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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形态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 长期以来, 定性比较方法因其简单易用而得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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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 然而定性的形态比较具有很多局限性, 远不能满足当前需求. 因此, 形态定量比较方

几何形态学

法势在必行. 几何形态学是关于形态定量比较的科学计算工具, 主要应用于生物学领域, 但其

科学计算

研究方法与理念完全可以移植到其他学科, 并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前景. 本文先对其简史、原

生物

理及在生物学领域应用的流程进行了简述, 接着对其在非生物学领域应用的几个典型案例进
行解析, 并对还未应用几何形态学但具发展潜力的领域进行概述, 提出: 如何将相关问题图形

艺术与人文
工程

化并确保代表性、可比性以及标准化处理, 是几何形态学在非生物领域应用的关键所在. 最后,
对几何形态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特别指出其在生物学领域将向规模化和整合化两个方
向发展, 而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时,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先进性. 最终希望为我国科研工作者
在形态定量比较方面的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形态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 该方法

于图论的应用数学分支, 能够定量地分析和比较形

起源非常早, 目前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日

态差异. 该学科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源至今, 得到了

常生活以及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究其原因, 主要是

迅猛发展, 其应用领域也从最早的生物学领域拓展

该方法在定性比较时, 有简单易用的特点, 而且能够

到众多需要形态定量比较的领域, 如地理学、医学、

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然而定性的形

化学、考古学等. 几何形态学之父 Rohlf 因该方法在

态比较具有很多局限性, 如无法精确地记录与描述

各学科的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而当选美国科学院院

形态间的差异、无法处理海量数据、难以利用众多的

士. 在国内, 白明和杨星科 [1] 曾首次较系统地介绍了

数学工具进行分析等, 故形态定量比较方法已是势在

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许多学者也在生物学不

必行. 而解决途径则如马克思所言, “一门科学, 只有

同领域对该方法进行了初步运用. 例如, 利用后翅形

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 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

态的几何形态学分析, 对金龟子化石新种的系统地

科学计算已成为理论和实验并列的三大科学研

位进行确认 [2]; 综合几何形态学、支序系统学及生物

究方法之一, 伴随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而迅速发展并

统计学方法, 对蜣螂后翅族级形态变异进行了比较,

得到广泛应用. 科学计算已与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并对蜣螂的祖先可能的后翅形态进行了推测 [3]; 结合

相并列为科学研究的第 3 种方法, 成为促进重大科学

分子系统学和几何形态学证据, 对后足膨大能否作

发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 几何形态学是一门基

为跳甲与萤叶甲的鉴定特征进行了评价 [4]; 利用几何

引用格式: 白明, 杨星科, 李静, 等. 几何形态学: 关于形态定量比较的科学计算工具. 科学通报, 2014, 59: 887–894
Bai M, Yang X K, Li J, et al.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a super scientific computing tool in morphology comparison (in Chinese). Chin Sci Bull
(Chin Ver), 2014, 59: 887–894, doi: 10.1360/972012-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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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方法, 对古今蛩蠊胸部的形态变异进行分析,

应用到形态数据分析中, 并最终形成了形态测量学

探讨了当代蛩蠊仅分布于寒冷生境及翅退化的可能

(Morphometrics). 该方法主要比较线性测量距离、夹

[5]

机制 ; 结合分子系统学和行为学证据及后翅的几何

角、面积、体重、变量间的比值、变量的出现频率等

形态学评价, 对小蜂 3 个亚种的系统地位进行了评

数值, 有时会通过对数转换、坐标变换等方式获得更

价 ; 白尾鼹 Parascaptor leucura 下颌骨形态的几何

为离散化的结果. 形态测量学只能算几何形态学的

形态学评价, 通过结合地理分布对其亚种的系统地

雏形, 与当前的几何形态学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

[6]

[7]

位进行探讨 ; 对人股骨上段髓腔角度进行几何形态

均相去甚远. 两者最主要的差异是前者比较标点间

学分析, 设计符合大多数患者的人工股骨柄, 减少术

的线性距离, 而后者计算的是标点间的几何关系(图

[8]

1). 此外, 传统的形态计量学也有许多问题, 如主观

[9]

态学比较 ; 甘肃临夏盆地晚中新世鬣狗类群头骨的

因素干扰较大(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的研究对象可能

几何形态测量学及生态形态学分析 [10] 等方面; 亦有

得到不同的测量结果)、大小和形状两个因素无法分

后并发症 ; 南海短吻鲾 2 个地理种群形态的几何形

将几何形态学原理应用在昆虫分类学中的研究

[11~14]

.

