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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研究中，判断人类遗骸的性别，对

于了解古代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那些遗骸中，牙齿可能是最容易找到

并且保存最完好的部分。科学家发现，牙冠表

面乳白而坚硬的牙釉质中，含有釉原蛋白，编码

这种蛋白的基因恰好位于性染色体——X 染色

体和 Y 染色体上，这将给考古研究带来许多可

能的发现。

近日，美国科学家就利用这种方法，来判定

人类遗骸性别，结果似乎比之前使用的 DNA方

法和骨骼解剖技术更加可靠。其原理到底是怎样

的？国内有没有相关的研究，又有哪些应用前景？

人类遗骸的考古研究对了解人类进化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揭示很多与人类进化和迁移有

关的秘密。而判断残缺不全的遗骸性别，往往

是工作的第一步。

在浙江，有两座周围建有壕沟的高规格大

墓，其中一座墓主人是允常，他就是越王勾践的

父亲；而另一座是位于安吉龙山 107 号的古墓

葬——俗称八亩墩，近年来考古人员历经数年

发掘、研究，在墓葬里发现了大量距今约 2500

年的绿松石饰物，但由于缺乏完整遗骸，墓主人

身份依然成谜，甚至无法判断其性别。

通常，判别古代人类残骸性别最广泛使用

的方法，就是基于男性和女性骨骼的解剖差异，

通过测量骨盆结构等某些骨骼特征来判断。但

这种方法只能适用于成年人，对于性别特征明

显、保存相对完好的骨骼，鉴定并不困难。

“男女骨骼有所不同，其中性别特征最明显

的是盆骨，其次为颅骨及下颌骨，有经验的学者

通过对颅骨和盆骨外部形态的观察，鉴定成功

率可达 95%；再结合胸骨、锁骨和肢骨的形态特

征，以及人骨的测量，基本可以满足鉴定需求。”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饶慧芸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

