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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猿为什么有体质表型的巨大区别？

人与猿的DNA只有1.5%的差异



世界各地区人群的容貌为什么看起来很不相同？



我与周围的人为什么长得既相似又不一样？



孩子为什么会像

他们的父母？

孩子的长相为什么

往往介于父母之间？



基因环境

人类体质表型特征的形成：环境+基因



人类基因、语言、表型特征的多样性

人类群体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生态环境

产生了基因、语言、体质表型特征等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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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后
点

眉
间
点

眉间点（glabella，g）：两侧眉弓间的隆起部（眉间）在
正中矢状面上（从侧面观察）向前最突出的一点。

头后点/枕后点（opisthocranion，op）：头部在正中矢状
面上向后最突出的一点，即离眉间点最远的一点。



头长 (Head length, g-op, 马丁编号: 1)：

眉间点(g)至头后点(op)的距离。

头部

古代埃及人

埃赫那吞和他的家人



头宽 (Head breadth, eu-eu, 马丁编号: 3)：

左右头侧点(eu)之间的直线距离。用弯脚规测量。



头
侧
点

头
侧
点

头侧点/颅侧点（euryon，eu）：头的两侧最向外突出之

点。用弯脚规测量头宽时，其两脚端点的位置即为头侧点。



颅高(Auricular height, 马丁编号: 15)：

自头顶点至眼耳平面的垂直距离。



头水平围 (Horizontal head circumference, 马丁编号: 45)：

眉间点（glabella，g）：两侧眉弓间的隆起部（眉间）在
正中矢状面上（从侧面观察）向前最突出的一点。

头后点/枕后点（opisthocranion，op）：头部在正中矢状
面上向后最突出的一点，即离眉间点最远的一点。



颧骨突出度：指颧骨体发达
程度，从侧面观察是否遮住鼻
背和颊前面的界限等。

突出：颧骨体突出，侧面观，鼻
颊间界限为颧骨所遮；

中等：颧骨体发达适中，鼻颊间
界限大部可见；

微弱：颧骨体不突出，颧骨前面
逐渐转为侧面，鼻颊间界限清晰。

面部





面宽 (Face breadth, zy-zy, 马丁编号: 6)：

左右颧点(zy)之间的距离。用弯脚规测量。

颧点（zygion，zy）：颧弓上向外侧最突出之点。一般
在颊部的后外方，有时在接近外耳处。



上眼睑皱褶：上眼睑皱褶是由于提上脸肌有纤维延伸至皮下，
肌肉收缩时造成附着处皮肤的退缩而出现有横向的皱褶。

欧洲人频率极低，东亚人频率高。

分为四级：无、﹥ 2mm、1-2mm、达睫毛处。

眼部









内眦褶（蒙古褶）：指眼内角处有一个上眼睑皱褶的延
续部（皱襞），并多少覆盖着泪阜。多数存在于东亚人。

无（0级）：皱襞不遮盖泪阜；
微显（1级）：皱襞稍有一点遮盖泪阜；
中显（2级）：皱襞遮盖泪阜大部分；
甚显（3级）：皱襞几乎全部覆盖泪阜。





眼裂开度：被测者的两正视前方，观测其上下眼
睑之间的距离。一般分为三级：狭窄、中等、较宽。

狭窄 中等 较宽



眼裂倾斜：眼睛内角和外角的位置。一般分为三种：眼
内角与外角几乎在同一水平；眼外角高于内角；眼内角高
于外角。

眼外角高于内角 眼外角与内角平行 眼内角高于外角



眶口形状

近圆形

椭圆形

正方形

长方形

斜长方

形

眶口的四角圆钝，四边成弧

形，眶高与眶宽几乎相等。

眶口的四角圆钝，四边成弧

形，但眶宽明显大于眶高。

眶口的四角近直角，四边几

乎呈直线，眶宽与眶高接近。

与正方形的眶边和眶角均相

似，但眶高明显小于眶宽。

眶口的四角两个为锐角（上

内侧角和下外侧角），两个

为钝角（上外侧角和下内侧

角），眶高明显小于眶宽。



眶宽 (Orbital breadth, mf-ek,马丁编号: 51)：

上颌额点(mf)至眶外缘点(ek)之间
的距离。(左右)

眶高 (Orbital height, 马丁编号: 52)：

与眶宽相垂直的眶入口的最大径。
(左右)



