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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bank.com/

帐号：guojs67@163.com

密码密码密码密码：：：：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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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3.fimmu.com/xx/index.asp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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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孙之荣 主译，生物信息学与功能基因组学，化学工业出版社

http://www.bioinfbook.org/

• 孙啸等编著，生物信息学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

• 朱浩 等译，计算分子生物学导论，科学出版社

• 相关的网站课程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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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二、生物信息学的兴起与发展

三、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方法

四、生物信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五、学习生物信息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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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林华安 (Dr. Hwa A. Lim) 博士

一九八七年首创 Bioinformatics 一词，一九九○年，以一
个年仅35岁的年轻亚洲科学家，邀齐当时美国、苏联、法
国、日本等各国国家基因组实验室的主任，发起世界第一
届国际 Bioinformatics 学术会议。自此开启世界各国政府
预算支持以及业界投入 Bioinformatics 的研究风潮，因此
被尊崇为“世界生物信息之父”，林华安连续担任该会议
十年的大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北京大学也邀请林华安担任客座
教授，启动北大成为今日中国 Bioinformatics 大本营。

CompBio bioinformatique bio-informatics

bio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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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定义

• 定义一：生物信息学是一门收集收集收集收集、、、、分析遗传数据分析遗传数据分析遗传数据分析遗传数据以及分发给研究机构的新学科
（Bioinformatics is a new subject of genetic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dissemination 

to the research community）。(林华安，Dr. Hwa A. Lim，1987)

• 定义二：生物信息学特指数据库类的工作，包括持久稳固的在一个稳定的地方提
供对数据的支持（Bioinformatics refers to database-like activities, involving persistent 

sets of data that are maintained in a consistent state over essentially indefinite periods of 

time）。(林华安，Dr. Hwa A. Lim，1994)

• 定义三：生物信息学是在大分子方面的概念型的生物学，并且使用了信息学的技
术，这包括了从应用数学应用数学应用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统计学等学科衍生而来各种方法，并
以此在大尺度上来理解和组织与生物大分子生物大分子生物大分子生物大分子相关的信息。 (Luscomb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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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广义）

生物体系和过程中信息
的存贮、传递和表达

细胞、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
、药理过程的中各种生物信息

信息科学

生
命
科
学
中
的
信
息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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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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分子信息的获取生物分子信息的获取生物分子信息的获取生物分子信息的获取、、、、存贮存贮存贮存贮、、、、分析和利用分析和利用分析和利用分析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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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年年年，，，，在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总结报在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总结报在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总结报在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总结报

告中告中告中告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交叉科学生物信息学是一门交叉科学生物信息学是一门交叉科学生物信息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它包含了生它包含了生它包含了生它包含了生

物信息的获取物信息的获取物信息的获取物信息的获取、、、、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存储存储存储存储、、、、分配分配分配分配、、、、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等在内的所有方面，，，，它综合运用数学它综合运用数学它综合运用数学它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科计算机科计算机科计算机科

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所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所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所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所

包含的生物学意义包含的生物学意义包含的生物学意义包含的生物学意义。。。。”

完整的生物信息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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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信息学的兴起与发展

生命科学的发展造就了生物信息学生命科学的发展造就了生物信息学生命科学的发展造就了生物信息学生命科学的发展造就了生物信息学

博物学 生物学 生物科学 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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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of life

基因基因基因基因: 揭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揭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揭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揭开生命奥秘的钥匙

“Experiments  on

plant hybrids”

Mendel ,1866

“种瓜得瓜种瓜得瓜种瓜得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豆得豆种豆得豆种豆得豆”

“有其父必有其有其父必有其有其父必有其有其父必有其女女女女” !!!!



