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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信息学发展的背景
• 在20世纪60-70年代，生物信息学的最重要的一

些算法已被提出，生物计算和理论研究已成雏形。

1987 年，被誉为“生物信息学之父”的林华安

博士为这一领域定下Bioinformatics这一称谓。

• Bioinformatics一词1991年才在文献中出现。

• 1990年，发起世界第一届国际Bioinformatics学

术会议。

•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启动促使生物信息学
兴起，形成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



人类基因组计划
（Human genome project，HGP)

人类基因组的作图与测序

• 1985美国能源部(DOE)首先提出

• 1990年由美国能源部(DOE)，以及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支持启动

•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共同参加人基
因组的大规模测序

• 中国1999年7月正式承担人基因组的1%的测序
工作。



研究目标
• 拟在15年内至少投入30亿美元，完成对人基因组

30亿个碱基对的顺序分析，完成对人基因组中全
部碱基定位，并开展模式生物基因组研究。



“What’s Human Genome Project?”

“One base One dollar!” - by a taxi 

driver (and a tax payer)



HGP主要研究内容及目的
• 人类基因组的基因图谱构建;

• 序列分析；

• 人类基因的鉴定；

• 基因组研究技术的建立；

• 数据库等信息系统的建立。



Celera公司成立
• 1998年著名遗传学家Graig Venter 脱离他领导的人类

基因组研究所，与世界上最大的DNA自动测序仪器

制造商Perkin-Elmer合作成立Celera公司，宣布将投

入3亿美元，独立在3年时间完成全部基因组测序



Venter：We believed that shotgun sequencing was
the fastest and most effective way to get useful human
genome data.[10]The method was controversial however,
since most geneticists felt it would not be accurate
enough for a genome as complicated as the human [11].
Frustrated with what Venter viewed as the slow pace of
progress in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unable to
get funds for his ideas, he sought funding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o found Celera Genomics.

In 2000 Venter and Francis Collin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U.S. Public Genome Project jointly
mad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mapping of the human
genome in 2000, a full three years ahead of the expected
end of the Public Genom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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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2月12日美、英、日、法、德、中六国科学家，
以及Celera 公司联合公布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
分析结果

• NATURE | VOL 409 | 15 FEBRUARY 2001 |

• SCIENCE| Vol 291 | 16 FEBRUARY 2001

Nature 和Science 2001年2月15日和16日人类基因
组专刊封面。Science封面中的五位成年人分别为
Celera公司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基因材料的提供者。





2005年，在《Nature》上，
Margulies等人发表文章介绍
了一种快速简单的测序方法：
结合了DNA扩增的乳胶系统
(emulsion system)和皮升级焦
磷酸(pyrophosphate)为基础
的测序方法——焦磷酸测序
(pyrosequencing)方法。同年
年底，研究人员将这种崭新的
测序技术转化成了商品化的仪
器——454 Genome 
Sequencer系统，由此拉开了
快速基因组测序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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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基因组测序的物种（部分）



约600万年前开始，
源自同一个祖先，人
类和黑猩猩走上了不
同的进化道路。600万
年后的今天，科学家
们另辟蹊径，通过对
人类的亲戚———黑猩
猩的基因组序列分析，
并将其与人类的基因
组序列相比较，来解
答人类起源和进化过
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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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的必要性

 首先伴随着基因组研究，相关信息出现了爆炸

性增长，迫切需要对海量生物信息进行处理。

 文献的增长

 生物数据的增长

 基因组研究需要

依赖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家们面对的是堆集如山的DNA片段



生物基因组数据的复杂性

生物的基因组就是指该生物所有遗传物质的总和。

通俗地说，生物的遗传密码就是A、T、C、G四
个字符连接起来的线状长链。

基因组研究最终是要把生物学问题转化成对数字
符号的处理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发展
新的分析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就必须依赖
计算机的信息处理



How many characters are in the “Heaven Book”? 

