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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考古学家们是用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
来回答有关人类过去的一些问题的研
究人员 在处理古代DNA时，科学家们

必须在超净室工作，并且穿戴
特别的超净服，手套和靴子来
保护古代DNA不受现代DNA的
污染。

科学家们利用一系列的工具和
仪器来研究古代样本

科学家们与野外考古学家工作合作密切，一
起发掘现场并收集样本，为在实验室里对样
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具体工作包括取样墓葬群，收集古代瓦罐中
的残留物，辨识贝塚（垃圾堆积遗址）中的
动物骨头，或是从植物化石中筛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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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挖掘
考古科学家到世界各地旅行来研究人类历史及史前史。
除普通发掘工具外，一些考古现场需要特别的补给与设
备。例如，在喜马拉雅山脉，考古学家需要徒步旅行许
可证与登山装备。

Samdzong，尼泊尔
公元后500年



样本

我们研究什么
考古科学家利用科学方法和现代技术来研究关于人类过
去的问题。有了恰当的研究方法，一个小小的样本，例
如一块骨头、一颗牙齿或一个陶罐，也能告诉我们许多
有用的信息。

牙结石，也被称为牙齿牙垢， 是
唯一在人生前就出现化石化的身体
组织。它网罗食物与细菌，能够用
于重现人体健康与饮食结构图。

动物骨骼能够告诉我们古代社会
的饮食结构及生态环境。而且它
们对于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以及重
现古代生态环境十分有帮助。

陶器上残留的食物锅巴
与其它残留物可能含有
植物和动物蛋白，植物
碎屑，以及食用脂肪的
踪迹。对于陶器残留物
的分析能够破解关于古
代人类的食物及饮食习
惯的秘密。

骨骼与牙齿富含DNA片段，能
够用于追踪古人类的迁移，及重
现古人类体貌特征，像头发和眼
睛的颜色，和一些适应性特征。
死于流行病的病人牙齿中可能含
有致死病原菌的DNA.



人类起源
古代DNA帮助我们去了解人类进化史上
最亲近的人种：尼安德特人 

通过研究古代人类的牙齿
及骨骼，我们能够揭秘我
们的祖先过去的生活，以
及一步步演化成为现代智
人的过程。

尼安德特人在大约四万年前灭绝，但尼安
德特人的DNA存在于几乎每一个除非洲人
之外的人类基因组上。

你知道吗



古代人类迁移
从骨骼与牙齿中提取的古代DNA 能够用于重现
史前人类迁移。结合同位素分析法，例如放射性
碳测定年代及锶和氧同位素分析， 这些迁移能够
得以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得以追踪。

放射性碳测年代是一种测定动植
物样本所在年代的技术，能够测
定最老的样本为四万年前。

放射性碳，又叫碳十四，是
碳的一种不稳定同位素。它
能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进入
植物体内。动物在食用植物
的同时摄入放射性碳。这种
放射性碳随时间发生衰变。
这意味时间越长，动植物体
内放射性碳的含量愈来愈少
。通过测量古代样本中碳十
四的含量，我们能够估计这
一生物活在多少年前。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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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人, 中亚
铁器时代，公元前700年

样本编号：
操作员姓名：
样本类型：
操作日期：  



古代饮食
科学家们能够利用显微镜，在古代陶器和人类牙齿上发
现非常微小的食物残留。这类的微体化石分析已经告诉
了我们，距今2000年位于中部美洲的玛雅人所吃的食物。

科潘，洪都拉斯
古典期玛雅，公元后300年



动物驯养
早在10 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对有特定特征的植物和
动物来进行有选择性的育种。牛是最先被驯化的可食用动
物之一，其早期被人类用于牵引，肉食，牛奶和皮革。