17:00 生物信息学 13 /84

1943194319431943年年年年《《《《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观》》》》
的演说首次预言了基因内存在遗传密码的演说首次预言了基因内存在遗传密码的演说首次预言了基因内存在遗传密码的演说首次预言了基因内存在遗传密码：：：：

““““生命和遗传的关键是基因生命和遗传的关键是基因生命和遗传的关键是基因生命和遗传的关键是基因，，，，基因基因基因基因

携带着特殊指令携带着特殊指令携带着特殊指令携带着特殊指令，，，，而且代代相传复制而而且代代相传复制而而且代代相传复制而而且代代相传复制而
不失真不失真不失真不失真。。。。””””

““““生命的实质一定是信息生命的实质一定是信息生命的实质一定是信息生命的实质一定是信息，，，，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

细胞分裂细胞分裂细胞分裂细胞分裂，，，，信息信息信息信息都得到准确的复制都得到准确的复制都得到准确的复制都得到准确的复制。。。。””””

Erwin Schrodinger
（（（（1887—1961））））

193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F. H. Crick（（（（1916-2003））））J. D. Watson（（（（1928-））））

生物学信息学的发端生物学信息学的发端生物学信息学的发端生物学信息学的发端:::: 1953

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 1943

生命的本质是信息生命的本质是信息生命的本质是信息生命的本质是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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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首次“生物学中的信息理论研讨会”。
�1962年，Zucherkandl和Pauling研究了序列变化与进化之间的关系，开
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分子进化。
�1967年，Dayhoff研制出蛋白质序列图集，该图集后来演变为著名的蛋
白质信息源PIR。
�真正开端是20 世纪70年代。
�Needleman和Wunsch于1970年提出的序列比对算法。Gibbs和McIntyre

发表的矩阵打点作图法。
�Dayhoff提出的基于点突变模型的PAM矩阵。
� •

� •

� •

� •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一批生物信息服务机构和生物信息数据库。
GenBank、 NCBI、 DDBJ、 EMBL 、SWISS-PROT • • • • •。

前基因组时代前基因组时代前基因组时代前基因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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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 阿波罗登月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

三大计划

基因组时代基因组时代基因组时代基因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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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肿瘤计划攻克肿瘤计划攻克肿瘤计划攻克肿瘤计划 ���� 人类遗传信息的复杂性人类遗传信息的复杂性人类遗传信息的复杂性人类遗传信息的复杂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

(HGP，，，，Human Genome Project)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整体上破解人类遗传信息的奥秘整体上破解人类遗传信息的奥秘整体上破解人类遗传信息的奥秘整体上破解人类遗传信息的奥秘

为什么提出H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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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two options: either try to 

discover the genes important  in malig-

nancy by a piecemeal approach,   or to 
sequence the whole genome of selected 

animal species”.

Renato Dulbecco，，，， A Turning Point in Cancer  Research:   

Sequencing the Human Genome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零敲碎打去发现一个个重要基因，

要么测定一个动物（人类）的整个基因组序列”

—— Renato Dulbecco: 《癌症研究的转折点:人类基因组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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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P简单回顾

• 1984.12   犹他州阿尔塔组织会议，初步研讨测定人类整个基
因组DNA序列的意义

• 1986        Dulbecco在《Science》撰文 “肿瘤研究的转折点肿瘤研究的转折点肿瘤研究的转折点肿瘤研究的转折点:人人人人
类基因组的测序类基因组的测序类基因组的测序类基因组的测序” ； 美国能源部(DOE)提出“人类基
因组计划”草案

• 1987        美国能源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联合为“人类
基因组计划”下拨启动经费约550万美元

• 1989        美国成立“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Watson担任

• 第一任主任

• 1990.10   经美国国会批准，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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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HGP的最初目标：通过国际合作，用15年时间(1990～2005)至少投入30亿美

元，构建详细的人类基因组遗传图和物理图，确定人类DNA的全部核苷酸序

列，定位约10万基因，并对其它生物进行类似研究。

• HGP的终极目标：阐明人类基因组全部DNA序列；识别基因；建立储存这些

信息的数据库；开发数据分析工具；研究HGP实施所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

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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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Milestones in H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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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Milestones in HGP(continued)
Celera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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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sequencing and analysis of the human genome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Nature  15 Feb. 409: 860 – 921, 2001

2001 —— Landmark of Life Science

Francis S.Collins

The sequence of the human genome
Celera co. Venter et al.