但儿童的骨骼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更糟

糕的是，考古发现的遗骸往往残缺不全，在处理

骨头碎片时，这些解剖方法几乎失灵，做判断时

完全无从下手。

“在实际工作中，古人类遗骸形态各异，运

用这种传统的方法进行鉴定存在一些局限。”饶

慧芸介绍说，一些骨骼的性别特征处在两性变

异范围之间，或者由于骨骼上各项性别特征发

育程度的不平衡，导致同一个体有些特征偏向

男性，有些特征偏向女性，给鉴定带来困难；未

成年个体的性别特征则比较模糊，比鉴定成年

个体要困难得多。有时，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

遗骸因年代久远、环境变迁、埋藏破坏等原因难

以完好保存，零散破碎的骨骼，某些性别鉴定特

征可能已经消失，用传统的形态观测方法，无法

进行准确的性别鉴定。

此外，理论上古 DNA分析可以解决上述传

统形态学鉴定方法的一些局限性问题，DNA分

析相对能准确识别性别，对于形态特征不明显

的未成年个体和碎骨也可进行有效鉴定。虽然

近年古 DNA研究突飞猛进，但要使用聚合酶链

反应（PCR）等技术，分析成本比较高，且从古

老的遗骸和考古遗址中提取保存完好、未受污

染的 DNA也并非易事。

古人类遗骸往往由于年代久远，保存环境

千差万别，样本的 DNA 已高度降解，其片段较

短，含量极低，这也会影响其作为性别指标的可

靠性。此外，样品在埋藏、获取和实验过程中，

又很容易受到外源性 DNA的污染，尤其是一些

现代无关个体的污染通过 PCR 扩增有效放大，

也会对 DNA鉴定结果有一定影响。

残骸缺损、DNA高度降解

影响古人类残骸性别鉴定

“由于人体的遗传物质除 22 对常染色体

外，还包括一对决定性别的性染色体，男性为

XY，女性为 XX。利用分子杂交技术和聚合酶

链式反应技术等，可检测人类遗骸中性染色体

特异性的 DNA 标记物，以确定性别。”饶慧芸

说。

饶慧芸解释道，在古人类遗骸中，牙齿因其

坚硬和耐腐蚀，往往是最容易找到且保存最完

好的部分之一。牙釉质中含有釉原蛋白，编码

这种蛋白的基因恰好位于性染色体——X 染色

体和 Y 染色体上。性染色体为 XX 的女性，牙

齿只有 X 型釉原蛋白；性染色体为 XY 的男性，

则同时拥有 X型和 Y型釉原蛋白。通过具有性

别差异的釉原蛋白基因的检测，可以在 DNA水

平鉴别遗骸的男女性别。釉原蛋白是釉质发育

过程中最为丰富的蛋白成分，在釉质矿化的第

一阶段占釉基质的 60%—90%。

据此，科学家开发出一种用牙齿判定遗骸

性别的方法：通过高灵敏度的质谱检测，能够检

测 X型和 Y型釉原蛋白的含量，由此能够判断，

最易找到且保存完好

牙釉蛋白可解开性别之谜

塔米·布奥纳瑟拉团队的研究并非首创。

近 10年来，这项技术在考古学、人类学、法医学

和动物遗传研究等领域正逐渐得到深入推广和

应用。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系省级法医学重点实

验室李淑瑾教授带领的团队，在焦磷酸测序分

析短片段牙釉质蛋白基因进行性别鉴定领域已

深耕多年。

他们应用 blast软件，设计引物，扩增基因片

段序列，应用焦磷酸测序技术分析扩增序列，进

行性别鉴定，检测 100 份已知性别的 DNA 样

本，结果均正确无误，检测最低 DNA 模板量为

0.5纳克，具有较好的人类种属特异性。在高度

降解 DNA 分析中，也得到清晰的分型结果，在

法医学性别鉴定中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正是由于男女基因上的差异，其表达的釉

原蛋白也分为 X 型和 Y 型，氨基酸序列上具有

差异，这种蛋白质组学方法，其实是通过从牙釉

质中提取检测釉原蛋白的不同亚型的特异性肽

段，来判定遗骸男女性别。

“蛋白质是由 DNA 转录翻译而来，其中也

蕴含丰富的遗传演化等信息。从牙釉质提取的

蛋白质组同样可应用于种属鉴定、系统发育和

古病理研究等。”饶慧芸介绍，牙釉质是人体中

最硬的组织，在古人类遗址中保存较好，其主要

成分是羟磷灰石晶体。与晶体结合的蛋白质，

尤其是晶体内蛋白质处于相对封闭的体系中，

比在牙本质和骨骼中更利于保存，目前报道至

少可保存第四纪冰川早期早更新世以来的动物

牙齿，并已用于研究约 177 万年前的史蒂芬犀

和约 190万年前巨猿的系统进化史。

也有学者通过釉原蛋白基因的定量分析，探

讨其与疾病的关系，如釉质发育不全等。另外，蛋

白定量研究表明，7300年前至今的个体，其釉质

中标识性别差异蛋白的定量信号并没有太大变

化，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牙齿能更好地保存。

牙釉蛋白基因组信息

与动物与人类进化有关

本报记者 赵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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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聂翠蓉）恐龙可以算是地球上有史以来体

型最大的动物，曾与生有鳞片和羽毛的动物共同漫步地球。作为

长脖子四足食草恐龙，鸭嘴龙骨骼是如何支撑其 8000 磅（约 3500

千克）的体重？一项新研究显示这与恐龙的骨骼特质有关。

近日，一个由古生物学家、机械工程师和生物医学工程师组成

的多学科团队，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论文指出：鸭嘴

龙和其他恐龙具有与哺乳动物和鸟类完全不同的骨小梁结构，这是

能支撑其体重的关键所在。

美国南卫理工会大学古生物学家、论文作者之一托尼·菲奥里

略说，骨小梁组织是骨髓腔中不规则网状立体结构，类似于火腿或

牛排中的孔洞结构，鸭嘴龙的骨小梁是一种特殊的轻质结构，是存

在于股骨等骨头末端的海绵状物质。之前没有科学家研究过恐龙

体内的这种骨骼组织的特性。

研究人员详细扫描了骨骼组织，并结合一种名为“有限元分析”

