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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简要介绍了生物信息学 ( Bioinformatics )及其发展历程，讨论了生物信息学与其它学

科之间的联系，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数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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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informatics and its history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per. 

And then,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informatics and other subjects. Both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mathematical arithmetics were also described in the later parts o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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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科学，综合运用生物学、信息学、统计学、数学、物理学、

化学、计算机及网络科学等为主要工具和手段，发展各种软件，对逐日大量增长的 DNA 序列、

蛋白质的序列和结构进行收集、处理、存储、管理、分配、加工、分析和解释等，来阐明和

理解大量数据，使之成为具有明确生物意义的生物信息。通过对生物信息的查询、检索、比

较和分析，从中获取基因编码、基因调控、核酸和蛋白质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等。生物信

息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次主要历程。 

1954 年 Crick 提出了遗传信息传递的规律，DNA 是合成 RNA 的模板，RNA 又是合

成蛋白质的模板，称之为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这一中心法则对以后分子生

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6 年美国田纳西州盖特林堡召开的“生物学中的信息理论研讨会”，首次产生了生物

信息学的概念。 

1963 年 Nirenberg 和 Matthai 通过实验研究，编码 20 氨基酸的遗传密码得到了破译。

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和重组 DNA 的克隆（clone）奠定了基因工程的技术基础。

正是由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对生命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信息学的

出现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而兴起一门新兴学科——基因组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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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为生物信息学。1987 年林华安博士正是称这一领域为“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近年来，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更是为生物信息的传递

提供了硬件基础和便利条件。（生物信息学的实质就是运用计算机科学及网络技术

来解决生物学问题。） 

2001 年 2 月，人类基因组工程测序的完成，使生物信息学走向一个高潮。 

2 生物信息学研究应具备条件 

生物信息学研究应具备多方面的科学基础，需要数理统计、模式识别、动态规划、密码

解读、语意解析、信令传递、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及隐马氏模型等各种工具。生物信息学研

究涉及到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免疫学、药

物学、农业生物学、环境生物学等生命科学中的许多分支，同时必须有数学、物理学、化学、

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参与。因此，研究生物信息学应具备主要条件：首先，

应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包括掌握相应的软、硬件设备；要有各种数据库或能与国际、国内

的数据库系统进行有效的交流；要有发达、稳定的互联网络系统；需要强有力的创新算法和

软件，如果没有算法创新，生物信息学就无法获得持续的发展；最后，它要与实验科学，特

别是与自动化的大规模高通量的生物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联系。 

3 生物信息学研究主要数据库 

从 80 年代初开始，美国、欧洲及日本相继成立了国际性的生物信息数据中心，这三个

数据库每天都要交换数据以保证能够全面覆盖每一个站点的数据。以西欧各国为主的欧洲分

子生物学网络组织(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Network, EMBNet)，是目前国际最大的分子

生物信息研究、开发和服务机构，通过计算机网络使英、德、法、瑞士等国生物信息资源实

现共享。国际上著名的公共数据库有 Genebank、Swiss-prot、PIR、PDB 等。 

核酸序列数据库：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Genbank），.http://www.ncbi.nlm.nih.gov/ 

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EMBL），http://www.ebi.ac.uk/embl.html 

日本国家遗传学研究所（DDBJ），http://www.ddbj.nig.ac.jp/ 

蛋白质信息数据库： 

PIR，http://pir.georgetown.edu/ 

SWISS-PROT/TrEMBL，http://www.expasy.ch/sprot 

生物大分子结构数据库：如 PDB，http://www.rcsb.org/pdb/ 

4 生物信息学主要研究内容 

生物信息学在学科方面衍生的学科包括序列基因组学（Sequence genomics）、结构基因

组学(Structural genomics)、功能基因组学(Functional genomics)、比较基因组学(Comparative 

genomics)、蛋白质学、药物基因组学、中药基因组学、肿瘤基因组学、分子流行病学和环

境基因组学等。其中序列基因组学主要研究测序和核苷酸序列；结构基因组学研究遗传图谱、

物理图谱和测序等；功能基因组学着重于研究以转录图为基础的基因组表达图谱；比较基因

组学研究对不同进化阶段基因组的比较和不同种群和群体基因组的比较。蛋白质组学主要研

究蛋白质组的研究技术与方法、双向凝胶电泳图谱及对不同条件下蛋白质组变化的比较分析

等。具体说就是从核酸和蛋白质序列出发，分析序列中所表达的结构功能信息。 

目前，生物信息学已经形成了多个研究方向
[1-7]

，主要有： 

① 序列比对(Sequence Alignment) 