Science 16 Feb. 291: 1304 – 1351, 2001

4-5—— 99.9%
(26 Ju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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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国家20个测序中心贡献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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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比之于人类登月，HGP的投入资金要少得多，但HGP对人

类生活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因为随着这个计划的完成，DNA分子

中编码的遗传信息将对人类存在的化学基础化学基础化学基础化学基础作出最终的回答。这

将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作为健康的人发挥正常功能的，

而且也将在化学水平化学水平化学水平化学水平上解释遗传因子在各种疾病，如癌症、早老

痴呆症、精神分裂症等一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中的作用。

毕竟对人类自身更深入的了解是人类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 ——Watson ,1990,《Science》

H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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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a of large scale Biology

is now coming!

--- F. Collins

Francis S.Collins
（（（（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新任新任新任新任

NIH院长院长院长院长））））将这一计划的将这一计划的将这一计划的将这一计划的
巨大成功归功于巨大成功归功于巨大成功归功于巨大成功归功于：：：：

（（（（1））））大规模基因大规模基因大规模基因大规模基因
测序技术测序技术测序技术测序技术

（（（（2））））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伴随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伴随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伴随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伴随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

生物信息学展露头脚生物信息学展露头脚生物信息学展露头脚生物信息学展露头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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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图完成图完成图完成图::::
基因组序列缺口减少了基因组序列缺口减少了基因组序列缺口减少了基因组序列缺口减少了400400400400倍倍倍倍！！！！只剩只剩只剩只剩 341341341341个个个个；；；；
分析表明人类只有分析表明人类只有分析表明人类只有分析表明人类只有2~2.52~2.52~2.52~2.5万个基因万个基因万个基因万个基因。。。。精确度精确度精确度精确度99.999%99.999%99.999%99.999%

(21 October 2004)

End of the beginning

Lincoln D. Stein

Finishing the euchromatic

sequence of the human genome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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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BankGenBankGenBankGenBank (1983年 4月创建)

Release       Date           Base Pairs            Entries

3          Dec 1982                680338                   606 

74          Dec 1992          120242234               97084 

…………….

168 Oct 2008       97381682336          96400790     

…………….          

174         Oct 2009     108560236506        110946879

(+149348923035 +48119301 –WGS)

后基因组时代后基因组时代后基因组时代后基因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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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s in the rate of DNA Improvements in the rate of DNA Improvements in the rate of DNA Improvements in the rate of DNA 
sequenc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into the future.sequenc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into the future.sequenc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into the future.sequenc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into the future.

Nature 458, 719-72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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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quencing the personal genome

Individualized (personalized) medicine
requires 

the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everyone

NIH: “Revolutionary Genome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US$1000 /GENOME ”—— 2014 !2014 !2014 !2014 !

Today: US$200000/Genome

1999: 0.1base/$1,   2007: 10000base/$1              2014: 3Mbase/$0.1

第三代测序仪第三代测序仪第三代测序仪第三代测序仪



17:00 生物信息学 31 /84

From Information To Knowledge

Year

Expert System
To Interpret 

Information Growth

Knowledge
Growth

1996 2002 2009

The bottle-necks：：：：

• Data to Information
• Information to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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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given the whole genetic code,  it is 

obvious that tradi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would 

take centuries to tackle even the 470(485) genes 

of the smallest known genome to any free-living 

organism (the bacterium Mycoplasma genitalium) 

——IEEE 2000.vol.88 No.3 pp1949~1971

即使一种具有最小即使一种具有最小即使一种具有最小即使一种具有最小基因组基因组基因组基因组（（（（仅含仅含仅含仅含485 485 485 485 个基因个基因个基因个基因////一条染一条染一条染一条染

色体色体色体色体////580076580076580076580076bpbpbpbp））））的生物的生物的生物的生物：：：：生殖道支原体杆菌生殖道支原体杆菌生殖道支原体杆菌生殖道支原体杆菌，，，，已知其已知其已知其已知其

遗传代码遗传代码遗传代码遗传代码，，，，欲弄清其功能欲弄清其功能欲弄清其功能欲弄清其功能；；；；若靠传统生物学实验方法若靠传统生物学实验方法若靠传统生物学实验方法若靠传统生物学实验方法

足以耗去我们足以耗去我们足以耗去我们足以耗去我们几个世纪时间几个世纪时间几个世纪时间几个世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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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堆积如山的生物学数据面对堆积如山的生物学数据面对堆积如山的生物学数据面对堆积如山的生物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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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工具:生物信息学

前基因前基因前基因前基因组时代的组时代的组时代的组时代的“钓鱼钓鱼钓鱼钓鱼”和后基因和后基因和后基因和后基因组时代的组时代的组时代的组时代的“网网网网鱼鱼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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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give talks to young 

scientists seeking advice about 

areas of future intense scientific 

excitement, computational biology    

is my number one recommendation. 

