粉浓度显著回升至10315粒öcm 3左右, 为环

境好转时期。此后, 花粉浓度波动于10213粒öcm 3附近, 反映环境的再次恶化。在波动下降的总

体背景之上, 叠加了约300a 相对稳定和约500a 剧烈波动阶段交替出现的大体800a 的周期

性变化 (图3)。

在3kaB. P. 以来的时间范围内, 14C 年代与纪元年代之间的误差最大可达±100a 以上。

将麦里剖面的栎花粉序列校正到纪元年代后与中原地区的温度变化曲线进行对比①〔2〕, 发现

两者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对应关系 (图3)。其中, 公元前的1 500 a 中麦里剖面具有更高的时间

分辨率: 1400B. C. (14C 年代约3 100aB. P. ) 前后发生显著的变冷过程, 1400～ 700B. C. 期间

冷暖波动频繁, 期间出现四次冷谷和三次相对暖峰; 随后是持续不到200 a 的春秋暖期; 战国

并不是持续的暖期或冷期, 而是包含了早晚两个冷期和中期 (300B. C. 前后) 一个显著的暖

期。竺可桢先生认为战国时期持续温暖主要是依据中期时的证据〔19〕, 后人提出的战国冷期

主要是来自晚期的证据①; 此后进入汉暖期。汉暖期至约900A. D. 开始的中世纪暖期之间,

两序列波动趋势大体相同, 均出现3次显著的冷谷, 但两者在时相上不完全对应, 纪元年代

与14C 年代换算上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出现不完全对应的一个重要原因。中世纪暖期中两者对

应良好, 1000A. D. 前后和12世纪发生两次寒冷事件, 13世纪末期的寒冷事件标志着中世纪

暖期的结束, 此后进入小冰期。

14世纪以来的冷暖波动与华北地区的温度变化亦对应良好〔20〕。15世纪、17世纪和19世

纪为相对寒冷阶段。20世纪以来栎花粉浓度下降现象可能是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

2　农牧业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对应关系

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是敏感地区, 各种时间尺度上的环境演变均对区内土地利用方式

和农牧业经济的消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人类文化的早期表现尤为明显。

根据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与中南部岱海和鄂尔多斯地区两个考古学文化中心的考古

文化序列〔6〕及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 发现以 ca l1315 kaB. P. (ca l1表示经树轮校正的年代)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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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可将农牧交错带地区 ca l18 kaB. P. 以来的考古文化发展过程分为 ca l18～ 315 kaB. P. 的

原始农业文化为主阶段和 ca l1315 kaB. P. 以来的农牧交错文化阶段, 在 ca l14～ 315 kaB. P.

前后发生了从农业文化向牧业或农牧文化转变的文化突变事件。

图3　麦里剖面栎花粉浓度N (粒öcm 3)的变化与中原温度变化序列的对比
F ig13　Change of the Q uercus concen trat ion from the M aili p rofile,

comparing w ith the change of temperatu re in M iddle Ch ina

ca l18～ 315 kaB. P. 以定居的农业文化为主, 期间可分为若干阶段, 并出现数次文化间

断现象: ca l18～ 7 kaB. P. 兴隆洼文化经历近千年的发展; ca l17～ 617 kaB. P. 文化发生倒退,

分布区域缩小; 此后, 文化再度兴盛; ca l16～ 518 kaB. P. 的短期波动后, 东南部的红山文化

中段和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均进入仰韶文化时期的鼎盛时期; ca l1 5kaB. P. 前后文化在

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同时消失, 出现文化断层; 200a 后, 中南部地区发育了老虎山文化,

ca l1413 kaB. P. 老虎山文化突然中断, 在鄂尔多斯地区兴起了朱开沟文化 (ca l1412～

315 kaB. P. )。

ca l14～ 315 kaB. P. 发生从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转变的过程。朱开沟文化早期 (ca l1412

kaB. P. ) 为农业文化, 中期 (ca l14～ 318 kaB. P. ) 畜牧业成分显著增加, 至晚期 (ca l1315 kaB.

P. ) 已演变为畜牧业文化〔21〕。中南部赤峰地区 ca l14～ 315 kaB. P. 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虽仍以

农业为主体, 但含较多的牧业成分; 西部甘肃境内同期的齐家文化亦是如此〔22〕。殷墟二期文

化之后, 具有游牧文化性质的北方青铜文化一直扩展到陕西绥德、山西石楼、北京玉皇庙一

线以南〔6〕。上述考古文化性质的跃变, 即牧业文化从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以游

牧文化为主导, 与整个欧亚草原区游牧文化兴起的时间相同〔23〕; 我国中原地区也在4 kaB.