鼻根点凹陷：从侧面观察，可分为四级：

无凹陷：鼻根点几乎呈直线连续；
略凹陷：鼻根点处略有凹陷；
明显凹陷：鼻根点处凹陷明显；
深度凹陷：鼻根点处凹陷甚深，额骨与鼻骨

相接处有明显转折；

无凹陷 略有凹陷 明显凹陷 深度凹陷

鼻部





鼻根高度：主要以鼻根在两眼内角连线上的垂直高度来
衡量。一般分三种类型：
低平：鼻根微高于两眼内角的连线。
中等：在低平与较高之间。
较高：鼻根明显高于两眼内角连线。



鼻孔形状

在鼻孔平面，鼻孔最大径呈纵向位置或两鼻孔最大径形成
的夹角小于90°为窄型；鼻孔最大径呈横向位置或二者夹
角大于90°为宽型及特宽型。



梨状孔形状

梨形

心形

三角形

整个梨状孔较高而窄，基底部较平直，呈

梨形。

整个梨状孔较低而宽，基底正中部略高，

形如心脏。

整个梨状孔的高径和宽度几乎相等，基底

部较平直，呈三角形。



鼻高 (Nose height, n-sn, 马丁编号: 21)：

鼻根点(n)至鼻下点(sn)的距离。用直脚规测量。



鼻长 (Nose lenght, n-prn, 马丁编号: 23)：

鼻根点(n)至鼻尖点(prn)的距离。用直脚规测量。



鼻宽 (Nose breadth, al-al, 马丁编号: 13)：

左右鼻翼点(al)之间的距离。用直脚规测量。



后斜型 直型 凸型

颏形侧面观：下唇皮

肤部以下到颏下点之间隆

突轮廓向前突出的情况。

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颏部



方形 圆形 尖形

颏形正面观



颏形
方形

圆形

尖形

不对称形

下颌骨前部的下缘较平直，在颏结节处有一转

折，颏结节明显。

下颌骨前部的下缘呈弧状，在颏结节处转折平

缓，颏结节不发达。

下颌骨前部因颏隆凸发达呈尖状前突，而在颏

结节处转折平缓，颏结节不发达。

因两侧不对称而呈现不规则的形状。





下颌角间宽 (Bigonial diameter, go-go, 马丁编号: 8)：

左右下颌角点(go)之间的距离。用弯脚规测量。



美人沟下巴（欧米伽型下巴）





色素沉着
语言
音调
乳糖耐受
酒精耐受
汗腺
毛发
牙齿
面颅特征
皮肤衰老
指纹
……

人类体质表型特征的相关基因研究



色素沉着

 黑色素颗粒的多少、分布和疏密程度决定人体颜色的深度。

黑皮肤人：黑色素细胞在每平方毫米内约1400个以上；

白皮肤人：黑色素细胞在每平方毫米内约1000个以下；

黄皮肤人：黑色素细胞在每平方毫米内约1300个左右。

 血红素增多可以使皮肤黑里透红或白里透红。

 人体颜色：褐色的黑色素、

红色的氧合血红素、蓝色

的还原血红素、黄色的胡

萝卜素（核黄色素）。



• 黑色人种多居住在非洲
中部和太平洋赤道岛屿
区域，其黑色素分布浓
密。黑色素细胞在每平
方毫米内超过1400个。

• 黑素人种并非人人纯黑，
也有朱古力色、暗朱古
力色、黑檀色(如塞内加
尔俄洛甫人)、深橙色
(如苏丹西部松海人)、
青铜色(如安达曼人)、
橙色等不同系列。



• 白色人种多居住在阳光弱的
高纬度欧洲地区，黑色素细
胞在每平方毫米内约1000个
以下。

• 白色人种并非人人纯白，越
近极区的人群肤色越白(如
北欧人)，而长期生活在热
带、亚热带的人群则显现出
浅橙色、浅黑色(如希腊人)。

• 白色人种还包括红白色、灰
白色等皮肤，红白色皮肤是
由于欧洲人皮肤浅血光透映
出来造成的。



• 居住在季风区的亚州人种，
阳光辐射没有赤道强烈，
也没有欧洲地区那样少而
弱，处于中等强弱，所以
人们的皮肤呈黄色，黑色
素细胞在每平方毫米内约
1300个左右。