现代的牛是由野牛驯
养而来，而这种大型
的野生牛种现如今已
经灭绝。驯养牛群的
最早证据来源于安纳
托利亚半岛，现今的
土耳其境内。

奶制品的最早起源
目前并不清楚，但
是考古科学家们利
用一种叫做质谱的
方法来检测史前人
类牙齿上的牛奶蛋
白，进而来重现奶
制品的早期历史。

你知道吗



奶制品
奶制品是蒙古日常生活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从考古学研究
中我们得知食用奶制品的传统
可追溯到至少3500 年前。

在蒙古草原上生活着许多种类的动
物，例如马，牛，牦牛，绵羊，山
羊，驯鹿和骆驼。游牧民族利用这
些动物的奶制作许多奶制品。

微生物，尤其是细菌和酵母，在许多的
奶制品种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
如酸奶、奶酪、以及一些少见的奶制品
像蒙古干乳酪和马奶酒。



古代疾病
骨骼，牙齿和牙垢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人健康状况的信
息。例如，牙垢中的DNA和蛋白质能帮助科学家理解牙
龈疾病和蛀牙的历史。

Omne Bonum
Omne Bonum 是一本出
版于14世纪，关于欧洲
中世纪生活的拉丁语百
科全书，现存于英国图
书馆。它包含了关于牙
科和医疗保健的记载，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破
译中世纪人类的健康与
疾病状况。



结核病和麻风病
结核病和麻风病是由以下病原菌导致：结核分枝杆菌和麻
风分枝杆菌。这两种病菌均可感染骨头，留在骨骼中的病
菌DNA正在帮助科学家们重现这些古代疾病的历史。

Cocoliztli
一场起因不明的瘟疫，在阿兹特克语种被称做
Cocoliztli，造成了墨西哥在1545-1550年间60-90%
的人口死亡。近几年来，其病原菌沙门氏菌的
DNA被从当年传染病患者的牙齿中提取出来。

瘟疫
瘟疫是由致病菌鼠疫桿菌所致，这一致病菌通过感染
生活在老鼠上的跳蚤传播。被这种跳蚤咬过的人会染
上瘟疫。瘟疫是 公元后1346-1353年间黑死病的直接
原因，在此期间造成了将近一半的欧洲人口死亡。

17世纪的医生在救治瘟疫
病人时，穿戴一种像鸟一
样的面具来保护自己不被
“致病空气”感染。

这一可追溯到1550年的阿
兹特克文献描述了
Cocoliztli的症状：发烧、
皮疹和严重出血



古代微生物
你的身体是几百亿个细菌的家，这些所有的细菌统称为
你的微生物。生活在你肠道里的细菌帮助你消化食物，
并增强你的免疫系统。皮肤上的细菌帮助你维持你身体
的洁净，                          而生活在你口腔里的细菌保护你
不受                                         疾病的侵害。

生活在胃里，导致胃溃 
   疡和一些癌症。

帮助婴儿消化牛奶

为肠细胞生产食物

   分解植物物质和
膳食纤维

帮助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

你知道吗
 科学家们在研究牙
结石和古粪化石过程
中辨别古代微生物，
来更好的探索疾病的
起因。



采集者
采集者，也称为狩猎采集者，食用野生
食物，并且其饮食随季节变化而不同。

在大约10 000年农业兴起之前，地球上
所有的人类都是采集者。

现代的采集者，相比较工业化社会里的
人们，有着更加多样的肠道微生物。

工业化的社会
工业化的社会主要消耗农业产品，而
食物生产仅由社会中的一少部分人完
成。

机械化、保存和储藏是工业化食物生
产链上的关键问题，而且食物在被消
耗前经常经历长距离的运输。

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拥有较少
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这可能使得他
们有更高的风险患上一些慢性炎症性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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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方：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研究所

加入我们，和科学家及考古学家们一起学习探索人类历史的秘密！ 从我们
是谁到我们研究什么，从人类起源到中世纪瘟疫。学习古代人口迁移和放
射性碳测定年代。了解科学家们利用微小的植物残留物重现古代人类饮食
结构的故事。揭秘牲畜驯养的有趣 现象，和奶制品背后的故事。
探索古代疾病和传染病，发现古代人体内微生物的奥秘。

王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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