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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家族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路易斯·利基

(Louis Leakey, 1903-1972)及其妻玛丽·利
基 (Marry Leakey, 1913-1996) ，小儿子
理查德·利基 (Richard Leakey, 1944-)和
儿媳米芙·利基 (Meave Leakey, 1942-)，
孙女路易丝·利基 (Louise Leakey, 1972-)。

 利基家族被称为“古人类学研究第
一家族”。

 利基家族1969年成立利基基金，每
年为早期人类研究的优秀项目提供
50万美金，成了人类学和考古学界
的著名基金；1971年又成立利基野
营，是探险家和旅游者的考察乐园。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改名“路易斯·利
基纪念博物馆”。

老利基夫妇

小利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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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起源阶段（人族）：

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人类进化系统的最初阶段，

及人族的阶段。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

所以两足直立行走是人猿分离的标志。

 独立发展阶段（人属）：

当250万年前的人属成员开始出现的时候，人类进入了进

化系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即独立发展阶段，这一时期

完成的标志是制造工具。大脑扩大与制造石器是同步发

生的，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或同时，社会也

随之形成。



 人类起源阶段（人族）：

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人类进化系统的最初阶段，

及人族的阶段。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

所以两足直立行走是人猿分离的标志。

 独立发展阶段（人属）：

当250万年前的人属成员开始出现的时候，人类进入了进

化系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即独立发展阶段，这一时期

完成的标志是制造工具。大脑扩大与制造石器是同步发

生的，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或同时，社会也

随之形成。





700-600万年
乍得沙赫人

600万年
千禧人

580-520万年
卡达巴地猿

440万
始祖地猿

人猿分离之初的化石
（人猿过渡类型）



 2002年，《Nature》，法国普瓦
捷大学的米歇尔·布吕内特带领国
际考古小组在乍得杜拉布沙漠托
勒斯麦纳拉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
的头盖骨、8枚牙齿和两块下颚
碎片，命名为“沙赫人属乍得种
(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俗
名“托迈(Toumai)”，当地土语
“生命的希望”之意，是迄今发
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

 特征：脑量约320-380毫升。额骨宽厚，面部扁平，眉脊呈屋檐
状，U型齿弓似猿，但犬齿减小、犬齿磨损度又似人。枕骨大孔
位置显示能直立行走，属人科范畴。而臼齿的釉质厚度介于黑猩
猩和南猿之间。认为沙赫人是猿和人特征的完美嵌合体。

年代：～700-600万年

沙赫人属 . 乍得种
(Sahelanthropus . tchadensis)



 2001年，法国科学家报道了他们在肯
尼亚巴利果图根山(Tugen Hills)地区发
现了人类化石，认为同属于一个新的
属，命名为“原初人属图根种 (Orrorin 

tugenensis) ”，或称“千禧人
(Millennium Man)”。

 特征：从较完整的股骨形态及股骨上
端骨壁结构推测他们已经能够直立行
走，属人科范畴。但臂骨和指骨还保
留了一些适应攀爬的特性。

原初人属 . 图根种
(Orrorin . tugenensis)

年代：～600万年

 但是，有学者对千禧人是否为直立型提出不同意见，依据股骨
颈计算机断层扫描数据，认为千禧人股骨皮层骨的分布更接近
黑猿而非人类，千禧人还没有进化出习惯性两足行走所需的全
部特征。而阿法南猿的股骨横断面与人类一模一样。



 2001-2004年，美国科学家在埃塞
俄比亚阿法裂谷阿瓦什河谷(Middle 

Awash)发现包括6颗牙齿、下颌、指
骨等，分属9个个体的人类化石。
命名为“卡达巴地猿 (Ar.ramidus 

kadabba)”。

 特征：指骨和趾骨类似于南猿阿尔
法种，尺骨干较弯曲。上臼齿的齿
尖数和形态似猿，釉质厚度与始祖
亚种相当，显示出“原始形态和磨
损模式”。

 目前尚不清楚该种类能否双足行走。

地猿属
(Ardipithecus)

年代：580～520万年

卡达巴地猿
(Ardipithecus kadabba)



始祖地猿
(Ardipithecus ramidus)

 2009年10月，《科学》，来自9个国家
47名科学家长达15年的艰苦研究，在
埃塞俄比亚阿瓦什的阿拉米斯发现包
括颅骨、牙齿、盆骨、手、脚等代表
36个个体的人类化石，命名为“始祖
地猿(Ar. ramidus)”。其中一具较完整
骨架称为“阿尔迪(Ardi)”，女性，
身高120厘米，体重100斤，比南猿
“Lucy”早一百多万年的更原始人类。

 特征：始祖地猿具有混合型特征，既
有猿类一样的“原始”特征，如分散
开的大脚趾以及比例相近的腿和手臂。
又有类似人科物种的特征，如髋骨上
部较宽等。

 但目前仍不清楚该物种是否能两足直
立行走，因此地猿在人类进化中的位
置还持谨慎态度。

年代：440万年



 纤细型南方古猿
现归类为“南方古猿属”
湖畔种（420～390万年）
阿法种（360～290万年）
羚羊河种（350～300万年）
惊奇种（250万年）
非洲种（300～230万年）
源泉种（200万年）