开分析、线性测量数据不能反映形态变化的空间关系

然而大多数国内学者, 尤其是非生物学领域的专家

等 [17].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几 何 形 态 学 出 现 在 20 世 纪

对几何形态学的主要原理、流程、应用范围还没有系

80~90 年代, 在进入 21 世纪后逐渐成熟起来, 主要体

统的认识. 本文将对几何形态学的原理、方法、非生

现在理论上的不断完善、软件的日益丰富及研究队伍

物学领域的应用价值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概述, 希

的日渐壮大.

望有助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形态定量比较方面的研
究和应用.

1

2

几何形态学原理
生 物 的 形 态 (form) 主 要 由 大 小 (size) 、 形 状

几何形态学简史

(shape)、方位(orientation)和物理性能(physical prop-

形态比较的最初阶段是通过肉眼直接比较, 对间

erty) 4 个元素构成, 而几何形态学能够去除大小、方

断性形态差异进行描述, 从而获得定性的结果. 虽然

位和物理性能等因素的影响, 获得纯粹的形态差异

形态比较的思想方法起源非常早, 甚至可以追溯到史

结果 [1]. 对于非生物学领域而言, 也是同样的道理,

前时期, 而且该方法也几乎应用到了各大学科, 但是

只要是形态比较的问题, 均可通过一定方式利用该

几何形态学的雏形却是从生物学研究中逐渐形成的.

方法分析形态差异. 当然, 如果大小和物理性能具有

自十八世纪以来, 博物学和分类学成为生物学
研究的一个主流, 当时主观性较强的比较形态学是

一定的意义, 也可将该因素纳入分析系统中, 只是具
体过程要复杂些.

使用的主要方法. 然而这些定性的方法很难将物种

几何形态学最核心的理论是先根据一定的原则

的形态信息转化为简洁、直观、能进行统计分析的数

选取标点或曲线(轮廓线), 并利用这些标点或曲线代

据. 在 20 世纪中叶, 支序系统学(Cladistics)和数值分

表形态结构的信息(此时剔除物理性能因素的干扰);

类学(Numerical taxonomy)出现了, 它们在一定程度

之后通过叠印步骤对原始标点进行坐标转化(此时剔

上克服了比较形态学的不足, 能够建立相对客观、具

除大小和方位因素), 使所有样本投射到相同的形态

. 然而, 支序系统

空间中, 从而具有可比性; 最后就是对这些数据进行

学在处理连续变异的性状时, 主观因素的干扰非常

后续分析, 如方差分析、判别分析、核平滑分析等常

大, 使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较低. 特别是, 支序

规分析, 而在形态变异的可视化上也引入了扭曲能

系统学的核心是建立系统树并解决生物进化问题,

(bending energy)、傅里叶谐波(Fourier harmonic)、数

而非形态比较, 故其在形态比较领域应用范围有限.

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静态应力(static

虽然数值分类学与几何形态学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

stress)等理论, 实现了与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力

是其研究目的与支序系统学相类似, 更为严重的是

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可重复性、可比性的研究体系

[15,16]

其理论基础有缺陷, 因此目前该学派已经消亡, 其有
益部分已被支序系统学派吸收.
同样在 20 世纪中叶, 生物统计学方法开始广泛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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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形态学在生物学领域应用流程概述
因白明和杨星科 [1] 已对几何形态学原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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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版彩图) 几何形态学(Geometric Morphometrics)与传统形态测量学(Morphometrics)的区别(以镰粪蜣螂 Copris
lunaris 后翅为例[5])

(a) 镰粪蜣螂后翅形态图及 19 个标点位置注释; (b) 传统的形态计量学比较的是标点间线性距离; (c) 几何形态学比较的是标点间的
几何关系

流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概述, 葛德燕等人 [18] 对几何

究), 图像获取时要保证共轴性、共面性、一致性和

形态学在动物发育与系统进化方面的应用也进行了

可比性等性质. 在图像保存时, 不必追求高清晰度、

专论, 本文不再进行全面的介绍, 而是将之前未涉及

高分辨率和较大文件, 应当采取“适用”的原则(即在

的关键问题、以及针对非生物学领域的特点和需要重

保证清晰度的情况下, 适当降低图片大小和分辨率).

