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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后期，生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极大地丰富了

生物科学的数据资源。数据资源的急剧膨胀

迫使人们寻求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去组织这些

数据，以利于储存、加工和进一步利用。而

海量的生物学数据中必然蕴含着重要的生物

学规律，这些规律将是解释生命之谜的关

键，人们同样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协助

人脑完成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工作。另一方

面，以数据分析、处理为本质的计算机科学

技术和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并日益渗透到生

物科学的各个领域。于是，一门崭新的、拥

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学科——生物信息学—

—悄然兴起。  

    生物信息学的诞生及其重要性 

    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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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产生

了生物信息学的概念。但是，就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而言，它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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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

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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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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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是一门交叉科

学，它包含了生物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分配、分析、解释等在内的所有方面，它综合运用数

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 

    生物信息学不仅是一门新学科，更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开发工具。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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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研究生物和生物相关系统中信息内容与信息流向的综合系统科学。只有通过生物信息学的计

算处理，人们才能从众多分散的生物学观测数据中获得对生命运行机制的系统理解。从工具的角度

来讲，生物信息学几乎是今后所有生物（医药）研究开发所必需的工具。只有根据生物信息学对大

量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人们才能选择该领域正确的研发方向。 

    生物信息学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它的许多研究成果可以较快地

产业化，成为价值很高的产品。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内容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内容是伴随着基因组研究而发展的。广义地说，生物信息学从事对基因组研究

相关生物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分配、分析和解释。这个定义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是对海量数

据的收集、整理与服务，即管理好这些数据；二是从中发现新的规律，也就是用好这些数据。 

    具体地说，生物信息学是把基因组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序列信息分析作为源头，找到基因组

序列中代表蛋白质和ＲＮＡ（核糖核酸）基因的编码区。同时，阐明基因组中大量存在的非编码区

的信息实质，破译隐藏在ＤＮＡ序列中的遗传语言规律。在此基础上，归纳、整理与基因组遗传信

息释放及其调控相关的转录谱和蛋白质谱的数据，从而认识代谢、发育、分化、进化的规律。 

    纵观当今生物信息学界的现状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基因组、蛋白质组、

蛋白质结构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药物设计上。 

    １． 基因组 

    基因组研究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人的整套遗传密码。人的遗传密码有３２亿个碱基，而现在的ＤＮ

Ａ测序仪每个反应只能读取几百到上千个碱基。这样，要得到人的全部遗传密码，首先要把人的基

因组打碎，测完一个个小段的序列后再把它们重新拼接起来。而基因组大规模测序的每一个环节，

都同信息分析紧密相关，每一步都紧密依赖于生物信息学的软件和数据库。 

    ２． 蛋白质组 

    基因组对生命体的整体控制必须通过它所表达的全部蛋白质来执行。由于基因芯片技术只能反映

从基因组到ＲＮＡ的转录水平上的表达情况，而从ＲＮＡ到蛋白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的影响，这

样，仅凭基因芯片技术人们还不能最终掌握生物功能的具体执行者——蛋白质的整体表达状况。因

此，近年在发展基因芯片的同时，人们还发展了一套研究基因组所有蛋白质产物表达情况的技术—

—蛋白质组研究技术，包括二维凝胶电泳技术和质谱测序技术。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生物信

息学的方法去分析获得的海量数据，从中还原出生命运转和调控的整体系统的分子机制。 

    ３． 蛋白质结构及新药设计 

    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研究的迅猛发展，使许多新蛋白序列涌现出来。要了解它们的功能，只有氨基

酸序列是远远不够的。得到这些新蛋白的完整、精确和动态的三维结构，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紧迫任

务。 

    近年，随着结构生物学的发展，相当数量的蛋白质以及一些核酸、多糖的三维结构获得了精确的

测定。根据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知识，有针对性地设计药物成为热点。生物信息学的研究不仅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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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以及动力学行为的信息。但是，生物信息学的任务远不止于此，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数理理论

成果，对生物体进行完整系统的数理模型描述，以便使人类能够从一个更明确的角度、以一种更易

于操作的方式，来认识和控制自身以及其他生命体。 

    国内外生物信息学研究的现状 

    国外一直非常重视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各种专业研究机构和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生物科

技公司和制药工业内部的生物信息学部门的数量也与日俱增。目前，绝大部分核酸和蛋白质数据库

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的３家数据库系统产生。它们共同组成国际核酸序列数据库，每天交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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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软件下载◇◇

·生物芯片 ·图像处理 ·RNA分析 

·蛋白分析 ·三维分子 ·PCR相关 

·数据处理 ·色谱相关 ·序列分析 

·进化分析 ·质粒绘图 ·DNA分析 

◇◇仪器使用教程◇◇

·显微系统 ·离心机类 ·光/色/质谱 

·PCR仪器 ·仪器论坛 ·超净工作台 

·酸度计类 ·玻璃仪器 ·生物安全柜 

·仪器图库 ·其它设备 ·流式细胞仪 

同步更新。 

    近年，美国一些最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都投资几千万到一亿多美元成立了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交叉的新中心，诺贝尔奖获得

者朱棣文领导的斯坦福大学的中心还命名为Ｂｉｏ－Ｘ。１９９９年６月，美国ＮＩＨ的一个顾问

小组建议在生物计算领域设立总额为数亿美元的重大科研基金，并成立５到２０个计算中心以处理

海量的基因组相关信息。 

    我国对生物信息学领域也越来越重视，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所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例

如，北京大学在生物信息学网站建设方面，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在ＥＳＴ序列拼接及在基因组演化方

面，天津大学在ＤＮＡ序列的几何学分析方面等等。北京大学于１９９７年３月成立了生物信息学

中心，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于２０００年３月成立了生物信息学中心，分别维护着国内两个

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生物信息学网站。但从全国总体来看，与国际水平差距还很大。目前，国内生

物（医药）科学研究与开发，对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服务的需求市场非常广阔，但是，真正开展生物

信息学具体研究和服务的机构或公司却相对较少，仅有的几家科研机构主要开展生物信息学理论研

究，生物信息学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仅局限于简单的计算机辅助分子生物学实验设计，而且服务体

系也不完善。 

    展望与建议 

    生物学是生物信息学的核心，计算机科学技术是它的基本工具。展望生物信息学的未来，就是预

测它对生物学的发展将带来哪些根本性的突破。这种预测是十分困难的。然而，科学史的发展表

明，科学数据的大量积累将导致重要科学规律的发现。因此，有理由相信，当今海量生物学数据的

积累，也将导致重大生物学规律的发现。 

    当前，生物信息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基本上都处于起步阶段，各国所拥有的条件也大体相同。因

此，这是我国生物信息学研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极好机会。生物信息学研究投资少，见效快，可

充分发挥我国基因信息资源丰富的优势。为此，建议制订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物信息学发展计

划；在条件具备的大学里建立生物信息学专业，培养专门人才；鼓励并支持数学、物理、化学和计

算机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习有关的生物学知识，开展生物信息学方面的研究。这样，经过十几年或

更长时间的努力，我国完全有可能成为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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