 粗壮型南方古猿，
现归类为“傍人属”
埃塞俄比亚种（270～220万年）
鲍氏种（220～130万年）
粗壮种（200～150万年）

 南猿扁脸肯尼亚人，
现归类为“肯尼亚人属”
肯尼亚人扁脸种（350～320万年）

南方古猿、傍人、肯尼亚人
（最早的人类）



南方古猿属
(Australopithecus)

420～150万年

360～290万年
露茜

南方古猿阿法种

300-230万年
南方古猿非洲种

350～300万年
南方古猿羚羊河种

250万年
南方古猿惊奇种

420～390万年
南方古猿湖畔种

200万年
南方古猿源泉种



 1995年, 米芙·利基在肯尼亚特

卡纳湖(Turkana)卡纳博

(Kanapoi)发现了一些纤细类型

的化石。定名为“南方古猿湖畔

种 (A.anamensis) ”，认为可能

是南方古猿阿法种的祖先。

 特征：体重约47-55千克。上齿

系显示了U型的排齿和大犬齿根，

且有着厚的牙釉质，与猿类似。

但肢骨的形态显示其已经能够直

立行走。年代：420～390万年

湖畔种
(A. anamensis) 



 1973年，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
逊(D.C.Johanson)和法国地质学家莫里
斯·泰伊白(Maurice Taieb)领导的考古
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瓦什河哈达
(Hadar)发现一个膝关节。后将其归入
“南方古猿阿法种”(A.afarensis)。

 特征：膝关节只有股骨下端和胫骨上
端两段骨头，但却有着双足直立行走
的人类膝盖的特殊结构，表明这一化
石来自一位双足行走的人类早期祖先。

阿法种
(A. afarensis) 

阿
法
南
猿



露茜复原像露茜骨架

“露茜”(Lucy)

年代：～320万年

 1974年，由在同一地发现一具
不完整的人骨架，保存有大约
40%的骨骼，是一种十分矮小
纤细的南猿。定名为“露茜
(Lucy)”，归属于“南方古猿
阿法种”(A.afarensis)。

 特征：女性，大约二十岁，身
高1.07-1.22米。

 特征：身体结构极为像猿，臂
长而腿短。但盆骨已变得宽短，
枕骨大孔的位置也接近颅底中
央，表明已经能够两足直立行
走。由于缺少头盖骨，头部的
性状不明，估计脑量不大。



 “露茜”的步态：认为从枕骨大孔
的位置、骨盆的形状，以及大腿骨
与膝之间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
“露茜”的解剖特征像人的程度比
像猿的程度大很多，说明已适应于
某种形式的直立行走。

 但露茜的腿较短，不太可能如现代
人一样行走。且有着长长的手臂和
弯曲的指(趾)骨，又可以如猿一样
的在树上攀缘。

 “露茜”的这些性状是介于猿和人
之间，但其似猿的性状在明显地向
人的方向转变。

露茜 黑猩猩

露茜 现代人



 露茜：脊椎骨特别是胸椎骨发生

过较严重的关节炎。

 露茜：第六至第十胸椎锥体有明

显的环状化骨痕，发生较严重的

楔性变化，使锥体明显后弯；第

六至第八胸椎有明显的骨质增生

性变化“退行性脊椎病变”和

“强直性脊椎骨质增生症”。

 认为：南猿的两腿结构尚处在向新的生体力学环境直立行

走转化的初级阶段，行走步态还不十分稳当，这样就使得

她的脊椎骨承担更多的重量和压力，椎体由于长期负载过

重而发生诸多的病变。



“第一个家庭”
(First Family)

 1975年，科学家又在哈达(Hadar)地区AL 333地点发现的
一个遗址中发现了十三个个体的200多件标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至少有四个小孩。称为“第一个家庭 (First 

Family)”，归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A. afarensis)”。

 认为：认为这些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可能是突发的洪水
一下子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并历经了数百万年而有幸保
存下来。这是人类合作行为的最早证据，也是人类群居
的最早证据。

A.L.333-105年代：～320万年



“莱托里人科脚印”

 1976年，玛丽·利基在奥杜威峡谷
南部的莱托里(Laetoli)发现了凝固
在火山灰中的一串像人科动物的
脚印。归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

(A.afarensis)”。

 是两个成人并排行走，还有一个
小孩的脚印，是踏着其中一个成
人的脚印行走过。

 大象，犀牛，很多类型的羚羊，
三种长颈鹿，剑齿猫，以及很多
其他物种，现在全部灭绝了。年代：400万年



 “莱托里人科脚印”化石：

长约46米，一部分已被侵蚀，
但有几个脚印保存良好，就
像现代人在软沙土上踩下的
脚印一样。从脚印判断，成
年人身高约1.2-1.5米。

 脚印明确显示出脚跟和脚球，脚内侧有

足弓，足的外侧承受体重。大脚趾在正

常人的位置，这样的脚印完全像习惯性

赤脚行走的现代人类的脚印，是非常清

楚的直立行走的步态，与四足行走的黑

猩猩拖沓的步态绝然不同。



塞拉姆 (Selam)
 2006年9月，《Nature》，德国

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

类学研究所的阿莱姆塞吉德及其

同事在埃塞俄比亚曾经发现“露

茜”骨架的阿法（Afar）地区不

远处的迪基卡（Dikika）地区发现

一具3岁女童的遗骸。

 命名为“塞拉姆”（Selam）。

“塞拉姆”在埃塞俄比亚的几种

语言中的意思都是“和平”，意

为祈望正在阿法地区交战的几个

部落能走向和平。被称作“露西

的孩子”。归属南方古猿阿法种

(A.afarensis) 。
年代：330万年前



羚羊河种
(A. bahrelghazali)