点关注的问题进行阐述. 几何形态学在生物学领域

一般地, 文件大小 1 M 左右即可, 建议不要超过 5 M,

应用时, 其具体流程可分为图像准备、数据收集和数

否则会增加系统负担, 降低响应速度. 为提高数据收

据分析 3 个步骤.

集时的效率, 所有图片尺寸应当接近, 否则在数据获

3.1

图像准备
图像的获取与准备视科学问题及技术条件的具

取时需要频繁缩放图片.

3.2

数据收集

体情况而难易不同. 原则上, 样本选取要全面合理

数据收集的过程, 就是将形态“矢量化”的过程,

(即 以 一 定 规模 和 代 表 性的 数 据 对 科学 问 题 进 行探

即将感兴趣的形态用标点或曲线来表示. 标点或曲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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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选取原则为同源性(homology)、足够的代表性

4.1

(adequacy of coverage)、相对位置的一致性(consistency
of relative position)、共面性(coplanarity)和可重复性
(repeatability). 曲线一般在无法用标点表示位置的情
况下采用, 通常会转化为标点以利于分析.

3.3

数据分析
依据所需解决问题的不同, 数据分析可分为简

单数据分析和整合数据分析两类. 前者通常指仅利
用几何形态学分析软件(如 TPS 系列软件、IMP 系列
软件) [19~22] , 对几何形态数据进行分析, 该过程通常
不涉及其他来源数据的整合和其他软件的联用. 大
多数形态差异和变异幅度问题可通过此类分析解决.
后 者 一 般 指通 过 整 合 其他 来 源 数 据信 息 (如 分 子数
据、地理信息等)、非几何形态学分析结果(如系统发
育树、遗传距离等), 或与其他软件(如支序系统学软
件、有限元分析等)进行相关数据的联合分析, 旨在
解决形态差异之外的问题(如发育、进化、生态学、
力学、医学等).

4

几何形态学在非生物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理论上讲, 任何有关形态比较的问题, 都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应用几何形态学技术或理念. 几何形态
学在非生物学领域的应用也要经过相似的数据获取
与分析过程. 首先是将被识别对象数字化, 变换为适
于计算机处理的数字信息. 有时, 在数字化环节之后
还需进行预处理, 以除去混入的干扰信息并减少某

成熟应用典型案例解析
模式识别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智能, 在日常生活

中, 人们经常在进行“模式识别”. 随着人工智能的兴
起, 模式识别作为一门新的学科, 主要应用计算机对
一组事件或过程进行辨识和分类, 所识别的事件或
过程可以是文字、声音、图像等具体对象, 也可以是
状态、程度等抽象对象 [23]. 目前比较成熟的领域是在
语音波形、遥感、地震波、心电图、脑电图、图片、
照片、文字、符号、生物传感器等对象模式的辨识和
分类方面. 市场上常见产品有光学字符识别(OCR)、
汉字手写输入系统、语音识别系统、指纹识别系统、
虹膜识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 另外遥感影像识别
在农作物估产、资源勘察、气象预报和军事侦察等方
面已有成功应用, 而医学资料模式识别在癌细胞检
测、X 射线照片分析、血液化验、染色体分析、心电
图诊断和脑电图诊断等方面也有成功应用. 模式识
别过程与人类的学习过程相似. 以“汉字识别”为例:
首先将汉字图像进行处理, 抽取主要表达特征并将
特征与汉字代码的关联性保存在计算机中, 此为“训
练”过程. 识别过程就是将输入的汉字图像经处理后
与计算机中的所有字进行比较, 找出最相近的字就
是识别结果, 此为“匹配”过程. 其他基于图像的识别
过程类似, 而非图像的对象模式, 可通过转换为图像
而应用该方法.
虽然模式识别已成为独立的学科, 并获得了巨
大的市场成功, 但究其根本, 其现阶段只应用了几何
形态学简单数据分析原理, 并未达到数据整合分析

些变形和失真. 随后是进行特征抽取, 即从数字化后

的目的. 如若能在其他来源数据和软件的整合与联

或预处理后的输入模式中抽取一组特征. 所谓特征

用分析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模式识别将会迎来更大

是选定的一种度量, 它对于一般的变形和失真保持

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前景.

不变或几乎不变, 并且只含尽可能少的冗余信息. 特
征抽取过程就是将输入模式从对象空间映射到特征

4.2

未成熟应用但具发展潜力的艺术与文科领域

空间. 特征抽取后可进行分类, 即从特征空间再映射

限于学科间的差异及融合进程, 文科领域至今

到决策空间. 为此, 需要引入鉴别函数, 根据特征矢

还极少应用几何形态学技术, 事实上文科领域很多

量计算出相应于各类别的鉴别函数值, 通过鉴别函

问题能够通过几何形态学技术的应用进行解决或更

数值的比较进行分类.