• 黄色人种的肤色包括淡黄、
橙黄、栗色、黄白、白色、
橙色等系列。同样近赤道
的人群较黑(如马来人)，
而近极区的人群较白(如
朝鲜人)。



 SLC24A5 (solute carrier family 24 member 5)基因突变造成的一种氨

基酸差异对于欧洲人浅色皮肤具有贡献意义。

 金斑马鱼是普通斑马鱼的变种，比普通斑马鱼肤色浅。金斑马鱼

的金色突变，金斑马鱼的黑素体比普通斑马鱼数量少、体积小、

色素分布稀 ---- SLC24A5基因突变。人的SLC24A5基因在序列上与金

斑马鱼的极为相似。

 欧洲人祖先携带有SLC24A5基因突变 (等位基因rs1426654；

Ala111Thr)，从而导致欧洲人的皮肤、头发和眼睛的黑色素数量少、

体积小、色素分布稀。该SLC24A5基因突变约起源于1.5万年前的中

东和印度地区。

 欧洲人肤色变浅主要由SLC45A2、SLC24A5、TYRP1三种基因决定。
Lamason RL, Mohideen MA, Mest JR, et al., Science, 2005.

白皮肤基因

色素沉着（Pigmentation）



 MC1R (melanocortin-1 receptor)，黑色素皮质1型激素受体，是

控制黑色素合成的主要基因，其遗传缺陷可造成皮肤缺乏黑色

素的天然保护功能。

 MC1R基因与红色头发、皮肤苍白有关联，并与雀斑、阳光敏感

性有关，会增加皮肤癌、黑色素瘤的风险。这种人不易将皮肤

晒成小麦色（英格兰、苏格兰有1/3的人携带MC1R基因突变）。

 尼安德特人(20～4万年)，一部分尼人拥有MC1R基因突变，红色

头发、白皙皮肤、雀斑。

 最近的研究发现，MC1R基因突变能使人显老，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平均老2岁。

红头发基因：MC1R

Lalueza-Fox, Römpler, Caramelli, et al., Science, 2007.
Robles-Espinoza, Roberts, Chen, et al., Nat Commun, 2016.

Liu, Hamer, Deelen, et al., Curr Biol, 2016.

色素沉着（Pigmentation）



 KITLG基因与北欧人的金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该基因编码的配体参与形成一种与色素细胞生成

有关的蛋白，而基因调控区的一个碱基从A突变

成了G，就会产生金发后代。

金头发基因：KITLG

Catherine A Guenther, Bosiljka Tasic, Liqun Luo, et al., Nature Genetics, 2014.

色素沉着（Pigmentation）

 北欧约有1/3的人 KITLG 基因序列上存在单一突变，使他们拥有

银灰色、金棕色或深棕色头发。

 科学家认为：古代北欧人进化成浅肤色，有利于在低光照条件下

吸收维生素 D，而浅色头发则可能是随机选择的结果。

 性选择倾向也可能是金发遗传至今的原因之一，欧洲人认为金发

更加迷人。



 HERC2 基因内含子一个SNP 位点（rs12913832 ）与蓝色眼睛有

着强烈的相关性。如果这个 SNP 位置是纯合体 G，80%可能是

蓝眼睛。HERC2/OCA2基因，不仅对蓝眼睛有贡献，并对浅色

皮肤和金发亦有贡献。

 最新研究发现，拥有蓝色眼睛的人容易发生酒精依赖症，而拥

有深棕色眼睛的人发生酒精依赖的现象则相对较少。

 最新研究发现，7000年前石器时代的西班牙男性猎人，拥有蓝

色眼睛、黑皮肤（缺乏能够导致白肤色基因SLC24A5/SLC45A2

突变）、微卷的深棕色头发、乳糖不耐症。

Eiberg, Troelsen, Nielsen, et al., Hum Genet, 2008. 
Mengel-From, Børsting, Sanchez, et al., Forensic Sci Int Genet, 2010.

Sulovari, Kranzler, Farrer, et al., Am J Med Genet B, 2015.