 1996年，法国普瓦捷大学古生

物学家米歇尔·布吕内（Michel 

Brunet）教授带领的国际考古队

在东非大裂谷乍得加扎勒河发

现一个残留有7颗牙齿的颌骨化

石（KT-12/H1）。

 这件标本被确认属于南方古猿

属，命名为“南方古猿羚羊河

种(A.bahrelghazali)”，也称“南

方古猿加扎勒河种”。

年代：350～300万年



惊奇种
(A. garhi)

 1999年，《科学》，美国、埃塞俄比亚、
日本和比利时组成的国际科学考察队在
埃塞俄比亚阿瓦什河谷(Awash River)发
现一些头骨、腭骨及部分肢骨化石，命
名“南方古猿惊奇种(A.Garhi)”。

 特征：该化石属于一个男性，面部突出，
颅腔容积较小，脑量约450毫升，门牙
较大，能直立行走。它的前臼齿及臼齿
像傍人鲍氏种。

 认为：南猿惊奇种可能是“人”的祖先，
他们的头骨和下颚、手臂和腿骨与人类
的比例比较相似。

 制造石器：发现一些原始形状的石器工
具，及用石器屠杀的迹象，在动物骨头
上发现有划痕，说明惊奇种已会使用石
质工具，并且以肉为食。年代：250万年



 1925年，南非阿扎尼亚贝专纳
兰的塔翁(Taung)(也译成汤恩
或塔昂)采石场发现一具颅骨。

 保存大部分面骨，完整颅内模，
全套乳牙。年仅3岁的幼儿，
称为“塔翁幼童”。

 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
德大学医学院的青年解剖学教
授芒德·达特(Raymond A.Dart)对

其进行了研究。归属“南方古
猿非洲种(A.africanus)”

塔翁 (Taung)非洲种
(A. africanus)

年代：～280万年



 塔翁幼童的脑颅较小，脑量大约为500毫升，估计该小孩
成年后的脑量也不过600毫升左右，仍然很原始。

 塔翁幼童的硬腭形状也近似人类的而不像猿类。塔翁幼
童的门齿和犬齿都很小，无齿隙，颊齿咬合面较平，与
人类的牙齿特点非常相似。

 塔翁幼童的枕骨大孔是位置更接近颅底中央，垂直向下，
表明头颅已经能够平衡地维持在脊柱上方而不前倾，并
由此推断塔翁幼童已具有人类的直立行走的能力。



 1947年，苏格兰古生物学家罗伯特·布
鲁姆(Robert Broom)在南非斯特克方丹
采石场发现一个完整成年女性头骨。
归属“南方古猿非洲种”，也称“南
方古猿纤细种”或“纤细型南猿”。

 特征：脑量约454毫升。体型比较纤细，
体重雄性约41-60千克，雌性约25-30
千克，身高约1米。杂食类型，多食水
果和树叶，或草和苔藓，及一些肉类。
向能人和直立人方向演化发展。

 2018年，《南非科学杂志》发表的一
篇研究为这颗头骨的性别“正名”，
指出“普莱斯夫人”其实是一位“先
生”。认为其犬齿长度超越雌性水平，
因此该头骨应为雄性。

普莱斯夫人
(迩人太太)
(Mrs Ples)

年代：～200万年



 2010年，《科学》，南非人类学家
李伯杰教授等，在南非斯特克方丹
马拉帕(Malapa Cave)洞穴中发现了几
具成年和未成年人化石，命名“南
方古猿源泉种(A.sediba)”。

 认为：头骨和牙齿呈现典型的南方
古猿特征，还有一些早期人属特征，
是南猿和人属的混合特征，认为源
泉种可能由非洲种演化而来。虽然
源泉种是否是人属的祖先还存在争
议，但是这是迄今发现的与人类最
为相似的南方古猿化石。

 科学家猜测这些人很可能由于严重干

旱，饥渴难耐地试图进入山洞寻找水

源，但不小心摔死。

源泉种
(A. sediba)

年代：200万年



傍人属
(Paranthropus)

260～100万年

220-130万年
傍人鲍氏种
鲍氏东非人

200-150万年
罗百氏傍人
傍人粗壮种

270-220万年
傍人埃塞俄比亚种
黑头骨



 1938-1953年，苏格兰古生物学家布鲁
姆(Robert Broom)和助手罗宾森(John 

Robinson)在南非南非的克罗姆德莱、斯
瓦特克朗、德里莫伦、冈多林等洞穴发
现了大量化石。命名“南方古猿粗壮种
(A.robustus)”，后定名“罗百氏傍人
(P.robustu)”或“傍人粗壮种”。

 特征：脑量约503毫升，有高耸矢状脊
，眉脊、脸、臼齿粗大，有强大的肌肉
附着痕迹，比现代人长的臂及短的腿，
有类人而不可抓握的大趾，体型较大。

 食物：坚硬的植物性食物，或多沙的茎
块，或白蚁和少许肉类。可能有石掘工
具。但最终走向绝灭，成为人类演化树
上的一个旁支。

罗百氏傍人
(P. robustus)