Francis CollinsFrancis Collins, Director of HGP at 

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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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生命科学已从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转向以

信息为基础的科学信息为基础的科学信息为基础的科学信息为基础的科学，，，，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信息为基础的科学信息为基础的科学信息为基础的科学信息为基础的科学，，，，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其成功将大大依靠信息科

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学与生命科学的联姻、、、、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依赖于生物信息技术的

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 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破译人破译人破译人破译人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基因信息现在正推动着生物制药革命。。。。破译人破译人破译人破译人

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类基因组给我们带来了打开这个星球上最有价

值的图书馆的钥匙值的图书馆的钥匙值的图书馆的钥匙值的图书馆的钥匙，，，，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值的图书馆的钥匙值的图书馆的钥匙值的图书馆的钥匙值的图书馆的钥匙，，，，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但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图书

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还处在非常初级的水平，，，，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科学家的下一步工作

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将是如何把信息从这些图书中挖掘出来。。。。

•• 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目前美国缺少有能力阅读这部人类基因““““““““天书天书天书天书天书天书天书天书””””””””

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并使用其中信息的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

会会会会，，，，有非常大的需要有非常大的需要有非常大的需要有非常大的需要。。。。据估计据估计据估计据估计，，，，这一领域所需这一领域所需这一领域所需这一领域所需会会会会，，，，有非常大的需要有非常大的需要有非常大的需要有非常大的需要。。。。据估计据估计据估计据估计，，，，这一领域所需这一领域所需这一领域所需这一领域所需

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要的研究人员数量将是现有人数的5050倍倍倍倍。。。。培养培养培养培养倍倍倍倍。。。。培养培养培养培养

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这种人才就像破译人类基因组一样重要。。。。

•• Eric LanderEric Lander

• Whitehead基因组基因组基因组基因组

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

• HGP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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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 黄金城黄金城黄金城黄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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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方法

Bioinformatics：：：：

Databases  /  Tools  /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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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本方法

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以数据（库）为核心

• 1，数据库的建立

• 2，生物学数据的检索

• 3，生物学数据的处理

• 4，生物学数据的利用：计算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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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与传统实验

•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序列、结构和功能

• 1，基因组学Genomics

• 2，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算法算法算法算法 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

试验材料试验材料试验材料试验材料 试验方法试验方法试验方法试验方法 试验器材试验器材试验器材试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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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优寻优寻优寻优算法算法算法算法

————————动态规划算法动态规划算法动态规划算法动态规划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模拟退火算法模拟退火算法模拟退火算法

————————遗传算法遗传算法遗传算法遗传算法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两两序列比对两两序列比对两两序列比对两两序列比对

相似序列的数据库搜寻相似序列的数据库搜寻相似序列的数据库搜寻相似序列的数据库搜寻

多序列比对多序列比对多序列比对多序列比对

系统发育树重建系统发育树重建系统发育树重建系统发育树重建

蛋白质三维结构比对蛋白质三维结构比对蛋白质三维结构比对蛋白质三维结构比对

相似性搜寻相似性搜寻相似性搜寻相似性搜寻

数理问题数理问题数理问题数理问题////算法算法算法算法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

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序列分析中的主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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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优寻优寻优寻优算法算法算法算法

————————动态规划算法动态规划算法动态规划算法动态规划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模拟退火算法模拟退火算法模拟退火算法

————————遗传算法遗传算法遗传算法遗传算法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RNA二级结构预测二级结构预测二级结构预测二级结构预测

RNA三级结构预测三级结构预测三级结构预测三级结构预测

蛋白质三级结构预测蛋白质三级结构预测蛋白质三级结构预测蛋白质三级结构预测

结构结构结构结构/功能的从功能的从功能的从功能的从

头预测头预测头预测头预测

数理问题数理问题数理问题数理问题/算法算法算法算法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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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识别模式识别模式识别模式识别、、、、学习算法学习算法学习算法学习算法

