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章  基因组与生物进化 

1)   生命进化研究的历史 

2)   分子系统发生学 

3)   生命的起源与进化 

4)   人类的起源与进化 

5)   基因组与生物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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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 

       The 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 (often 
referred to simply as the new synthesis, the 
modern synthesis,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neo-Darwinian synthesis or neo-Darwinism), 
generally denotes the integration  

        of Charles Darwin's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species by natura selection,  

        Grego Mendel's theory of genetics as the 
basis for biological inheritance, random 
genetic mutation as the source of variation, 
and mathematical population genetics.  

代表性人物: 

       Theodosius Dobzhansky, Ernst Mayr,  

       G. Ledyard Stebbins  



Theodosius Dobzhansky  

T.杜布赞斯基的名言: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除了进化之外, 生物学没有其 

它含义. 
 

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遗传学和 

物种起源》(1937)一书，在该书中 

他完成了达尔文主义选择论和新达 

尔文主义基因论的综合，奠定了现 

代达尔文主义的基础，这本书也因 

此被称为20世纪的《物种起源》 
  



杜布赞斯基（T.Dobzhansky，1900～1975）  

 
俄国出生的美国生物学家，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 

1921年毕业于基辅大学。留系工作3年后，于1924年到彼得格勒 

大学任教，受到苏联著名遗传学家菲利普琴科,瓦维洛夫和契特维 

里柯夫等人的影响。 

1927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工作。1928年随摩尔 

根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历任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洛 

克菲勒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校教授。他把俄国研究自然群体 

的优良传统与摩尔根小组的遗传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以唾腺染色 

体的倒位变化为标志，系统地研究了多种果蝇群体的多态现象和 

由地理隔离到生殖隔离的发展过程。上述研究成果被收入到名为 

《自然群体遗传学丛刊，第1～43号》（1938～1976）一书中。 

他在科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是在《遗传学与物种起源》（1937、 

1951、1953）一书中实现了遗传学与自然选择学说的综合，继承 

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他一生出版著作10几部，论文500余篇。 

除前面提到的以外，重要的还有《人类进化》（1962）、《进化 

过程的遗传学》（1970）等。  



G. Ledyard Stebbins  
G.L.史旦宾斯: 
Stebbins synthesized knowledge 

from a disparate set of areas that  

included plant genetics,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This 

work culminated in 1950 with the 

appearance of his magnum opus, 

Variation and Evolution in Plants. 

This book gave plant evolution a 

coherent framework that was 

compatible with that emerging 

from the work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 Ernst Mayr, G. G. 

Simpson, and Julian Huxley, and 

others associated with 

establishing the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 For this work he is 

regarded as the botanical 

“architect” of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http://arjournals.annualreviews.org/na101/home/literatum/publisher/ar/journals/production/genet/2001/35/1/annurev.genet.35.102401.091525/images/large/ge35_0803_p1p.jpeg


20世纪的达尔文  2005年2月3日, 恩斯特 

    ·迈尔 (Ernst Walter 

Mayr)以100岁高龄在
哈佛大学逝世. 

迈尔有"20世纪达尔文"

的誉称, 与杜布赞斯基
(T.Dobzhansky)、辛
普森(G.G.Simpson)等

人用实验和观察证实
了遗传学和进化论的
一致性,使进化论的现
代综合学说在20世纪
三四十年代得以建立. 

恩斯特·迈尔 



Mayr与Dobzhansky一起，将物种的定义发展为“一群自 

    然界中存在的，可杂交繁殖的种群，这些种群不能与 

    在同一地区存在的别的这样的类群进行基因交流”(as 
groups of interbreeding populations in nature, unable 

    to exchange genes with other such groups living in  

    the same area）。 

物种间基因流的障碍，即生殖隔离机制，使得生物学种 

   与各种过程，如物种特异性的交配选择、杂交不育性 

   等有明确区别。尽管生物学种概念在理论和实际应用 

   上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它不能应用于营无性生殖的 

   生物，比如细菌），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在过去 

   几十年里所提出的20多个物种定义中应用最广并被广 

   泛接受的一个重要概念。 

他认为生物学是一门基于历史偶然性和众多不可预测与 

    巧合因素而成的科学，因而无定律（law）可言。规则 

  （rule），而非定律，是人类在生物学里所能发现的全 

    部东西, 或者说生物学只有规则而无定律.   