年代：200～150万年

SK48



 1959-1960年，玛丽·利基在东非奥杜

威峡谷发现一个更为粗壮的近乎完整

头骨(缺下颌骨)和一根胫骨。

 命名“南方古猿鲍氏种(A.boisei) ”，

现定名“傍人鲍氏种(P.boisei)”或
“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 ”。

 特征：脑量约465毫升。头骨特别粗

壮，牙床上带有硕大的臼齿，有强大

的肌肉附着痕迹。

 食物：坚硬或纤维性的植性食物，或

少量肉。最终绝灭。

鲍氏种
(P. boisei)

年代：220～130万年



埃塞俄比亚种
(P. aethiopicus)

 1968年，卡米尔·阿拉姆伯格和伊
维斯·柯本斯在埃塞俄比亚奥莫河
(Omo)西岸发现一块无牙下颌骨
人类化石。

 1985年，艾伦·沃克和理查德·利
基在肯尼亚特卡纳湖西岸又发现
一个完整的颅骨化石，认为与
1967年发现化石相近。

 命名“南方古猿埃塞俄比亚种(A.

aethiopicus)”，俗称“黑头骨”（
高镁使其变黑）。现定名“傍人
埃塞俄比亚种 (P.aethiopicus) ”。
最终绝灭。

 特征：脑量约410毫升，
头骨形态与鲍氏种相似，
矢状脊非常发达，说明
它的咬合力强，已灭绝。

 年代：270～220万年



粗壮型 纤细型



 2001年，《Nature》，米芙·利基

在肯尼亚特卡纳湖西畔洛迈奎发现，

命名“南方古猿扁脸肯尼亚人(A. 

platyops)”，现定名“肯尼亚人扁

脸种(Kenyanthropus platyops)”。

 特征：脑量约400-500毫升。颜面
在鼻骨以下非常扁平，颧骨区高，
前置的颧骨突起，牙齿较小，牙釉
质厚。

 认为：在所有早期人类型中，肯尼

亚扁脸人最像人属鲁道夫人(Homo 

rudolfensis)。尽管是否物种的相似

性就表明紧密的系统发生关系或纯

粹趋同进化，目前还不清楚。

年代：350～320万年

肯尼亚人属
(Kenyanthropus platyops)

350～320万年



种名
距今年代 脑量 体重 (kg)

身高

（cm）

(万年) (ml) 雄 雌 雄 雌

沙赫人属乍得种

原初人属图根种

地猿属始祖种祖家亚种

地猿属始祖种始祖亚种

肯尼亚扁脸人

南猿属湖畔种

南猿属阿法种

南猿属羚羊河种

南猿属非洲种

南猿属惊奇种

南猿属源泉种

傍人属埃塞俄比亚种

傍人属鲍氏种

傍人属粗壮种

～700-600

～600

580-520

440

350-320

420-390

420-250

350-300

350-170

250

220

260-230

240-130

200-100

320-380

-

-

-

400-500

-

470

-

454

450

-

410

465

503

-

-

-

30

-

47-55

45-70

-

41-60

-

-

-

49-80

40-80

-

30

-

30

-

-

30

-

25-30

-

-

-

34-40

32-40

-

-

-

100

-

-

151

-

138

-

-

-

137

132

-

77.5

-

100

-

-
100-

105

-

115

-

-

-

124

110

系统
地位
尚不
明确

向能
人和
直立
人方
向发
展

已灭
绝



 人类起源阶段（人族）：

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人类进化系统的最初阶段，

及人族的阶段。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

所以两足直立行走是人猿分离的标志。

 独立发展阶段（人属）：

当250万年前的人属成员开始出现的时候，人类进入了进

化系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即独立发展阶段，这一时期

完成的标志是制造工具。大脑扩大与制造石器是同步发

生的，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或同时，社会也

随之形成。



 能人
能人（260～150万年）
鲁多夫人（190万年）
树居人（200～80万年）

 直立人（广义）
匠人（180万年）
先驱人（120～110万年）
德马尼西人（177万年）
直立人（190～20万年）

 智人
古老型智人（70～3万年）

海德堡人（70～50万年）
罗德西亚人（13万年）
尼安德特人（30～3万年）
丹尼索瓦人（4万年）

现代型智人（20万年～现在）

能人、直立人、智人
（真人属 Homo）



200-80万年
树居人

260-150万年
能人

190万年
鲁道夫人

能
人
属

能 人
(Homo habilis)

250～150万年



 1960年，乔纳森·利基在奥杜威峡谷距他母
亲发现“东非人”头骨不远处，发现了一
个大约10-11岁的小孩头骨、牙齿和手骨，
以及成年人锁骨、手骨和足骨。其后又在
同一地点发现了许多人类化石，包括著名
的KNM1813。

 1994年，路易斯·利基将其确定为“人属”
范畴，命名为“能人 (Homo habilis)”，手
灵巧的意思，认为是人属的第一个种，能
够制造石器工具。

 特征：这些能人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面部
和牙齿，但头骨尺寸比现代人小，跟古猿
头骨大小一样，脑量约400-500毫升。有一
个明显是能人的化石头顶部却有着古猿一
样的失状嵴。所以，这些小尺寸的能人是
否可归为“人”仍然存在争议。年代：260～150万年