好地解决, 也可能是最具潜力的应用领域. 以下将重

目前很多非生物学领域的问题, 均已开始应用
该技术, 但此过程也并非坦途, 主要困难是如何高效

点以考古学为例, 阐述几何形态学可能的应用范畴,
并兼论其他学科.

地进行相关问题的图形化, 并且确保代表性、可比性

考古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文物断代与鉴定.

以及标准化处理. 以下将对几何形态学已有成熟应

文物鉴定的过程, 大多是应用比较形态学的方法, 基

用或还未成熟应用但具发展潜力的领域进行概述.

于文物的形态特征, 将其归类和判定. 目前该过程通

890

评 述

常依赖专家知识, 辅助现代物理和化学分析手段. 前

析方法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而几何形态学在一定

者具有主观性高、专家知识获取与积累难度较大且时

程度上可以胜任分析工作.

间长等缺点, 而后者具有时效性差、成本高、干扰因

例如, 天文学(如星图的比较)、大气科学(如空气

素多、具破坏性及结果不稳定等缺点. 如果将几何形

颗粒分布的分析)、海洋科学(如海流与潮汐的研究)、

态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文物鉴定领域, 凭借其超高

地质学(如地层间的比较分析)、材料科学(如不同材料

的精确性、客观性、易用性、准实时性、低成本、低

材质的定量分析)、化学(如物质色谱图定量比较分

扰动性、无损性、可重复性等优点, 将会引起考古学

析)、林学(如树木年轮断代与比较)、水利工程(如水

的一次革命. 为便于深入理解, 特举例详述. 比如古

力发电站选址与设计)、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如油气井

建筑断代问题. 此问题即是古建筑风格“进化”的过

工程设计及输送)、纺织科学与工程(如纤维超微结构

程, 其与生物形态进化相近, 几何形态学应用过程亦

比较)、轻工技术与工程(如印刷图像处理与检测技

与生物学领域相近. 首先建立该类古建筑(如古塔、

术)、交通运输工程(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布局与规

庙宇、宫殿等)数据库, 进而根据相应的原则选择研

划)、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设计与试验)、航空宇航科

究对象, 并对需要比较的对象进行数字化“处理”(一

学与技术(如传热、传质的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农

般为按照相同的方向拍照使其具有可比性), 之后则

业工程(如土地资源管理)、公共安全(如公众出行规律

是矢量化过程(即特征提取), 最后进行几何形态学分

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 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土

析. 分析结果中, 可以量化地判定感兴趣的古建筑与

木工程(如桥梁与隧道工程评估)等领域, 均具有应用

哪些古建筑更接近, 以及接近的程度情况, 从而得到

几何形态学的潜力.

相对客观的结论.
第二个例证是文物赝品判定问题. 随着赝品制
作水平的提高, 凭借肉眼, 很难分辨出赝品与真品在
图案上的细微差异, 如字画、瓷器、木器等鉴定均会

5
5.1

前景与展望
几何形态学在昆虫学的应用

面临此问题. 而几何形态学擅长分辨非常细微的差异,

Rohlf 院士曾从事过昆虫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可

并可将该差异进行离散化(即将差异进行放大), 最终

其并未对几何形态学在昆虫学领域的应用起到重要

帮助判定是否为赝品. 具体应用过程与上述类似.

推动和引领作用.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其后期工作重

以上两个例证均可非常便捷地应用几何形态学

心主要集中到几何形态学软件系统的研发和推广上,

方法, 并较完美地解决相关问题, 而且不会涉及复杂

另一方面其研究兴趣也从昆虫转到更受关注的医学、

的图像获取、处理与分析过程. 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

脊椎动物等领域. 近些年, 昆虫学依据其独有的特性

玉, 为将来解决更多的考古学问题奠定基础. 几何形

及后发优势, 将几何形态学的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

态学方法不仅可应用到考古学, 其他文科领域——

度, 未来将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模式与方向.