蓝眼睛基因：HERC2、OCA2

色素沉着（Pigmentation）



 大约8500年前，生活在中南欧的西班牙、卢森堡、匈牙利的狩猎

采集者，拥有蓝眼睛基因（HERC2/OCA2 ）突变 ，但缺乏白肤

色基因（SLC24A5/SLC45A2 ） 突变，即他们的皮肤是深色的。

 然而，大约7700年前，在遥远的欧洲北部（瑞典南部Motala遗址）

的狩猎采集者，则拥有蓝眼睛基因（HERC2/OCA2 ） 突变，同

时携带两个浅肤色基因（SLC24A5/SLC45A2 ）突变 。

 生活在北欧的古代狩猎采集者已经拥有了白色皮肤和蓝眼睛，

而与此同时，生活在中欧和南欧的人具有深色皮肤和蓝眼睛。



 OCA2基因的突变，可以引起Ⅱ型皮肤白化病。

 OCA2 基因上的一个SNP位点（rs1800414 ；

His615Arg)与东亚人的肤色强烈相关。

rs1800414在汉族人群和南亚人群中存在显著

差异。

东亚人浅肤色基因：OCA2

 OCA2的突变导致东亚人群肤色浅化，其遗传进化机制远不同于

导致欧洲人肤色浅化的SLC24A5/SLC45A2基因的突变。

 说明人类在向高纬度迁徙过程中，尽管发生了肤色变浅的趋同

进化，但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具有远不相同的遗传机制。也说明

人类的肤色浅化是一个多基因多因素影响的过程。

Edwards, Bigham, Tan, et al. PLoS Genet, 2010.
Yang, Zhong, Chen, et al., Mol Biol Evol, 2016.

色素沉着（Pigmentation）



色素沉着（Pigmentation）

东亚人褐色眼睛：rs1800414



色素沉着相关基因

Generated by Cociter



乳糖耐受相关基因

乳糖耐受基因：LCT、LP、MCM6

Troelsen JT, Mitchelmore C, Spodsberg N, et al., Biochem J. 1997.
Burger J, Kirchner M, Bramanti B,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7.

 乳糖酶(Lactase, LCT)： β-半乳糖苷酶。

正常情况下，乳糖被乳糖酶水解为

半乳糖和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

 乳糖不耐受症(Lactase non-persistent, LNP)：呈现对乳糖的不耐受，

喝牛奶会出现腹胀、腹鸣、腹痛、腹泻等现象。

 乳糖酶持久性(Lactase Persistence, LP)等位基因：缺乏乳糖酶持久

性等位基因，是乳糖不耐的最常见类型，世界上大多数人没有LP

突变等位基因。

 MCM6基因：MCM6基因控制LCT的表达。MCM6的rs4988235位点

突变可产生乳糖耐受性。



 大约1.1万年前，中东的农业开始取代狩猎采集，牧民将牛奶发

酵成奶酪或酸奶，这样可以对乳制品中的乳糖产生耐受。

 数千年前，一场传遍欧洲的基因突变让欧洲人有了分泌乳糖酶的

能力，从而也喝上了牛奶（冰河时代，欧洲人也不耐受乳糖）。

 最新研究认为：乳糖耐受性的性状以及控制它表达的LP基因（乳

糖酶持久性），大约于7500年前出现在匈牙利广袤肥沃的大平原

上。拥有LP基因突变位点的人比没有它的人，生育的后代多19%。

------“基因组中最强大的基因”
Curry A. Nature. 2013. 

Witas HW, Płoszaj T, Jędrychowska-Dańska K, et al., PLoS One. 2015.



酒精代谢相关基因

 “亚洲脸红征”(Asian Flush)或“东方脸红综合征”(Oriental 

Flushing Syndrome)：东亚人喝酒易脸红，而其他地区的人很少脸红。

相反，欧美人易出现“酒精依赖症”(嗜酒症)，而东亚人很少。

 乙醇脱氢酶(ADH)、乙醛脱氢酶(ALDH)：前者将乙醇氧化成乙醛，

后者将乙醛氧化成乙酸。乙醇麻痹神经，喝酒感觉“爽”。乙醛毒

性较大，是致癌物，同时扩张血管，让人脸红、头晕、呕吐等。

 东亚人ADH活性强(ADH1B编码)，乙醇被快速分解为乙醛。然而

ALDH活性弱，使乙醛无法被分解为乙酸。

乙醇脱氢酶 乙醛脱氢酶 活化 三羧酸循环

乙醇 乙醛 乙酸 乙酰CoA CO2+H2O

乙醇脱氢酶(ADH)、乙醛脱氢酶(ALDH)