② 蛋白质结构比对和预测 



③ 基因识别、非编码区分析研究 

④ 分子进化和比较基因组学 

⑤ 序列重叠群（Contigs）装配 

⑥ 遗传密码的起源 

⑦ 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 

⑧ 其他：如基因表达谱分析，代谢网络分析；基因芯片设计和蛋白质组学数据分析等，

逐渐成为生物信息学中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 

5 生物信息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 

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基因序列、转录序列和蛋白质序列等的分析问题都可以从数学方面描

述成字母的排序问题，但它们所用的方法和研究的问题不同。如基因组序列，关键的问题是

基因测序；蛋白质序列，关键问题是发现蛋白质分子上的功能性模体和使用这些模体来给新

的基因序列进行有效的分类。改进的现有理论分析方法，如统计方法、隐含马尔科夫过程方

法、非线性动力系统方法、特别是混浊和分维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复杂性分析方法，密码

学方法，多序列比较方法等。 

与生物信息学相关的数学方法[8-13]： 

⑴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理论，如隐马尔科夫链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在

生物信息学中有重要应用。概率统计是较早进入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之一，早在 20 世

纪 40~50 年代 Fisher 和 Wright 就用它研究过数量遗传学。近年来兴起的隐马尔科夫链模型

在生物信息学中有重要应用。HMM 将完全随机的由 A、T、C、G 四个字母表示 DNA 的四

种核苷酸组成的长序列构造出一个离散随机的过程，即马尔科夫链。此过程中每个字母的位

置是随机的，单字母的“状态概率”和字母间的“转移概率”都平等，然后用实际的 DNA

序列构造出相应的马尔科夫链，用此模型去验证另一个给定的DNA序列是否属于该物种[14]；

该模型还可用于数据库的搜索、序列比较、建立蛋白质模型及发现新基因等研究。当同族蛋

白质的 HMM 建立后，可以用此模型搜索 PIR，SWISS-PROT 数据库来发现同族的其它蛋白

质。如果建立关于蛋白质基元（motif）或域的模型，则可以检验这种 motif 或域在数据库中

的存在。 

⑵ 运筹学，如动态规划（Dynamic Programming）是序列比对的基本工具。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数学家 R.E.Bellman 等人在研究多阶段决策过程( Multistep decision process )的优

化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最优化原理( Principle of optimality )，把多阶段过程转化为一系列

单阶段问题，逐个求解，创立了解决这类过程优化问题的新方法——动态规划。动态规划是

运筹学的一个分支，是求解决策过程最优化的数学方法，在状态空间中，根据目标函数，通

过递推，求出一条从状态起点到状态终点的最优路径（代价最小的路径），通过动态规划回

溯法即可得到序列比对的最优结果。动态规划在生物信息学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方面是 DNA

序列或者蛋白质序列的两两对比排列。 

⑶ 信息论，在分子进化、蛋白质结构预测、序列比对中有重要应用[15]，而人工神经网

络方法(Artificial Neuralnetwork，ANN)则用途极为广泛[16]。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和生

物信息学研究的兴起，ANN 模型已广泛地应用于核酸和蛋白质序列的分析。例如，在核酸

序列研究中，ANN 模型在原核生物的转录终端的预测及对启动子、外显子和内含子的鉴别；

用于确定 DNA 序列与其性质之间的映射关系的过程中，例如转录控制信号的分析和 DNA

曲率的分析等。在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应用得最多的 ANN 模型是多层前馈网络模型，这种

模型使用最广泛的算法是 BP 算法，也叫 BP 神经网络。为了提高序列信息估算方法的准确

度，许多人用神经网络与其他算法结合使用，推出新的算法，以求达到更高的精度。如 1994

年，A．A．Salamov 和 V．Solovyev
[17]利用改进的人工神经网络和最近相邻法，减少了计



算的时间,在序列联配方面所得到的计算精度超过了当时计算精度最高的多层神经网络方

法。1999 年，将最近相邻法作了进一步改进，用一种可变的最近相邻法与神经网络结合，

进行预测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序列，预测精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 其他：如统计学，包括多元统计学，是生物信息学的数学基础之一；最优化理论与

算法，在蛋白质空间结构预测和分子对接研究中有重要应用；拓扑学，这里指几何拓扑，在

DNA 超螺旋研究中是重要工具，在多肽链折叠研究中也有应用；函数论，如傅里叶变换和

小波变换等都是生物信息学中的常规工具；计算数学，如常微分方程数值解法是分子动力学

的基本工具；群论，在研究遗传密码和 DNA 序列的对称性方面有重要应用；组合数学，在

分子进化和基因组序列研究中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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