进化发育遗传学---EDG 
1)   Evo-Devo or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genetics 

(EDG): 

      Evo-Devo是2002年之前常用的关于进化发育遗传学学 

      科分支的名称. 近年来更多使用EDG取代Evo-Devo. 

2) 研究的目的 

        EDG的研究目标是选择系统发生树中产生系譜分支
的节点, 探讨系譜分支出现的遗传学基础. 是哪些遗
传因素的变化导致一个新物种的产生, 它们是如何促
使物种形态和发育模式的改变及其进化的意义. EDG
的研究手段主要借助于种间比较基因组学和功能基
因组学.  

Se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13:3505-3516, 2006 

   如果说现代综合进化论是探讨物种如何分开的话, 那么 

   进化发育遗传学就是研究物种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生命 

   为何没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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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volution.berkeley.edu/evosite/evo101/IIAFamilytree.shtml


从基因家族的进化跟踪 

物种发育的进化 

1)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揭示出许多
与发育有关的基因及其调控机制. 

2)   个体发育的调控机制在相近的物种之间
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3)   基因的功能在进化中具有很强的保守性,
其调控模式在物种间也基本相同. 

4)   从发育调控基因家族的进化可以追溯发
育模式的进化. 



Hox基因是研究发育进化遗传学
的极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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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x genes determine the form, number, and evolution of repeating parts, such 

as the number and type of vertebrae in animals with backbones. In the 

developing chick (left), the Hoxc-6 gene controls the pattern of the seven 

thoracic vertebrae (highlighted in purple), all of which develop ribs. In the 

garter snake (right), the region controlled by the Hoxc-6 gene (purple) is 

expanded dramaticallyforward to the head and rearward to the cloaca. 



HOX基因与体节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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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花器
官的发育 

 
MADS盒基因是一 

大类与高等植物花 

器发育有关的调控 

基因，具有同源异 

形框基因的功能。 

MADS的命名系由 

4个基因的第1个字 

母组合而成，即酵 

母的MCMI，拟南 

芥的AG，金鱼草 

的DEFA和动物血 

清应激因（SRF） 

，它们都是转录调 

控蛋白，在结构上 

具有同源性。  



拟南芥花器官的同源异型突变 



 

拟南芥无花瓣突变 



宏进化-macroevolution 

1) macroevolution: 宏进化或称越种进化 

     Macroevolution generally refers to evolution  

     above the species level, 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积累

和选择突变,形成新的物种. 

 

 

 生命的大进化. 



微进化--microevolution 

2) microevolution, 微进化, 或称种内进化 

   Microevolution is evolution on a small 

scale—within a single population. That 

means narrowing our focus to one 

branch of the tre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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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果蝇与节肢动物的分离发生在大约4亿年前，它们之间的躯体规划
(body plan)也分别走上两条不同的路线：果蝇(昆虫)的肢体发育为胸
节6肢模式, 腹部无肢; 节肢动物为多肢模式，腹部具肢。 

b）决定腹部是否具肢与Ubx基因有关。节肢动物Ubx蛋白的N-端有一个
抑制腹部肢发育的结构域，C-端有一个影响腹部肢发育抑制域的多肽，
含多个S/T磷酸化位点，可抑制腹部肢发育抑制域的功能。果蝇的
Ubx蛋仍然保留着腹部肢发育抑制域，但其C-端的S/T位点已丢失，
由许多GA氨基酸代换。果蝇Ubx蛋白的进化确定了胸节6肢发育模式。
左图果蝇和节肢动物图像上的条带表示同源异型盒基因Antp,Ubx和
AbdA在体节发育时的表达部位. 