KNM 1813

能人 (H. habilis)



 1972年，理查德·利基等人在肯尼亚特卡
纳湖东岸库彼福勒(Koobi Fora)发现了著
名的“KNM-ER1470” 头骨化石。命名为
“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认为是人
属的一个新种。

 特征：颅骨较大，脑量约750毫升,面部
宽大、牙齿突出，没有失状嵴。与小号
头骨的“能人”差别较大，但仍将鲁道
夫归属于能人。

 有学者认为：鲁道夫人(1470头骨)与扁
脸肯尼亚人在脸面部结构上有较为相似，
认为扁脸肯尼亚人可能是卢多夫人的先
驱，他们应该是已灭绝了的人族支系。年代：190万年

KNM-ER1470

鲁道夫人
(H. rudolfensis)



 2010年，在南非豪登斯泰克方丹岩洞
中发现了一些头骨、颚骨、牙齿和其
他部位的碎片，经研究鉴定是新人种，
认为它们可能嗜食同类。命名为“树
居人”(Homo gautengensis) ，或称
“豪登人”。

 认为：树居人是人属的一个新种，但
并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树居人可能
已经拥有语言能力，能够用音节简单
交流，但没有复杂的语气和语法。

 科学家在树居人化石的附近还发现了
石器和使用火的迹象。

年代：200～80万年

树居人
(H. gautengensis)

能人在牙齿、面部或脑部大小上不同于人类，“能人”和“鲁多
夫人”之间差异很大，他们是否可归为“人”仍然是一个有争议

的话题，他们在人类进化中所处的位置关系仍不清楚。



120-110万年
先驱人

190-75万年
爪哇直立人

160万年
匠人
图尔卡纳男孩

180万年
匠人

KNM-ER3733头骨

45万年
托塔维尔人

177万年
德马尼西人

50-40万年
北京直立人

170万年
元谋直立人

直立人（广义）
(Homo erectus)

200～20万年



 1975年，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沉积中发现
了一具下颌骨(KNM-ER 992)，将其命名为
“匠人”(Homo ergaster)，此化石是匠人
的模式标本。其后又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
女性头骨(KNM-ER 3733)。

 特征：脑量850毫升。眉脊明显前突，与额部有一个深沟分隔，
头后的枕圆枕厚而粗大，鼻梨状孔宽阔，有明显的下缘和突出的
鼻骨。后部牙齿适中，前部牙齿缺失，从齿窝推测，牙齿尺寸与
能人的接近。

 这是非洲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广义直立人化石。因为同时发现
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石质工具，而命名为“匠人”。

年代：180万年

匠人
(H. ergaster)



图尔卡纳男孩
(Turkana Boy)

 1985年，理查德·利基等人在肯尼亚图尔卡

纳湖西岸的纳里奥科托姆地点发现了一具

近乎完整的骨架（KNM-WT 15000）。

 特征：年龄约9岁的男孩，身高1.68米，体

重63公斤，脑量700-800毫升。

 认为：特卡纳男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

完整的直立人化石，也被归为是“匠人”，

是广义直立人的早期类型。

年代：160万年

 匠人的工具多样而先进，属于阿舍利文化时期。

另外还发现有烧焦的动物骨头及营地的痕迹可

见他们亦会使用火。



 1997年，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塔普埃卡
（Atapuerca）地区的洞穴堆积中发现
了至少代表6个个体的人类化石,包括
头后骨骼、头骨和牙齿。被认为是人
属的一个新种，命名为“人属先驱人

(Homo antecessor)”。脑量约1000-
1150毫升。

 先驱人有“嗜食同类”的习俗，尤其
喜食儿童和青少年的肉。

年代： 78～85.7万年

 先驱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批欧洲人”，是海德堡人、尼安

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的共同祖先。

 虽然先驱人化石发现于西班牙，但研究者认为人属先驱种很可

能形成于非洲，在大约100万年前向非洲以外扩张，并最终发展

成为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

先驱人
(H. antecessor)



 1991年，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西南的德马尼西镇发现了一具

完好的下颌骨化石，命名为

“德马尼西人(H.Dmanisi)”。

 1999-2002年，又在这一地区

陆续发现了一些化石，测年距

今约177万年。这些化石出土

于同一地点、相同时间，但体

质形态上的差异却非常大。

 德马尼西人被认为是目前欧洲

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之一，可能

是较早离开非洲的人属成员。

 特征：德马尼西人脑量约650

毫升，接近能人水平。身材矮

小平均身高140厘米左右。

 其中一个头骨化石约40岁男性，

颌骨和齿槽已部分萎缩闭合，

在其活着的时候牙齿已脱落，

但仍生存了多年。说明德马尼

西人已经形成以相互关爱为基

础的某种社会化组织。

年代：177万年

德马尼西人
(H. dmanisi)



 定名为“直立猿人” (Pithecanthropus)，

俗称“爪哇猿人”。

 1890-1893年，荷兰军医尤金•杜布
哇(Eugene Dubois)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
岛梭罗河边的特里尼尔的村庄，发
现一个没有面骨的头盖骨、两枚牙
齿、一根左大腿骨。