————————判别分析方法判别分析方法判别分析方法判别分析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

————————随机过程方法随机过程方法随机过程方法随机过程方法(HMM)

————————语言学语言学语言学语言学(形式语法形式语法形式语法形式语法)

————————演化演化演化演化、、、、遗传算法遗传算法遗传算法遗传算法

Motif提取提取提取提取

功能部位预测功能部位预测功能部位预测功能部位预测

细胞定位预测细胞定位预测细胞定位预测细胞定位预测

编码区预测编码区预测编码区预测编码区预测（（（（基因结构预测基因结构预测基因结构预测基因结构预测））））

跨膜片段预测跨膜片段预测跨膜片段预测跨膜片段预测

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

蛋白质三维结构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预测

结构结构结构结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

基于知识预测基于知识预测基于知识预测基于知识预测

数理问题数理问题数理问题数理问题////算法算法算法算法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生命科学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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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121世纪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学21212121世纪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学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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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理
论
理
论
理
论
理
论
理
论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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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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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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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计
算
计
算
计
算
计
算
计
算

实
验
实
验
实
验
实
验
实
验
实
验
实
验
实
验

数学与物理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

三足鼎立

• 实验永远起着决定作用

• 计算/理论生物学的发展离不开实验

生物学的贡献

• 实验生物学日益依赖计算/理论生物

学的指导

• 生物科学正在经历从实验分析和数

据积累到数据分析及其指导下的实数据分析及其指导下的实数据分析及其指导下的实数据分析及其指导下的实
验验证验验证验验证验验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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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et to silico !

in silico

in vitro

in vivo

What’s the aim of our courses？？？？

——让实验生物学与计算生物学相结合让实验生物学与计算生物学相结合让实验生物学与计算生物学相结合让实验生物学与计算生物学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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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信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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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取人和各种生物的完整基因组

HGP：：：：测序测序测序测序

2、新基因的发现

• 发现新基因是当前国际上基因组研究的热点，使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是发现新基
因的重要手段。例如啤酒酵母全基因组所包含的约6000个基因，大约60％是通过

信息分析得到的。

• 利用生物信息学寻找新基因的方法大致有以下2种：

• （1）通过计算分析从EST序列库中拼接得到完整的新基因编码区。

• （2）通过计算分析从基因组DNA序列中确定新基因编码区，其本质是把基因组上编码蛋

白质的区域和非编码蛋白质的区域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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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NP分析（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 SNP在基因组中分布相当广泛，近来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基因组

中每300碱基对就出现一次。

• 大量存在的SNP位点，使人们有机会发现与各种疾病包括肿瘤相

关的基因组突变。

• SNP在基础研究中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Y染色体SNP的分析，

使得在人类进化、人类种群的演化和迁徙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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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编码区信息结构与分析

• HGP研究表明，编码蛋白质的区域只占5%，非编码区域占95%

• 非编码区蕴含大量与生物进化有关的信息。



17:00 生物信息学 50 /84

5、生物进化

�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分子水平研究生物

进化进化进化进化

�比较序列间碱基或比较序列间碱基或比较序列间碱基或比较序列间碱基或

氨基酸的差异氨基酸的差异氨基酸的差异氨基酸的差异，，，，可获可获可获可获

得有关进化的深层次得有关进化的深层次得有关进化的深层次得有关进化的深层次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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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全基因组的比较研究

• 7、蛋白质组学研究

• 8、基因功能预测

• 9、新药设计新药设计新药设计新药设计

• 10、遗传疾病的研究以及关键基因鉴定

• 11、生物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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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生物信息学的方法

1、重视实践

• 上好实验课

2、重视思维方式的培养

• From wet to sil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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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 6次实验课：上机。

•考核：实验 30%

• 考试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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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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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细胞细胞细胞细胞

• 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 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是一切生命是一切生命是一切生命是一切生命 活动的基础活动的基础活动的基础活动的基础。