进化—生命科学永恒的主题 

   

 美洲出现“变色老 

 鼠” 即鹿鼠, 毛发色 

 随生存环境变化转 

 变. 鹿鼠花了8000年 

 时间，将身上的毛 

 发从浅黑色转变为 

 金黄色, 与沙漠颜色 

 相似。  

  



夏威夷岛上蟋蟀的快速进化 

In only a few generations, the male cricket on Kauai, one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underwent a mutation – a sudden 
heritable change in its genetic material – that rendered it 
incapable of using song, its sexual signal, to attract female 
crickets,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UC Riverside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The research team, led by Marlene Zuk, a professor of 
biology, found that greater than 90 percent of male field 
crickets (Teleogryllus oceanicus) on Kauai shifted in less 
than 20 generations from having normal wings to mutated 
“flat wings” that inhibit the crickets from calling. Like all 
mutations, the wing alteration arose spontaneously, but it 
likely spread,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 because it offered 
protection from a deadly parasitic fly (Ormia ochracea), 
which uses the cricket's song to locate crickets as hosts.  

 visit www.ucr.edu  





 



系统发生树的构建 

根据DNA顺序代换的比率构建的进化树称为DNA系 
统发生树以DNA顺序为基础重建系统发生树的程 
序有四个步骤： 
1 先将DNA顺序排列，然后分析取得用于重建系 
统发生树的可比较数据； 

2 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将可比较数据转变为系统
发生树； 

3 检测系统发生树整体的可信度以及各分枝内不
同区段的可信度； 

4 采用分子钟标明系统发生树中每个分枝点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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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与进化 

1)   人科的出现 

2)   人类与其它高级灵长类的
差别 

3)   现代人的迁徙与进化 



人类在生命进化中的分类地位 

 



人类与黑猩猩亲缘关系最近 

到1997年，已获得14组不同的分子数据，

包括假基因和非编码顺序。研究结果给
出了较为信服的结论，即黑猩猩与人类
的关系更近，其分开事件发生在460500

万年前，估计人类与大猩猩共同的祖先
群体为50 000-90 000。而大猩猩与人类
关系更远，它们在据今500700万前与人
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分开.  



人类
与高
级灵
长类
进化
关系
的分
子证
据 

 



人类
基因     
组 
 ： 
最近
500
万年 

 



人类与黑猩猩基因组的差别 

1)   人类与黑猩猩在蛋白质水平的差异低
于1%, 在基因编码水平的差异底于
1.5%, 非编码区的差别约3%. 

2)   人类与黑猩猩在基因组范围的差异主
要表现在: 

      1.约有5%的区域存在广泛的缺失和插  

         入变异.  

      2.区段的重复与基因的重复. 

      3.染色体水平的结构差异. 



人类和黑猩猩基因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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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古猿---汤恩小孩   
 1924年年底，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

大学年青的解剖学教授达特在南非
中北部沙漠边缘汤恩村石灰矿的化
石中发现了后来震惊世界考古学界
的一件古猿化石---处于类人猿和人
类之间的原始人类头骨, 达特称其
为“汤恩小孩” （Taung）。汤恩
小孩生存的年代大约为250万～200
万年前，是连接人类与类人猿的重
要环节。随后在同一地区又发现另
一个似猿物种,即南方古猿粗壮种
（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
汤恩小孩称为南方古猿纤细种（即
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纤细
种已能制作简单的石器工具用以获
取肉类食物，是古猿向人类进化的
及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人属的第一个早期成员—能人 

1960年乔纳森·利基在奥杜韦峡谷发现了一种类
似人类的骨骸, 其体骼比南方古猿轻巧, 但不少

特征又与南方古猿相似。这些猿人生活在距今
300万年-150万年前，脑量明显比南方古猿大，
并能制造石器, 代表了最终将产生出现代人的
那一支早期人类类型。因此，路易斯·利基把

这个新类型命名为能人，作为人属的第一个早
期成员，是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进化的中间环节。  



现代人的远祖---直立人 

在距今大约２００万年前的非洲，直立人就已出
现在人类进化的历史舞台上。在120万年到80

万年前，非洲直立人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大量
迁徙进入欧洲、亚洲和印度尼西亚，最终扩散
到整个旧大陆的各个角落。 

非洲肯尼亚的KNM-ER 3733号人、图尔卡纳男
孩, 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的OH9号人、OH28
号人,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毛里坦人, 印度尼
西亚的爪哇人，中国的北京猿人、蓝田人、元
谋人等都是直立人。  



现代人的远亲---尼安得特人  

1856年在德国的尼安德特河 

谷发现一具古人类骨骸，称 

为尼安德特人，他们是早期 

智人的代表。尼安德特人生 

活于30万至3万年前的欧洲， 

现已灭绝。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曾经和现 

代人的祖先共存过数万年, 有 

关尼安德特人是否和现代人 

的祖先有血缘交流, 现在尚 

无定论. 人类学家和分子遗传 

学家正在从尼安德特人的骨 

骸中提取古细胞核DNA测序, 

寻找有关正反方面的证据. 