的工程技术，首次对恐龙骨骼结构与运动间关系进行了评估，发现

恐龙的骨小梁组织结构与哺乳动物不同。“与哺乳动物和鸟类不

同，恐龙骨小梁的密度不会随着体型增大而增加。如果没有这种适

应性改变，支撑鸭嘴龙所需的骨骼结构将非常沉重，恐龙将很难移

动。”菲奥里略说。

为何恐龙能够支撑庞大的体型，而现在的动物没有这个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恐龙为卵生而非胎生，这使恐龙得以摆脱一些决定

哺乳动物体型的生物限制。在对质量轻、强度大的桥梁或飞机等进

行设计时，科学家们或能从恐龙骨骼中获得灵感。

恐龙撑起庞大身躯

海绵状骨小梁或起关键作用

新华社讯 （记者倪瑞捷）阿根廷古生物学家日前复原了距今约

2.05 亿年前的乌龟化石并制成标本，这一发现为学界研究三叠纪时

期动物的进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阿根廷西北部的圣胡安省，古生物学家发现了约 20 种三叠

纪物种的化石，其中包括至少 4 组这种远古乌龟的化石。这些乌龟

化石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8 年被发现，阿根廷古生物学家近期才完

成复原并制成标本，复原后的龟壳直径在 40 至 50 厘米之间。

阿根廷圣胡安国立大学古生物学家里卡多·马丁内斯表示，新

发现的远古乌龟可以被认作是现代乌龟进化的最初形态。这种远

古乌龟虽然已经形成了龟壳，但不会将头或者四肢缩进龟壳中。古

生物学家还不能理解为何乌龟会进化出龟壳。

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古生物学家塞西莉

亚·阿帕尔德蒂告诉记者，现代乌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背部和腹侧

拥有龟板构成的龟壳，而这种新发现乌龟的龟板外围存在现代乌龟

没有的空洞，研究人员还不知道这些空洞有什么作用。

阿帕尔德蒂说，学界一般认为乌龟最早出现在三叠纪，新发现

的乌龟化石是与那个遥远时代的又一个联系，告诉当今人类遥远的

物种是如何起源和进化、慢慢演变为现在的样子。

2亿年前

乌龟竟不会将头缩进龟壳

恐龙复原图 图片来源：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

远古乌龟复原图 图片来源：美国菲尔德博物馆官网

一直以来，古埃及时期制造的木乃伊吸引着

人们的目光。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逐

步揭开这些“人工干尸”的真相。今年年初，就有

一项研究借助3D打印和人体扫描技术，复原了木

乃伊的声音。最近，一项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

究通过CT扫描，在不损伤木乃伊的情况下为其内

部的动物验尸，这些结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

这些动物生前的状态，以及当时的社会特征。

在法老时代，古埃及盛行制作木乃伊。当时

的古埃及人相信，将死者制成木乃伊，能让他们

重生。因此，他们会利用防腐的香油和药物来处

理尸体，并用亚麻布包裹尸体制成木乃伊。这个

过程实际上十分繁琐、复杂且耗时长（至少需要

70 天），但古埃及人不仅会将死去的人类做成木

乃伊，还制作了大量动物木乃伊。目前已经发现

的动物木乃伊已有数百万个，包括猫、蛇、鹰、狗、

鳄鱼、驴和狮子等。

这些动物被制成木乃伊和陪葬的理由各不

相同，其中一些是死者心爱的宠物，而另一些会

作为死者来生的食物，或者作为献祭使用。还有

一些动物在古埃及人心目中是神圣的动物，当这

些动物死亡后，人们也会将它们制成木乃伊。

虽然这些动物在死后以不同的目的被埋葬，

但在恰当的条件下，它们的身体可以保存相当长

的时间。从 19世纪开始，科学家开始研究这些动

物木乃伊。最初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侵入式的，即

