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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索瓦人长啥样
周娟娟 李辉

科又可分为人亚科与猩猩亚科。在人亚科

于“俗义”上的人类，包括南猿属、傍人

旗下期刊《创新》（The Innovation ）上

中，又分出了大猩猩族和人族。在人类进

属、平脸人属和真人属。真人属起源于大

发表了河北地质大学团队的最新研究成

化历程中的很多化石物种被冠以“人”的

约 200 多万年前，后来逐步演化出各种类

果，报道了 1933 年在哈尔滨发现的一

2021 年 6 月 25 日，《细胞》（Cell ）

名称，其实都包含在人族当中。目前的人

型的古人类。而从系统性的形态分析来看，

个古人类头骨化石，分析了其形态结构

族已经发现了 8 个属，分别是图迈人属、

真正能确定为物种的只有三个类群：能人、

与其他古人类的相似度。在同期配发的

千禧人属、地猿属、南猿属、傍人属、平

直立人、智人。真人属的各种古人类，可

评论中这个化石被命名为龙人 （Homo

脸人属、真人属、黑猩猩属。

能都可以归入这三个物种，属于亚种或者

longi ），意指其为一单独的物种。但是，

地理种。目前发现

我们认为这一判断与其正文中的分析结

的东亚的直立人、

果是相抵触的。形态聚类树上，“龙人”

各种早期智人、现

与夏河发现的丹尼索瓦人（丹人）、辽

代人化石，无疑都

宁的金牛山人最接近，都属于丹人类群，

属于这三个物种，

不可能属于新发现的“物种”。而用严

龙人与各种东亚早

格的生物学定义来判断丹人基因组，丹

期智人很相似，也

人也不具备独立物种的资质。因为古生

不应该是例外。

物学与生物学长期存在脱节，物种界定

三 个 物 种 中，

在古人类学界存在某些混淆，这种脱节

能人是最早演化出

势必需要弥合。而“龙人”这一发现更

现 的 阶 段， 目 前

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对丹人的认识越

能找到的最早的能

来越丰富，包括丹人的长相。

人类的生物分类地位
让我们先从人类的生物分类开始说

人化石是非洲东部
约 230 万 年 前 的

根据形态推测的人族八个属的系统演化关系

能人，这一人种大
概延续到大约 140
万 年 前， 目 前 没

起。现代生物学的生物分类法，将所有地
所以广义上，人族的物种都可以算作

有证据证明其走出过非洲。大约 190 万

属和种八个主要层次。系统生物学与进化

人类。但是这样就包括了一般不被认为属

年前，属于直立人类型的匠人从能人类

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属于真核域 - 动

于人类的黑猩猩属。而更小的分类单位就

群中演化形成。从化石发现来看，直立

物界 - 脊索动物门 - 灵长目，与其他大型

是真人属，也叫人属，可以作为狭义上的

人走出非洲，从西亚到东亚的扩张早至

猿类有着很近的遗传关系，都归于人科。

人类。实际上，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是

180 万年前。因为这一证据，早期的古

主要分类单位之间还可以有辅助分类单

排除了最近缘的黑猩猩这一分支的，所以

人类学家推测，东亚的现代人可能是从

位，例如总科、亚科、族、亚种等等。人

与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以后的类群都属

早期扩张到东亚的直立人一步步演化而

球生物划分入了域、界、门、纲、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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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但是，类群之间有没有亲缘关系，

现代人（晚期智人）是在大约 20 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庞大的身体结构和厚实的肌