现代人的近亲---克罗马农人  

1868年在法国多尔多涅区埃济附近的克罗马农
(Cro-Magnon)岩窟中发现了古代埋葬的人类骨
骸,被称之为克罗马农人。克罗马农人具有非凡
的智慧，拥有更为先进的文化。他们能够通过
原始的“笔”，在巨大的岩石上留下自己的艺
术作品，表达自己的意愿。克罗马农人的体格
与现代西欧和中欧的人种非常相似。根据同位
素年龄测定，克罗马农人生活在距今35000年-
10000万年前，是旧石期时代晚期智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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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理论的基本原理  

图中给出了每10个个体组成的 

群体系譜，N为等位基因的数 

目，n为群体大小。两倍体个 

体含有2个等位基因，通常采 

用单倍体模型来追踪等位基因 

连续世代中的传递轨迹，并由 

此追踪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图 

中连接三个等位基因的黑线为 

聚类溯源的路线。b）三个等 

位基因的系统发生树，轨迹 

T（3）表明等位基因1和3分离 

的世代与时间，T（2）表明等 

位基因1和3的共同祖先与等位 

基因2分离的世代与时间，等 

位基因1，2和3可以上溯到一 

个最近的共同祖先。 



现代人基因组多态性分析 

人类基因组中以下遗传成分可提供更多的有关遗传多样性
的信息： 

1 多等位基因，如HLA基因家族成员，它们有许多不同的
变异形式； 

2 微卫星序列，人群中有大量的重复次数不等的微卫星序
列变异； 

3 线粒体DNA，如前所述，线粒休DNA相对更快地积累
突变核苷酸。 

4   SNP，人群中广泛分布单核苷酸位点多态性，是人类
基因组中最丰富的变异成分  

5   单倍型 



人类线粒体基因组高变异区 

                                                              人类线粒体基因组的      

                                                              两条链分别取名为重 

                                                              链(H)和轻链(L), 由编 

                                                              码区和非编码区组成.  

                                                              两条链均可编码, 共 

                                                              有37个基因:  

                                                              12SrRNA, 16SrRNA,  

                                                              22个Trna, 13条多肽 

                                                              链.非编码区又称控制 

                                                              区, 长1122bp, 内含两 

                                                              个高变异区(HVS-1和 

                                                              HVS-2). 非编码区积 

累了大量突变, 是编码区的10倍, 因这一特点该区的碱基 

变异被选来构建系统发生树. 



单 倍 型(haplotypy) 

单倍型则指基因组DNA顺序中紧密连锁的一组不同等位

形式的集和体，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遗传单位，不会因
重组事件而彼此分离。  

单倍型保留和记录了从祖先到现代出现过的各种变异，
是一份可以用来追踪生物起源与进化的珍贵的历史档案。  



Y染色体SNP 

人类Y染色体非重组区的SNP由于特殊的性质成为 
多态研究首选目标，其原因如下： 
      
1 染色体非重组区在二倍体细胞中不存在同源拷
贝，因而不发生交换重组事件。 

 
2 由于避免了重组事件的干扰，位于Y染色体非重
组区的SNP集中了曾经发生过的所有变异。 

 
3 SNP突变率较低，能忠实地记录进化事件。 
 
4 Y染色体以单倍体形式存在，其有效群体远小于
二倍体常染色体，较易产生人群特异性单倍型。 



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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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非洲假说—Out of Africa 