 哺乳动物拥有恒定的体温

 哺乳动物具有3种腺体：

特性 人 其他哺乳动物

皮肤 几乎完全裸露 部分或完全不裸露

表皮腺体种类 小汗腺较多 顶泌汗腺较多

表皮腺体位置 接近皮肤表面 体毛毛囊附近

分泌汗液 水性汗液 油性汗液

汗液蒸发 快 慢

汗腺（sudoriferous gland sweat gland）

大汗腺(顶泌汗腺)、小汗腺、皮脂腺



大汗腺（Apocrine Sweat Glands）

 耵聍（耳垢）：湿性和干性。

湿性为显性，等位基因型为

GA/GG。干性为隐性，等

位基因型为AA 。

耵聍/腋嗅基因：ABCC11

 欧洲人和非洲人中湿性耵聍频率高达97~100％，而在东亚人种当

中仅占5~20％。中国北方汉族是全世界各人群干性耵聍比例最高，

达到约98％。

 耵聍的干性与湿性是由ABCC11基因中rs17822931等位基因型决定。

湿性耳垢的人容易产生腋嗅，其原因仍然是因为ABCC11基因表达

的转运蛋白负责腋窝下的大汗腺的细胞分泌脂肪酸类物质。

 ABCC11基因表达的转运蛋白不仅与耳垢干湿和腋嗅有关，还和初

乳的分泌有关。干耳垢母亲的初乳分泌率和平均分泌量均显著低

于湿耳垢。 Ohashi J, Naka I, Tsuchiya N. et al., Mol Biol Evol. 2011. 



Sabeti et al., Nature, 2007.

 EDAR (ectodysplasin A receptor)：外胚层发育不良基

因。EDAR基因突变会引发无汗症(Anhidrosis)。

 全基因组扫描分析发现EDAR上的一个突变位点

V370A在东亚群体中受到强烈正选择，该位点大约在

三万年前由始祖型370V突变产生衍生型370A。

 EDARV370A在汉族中的频率高达95%，而在欧洲人群中则近乎

缺失。而且该位点是一个“一因多效性”的突变位点。

Pardis C. Sabeti

哈佛大学

小汗腺（Eccrine Sweat Glands）

EDAR 基因



人群研究和小鼠模型中均发现
EDAR-V370A 使汗腺密度增加

东亚人更会出汗

EDAR V370A：东亚人特有的突变

Yana G. Kamberov, Sijia Wang, Jingze Tan, et al., Cell, 2013.



毛发形状（卷曲度）、粗细、密度

CC                       CT                      TT

与东亚人头发直径、形状、密度相关

东亚人的基因：EDAR 基因

 对小鼠进行EDAR的表达，产生东亚头发
形式：毛发变直变硬，毛发密度增加。

Jingze Tan, Yajun Yang, Kun Tang, et al., Human Genetics, 2013.



毛发形状（卷曲度）

EDAR  vs. TCHH

 EDAR：决定东亚人的毛发的形状（卷曲度）、粗细、密度

 TCHH：决定欧洲人的毛发

尽管亚洲人和欧洲人都有直形的毛发，但是亚

洲人和欧洲人的直发进化的遗传机制并不相同。



铲
形
门
齿

双
铲
形
门
齿

 分析新疆维吾尔族28个牙齿形
态特征，发现遗传变异EDARV370A

基因与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及

上颌犬齿近中嵴呈显著相关。

Tan Jingze, Peng Qianqian, et al., Science China-Life Sciences, 2014.

铲形门齿



http://www.ucl.ac.uk/~ucbtarl/Research.html

Andrés Ruiz-Linares

耳 (Ear)

南美洲



Yana G. Kamberov#, Sijia Wang#, Jingze Tan, et al., Cell, 2013.
Jingze Tan#, Yajun Yang#, Kun Tang, et al., Human Genetics, 2013.
Tan Jingze, Peng Qianqian, lijin, et al., Science China-Life Sciences, 2014.
Peng Q#, Li J#, Tan J#, Yang Y, et al. Human Genetics, 2015.

EDAR V370A：东亚人特有的突变

CC                       CT                      TT

与东亚人头发直径、形状、密度相关

EDAR-V370A使东亚人
汗腺密度增加 与东亚人的铲形门齿相关 圆形耳垂 方形耳垂 三角形耳垂

前凸下颌 直形下颌 后缩下颌

与东亚人的耳垂
和下颌类型相关



 以上研究推测：三万年前，东亚人群的祖先出非洲后，

迁徙至东南亚地区，为了适应湿热的环境，始祖型370V 

发生基因突变，产生了衍生型370A，EDARV370A 使得现

代东亚人类汗腺密度增加、毛发浓密而硬直、乳腺变小、

门齿呈铲形和双铲形、耳垂非游离性等。

EDARV370A 使得东亚人群体质表型特征产生“一因多效性”。



 研究发现跰趾并非是汉族群体所独有，在新疆维族群体中也有

较高频率，否定了跰趾作为汉民族特征标志的可能性。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以及候选基因分析均没有发现显著的主效基

因对跰趾具有影响，推翻了之前普遍认可的跰趾符合孟德尔显

性遗传规律，认为更可能是由多个微效基因共同作用而引起。

胼趾 (Petaloid toenail)

Manfei Zhang, Sijie Wu, et al., J Genet Genomics, 2016.

