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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学科，它更
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开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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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一词的来由

1.1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 八十年代末期，林华安博士:起初，考虑到
与将要支持他主办一系列生物信息学会议的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超级计算机计算研究所的
关系，他使用的是“CompBio”；之后，又将
其更改为兼具法国风情的
“bioinformatique”，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
因此不久，他便进一步把它更改为“bio-
informatics（或bio/informatics）”。但
由于当时的电子邮件系统与今日不同，该名
称中的-或/符号经常会引起许多系统问题，
于是林博士将其去除，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bioinformatics”就正式诞生了，林博士
也因此赢得了“生物信息学之父”的美誉。

生物信息学之父——林华安

•专访世界生物信息之父
http://www.bioon.com/VIP/successway/sciroad/200404/72675.html

http://www.bioon.com/VIP/successway/sciroad/200404/72675.html


 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80年代未随
着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启动而兴起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

。它涉及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
程学，依赖于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应用
数学的基础，依赖于生物实验和衍生数据
的大量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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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bioinformatics?



概念（狭义）

生物
分子数据

深层次
生物学知识

分子生物信息学
Molecular 

Bioinformatics

挖掘

获取

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应用于生物大分子信息的获取、加工、存
储、分类、检索与分析，以达到理解这些生物大分子信息的生
物学意义的交叉学科。



• 1995年，在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第一个五年

总结报告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物信息学的定义：
生信息学是包含生物信息的获取、处理、贮存、分发、
分析和解释的所有方面的一门学科，它综合运用数学、
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进行研究，目的在于
了解大量的生物学意义。



Bi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is being transformed from a 

purely lab-based science to an information science as well.

www.ncbi.nlm.nih.gov/About/primer/bioinformatics.html

NCBI的解释：
 Bioinformatics is the field of science in which biol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rge 

into a single disciplin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field is 

to enable the discovery of new biological insights as 

well as to create a global perspective from which 

unifying principles in biology can be discerned.

http://www.ncbi.nlm.nih.gov/About/primer/bioinforma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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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物信息学发展简史

生物信息学概念的提出：

 195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盖特林堡召开的首次“生
物学中的信息理论研讨会”上，产生了生物信息学
概念。但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科
学技术的进步，生物信息学才获得突破性进展。

 1987年，林华安博士正式把这一学科命名为“生物
信息学”（Bioinformatics）。此后，其内涵随着
研究的深入和现实需要的变化而几经更迭。

 1991年，Bioinformatics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
中

 1995年，在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总结报
告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物信息学定义。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历程

 萌芽期(60-70’)：以Dayhoff 替换矩阵和
Neelleman-Wunsch算法为代表，它们实际组

成了生物信息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和思路
：序列比较；

 形成期(80 ’)：以分子数据库和BLAST 等相似
性搜索程序为代表；

 高速发展期(90 ’-至今)：以基因组测序与分析
为代表。





1.3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 建立生物数据库：核苷酸顺序数据库(GENBANK)、
Protein Data Bank(PDB)、氨基酸顺序数据库(SWISS-PRO)
、酵母基因组数据库(YEASTS)、美国种质保藏中心(ATCC)
、美国专利局数据库(USPO)等；

2. 数据库检索：如Blast等；

3. 序列分析：序列对位排列、同源比较、进化分析等；

4. 统计模型：如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基因识别、药物设计；最大似然模型(maximun 
likelihood model, ML)、最大简约法(Maximun Parsimony, 
MP)――分子进化分析等；

5. 算法：如自动序列拼接、外显子预测和同源比较、遗传算
法、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等。



1.4 生物信息学主要研究内容

1.4.1 生物分子数据的收集与管理
1.4.2 数据库搜索及序列比较
1.4.3 基因组序列分析
1.4.4 基因表达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1.4.5 蛋白质结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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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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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生物分子数据的收集与管理



1.4.2数据库搜索及序列比较

 搜索同源序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序列比较寻
找相似序列

 序列比较的一个基本操作就是比对（Alignment）
，即将两个序列的各个字符（代表核苷酸或者氨
基酸残基）按照对应等同或者置换关系进行对比
排列，其结果是两个序列共有的排列顺序，这是
序列相似程度的一种定性描述

 多重序列比对研究的是多个序列的共性。序列的
多重比对可用来搜索基因组序列的功能区域，也
可用于研究一组蛋白质之间的进化关系。



发现同源分子



1.4.3基因组序列分析

 遗传语言分析——天书

 基因组结构分析

 基因识别

 基因功能注释

 基因调控信息分析

 基因组比较



1.4.4基因表达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目前对基因表达数据的处理主要是进行聚类分析，
将表达模式相似的基因聚为一类，在此基础上寻找
相关基因，分析基因的功能



1.4.5蛋白质结构预测

 蛋白质的生物功能由蛋白质的结构所决定，蛋白
质结构预测成为了解蛋白质功能的重要途径

 蛋白质结构预测分为:

 二级结构预测

 空间结构预测

蛋白质折叠



二级结构预测

 在一定程度上二级结构的预测可以归结为模式识别问题

 在二级结构预测方面主要方法有：
 立体化学方法
 图论方法
 统计方法
 最邻近决策方法
 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方法
 分子动力学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预测准确率超过70%的第一个软件是基于神经网络的PHD系
统