3*10
9         

10,000 books 1 book    100 pages

1 page  3,000 characters 
CCGGTCTCCCCGCCCGCGCGCGAAGTAAAGGCCCAGCGCAGCCCGCGCTCCTGCCCTGGGGCCTCGTC
TTTCTCCAGGAAAACGTGGACCGCTCTCCGCCGACAGTCTCTTCCACAGACCCCTGTCGCCTTCGCCC
CCCGGTCTCTTCCGGTTCTGTCTTTTCGCTGGCTCGATACGAACAAGGAAGTCGCCCCCAGCGAGCCC
CGGCTCCCCCAGGCAGAGGCGGCCCCGGGGGCGGAGTCAACGGCGGAGGCACGCCCTCTGTGAAAGGG
CGGGGCATGCAAATTCGAAATGAAAGCCCGGGAACGCCGAAGAAGCACGGGTGTAAGATTTCCCTTTT
CAAAGGCGGGAGAATAAGAAATCAGCCCGAGAGTGTAAGGGCGTCAATAGCGCTGTGGACGAGACAGA
GGGAATGGGGCAAGGAGCGAGGCTGGGGCTCTCACCGCGACTTGAATGTGGATGAGAGTGGGACGGTG
ACGGCGGGCGCGAAGGCGAGCGCATCGCTTCTCGGCCTTTTGGCTAAGATCAAGTGTAGTATCTGTTC
TTATCAGTTTAATATCTGATACGTCCTCTATCCGAGGACAATATATTAAATGGATTGATCAATCCGCT
TCAGCCTCCCGAGTAGCTGGGACTACAGACGGTGCCATCACGCCCAGCTCATTGTTGATTCCCGCCCC
CTTGGTAGAGACGGGATTCCGCTATATTGCCTGGGCTGGTGTCGAACTCATAGAACAAAGGATCCTCC
CTCCTGGGCCTGGGCGTGGGCTCGCAAAACGCTGGGATTCCCGGATTACAGGCGGGCGCACCACACCA
GGAGCAAACACTTCCGGTTTTAAAAATTCAGTTTGTGATTGGCTGTCATTCAGTATTATGCTAATTAA
GCATGCCCGGTTTTAAACCTCTTAAAACAACTTTTAAAATTACCTTTCCACCTAAAACGTTAAAATTT
GTCAAGTGATAATATTCGACAAGCTGTTATTGCCAAACTATTTTCCTATTTGTTTCCTAATGGCATCG
GAACTAGCGAAAGTTTCTCGCCATCAGTTAAAAGTTTGCGGCAGATGTAGACCTAGCAGAGGTGTGCG
AGGAGGCCGTTAAGACTATACTTTCAGGGATCATTTCTATAGTGTGTTACTAGAGAAGTTTCTCTGAA
CGTGTAGAGCACCGAAAACCACGAGGAAGAGAGGTAGCGTTTTCATCGGGTTACCTAAGTGCAGTGTC
CCCCCTGGCGCGCAATTGGGAACCCCACACGCGGTGTAGAAATATATTTTAAGGGCGCG 



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发展为生物信息学的形成提供了保障

摩尔定律：电子计算机芯片对
于数字处理能力的增长也相当
于每18个月翻一番。每个CPU
所含晶体管数从70年代的几千
个迅速而稳定地增长到80年代
末的上百万个，即平均每2年
翻一番；至90年代末，又上升
至上亿个，即平均每2.5年翻
一番。

计算机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运
行海量数据。 有了这一技术
支持，连同计算方法的创新和
发展，基因组研究和其他生物
学研究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才
能够的以有效地加以管理和运
行，生物信息学才得以形成和
发展。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0/Transistor_Count_and_Moore's_Law_-_2008.svg


I T--强大的计算能力
B T--海量的数据
BIT--算法？



二 、生物信息学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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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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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Bioinformatics?

Bioinformatics is the field of science in which

biol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rge to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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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informatics is at the Interface of:

• biology science (BS) and computer science (CS),

• biotechnology (B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

•So it can be called bioinformatics technology (BIT)

• More specifically: Storage and analysis of proteins,

genes and genomes sequences and other molecular

data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mputing

algorithms and databases

What is bioinformatics?



1. 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

合而成的交叉学科。

2. 采用信息技术、计算机算法和 计算机数据库

3. 分析蛋白质，基因和基因组 序列和实验数据

4. 生物信息学是基因组学（基因组分析）的工具，

用来使使我们理解基因组测序项目所产生的数

十亿DNA碱基对的 含义。

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Molecular) bio – informatics: bioinformatics is 

conceptualising biology in terms of molecules (in the 

sense of Physical chemistry) and applying “informatics 

techniques” (derived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applied 

maths, computer science and statistics) to understand 

and organise the in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se 

molecules, on a large scale. In short, bioinformatics is a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molecular 

biology and has m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s.