汉族，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

的移民？胼趾可能是汉族的

共同标志？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2005

年曾调查研究发现，在陕西、

山西、河南、江苏、浙江、江

西、福建七省的汉族群体中均

有跰趾特征的分布。



未来研究： 面部表型特征

上眼睑皱褶
内眦褶
眼裂开度
眼裂倾斜
眼内角宽
眼外角宽

鼻根高度
鼻根点凹陷
鼻尖方向
鼻孔形状

鼻背硬骨部
鼻基底
鼻宽
鼻高
鼻长

鼻翼高度

上唇皮部突度
卷舌

铲形门齿
唇皮部高
唇高

口裂宽度

耳垂形状
耳壳外展
耳长
耳宽

颧骨类型
下颏类型
酒窝
双下巴
头长
头宽
头围
面宽

下颌角宽
容貌面高
形态面高
耳屏间宽
最小额宽

观察特征

测量特征

眼睛

鼻子

嘴

耳朵

面部



Morbus favre racouchot

Crow’s feets

Teleangiectasis

Solar elastosis

Laxity of cheeks

Pigment spots on 
arm
Even pigmentation 
on lower side of 
forearm
Pigment spots on 
back of hands

Fine wrinkles on 
back of hand

未来研究： 皮肤衰老表型特征



Arch弓 Loop箕 Whorl斗

Gene associated with 

fingerprints Pattern

未来研究： 手掌指纹、足纹表型特征



未来研究： 牙齿表型特征

翼状门齿 铲形门齿 双铲形门齿 中断沟

齿结节 发达的齿结节 近中嵴 卡氏尖

次尖、第5尖 前副尖 釉质滴、釉质延伸 上颌牙齿石膏模型 下臼齿单根化 第6尖 第7尖 下颌牙齿石膏模型

舌侧齿尖变异 转向皱纹 原副尖

下次小尖 托梅斯齿根 四尖型 咬合面沟纹

缩小/钉形臼齿 中心结节

上颌M3先天缺失 下颌M3先天缺失



未来研究： 颅骨表型特征

眶上孔、额孔 眶上切迹 顶孔

副眶下孔 副腭小孔 维萨利斯孔

颧面孔、副颧面孔 副下颌孔 副颏孔

滑车上骨刺 腭圆枕 旁髁突（副乳突）

内侧腭管 二分舌下神经管 舌骨线桥

经静脉孔骨桥 髁突前结节 下颌圆枕

额中缝

眶下孔缝 颊骨后裂

额颞结合 鼓板裂孔

枕横缝残存 卵圆孔棘孔交通 成对髁突面

囟门骨 冠缝骨 人字缝骨

翼上骨 人字点骨 英卡骨

顶切迹骨 星点骨 枕乳缝间骨



• 3dMDface® 系统
•每张脸由40,000高精度网点构成

未来研究： 数字化三维面部表型特征



DNA画像

汉
族

维
吾
尔
族

3D构建不同族群的平均脸 根据DNA构建人的三维脸型



气候环境、基因、人类体质表型

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人体表型特征相关基因的适应性进化机制

究竟是怎样的选择压力类型，

让人类的容貌更加丰富多样有光彩？





手掌指纹拓印



皮肤毛囊发育调查



汗腺发育调查



牙齿模型调查

铲形门齿

齿结节

卡氏尖



血液样本采集



实验、分析数据、撰写文章



四足行走的土耳其五兄妹

黑人家庭中的
白肤色孩子

多

毛

的
歌
星

于
震
寰

侏
儒
家
庭

拇指姑娘夏洛特

基因突变改变了他们的容貌



思考题：

1. 人类的体质表型特征是基因和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
果。目前已发现的和人类体质表型相关的基因有哪些? 
和我们东亚体质表型相关的基因有哪些? 

2. 推测一下可能是怎样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造成东
亚人体质特征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而这一突变基因为

什么会一代代地传递下来？

3. 怎样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体质表
型特征有多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