爪哇直立人
(Java man)



 在19世纪末杜布哇发现“爪哇

猿人”后的四十多年中，又陆

续有更多的猿人化石被发现。

 爪哇的中部和东部的特里尼尔、

桑吉兰、桑邦甘马切、凯登布

鲁伯斯和珀佩宁等地区发现许

多化石，至今已发现男女老少

约三十余直立人化石。

 年代：190～75万年

梭罗2号-1934年 梭罗9号-1934年

爪哇人8号-1969年

爪哇人8号-1969年

1937年

1937年



 1921-1937年，1949-2009年，北京周口店共发现了6个较完整的

头盖骨、一些牙齿和肢骨及下颌骨，共代表了大约40多个个体。

 发现几万件石器、大量的已经绝灭的动物化石、用火的遗迹等。

 根据古地磁、裂变径迹、热释光、铀系、电子自旋共振、动物群等多

种方法测定综合判断，北京直立人大致生活在距今约70～20万年前，

平均时间为距今约50～40万年。最新的铝铍埋藏测年法的年，将北京

猿人的生存时间推向了更久远的77万年前，认为北京猿人生活在一个

更寒冷的时代。

北京直立人
(H.pekinensis)



 脑量明显增大：脑量从早期的800毫
升增大至1200毫升。

 脑结构更加复杂化：头骨两侧大小和
形态明显不对称，可能由于语言能力
的进化而使大脑半球不对称性发育。

 臼齿尺寸减小，而前部牙齿尺寸变大：可能与
他们以肉食代替植物性食物有关，也可能是更
有效地利用火烧烤食物的技术发展的结果。

 头颅骨壁较厚，眶上脊粗壮，头后部有粗厚枕
圆枕，颅底枕骨大孔位置更靠前，身材增高等。



石锤 骨器和角

器

水晶制刮削
器

刮削器

烧过的朴树子灰烬

北京猿人用火的生活场景

烧骨

剑齿虎

肿骨大角鹿

燕山披毛犀

中国缟鬣狗



古老型智人（早期智人）
(Homo )

70～3万年

20-10万年
梭罗人

30-20万年
波多人

13.5-12.9万年
马坝人

30-3万年
尼安德特人

13万年
罗德西亚人
布罗肯山人

70-50万年
海德堡人



 1962年,在赞比亚先后发现属于两个
个体的人类化石，包括一具完整的
头骨和部分肢骨。

 特征：头骨粗壮，屋檐状眉脊，额
部低平，面部平，无犬齿窝，腭骨
宽大，肢骨粗壮且长。头骨的特点
与尼安德特人相近，大孔位置比尼
人靠前。

 现在大部分学者将罗德尼西亚人归
属于海德堡人，并且认为可能是非
洲现代人类长者智人的祖先。年代：距今约60～12.5万年

罗德西亚人(布罗肯山人)
(H. rhodesiensis )



 1907年10月21日，在德国海德堡城发

现一个完整下颌骨及16枚牙齿。命名

为“海德堡人(H.heidelbergensis)”。

 海德堡人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的直系

祖先，而其祖先则可能是欧洲先驱人。

 特征：脑量1100-1400毫升，身高达1.8米左右。身体结实、肌肉
发达。下颌骨非常硕大粗壮，升支很宽，很像一种大猿的下颌。
牙齿却与人的特点非常相似。海德堡人与非洲匠人在形态上有许
多相似处。

 其后，在法国阿拉戈、英国博克斯格罗夫、希腊佩特拉罗纳等欧
洲地区都有发现。有学者认为发现于非洲的罗德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也属于海德堡人的一支。

年代：60～40万年

海德堡人
(H. heidelbergensis )



 1856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城尼安
德特峡谷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个
头盖骨和部分肢骨。命名为“尼
安德特人”。

 1908年，法国南部圣沙拜尔村发
现一副完整的老年男性骨架。

尼安德特人
(H. neanderthalensis)



年代：最早的达距今30～20万年，最晚的到2.8万年。

 特征：额部低平，眉嵴粗壮，颌部前突，
颏部退缩。脑子较大，平均脑量1500毫升。
鼻子很大，鼻部异常前突。胸部宽圆，下肢
粗壮，手指脚趾粗短且大，体型比较矮小，
但十分结实，身高约1.5米。尼人的肌肉非
常发达，外形极为壮实。

 他们的这种矮小粗壮的身材被认为可以更好
地适应寒冷的气候。



尼安德特人的“莫斯特工具” 克罗马农人的“奥瑞纳工具”

 尼人和克罗马农人虽然在4～2.8万年前曾共同生活在欧洲，却

有着极大的考古文化差异。

 尼安德特人使用的工具是一种石片技术“莫斯特工具”，而克

罗马农人使用的是一种新的石叶技术“奥瑞纳工具”。

 克罗马农人先进的“奥瑞纳石叶文化”与尼人落后的“莫斯特

石片文化”替换得颇为突然，两者在技术上几乎没有过渡迹象。

尼安德特人的考古文化研究：



 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发生过

基因交流，这种杂交历史给我们现代人类的基

因库中带入了约2-4%的尼安德特基因。

 二型糖尿病、抑郁症、尿路异常等疾病，被认

为可能就是尼安德特带给现代智人的“有害基

因”和莫大烦恼。

《疯狂原始人》：尼安
德特人女孩小伊（Eep）

与欧洲早期现代人少年
盖（Guy）的爱情故事

4～2.8万年，欧洲



丹尼索瓦人
(Denisovans)