（1）一切生物都离不开细胞这一生命的基本形态结构

（2）细胞是生命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

代谢、生长、分裂、凋亡

生命活动建立在细胞活动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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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类细胞

• 原核细胞：细菌、蓝细菌、原绿藻，无核膜。

• 真核细胞：如真菌 ，有核膜

• 细胞的主要构成部分：

• 细胞膜

• 细胞壁

• 细胞核

• 细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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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细胞核细胞核细胞核

• 真核细胞中的细胞控制中心真核细胞中的细胞控制中心真核细胞中的细胞控制中心真核细胞中的细胞控制中心

• 包含遗传信息包含遗传信息包含遗传信息包含遗传信息（（（（染色质染色质染色质染色质））））

• 与细胞质中的其它细胞器通讯与细胞质中的其它细胞器通讯与细胞质中的其它细胞器通讯与细胞质中的其它细胞器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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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1、、、、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的功能
• 酶的催化作用酶的催化作用酶的催化作用酶的催化作用

• 物质运载和贮存作用物质运载和贮存作用物质运载和贮存作用物质运载和贮存作用

• 营养存贮作用营养存贮作用营养存贮作用营养存贮作用

• 运动协调作用运动协调作用运动协调作用运动协调作用

• 机械支持作用机械支持作用机械支持作用机械支持作用

• 免疫保护作用免疫保护作用免疫保护作用免疫保护作用

• 信号接受与传导作用信号接受与传导作用信号接受与传导作用信号接受与传导作用

• 生长和分化控制作用生长和分化控制作用生长和分化控制作用生长和分化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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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 组成蛋白质的主要元素有组成蛋白质的主要元素有组成蛋白质的主要元素有组成蛋白质的主要元素有：：：：

• 碳碳碳碳（（（（50%-55%））））

• 氢氢氢氢（（（（6%-8%））））

• 氧氧氧氧（（（（19%-24%））））

• 氮氮氮氮（（（（13%-19%））））和硫和硫和硫和硫

• 某些蛋白质还含有少量磷某些蛋白质还含有少量磷某些蛋白质还含有少量磷某些蛋白质还含有少量磷、、、、铁铁铁铁、、、、铜铜铜铜、、、、碘碘碘碘、、、、锌等锌等锌等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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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amino  acid））））是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

NH2



H — C — COOH



R

氨基酸通式

2、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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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g精氨酸CCys半胱氨酸

KLys赖氨酸WTrp色氨酸

EGlu谷氨酸MMet甲硫氨酸

DAsp天冬氨酸PPro脯氨酸

HHis组氨酸FPhe苯丙氨酸

YTyr酪氨酸LLeu亮氨酸

QGln谷酰胺IIle异亮氨酸

NAsn天冬酰胺VVal缬氨酸

TThr苏氨酸AAla丙氨酸

SSer丝氨酸GGly甘氨酸

简简简简 写写写写英文缩写英文缩写英文缩写英文缩写氨基酸名称氨基酸名称氨基酸名称氨基酸名称简简简简 写写写写英文缩写英文缩写英文缩写英文缩写氨基酸名称氨基酸名称氨基酸名称氨基酸名称

20种标准氨基酸的英文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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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20种标准的氨基酸种标准的氨基酸种标准的氨基酸种标准的氨基酸，，，，按照侧链化学性质的不同按照侧链化学性质的不同按照侧链化学性质的不同按照侧链化学性质的不同，，，，可以分可以分可以分可以分

为以下三组为以下三组为以下三组为以下三组：：：：

• 极性氨基酸极性氨基酸极性氨基酸极性氨基酸（（（（容易与水分子形成氢键容易与水分子形成氢键容易与水分子形成氢键容易与水分子形成氢键 ））））

• Ser、、、、Thr、、、、Cys、、、、Asn、、、、Gln、、、、His、、、、Tyr、、、、Trp   

• 带电氨基酸带电氨基酸带电氨基酸带电氨基酸

• Arg、、、、Lys（（（（+））））和和和和Asp、、、、Glu（（（（-））））

• 疏水性的氨基酸疏水性的氨基酸疏水性的氨基酸疏水性的氨基酸

• Ala、、、、Val、、、、Leu、、、、Ile、、、、Phe、、、、Pro和和和和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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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氨酸甘氨酸甘氨酸甘氨酸（（（（Gly））））的侧链只有一个氢原子的侧链只有一个氢原子的侧链只有一个氢原子的侧链只有一个氢原子，，，，是最简单的氨基酸是最简单的氨基酸是最简单的氨基酸是最简单的氨基酸，，，，具有独特具有独特具有独特具有独特