哲学(如命题类推过程的模拟及分析)、经济学(如经济

昆虫具有体形微小和种类繁多的特性, 这在一

活动的测量)、法学(如法理价值推导)、教育学(如学

定程度上造成其分类与进化研究难度较大. 但从几

习方法与学习成绩间关系的研究)、语言文字学(如语

何形态学的角度出发, 这些特性反而是优点. 例如,

言起源与演化)、历史学(如古代国家版图变化分析)、

昆虫样本数量通常较大, 适于获取较大规模的几何

心理学(如人类对不同图案心理反应时的定量分析)、

形态学数据, 未来甚至可以获得比脊椎动物研究高

艺术设计(如新产品设计时的定量分析)、军事学(如兵

很多个数量级的样本量. 昆虫占领了众多的生态位,

员编组与战术训练)等, 均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前

并产生了极为多样的形态适应, 通过几何形态学与

景, 值得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深入合作挖掘与

发育生物学、支序系统学、古生物学、生态学等方面

开拓.

证据的深度结合与相互印证, 可从独特的角度对相

4.3

未成熟应用但具发展潜力的理工科领域

关科学问题进行解读. 昆虫生命周期短, 对环境的响
应速度较快, 利用几何形态学可以精确地分析较短

与文科不同, 很多理工类问题, 尤其工程类问题,

时间内的形态结构的微小变化与可能的进化趋势.

均需要非常精确的测量或模拟计算, 这对测量与分

因此, 在果蝇等模式生物的相关研究中, 几何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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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日益成为一个公认的标准方法, 未来其将会扮演

软件工程等学科的理论与模型, 经过一定的改造, 使

更加重要的角色.

其成为几何形态学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发展将

5.2

几何形态学在生物学的应用
生物学作为几何形态学最初应用的学科, 未来

将向规模化和整合化两个方向发展. 前者主要体现
在二维数据的海量收集和三维数据的大规模应用两
个方面, 而后者则体现在更多来源的数据的整合与

使几何形态学具有更好的普适性, 可以对某一大类
问题进行分析, 并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 例如, 数值
模拟 [24~28] 、有限元 [29~35] 、数字高程模型 [36,37] 等方法
在几何形态学中的应用均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5.4

几何形态学在其他学科的广泛应用

分析方法上, 如发育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证据. 数据

几何形态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形态定量比较科学

量的规模化增加和更广泛的问题关注, 将使几何形

计算工具, 在解决众多学科问题上具有普适性. 通常

态学具备了不单单解决某个生物学问题的能力, 更

可围绕相关问题, 结合各学科的特点, 通过综合性的

重要的是趋于解决更复杂和更深刻的大科学问题.

整合分析, 为解决重要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经

由于种种原因, 如三维数据获取与分析成本居

过跨学科的应用及交叉融合, 未来可能会派生出一

高不下, 其他来源数据的整合还处在简单化、少量化

些新的交叉学科, 如几何形态医学、几何形态生态

和松散关联的初级阶段, 故上述美好愿景也并非一

学、几何形态行为学、几何形态地理学、几何形态遗

蹴而就. 然而,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社会和科技水

传学、几何形态海洋学、几何形态生理学、几何形态

平的发展, 在国内获取和分析三维数据也日渐容易,

发育生物学、几何形态古生物学、几何形态分子生物

其他生物学科专家也在深入学习和理解几何形态学

学、几何形态神经生物学、几何形态考古学、几何形

并将其真正应用到该学科中. 所以我们坚信, 几何形

态工程学等. 在学科的交叉过程中, 几何形态学扮演

态学未来一定会在生物学领域焕发新的活力.

了新的证据来源和研究手段的角色, 为跨学科问题

5.3

几何形态学自身的发展

的解决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几何形态学未来的发展, 也可看作该方法在其

未来几何形态学的发展将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模

他学科的“生长发育”过程: 首先从简单应用开始解

块性的工具, 而是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理工科)的思

决一些小问题; 之后结合该学科的特点和方法, 通过

想与方法, 在原理层面上进行结构性的改造、再创新

整合分析推进对较重要问题的解决; 最终在学科交

和丰富, 这是几何形态学发展的重要引擎. 例如将力

叉过程中, 几何形态学也得到了内涵和外延的丰富

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工程、系统工程、测绘科学、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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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ic Morphometrics, a super scientific computing tool
in morpholog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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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 comparis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kinds of studies. Traditionally, qualitative comparison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in 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There are numerous limitations in qualitative comparison methods and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methods
are wanted. The tools of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analysis have a tremendous advantage in this application: it does not only offer
precise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s, but also serves the equally important purposes of visualiz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results.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Biology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it could be applied in other
fields also by minor adjustment. This review is aim to introduce the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and pointing 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application on other fields, which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n shape comparison.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future directions during
this proces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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