P. 之后逐步出现畜牧业文化成分。

ca l13kaB. P. 之后, 北方农牧交错带内的农、牧文化曾多次进退、交替, 但农业的北界总

体上呈向南退缩的趋势, 未能再达到 ca l1315 kaB. P. 以前的水平。ca l13～ 213 kaB. P. 东南部

地区为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混合的文化〔24, 6〕;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中南部的岱海地区为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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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化〔6, 25〕, 鄂尔多斯地区则具有更浓厚的草原游牧经济特点〔6〕。汉代, 农业文化在中南部

地区空前繁盛, 西汉时期旱作农业北界曾达到阴山以北。360A. D. 以后 (晋) 农业北界推进

到与现今相近的位置约百年左右。至中世纪, 唐代农业文化一度兴盛, 唐末辽初农业文化再

次兴起, 辽金农业文化空前繁盛, 金末元初 (1230～ 1260A. D. ) 农业文化衰落, 中世纪时期

西部地区旱作农业北界只达到鄂尔多斯高原中部, 较汉代明显偏南。明清时期明长城一线成

了农牧业文化的分界线, 其间农牧交错带曾反复推移, 如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的18世纪, 农

牧过渡带曾一度西伸北展。

8～ 3kaB. P. 之间树轮校正年代与14C 年代之间存在数百年的偏差, 在将通常为树轮校

正序列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订正到14C 年代序列后与环境演变序列进行初步对比, 发现二者之

间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

原始农业文化的兴起与发达均处在全新世暖期的温暖湿润环境内, 农业文化时期的阶

段性变化和文化间断事件, 与全新世暖期内的气候波动事件大体对应。在14C 年代坐标上, 兴

隆洼文化出现于716 kaB. P. 的寒冷事件结束后, 而在614 kaB. P. 环境转向恶化时结束; 此后

发生文化退化现象。在518 kaB. P. 环境进一步恶化事件之后, 东南部地区出现红山文化、中

南部的岱海和阴山脚下出现原始农业文化, 红山文化和海生不浪文化均鼎盛于511～

418 kaB. P. 前后的暖湿阶段, 又同时于418～ 415 kaB. P. 的寒冷段内结束; 中南部的老虎山

文化发育在其后的暖期之中 (图2)。

当319kaB. P. 结束全新世暖期的变冷事件发生时, 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结束。继老虎

山文化之后的朱开沟文化发育于更为偏西的鄂尔多斯地区, 为降水变化落后于温度变化提

供了佐证。而当317 kaB. P. 变干的过程开始时, 朱开沟文化开始由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转

变, 至315 kaB. P. 之后牧业文化从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以游牧文化为主导。上

述考古文化变化, 是对4～ 315 kaB. P. 环境突变的响应, 它从文化考古的角度验证了以暖湿

为特征的全新世暖期的结束。

殷墟二期以后牧业文化的向南扩张是环境进一步干旱化的反映。3kaB. P. 以来出现的

农牧交错文化与全新世暖期后建立起来的新环境格局相对应, 在此期间, 农牧文化随着冷

暖、干湿的振荡多次进退、交替。农业文化相对兴盛、农业北界向北扩展的春秋战国、汉、晋、

唐、辽金、清代中叶等时期分别对应于各暖期或相对温暖期 (图3)。现代农牧交错的土地利用

格局与本世纪转暖相对应。

3　结　论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处夏季风的尾闾区, 对降水变化十分敏感, 是对全球变化反应敏

感的生态系统过渡带之一。

全新世以来, 本地区于10, 912 kaB. P. 和815 kaB. P. 经三次阶段性增暖进入全新世暖

期, 其中, 10kaB. P. 降水量显著增加对整个农牧交错带地区环境的影响比温度的升高更为

重要, 912kaB. P. 变暖过程的表现比815 kaB. P. 的变暖更显著。815～ 810 kaB. P. 和4～

315 kaB. P. 分别为全新世暖期开始与结束的状态转换时期, 其间降水变化落后于温度变化。

暖期盛期的年均温较现代高2～ 3℃, 降水多100mm 左右; 暖期中存在若干短期寒冷事件,

最大降温幅度可较现代低3℃以上。315kaB. P. 以来环境在冷干趋势的背景下, 呈现300a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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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500a 波动交替出现的800a 左右的周期变化。10kaB. P. 的变化可与敦德冰芯和江苏建