的性质的性质的性质的性质，，，，可以单作为第四类可以单作为第四类可以单作为第四类可以单作为第四类，，，，也可以归于第一类也可以归于第一类也可以归于第一类也可以归于第一类。。。。

• 含有芳香性侧链含有芳香性侧链含有芳香性侧链含有芳香性侧链

Phe、、、、Tyr、、、、Trp、、、、His

• 侧链为醇或酚的氨基酸有侧链为醇或酚的氨基酸有侧链为醇或酚的氨基酸有侧链为醇或酚的氨基酸有

Ser、、、、Thr、、、、Tyr

• 可以形成氢键可以形成氢键可以形成氢键可以形成氢键

Arg、、、、Lys、、、、Asp、、、、Glu、、、、Ser、、、、Thr、、、、Asn、、、、Gln、、、、His、、、、Tyr及及及及T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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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蛋白质的结构层次

• （（（（1））））蛋白质的一级结构蛋白质的一级结构蛋白质的一级结构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primary structure））））

• 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指多肽链中氨基酸的序列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指多肽链中氨基酸的序列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指多肽链中氨基酸的序列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指多肽链中氨基酸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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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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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secondary structure）

• 二级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二级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二级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二级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i））））αααα螺旋螺旋螺旋螺旋

（（（（ii））））ββββ折叠折叠折叠折叠 –––– 平行折叠平行折叠平行折叠平行折叠 反平行折叠反平行折叠反平行折叠反平行折叠

（（（（iii））））ββββ————转角转角转角转角 –––– 连接作用连接作用连接作用连接作用

（（（（iv））））无规卷曲无规卷曲无规卷曲无规卷曲-没有确定规律性的肽链构象没有确定规律性的肽链构象没有确定规律性的肽链构象没有确定规律性的肽链构象，，，，但仍然是紧密有序的稳定结构但仍然是紧密有序的稳定结构但仍然是紧密有序的稳定结构但仍然是紧密有序的稳定结构

（（（（v））））无序结构无序结构无序结构无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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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蛋白质的超二级结构

（i）α—环—α花样

（ii）发夹β花样

（β—环—β花样）

（iii）希腊图案花样

由四条反平行β片组成

（iv）β—α—β花样

β-环- α-环-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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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结构三级结构三级结构三级结构（（（（tertiary structure））））

在二级结构基础上的肽链再折叠形成的构象在二级结构基础上的肽链再折叠形成的构象在二级结构基础上的肽链再折叠形成的构象在二级结构基础上的肽链再折叠形成的构象。。。。

（4）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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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quaternary structure）

组成蛋白质的多条肽链在天然构组成蛋白质的多条肽链在天然构组成蛋白质的多条肽链在天然构组成蛋白质的多条肽链在天然构

象空间上的排列方式象空间上的排列方式象空间上的排列方式象空间上的排列方式，，，，多以弱键多以弱键多以弱键多以弱键
互相连接互相连接互相连接互相连接。。。。疏水力疏水力疏水力疏水力、、、、氢键氢键氢键氢键、、、、盐键盐键盐键盐键

每条肽链本身具有一定的三级结每条肽链本身具有一定的三级结每条肽链本身具有一定的三级结每条肽链本身具有一定的三级结

构构构构，，，，就是蛋白质分子的亚基就是蛋白质分子的亚基就是蛋白质分子的亚基就是蛋白质分子的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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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的各级结构

氨基酸

一级结构

二级结构

三级结构

四级结构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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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1）蛋白质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序列分析序列分析序列分析序列分析

（（（（2））））蛋白质空间构象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空间构象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空间构象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空间构象与功能的关系

结构分析结构分析结构分析结构分析

一级结构
即氨基酸顺序

高级结构 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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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遗传信息载体遗传信息载体遗传信息载体遗传信息载体————DNADNADNADNA