打开亚麻布进行研究。不过，这种手段会对这些

动物尸体造成一定损害，因此非入侵式的研究方

法开始逐渐占据主流。这一改变无疑升级了研

究的难度。

在这项发表于《科学报告》的新研究中，英国

斯旺西大学的研究人员采用非侵入的方法，解密

了 3个存在了 2000多年的动物木乃伊，通过研究

它们的骨架结构，分析了它们最有可能是哪种动

物。为了穿透这些亚麻布层，他们首先使用常规

的放射线摄像手段给 4 个包裹拍摄数万张照片，

但这些照片并不能帮助他们重建动物骨架的图

谱。实际上，古埃及人在处理这些动物木乃伊

时，不一定会让它们维持生前的模样。而木乃伊

在保存过程中，动物骨架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形。

因此，他们开发出一种微型的 X 射线计算机断层

（CT）扫描，以获得这些亚麻布中包裹的真实三

维动物形态、骨架结构以及它们制作成木乃伊的

方式。斯旺西大学的材料学家理查德·约翰斯顿

说：“使用微型 CT，我们可以对这些 2000 多年前

的动物木乃伊进行有效的验尸。这一仪器的分

辨率是医学 CT 的 100 倍，因此我们能整理这些

动物生活和死亡的新证据，揭示它们所处的条件

以及可能的死亡原因。”他们分析的 3个动物木乃

伊（蛇、猫和红隼）都保存完好。

其中，猫的头与身躯被分开包裹制成木乃

伊，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它在生前出现

脖颈断裂，但也有可能是古埃及人在制作这只猫

木乃伊的过程中，才将它的头和身躯分离，因为

木乃伊中的猫头通常被要求是直立的。根据猫

的骨架推测，他们认为这种猫更有可能是古埃及

人养的家猫。牙齿和骨骼显示，这只家猫死亡时

的年龄不到 5 个月。而此前的一些研究发现，古

埃及会用没有成年的猫献祭。

形似橄榄球的亚麻布包裹的是一只埃及眼

镜蛇。在古埃及的法老时代，眼镜蛇被认为是太

阳神的女儿，作为一种装饰物镶嵌在法老的皇冠

和法杖上。研究人员发现，这只眼镜蛇被鞭打后

死亡，其右侧的骨骼遭受了外力损伤。此外，它

缺少鼻、上颌和尖牙，喉咙中被塞入没药（树脂

类药材）和碳酸钠，使得整个口腔处于打开状

态。它的肾出现严重钙化，显示死前的生活环境

缺少水分且十分糟糕。

而亚麻布包裹的另一种动物是猛禽红隼，由

于它的喙和左腿遭受了一定的损害，也难以通过

肉眼辨别。研究人员认为古代的埃及人可能将

它们用来献祭，而这些猛禽和眼镜蛇一样，也被

认为和太阳相关的神灵有关。

（据《环球科学》）

动物被制成木乃伊时经历了什么？CT扫描找到答案

具有 Y型釉原蛋白的牙齿为男性，反之亦然。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学家日前测

试了一种根据从牙釉质中提取的蛋白质来确定

人类遗骸性别的新方法。在博士后研究员塔

米·布奥纳瑟拉的带领下，研究小组对从加州苏

诺附近的两个祖先欧隆族村庄出土的遗骸展开

研究。

基于对 55 具 300 至 2300 年前的美洲原住

民遗骸的研究，科学家们从牙釉质中提取出

了 蛋 白 ，而 不 是 通 过 分 类 学 或 DNA 展 开 研

究 。 研 究 小 组 通 过 研 究 组 成 这 种 蛋 白 质 的

20 个氨基酸序列，展开逆向工作来确定产生

这种蛋白质的 DNA 编码，进而确定牙齿主人

的性别。

“这种新方法比解剖学或 DNA 分析更可

靠，后者只在一半的研究案例中有效。此外，这

种蛋白质法也适用于儿童遗体。”塔米·布奥纳瑟

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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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几颗牙齿靠几颗牙齿
就能知道古人类残骸性别就能知道古人类残骸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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