湖等序列相对比〔4～ 5〕, 3 000a 来的冷暖变化可与中原地区相对比, 其中, 3～ 2kaB. P. 的变化

较中原现已建立的环境演变序列有更高的分辨率。

农牧交错带内各种时间尺度上的土地利用方式或农牧业生产方式的消长均受环境演变

的驱动, 具有深刻的环境演变背景。ca l18～ 315 kaB. P. 原始农业的兴起与发达与全新世大

暖期的温暖湿润的环境相对应, 其间的阶段性变化和间断现象与暖期中的短期寒冷事件相

对应。ca l14～ 315 kaB. P. 前后出现考古文化性质的跃变, 即牧业文化从农业文化中分离出

来并最终演变成以游牧文化为主导, 与整个欧亚草原区游牧文化兴起的时间相应, 这是对4

～ 315 kaB. P. 的环境突变、特别是315 kaB. P. 降水突变的响应, 它从考古文化的角度反映了

以暖湿为特征的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ca l1315 kaB. P. 以来的农牧交错文化与暖期以后的

冷干环境相对应, 其间的农牧业经济随气候的暖湿、冷干波动而彼此消长, 农业经济在暖期

北进, 冷期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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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 IRONM ENTAL CHANGES IN THE NORTH CH INA
FARM ING-GRAZ ING TRANSIT IONAL ZONE

Zhang L an sheng　　Fang X iuqi

(B eij ing N orm a l U n iversity , B eij ing , 100875)

R en Guoyu

(N a tiona l C lim a te Cen ter, B eij ing , 100081)

Suo X iufen

( Institu te of Cu ltu ra l R elics and A rchaeology of Inner M ong olia , H ohhot, 010010)

Abstract　T he N o rth Ch ina farm ing2grazing tran sit iona l zone, driven by the ra infa ll f luc2
tua t ion, is one of the eco tones sen sit ive to g loba l changes. T he Ho locene environm en t

change w as in th ree stages: (1) T he obviou sly w arm trend w ith the ab rup t tem pera tu re

rise in th ree step s du ring 10～ 8. 5kaB. P. ; (2) T he Ho locene M egatherm al Period. T he

ab rup t changes of w arm 2w et a t 8. 5～ 8. 0kaB. P. and co ld2dry a t 4. 0～ 3. 5kaB. P. m arked

the beginn ing and ending of th is period. T he changes of p recip ita t ion w ere 300～ 500 years

lag beh ind the tem pera tu re changes, w h ich is the d ist inct ive fea tu re of m on soon clim at ic

system of Ch ina in responding to g loba l change. T he tem pera tu re w as 2～ 3℃ h igher in

m ax im um , and the p recip ita t ion w as abou t 100mm m o re than p resen t du ring th is period.

Severa l co ld even ts are iden t if ied ou t du ring th is period, w ith the tem pera tu re dropped

dow n 3℃ m o re a t m ax im um than the p resen t. (3) T he co ld2dry trend after 3. 5kaB. P. .

T he clim ate changed in the quasi2period of 800 years w ith 300 years rela t ive steady w arm

and 500 years st rong o scilla t ion. T he p re2h isto rica l cu ltu res in the N o rth Ch ina farm ing2
grazing tran sit iona l zone w ere strongly im pacted by the environm en t change. T he p rim i2
t ive farm ing cu ltu re w ere developed and flou rished in the Ho locene M egatherm al Period.

T he farm ing cu ltu re changed to the pasto ra l cu ltu re a t the term ina t ion of the Ho l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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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gatherm al Period. T he farm ing2grazing cu ltu re fo rm ed du ring the last 3 500 years.

Key words　the farm ing2grazing tran sit iona l zone, environm en ta l change, im pacts of envi2
ronm en ta l change, a rchaeo log ica l cu ltu re, land u se

(责任编辑　王小龙)

《地学前缘》收稿期预告

(1)《地球历史的节律——生物史、沉积史、构造史、岩浆史专辑》收稿截止期为1997年4

月底, 1997年9月、10月连出二期。

(2)《地质技术与方法专辑》收稿截止期为1997年8月底, 1998年3月、4月连出二期。

(3)《岩石学专辑》收稿截止期为1998年4月底, 1998年9月、10月连出二期。

(4)《矿床学专辑》收稿截止期为1998年8月底, 1999年3月、4月连出二期。

来稿请寄: 100083　北京学院路29号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地学前缘》编辑部

A nnouncem e n t

Con tribu tes to the Earth Sciences F ron t iers are w elcom e.

(1) T he deadt im e fo r subm it t ing paper to the specia l issue on“T he rhythm s in earth′s

h isto ry—— b io log ica l, sed im en to log ica l, tecton ic and m agm atic”: T he end of

A p r. 1997.

(2) T he deadt im e fo r subm it t ing paper to the specia l issue on“T echn iques and m eth2
ods of geo logy”: T he end of A ug. 1997.

(3) T he deadt im e fo r subm it t ing paper to the specia l issue on“Petro logy”: T he end

of A p r. 1998.

(4) T he deadt im e fo r subm it t ing paper to the specia l issue on“O re D epo sit”: T he end

of A u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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