M和N是人类线粒体夏娃的第一代女儿, 所有非州外的现代 

人都是她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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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还是南进？—现代人的迁徙路线  
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中部的史前人类，但对他们如何走出非洲以及走 
出非洲后的迁徙路线还有不少争论。一种意见认为，非洲中部的史 
前人类多次走出非洲，其中较早的迁徙是在6万到8万年前，由阿拉 
伯半岛的南部进入亚洲，并沿印度洋海岸线到达澳大利亚。较晚的 
迁徙发生在2万到4万年前，越过苏伊士和Levant(地中海东部诸国家 
和岛屿)北向进入欧洲，进一步扩散到亚洲大陆，这是主要的迁徙路 
线。另一种意见认为，史前人类也有两次走出非洲。一次发生在12 
万年前，由苏伊士和Levant北向进入西奈半岛和以色列。随后因气 
候和沙漠隔绝滞留在西奈半岛和以色列，于9万年前灭绝。另一次发 
生在8.5万年前, 由于冰川期海平面下降，早期的现代人祖先得以跨 
过红海南端的吉布提海峡进入也门的亚丁弯海滩，并由此沿印度洋 
海岸到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最后进入澳大利亚。这一支移民 
随后在不同的地点向北扩散到整个欧亚大陆，并于2.2万年到2.5万 
年前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 . 



史前人类走出非州---东进序曲 

80000-75000年前史前人类跨越红海南部被称为”哀伤之门” 

的海峡进入也门, 在6万年前扩散到欧亚大陆.红海南部海 

峡宽25 km, 深137m. 冰川期海平面下降80m, . 



现代人的迁徙路线  

另见动画片. 



现代人祖先的迁徙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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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
洲  DNA进化树分析表明, 现代欧洲人起源于10个父系 



东亚人来自非洲的证据 

 



Y染色体追踪与成吉思汗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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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 

人類歷史上版圖最大的國家---蒙古帝國, 其穩定
時期版圖面積超過3500萬平方公里，版圖最大
時期面積超過4400萬,佔當時整個人類世界的五
分之四還多.  

成吉思汗王国的版图在13世纪横跨蒙古至阿富汗，
并延伸至俄罗斯和伊朗,将势力扩张到俄罗斯、
匈牙利和波兰. 

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将中国版图扩张至历史
最大，同时也使其子孙在欧、亚两洲的土地上
繁衍。    



Y染色体DNA聚类揭示成吉思汗后裔 

2004年6月塞克斯推出了有关男性Y染色体研究的新书
《亚当的诅咒》，他在书中声称, 现在全球至少有1600

万男性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英伦三岛也可能有他
的子孙，其中还包括英国皇室家族。 

塞克斯在书中指出，10年来，他和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
从中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国等成吉思
汗帝国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16个组群的血液
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8%的男性基因中，拥有相同
的Y染色体片段。  

通过检测染色体的微小变化，估计这位共同祖先生活的
年代在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这些基因变化的数据和
成吉思汗12世纪建立的蒙古王国地理版图的扩展有内
在的联系，推测这些染色体片段可能来成吉思汗及其
后裔。   



成吉思汗的后裔 

20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的人类遗传学教授

塞克斯博士和他的同事发现了从骨化石
中提取DNA的方法，此后，他一直使用

这种方法来解开人类的遗传史。塞克斯
博士2001年成立DNA测序血缘追溯“牛
津祖先”公司，主要是透过分析Y染色体
，帮世界各地的人找寻祖先的来源。 

赛克斯于2004年启动了名为“Y-Clan”的服

务，专门为确认成吉思汗后代而设计。
成吉思汗有1600万个后人，亚洲大部份
男性都有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特征。 

鲁宾逊只知道自己的曾曾祖父从英国坎布
里亚郡(Cumbria)移居美国。2002年他
委托英国“牛津祖先”公司，化验他的脱
氧核糖核酸(DNA)，发现自己竟是13世

纪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史上最大版图的成
吉思汗后人。 

鲁宾逊Y染色体中的九个特征，有八个与蒙

古人吻合，所以断定他是成吉思汗的后
人，父系祖先来自高加索地区，母系祖
先来自欧洲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 

 

 

现居美国的成吉思汗后人鲁宾逊。(美联社) 

迈阿密大学任职会计系教授 



思考题 

1) 身么是分子钟？为什么根据不同基因的变异获 

    得的分子钟有很大差异？ 

2) 简述聚类理论的基本内容。 

3) SNP等位型的组成有何特点？ 

4) 单倍型与连锁不平衡之间有什么联系？ 

5) 有哪些证据说明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古人类?  

6) 为什么不同基因家族之间进化速率有很大差 

    异？ 

7) 根据HOX基因家族的进化特点你可获得哪些 

    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