空间结构预测

 在空间结构预测方面，比较成功的理论方
法是同源模型法

 该方法的依据是：相似序列的蛋白质倾向
于折叠成相似的三维空间结构

 运用同源模型方法可以完成所有蛋白质10-
30%的空间结构预测工作



1.5生物信息学当前的主要任务

1.5.1 基因组
1.5.2 蛋白质组
1.5.3 蛋白质结构
1.5.4 新药设计



1.5.1.1 新基因的发现

1.5.1基因组

 通过计算分析从EST（Expressed Sequence Tags
）序列库中拼接出完整的新基因编码区，也就是
通俗所说的“电子克隆”；通过计算分析从基因
组DNA序列中确定新基因编码区，经过多年的积
累，已经形成许多分析方法，如根据编码区具有
的独特序列特征、根据编码区与非编码区在碱基
组成上的差异、根据高维分布的统计方法、根据
神经网络方法、根据分形方法和根据密码学方法
等。



1.5.1.2非蛋白编码区生物学意义的分析

 一种是基于已经为实验证实的所有功能已知的
DNA元件的序列特征，预测非蛋白编码区中可能
含有的功能已知的DNA元件，从而预测其可能的
生物学功能，并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对非蛋白编码区进行生物学意义
分析的策略有两种。

 另一种则是通过数理理论直接探索非蛋白编码区
的新的未知的序列特征，并从理论上预测其可能
的信息含义，最后同样通过实验验证。



1.5.1.3基因组整体功能及其调节网络的系统把握

•基因芯片技术由于可以监测基因组在各种时间断
面上的整体转录表达状况，因此成为该领域中一
项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实验技术。
•对该技术所产生的大量实验数据进行高效分析，
从中获得基因组运转以及调控的整体系统的机制
或者是网络机制，便成了生物信息学在该领域中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5.1.4 基因组演化与物种演化

•从基因组整体结构组织和整体功能调节网络方面，结合相应的生理表征现象，
进行基因组整体的演化研究，将是揭示物种真实演化历史的最佳途径



1.5.2蛋白质组

•从技术上来讲包括二维凝胶电泳技术和质谱测序技术。
•通过二维凝胶电泳技术可以获得某一时间截面上蛋白质
组的表达情况；通过质谱测序技术就可以得到所有这些
蛋白质的序列组成。
•这些都是技术实现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运用生物信
息学理论方法去分析所得到的巨量数据，从中还原出生
命运转和调控的整体系统的分子机制。



•通过计算机辅助预测的方法，获得待测蛋白的三级结构。
•目前，一般认为蛋白质的折叠类型只有数百到数千种，远远
小于蛋白质所具有的自由度数目，而且蛋白质的折叠类型与
其氨基酸序列具有相关性，这样就有可能直接从蛋白质的氨
基酸序列通过计算机辅助方法预测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1.5.3蛋白质结构（预测）



1.5.4新药设计

 随着结构生物学的发展，一些蛋白质
、核酸、多糖的三维结构获得精确测
定。根据生物大分子结构知识，有针
对性地设计药物成为热点。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不仅可提供生物大
分子空间结构的信息，还能提供电子
结构的信息，如能级、表面电荷分布
、分子轨道相互作用等以及动力学行
为的信息，如生物化学反应中的能量
变化、电荷转移、构象变化等。理论
模拟还可研究包括生物分子及其周围
环境的复杂体系和生物分子的量子效
应。



1.6参考书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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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相关期刊

 《生物信息学》

 http://admin1.chinajournal.net.cn/s
itepage3/index.asp?rwbh=XXSW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
al/1672022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672022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6720229


此外，

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

生物物理学报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等杂志及各专业相关期刊都有生物信息学文章刊登。



国外相关期刊



Genome Research

http://www.genome.org
Impact factor: 11.2

http://www.genome.org/


Nucleic Acids Research

http://nar.oupjournals.org/
Impact factor: 6.878 

http://nar.oupjournals.org/
http://nar.oxfordjournals.org/content/vol36/issue16/cover.dtl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http://www.ploscompbiol.org/home.action

Impact factor: 5.895 

http://www.ploscompbiol.org/home.action


Bioinformaics

http://bioinformatics.oupjournals.org 
Impact factor: 4.328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http://bib.oxfordjournals.org/

Impact Factor: 4.627

http://bib.oxfordjournals.org/


BMC Bioinformatics

http://www.biomedcentral.com/bmcbioinformatics/

Impact factor: 
3.78



BMC Genomics

http://www.biomedcentral.com/bmcgenomics/

Impact factor: 3.93

http://www.biomedcentral.com/bmcgenomics


DNA Research 

http://dnaresearch.oxfordjournals.org/

Impact factor: 3.612



Mitochondrial DNA

(DNA Sequence)

http://www.tandf.co.uk

/journals/titles/1042517

9.asp
Impact factor: 

0.569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0425179.asp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0425179.asp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0425179.asp


生物软件网www.bio-sof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