年代：距今约4万年

 2010年，《 Nature 》，在俄罗斯西伯
利亚南部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
(Denisova) 发现了一段趾骨，研究认为
是一名幼女的小指骨，及其他人的牙齿，
生活在距今约4万年前。

 德国马普学会莱比锡进化人类学研究所
Svante Pääbo教授领衔的科研小组对它
进行了mtDNA测序，结果发现它与尼
安德特人和现代人都存在差异，是一个
未知的新人种，称其为“丹人
(Denisova hominin)”。



 丹人被认为生活于上一个冰河时代，属于一个全新的人类
种群。

 2012年，研究发现丹人的基因在部分现代人类族群的基因
组中的占比可高达5%——这远远高于尼安德特人对现代人
基因的贡献率。

 丹人的线粒体基因显示和尼人、智人隔开100万年，但核基
因显示其为尼人的兄弟群，因此其母系可能来自先驱人。



 对汉族、苗族、夏尔巴人、韩国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等全球
120个现代人群共计257套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与对比，发现这120
个族群无一例外地同时拥有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说
明现代人的祖先与这两种古人类之间都发生过基因交流。

 丹人的基因在现代人体内的相关衰减速率比尼人的更慢，提示我
们现代人类的祖先与丹人杂交的时间比与尼人更晚。

 亚太地区，尤其是大洋洲和南亚的现代人与丹尼索瓦人的联系更
为紧密。

 丹尼索瓦人携带有当今人类的与黝黑皮肤、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
相关的等位基因。

丹尼索瓦人基因在除非洲人以

外各族群之中的含量，其颜色

越鲜亮则说明含量越高。



马坝人
 1958年，广东曲江县马坝狮子山发

现一个头盖骨，是一名中年男性。

 特征：右眼眶眶缘接近圆形而且眶

外下缘较锐，这一特征在中国早期

智人中是唯一列外的(中国其他化

石人类的眼眶大体呈长方形)，却

与欧洲尼安德特人的眶形较接近。

 马坝头骨的圆形眼眶和其锐利的下

外侧边缘，被认为可能是欧洲尼安

德特人祖先的基因流向东亚，而发

生基因交流的结果。

年代：13.5～12.9万年



许家窑人

 1974～1975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

村发现头骨残片、上颌骨和牙齿约20

件人类化石，及大量石器和骨器。

 特征：头骨骨壁甚厚、牙齿粗大和嚼

面复杂程度像北京人，但脑量比北京

人大。顶骨弯曲度在纵向上近似北京

猿人，但在横向上又比北京人小，但

比现代人大。枕骨圆枕没有北京人宽

而突出，更接近于欧洲尼人。

年代：10.4～12.5万年

 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牙齿形态特征，发现许家窑人和丹尼
索瓦人具有相似的牙齿特征，由此推断许家窑人可能是生
活在中更新世欧亚大陆中部和东部的早期丹尼索瓦人。



 许多学者推测，中国的古老型智人，包括马坝人、许家窑人、

丁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等，可能就是丹尼索瓦类型的人。

 但是，中国的古老型智人是否是丹人或尼人，或是其他新的物

种，可能都只能做古DNA分析才能有定论，而单凭形态学证据是

很难予以论证的。

 许家窑人的颞骨内耳迷路

表现为与尼安德特人的内

耳迷路一致的模式。

 但是许家窑人的颞骨的外

表上并没有表现出尼人特

有的衍生性状。东亚古人类颞骨内耳迷路(从左到右
依次为蓝田直立人、和县直立人、
许家窑早期智人和柳江晚期智人)



弗洛里斯人
(Homo floresiensis)

 2003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的
佛洛里斯(Flores)岛挖掘到的一
具古人类化石，属于此前从未
被发现的一个新人种。

 特征：身高相当于黑猩猩，大
约为1米左右；脑袋有小柚子
那么大，只相当现代人类的脑
袋的三分之一。

 年代：碳14、热释光和ESR等

综合技术测定其生存年代在
9.4～1.3万年。



 特征：弗洛里斯人身材矮小，头颅
很小，脑量也比较小，其体质特征
很接近南方古猿，但从面部和犬齿
的特征来看，他们应该归属于人属
成员，认为可能是生活在印度尼西
亚的已经区别于直立人的独立物种
“弗洛里斯人”(Homo floresiensis)。

 弗洛里斯人虽然大脑很小，但却能
完成复杂的劳动，像制作小型复杂
的石质工具，猎杀小型剑齿象、科
摩多龙(体形巨大的一种蜥蜴)等动
物，并且能够掌握火，拥有语言。



弗洛里斯人被认为可能是一种新的类型，一直生活到
1.3万年前，可能由于洪水等原因使其灭绝。在基因上，
他们和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及丹尼索瓦人都存在差别。

弗洛里斯人



19.5万年
奥莫人

16-15.4万年
长者智人

4万年
柳江人

2.7-3.4万年
山顶洞人

6.8-6.5万年
芒古湖人

2.6-1.9万年
梭鲁特人

1.3-1.1万年
克洛维斯人

3.5-1万年
克罗马农人

现代智人（晚期智人）
(Homo )