仅仅凭地理分布来推断显然是不可信的，

开始出现，一直生活至今。基因组差异

肉。现代的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大

因为动物类群有频繁的迁徙和替换过程。

换算，尼人与丹人之间大约有 60 万年的

腿和前臂略呈弓形的弯曲，但其步态仍

从形态比较，往往也能很好地确定差异，

分化差异，而他们的共同祖先与现代人

类似于现代人，而非过去步勒所说的弯

而很难确认相似，也就是说形态差别大

大约有 80 万年的分化差异。因为三者之

腰、屈膝和用脚外缘着地的姿势。

的两个类群肯定分开远，形态差别小的

间都有基因交流，说明他们并不存在生

就不一定近了。因为分化时间并不一定

殖隔离，并非不同的物种，只是智人之

在形态上留下差异，但是一定在基因组

内三个独立的亚种，是相互平行的关系。

中留下差异。后来，通过分子遗传学分

物种是一个基因库隔离的独立进化单位，

析比较全世界所有现代人全基因组，发

对于高等动物而言，生殖隔离还是判断

现所有现代人之间的遗传距离不超过 20

物种的金标准。这一基因组分析的结果

万年，且达到 20 万年差异的人全部集中

与早期古人类学的形态判断是一致的，

在非洲之内，非洲之外的差异不超过 7

所以尼人和丹人类群一直被称为早期智

早期现代人头骨（左）与尼安德特人
头骨（右）对比图

万年。这表明所有现代人都是 20 万年以

人。而在早期智人之前，智人物种的古

内重新起源于非洲，所以现代人不可能

人类应该还有海德堡人。这一类群主要

与尼人不同，丹人是很晚才发现的，

是来到亚洲的直立人的后代。那么我们

发现于欧洲，后来在非洲也有发现，生

一直没有完整的头骨。最早发现的从基

究竟从哪里来？大约 100 万年前，非洲

存年代大约在 80 万年～ 40 万年前，正

因组定义为丹人的样本仅是几个趾骨、

的直立人——匠人亚种继续演化出了智

是智人亚种分化的年代。海德堡人的平

一些残缺的腭骨以及几颗牙齿，因此由

人，大约 20 万年前非洲的早期智人演化

均身高超过 180 厘米，脑容量与现代人

于样本不足与残缺，丹人的长相一直是

出了现代人。

大致相当，很可能是三个亚种的共同祖

人们非常好奇的一个谜题。早期有关丹

先，属于尚未形成明显形态差异的时期。

人牙齿的解剖研究表明，丹人的臼齿在
尖部和牙根的形态上存在特殊性，牙齿

智人中的物种和亚种
21 世纪以来，分子人类学的技术迅

尼人和丹人长什么样

的大小在现代人的范围之外，也大多在
尼安德特人的范围之外。2019 年发表在

猛发展，人类演化的历程可以通过 DNA

目前的基因组数据并没有让我们了解

Cell 上的一项研究通过表观遗传学分析

分子、蛋白质分子进行精确的计算。特

这些古人类的真实长相，所以我们要直观

预测了丹尼索瓦人的长相，其利用 DNA

别是全基因组数据，为探索人类的演化

地了解他们的外貌形态，还需要通过化石

甲基化的变化模式重建了丹人的骨骼形

关系提供了宝贵的量化证据。而古代遗

的分析。尼人留下了大量相对完整的化石，

态，表明丹人拥有横向外展的颞骨、较

骸中读取 DNA 数据的技术更是研究人

特别是头颅化石，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知道

低的颅顶、超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范

类演化的利器，在大量现代人化石 DNA

他们的长相。基于古化石证据与形态学研

围的横向展开的顶骨、较宽的颅底、突

数据之外，欧亚大陆西部的尼安德特人

究，利用电脑的三维重建技术曾复原出尼

出的眶上环、短内斜的乳突等特征。但

（尼人）和东部的丹尼索瓦人（丹人）

人的长相。尼人身高 1.5 ～ 1.6 米，体骨

的 DNA 也相继破译。这两个类群与现
代人的遗传关系也非常明确了。从中我
们 得 到 两 个 结 果： 一 是 三 个 类 群 是 80
万～ 60 万年间分化形成的；二是数万年
前三个类群间有基因交流。

粗壮，四肢骨短，粗壮，稍弯，小腿与前
臂的比例小，手与手指都较短。颅骨容量
为 1 200 ～ 1 750 cm3，额头平扁，有枕
外隆凸上小凹。头骨低长，眉脊发达，
枕骨较为圆隆，下颌骨大，在下颌支与

从化石发现上看，尼人从大约 40 万

臼齿之间有比较大的空隙。门齿和犬齿

年前就开始存在，欧洲西部的尼人一直

特别大可能有特殊的功用，门齿多呈铲

生活到大约 3 万年前；丹人则从 30 万年

形，许多牙齿发育不良。没有颏隆突。

前开始存在，生活到大约 4 万年前；而

肢骨比现代人粗壮，关节面大，反映了

2021 9 世界科学

是这些都只是推测。

龙人属于丹人亚种
所以，在智人进化研究中，确定丹
人的长相，是一个特别重要而有意思的
研究方向，而其中关键是找到丹人的头
骨。现在“龙人”头骨的发现和研究，
很可能就是关键突破。
据论文报道，龙人是在中国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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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的一枚保存近