1、核苷酸

（1）碱基

（2）核苷

（3）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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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基+戊糖

核苷 + 磷酸

核苷酸

聚合

核酸

(核苷酸之间通过3.’5’磷

酸二脂键连接)

核酸的化学结构

碱基

戊糖 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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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基

腺嘌呤A

尿嘧啶U

胞嘧啶C

鸟嘌呤G

胸腺嘧啶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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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磷酸磷酸

核糖脱氧核糖戊糖

腺嘌呤

鸟嘌呤

胞嘧啶

尿嘧啶(Uracil,U) 

腺嘌呤(adennine,A)

鸟嘌呤(guanine,G)

胞嘧啶(cytosine,C)

胸腺嘧啶(thymine,T)

碱基

RNADNA

核苷酸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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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NA 的一级结构

（1）DNA的碱基组成

（i） A=T , G=C 

（ii） A+G=C+T 

（2）DNA的一级结构

由A、T、C、G四种脱氧核苷酸通过3‘、5’-磷酸二酯键连接而成

的长链高分子多聚体为DNA分子的一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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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基

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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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NA的空间结构

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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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中心法则中心法则中心法则中心法则

复制

DNA

转录
逆转录

复制

RNA 蛋白质

翻译

调控



17:00 生物信息学 81 /84

1、DNA的复制的复制的复制的复制

以原有以原有以原有以原有DNA分子为模板按照碱基配对原则合成出相同分子的过程分子为模板按照碱基配对原则合成出相同分子的过程分子为模板按照碱基配对原则合成出相同分子的过程分子为模板按照碱基配对原则合成出相同分子的过程

2、、、、转录转录转录转录

以以以以DNA分子为模板分子为模板分子为模板分子为模板，，，，合成出与其核苷酸顺序相对应的合成出与其核苷酸顺序相对应的合成出与其核苷酸顺序相对应的合成出与其核苷酸顺序相对应的RNA的过程的过程的过程的过程

3、、、、翻译翻译翻译翻译

以以以以mRNA为模板的蛋白质合成过程为模板的蛋白质合成过程为模板的蛋白质合成过程为模板的蛋白质合成过程

4、、、、mRNA的反转录与的反转录与的反转录与的反转录与cDNA

反转录酶可以将反转录酶可以将反转录酶可以将反转录酶可以将mRNA反转录为反转录为反转录为反转录为DNA，，，，即互补即互补即互补即互补DNA，，，，或或或或cDNA。。。。

5、、、、对遗传信息流的再认识对遗传信息流的再认识对遗传信息流的再认识对遗传信息流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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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C

A

G

GGU 甘

GGC 甘

GGA 甘

GGG 甘

GAU 天冬

GAC 天冬

GAA 谷

GAG 谷

GCU 丙

GCC 丙

GCA 丙

GCG 丙

GUU 缬

GUC 缬

GUA 缬

GUG 缬

G 

U

C

A

G

AGU 丝

AGC 丝

AGA 精

AGG 精

AAU 天酰

AAC 天酰

AAA 赖

AAG 赖

ACU 苏

ACC 苏

ACA 苏

ACG 苏

AUU 异亮

AUC 异亮

AUA 异亮

AUG 甲硫

A 

U

C

A

G

CGU 精

CGC 精

CGA 精

CGG 精

CAU 组

CAC 组

CAA 谷酰

CAG 谷酰

CCU 脯

CCC 脯

CCA 脯

CCG 脯

CUU 亮

CUC 亮

CUA 亮

CUG 亮

C

U

C

A

G

UGU 半胱

UGC 半胱

UGA 终止

UGG 色

UAU 酪

UAC 酪

UAA 终止

UAG 终止

UCU 丝

UCC 丝

UCA 丝

UCG 丝

UUU 苯丙

UUC 苯丙

UUA 亮

UUG 亮

U 

GACU

第三个核苷酸

（3’端）

第二个核苷酸第一个核苷酸

（5’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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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题

1、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2、BIOINFORMATICS这个词是谁提出的？

3、生物信息学的发展经过了哪些阶段？

4、HGP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全

部结束？

5、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6、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内容有哪些？

7、学习生物信息学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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