20万年～现代



 1967年，理查德·利基在埃塞俄比亚
奥莫盆地发现了两个完整的头骨化石，
命名为“奥莫I号(OMOI)和奥莫II号
(OMOII)”。OMO的平均脑量为1400毫
升，形态与较早的现代智人相似。

 铀系法测年：13万年

 2005年，用钾氩法测年为19.5万年，
认为OMO是已知的最古老的现代人。

奥莫人 (OMO)

奥莫人（OMO）化石为现代人在20～10万年前

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的证据。



 2003年，《自然》，长者智人huashi。

199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怀特

(TimWhite)与同事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沙

漠赫托(Herto)附近发现，包括未成年头

骨1个，成年头骨2个及一些碎片。

 Ar/Ar同位素测年：16～15.4万年

 研究者认为Herto头骨化石是迄今发现的

最早的“智人”化石之一。

长者智人 (Herto)

长者智人头骨化石的发现，为现代人的

“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新的支持证据。



 1868年，法国多尔多涅县拉西兹村的
克罗马农地方发现4具人骨架，两具男
性，一具女性，还有一具是两三个星
期大小的婴儿骨架。

 法国人类学家布洛加认为：这些骨骼
的形态特征和脑容量都与解剖学上的
现代人十分相近，而与尼安德特人明
显不同，将其命名为“克罗马农人”。

 1号颅骨：老年男性，脑量为1636毫升，
其颅骨高而圆，额部隆突，眉脊不显，
面部宽而短，眼眶较扁，鼻孔狭窄，

形态基本上与现代欧洲人十分相似。

克罗马农人 (Cro-Magnon)

年代：3.5～1万年



 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的一个小山洞中发现，包

括三个完整的头骨和一些肢骨、体骨及零星破损的头骨骨

片，至少代表了八个个体。101号头骨是一个老年男人，

102号头骨是青年女性，103号头骨是中年女性。

 特征：脑颅较高，颜面较长，脸部和嘴部向前突，与中国

人、因纽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较接近。较扁的眼眶和较宽

的梨状孔，被认为与当时的气候及生活环境有关。

山顶洞人

年代：2.7～3.4万年



柳江人

 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的岩洞中发现一个完
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个右髋骨、骶骨、椎骨，
属于同一个中年男性。另有一根股骨属于一个女性。

 特征：男性头骨的颜面较扁平，鼻梁和嘴向前突出的程度与
现代黄种人一致，牙齿尺寸在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内，第三臼
齿先天性缺失和门齿呈铲形等特征与现代黄种人一致。

 在枕骨中上部有一块扁馒头形的隆起，人类学上叫做馒头状
构造或发髻状构造，这种构造是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特征，在
中国更早期的头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被认为可能与外来遗
传基因交流有关。

年代：4万年





Ⅰ：多地区起源假说

Ⅱ：非洲起源假说

Ⅲ：多地区起源并存在广泛的基因交流

Ⅳ：非洲起源假说不排除当地独立起源的贡献

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铲形门齿

额颌缝和额鼻缝呈水平、鼻区扁平

矢状脊明显

 连续进化的性状：中国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有着一些共同
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主要证据。如颜面在水
平方向扁平，鼻梁矮，眼眶近长方形，上颌骨颧突下缘弯曲与上颌
体连接处位置较高，额骨与鼻骨和上颌骨相接的骨缝呈大致水平的
弧形，额骨正中线上最突出处靠下，头骨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的
后段，早期较强而中期较弱的正中矢状脊，上门齿呈铲形等。

古人类学证据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多地

区起源并存在广泛的基因交流”的进化模式

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古人类的演化历程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附带杂交的性状：反映因基因交流而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上出
现常见于西方人群的形态特征包括：大荔头骨眼眶与鼻腔前
口之间的膨隆，南京头骨高耸的鼻梁，马坝头骨的圆形眼眶
和其锐利的下外侧边缘，柳江、资阳、丽江头骨枕部的发髻
状构造，丽江的第一上臼齿有卡氏尖，山顶洞102号头骨眼眶
外侧骨柱前外侧面较朝向外侧，河套头骨额骨与鼻骨之间骨
缝的位置比额骨与上颌骨之间的骨缝高等 。

南京人

马坝人

资阳人



遗传学证据支持“非洲起源说”、“非洲起源

假说不排除当地独立起源的贡献”的进化模式

mtDNA

Y-DNA



关于现代人起源的“非洲起源说”或“多地区起源说”，学

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并将继续。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手

段的参与 ，使传统体质人类学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受到强烈

的冲击，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脉络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但又

很模糊复杂。目前似乎“非洲起源说”更占主流。

我爸爸的爸爸的爸
爸的爸爸………

到底是谁呀？？？







寻找化石



研究化石



思考题：

1. 你所了解的世界范围内有哪些重要的人类化石？它们
在人类演化系统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2. 北京直立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吗? 如果是，有怎样的证
据可以证明；如果不是，又有怎样的证据可以证明。
请举例说明。

3. 在追溯现代人类的摇篮历程中，长期存在两种假说，
你知道是哪两种假说? 它们的论据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