该论文认为，在进化地位上，龙人

陷；颧骨平而低，犬齿窝浅；无上颌膨

乎完整的古人类头骨。这枚头骨尺寸非

也许和尼人、丹人一样，代表了一支现

胀；鼻孔向下宽，几乎呈三角形；颅侧

常大，最为显著的是其兼有原始和进步

代人的姐妹支系。最有意思的分析是，

壁几乎平行，在顶骨突起处没有横向外

两方面的特征。比如它的眉脊厚而长，

在形态谱系树上，与龙人关系最近的是

展；枕骨圆环弱，无上窝；上颚呈 U 形，

颅骨穹隆低矮，没有明显的球形隆起，

距今 16 万年的甘肃夏河人，其次是金牛

齿槽骨浅而厚；切牙窝成角度，表明存

枕部项平面明显朝向腹面；同时它的颧

山人。通过比较龙人和夏河人的牙齿，

在牙槽突；乳突大，向前向内倾斜；鼓

骨较矮而平，具有浅的犬齿窝，吻部相

发现二者尺寸相近。而辽宁金牛山人的

板前下表面平坦，厚度适中；茎突与鼓

对后缩，这些特征都是晚期智人才具有

头骨看上去与龙人几乎是一样的。对金

室融合。这与之前研究预测出的丹人骨

的特征。并且，它的脑容量达到 1 420

牛山人的归属，古人类学界并没有定论。

骼模型虽略有不同，但更多的是吻合的，

毫升，属于晚期智人的脑容量范围。X

但是夏河人通过古蛋白研究分析，已经

特别是面部基本形态趋势是一致的。

射线荧光分析、稀土元素分析、锶同位

明确是属于丹人。如果形态学的谱系树

素分析、铀系法测年等很多证据都表明

可靠，龙人毫无疑问属于丹人，是智人

龙人头骨可能出自“中更新世”晚期的

的一个亚种，而没有任何理由属于一个

湖相地层，其年代可能是 14.6 万～ 30.9

新的物种。所以论文作者之一伦敦自然

万年。这一时间段正是晚期智人与早期

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 • 斯特林格

智人分化的关键时期。论文的可贵之处

（Chris Stringer）认为，龙人化石有可

在于，研究者建立了超过 600 项特征、

能最终被确认是丹人，这需要通过 DNA

近 100 件对比标本的数据库，并以此为

来验证。

基础开展了简约性分析和贝叶斯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晚期智人、尼人、龙人
所属的支系都是单系类群，论文作者认
为龙人支系与晚期智人是姊妹群，有着
最近共同祖先。实际上，各种数据材料
都有各自先天的优缺点，基因组的数据
可以非常明确地给出类群之间的遗传距
离，而形态学的数据可以指出类群之间

正如前述，过去分子人类学认定的
丹人留下来的骨骼非常少，因此关于他
们的信息大部分都来自遗传学研究，而
非形态学。既然龙人属于丹人，我们就
找到了丹人完整的头骨，想要知道丹人
到底长啥样，龙人外貌特征的三维建模
图像就可以提供非常直观的证据。

有差异而并不能非常准确地给出遗传距
离。也就是说形态学上给出的远近关系
是不精确的，龙人与晚期智人也就是现
代人之间的最近关系并不可信。

粗犷的丹人

龙人与他的生活环境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我们已大概能够

龙人最引人注意的特征即体型巨大。
他们身体健壮，四肢发达，具有非常大
的最大颅骨长度、鼻枕
长度和眶上环面宽度；
颅顶长而低，额部后退，
顶叶轮廓均匀弯曲，枕
骨轮廓圆润；无矢状龙

了解丹尼索瓦人的长相，若今后能够发现
更多保存完好的丹人样本，则能够提供更
为直接的证据。而对于龙人在 DNA、解
剖学结构等方面的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能
够更加详细确定龙人的进化地位及其与其
他丹人群体的关系，这对于研究人类的演
化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骨；上脸非常宽，有大
而几乎方形的轮廓；面
部高度相对于上面部宽
度较低；眶上圆环宽，

龙人头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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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发育，并轻轻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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