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两层含义：

•一是管好这些数据：

也就是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服务；

•另一个是用好这些数据：

也就是分析并从这些数据中发现规律，
设计实验、设计药物，……



• Genomics is the analysis of genomes to make sense of the

billions of base pairs of DNA sequences produced by genome

projects. Thus, genomics is the study of all the genes of a cell, or

tissue, at the DNA (genotype), mRNA (transcriptome), or protein

(proteome) levels.

•In contras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single

genes is a primary focus of tradi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or

genetics, thus does not fall into the definition of genomics unless

the aim is to elucidate its effect on, place in, and response to the

entire genome's networks.

•The tools of bioinformatics are used in both case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lecular biology, 

genetics, bioinformatics and genom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lecular_bi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lecular_bi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lecular_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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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e informatics

• Genome informatics i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that encompasses all 
aspects of genom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processing, storag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它是一个学科领域，包含着基因组信息的获

取、处理、存储、分配 、分析和解释的所

有方面。

(Human Genome Project: The First Five 
Years FY 1991-1995, by NIH and DOE) 



Computational biology 

• Many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genome 

research and bioinformatics could 

deliver new biological revolution.

• “When I give talks to young scientists seeking 

advice about areas of future intense scientific 

excitement, computational biology is my 

number one recommendation.’
----Francis Collins, head of the US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NHGRI)



Computational biology
Computational biology referred to the actual process of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data. include:

•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ools that enable 

efficient access to, and use and manage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information.

•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lgorithms (mathematical model or 

formulas) and statistics with which to assess relationships 

among members of large data sets, such as methods to 

locate a gene within a sequence, predict protein structure 

and/or function, and cluster protein sequences into families 

of related sequences



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1. 生物信息学是把基因组 D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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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的编码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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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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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4. 进行蛋白质空间结构模拟和蛋白质功能预测，并

将此类信息与生物体和生命过程的生理生化信息

相结合，阐明其分子机理，最终进行蛋白质、核

酸的分子设计、药物设计和个体化医疗保健设计。

5. 在基因组研究时代，生物信息学至少应该包含三

个层次的重要内容：基因组信息学、蛋白质的结

构计算与模拟以及药物设计，这三者紧密地围绕

着遗传信息传递的中心法则，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生物信息学是集生物学、生物技术、互连网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软件学与一体的交叉新兴学科；

建立在实验、理论和计算基础上并已得到高度发展
的学科；

是以生物数据的产生、收集和分析为目的，依靠计
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过发展数据库、算法和计
算机软件，来获得及利用生物学信息的学科。

生物学信息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
新知识。

最主要的工具是：互连网技术、大型高速计算机、
先进的计算机软件。



生物信息学与生物学实验的关系
“传统生物学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实验的。现在，基于全

部基因都将知晓，并以电子可操作的方式驻留在数据库中，

新的生物学研究模式的出发点应是理论的。一个科学家将

从理论推测出发，然后再回到实验中去，追踪或验证这些

理论假设”。诺贝尔奖获得者 W. Gilbert 如是说（1991）。

利用计算机，对生物学实验得到的字母信息进行处理，

取得较实验技术更快、更准确的预见性结论，来指导实验；

同时，利用实验已经得到的结果，通过计算机来实现或模

拟生物学实验。



生物信息学研究的要求

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应具备多方面的科学基础:

• 首先，要有各种数据库或者能与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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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生物信息学需要强有力的创新算法和软件。

• 它要与实验科学，特别是与自动化的大规模高通量的生物

学研究方法与平台技术建立广泛、紧密的联系。这些技术，

既是产生生物信息数据的主要方法，又是验证生物信息学

研究结果的关键手段。

• 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人员必须具备多学科交叉的知识。



生物信息学发展的简史
• 1962 Pauling提出分子进化理论

• 1967 Dayhoff构建蛋白质序列替换矩阵

• 1970 Needleman-Wunsch算法被提出

• 1977 Staden利用计算机软件分析DNA序列

• 1981 Smith-Waterman算法出现

• 1981 序列模序(motif)的概念被提出(Doolittle)

• 1982 GenBank数据库(Release3)公开。三大核酸数

据库(GenBank、EMBL和DDBJ)开始国际合作

• 1982 λ-噬菌体基因组被测序



1983 Wilber-Lipman序列数据库搜索算法提出

1985 快速序列相似性搜索程度FASTP/FASTN发布

1988 美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创立

1988 欧洲分子生物学网络EMBnet创立

1990 快速序列相似性搜索程序BLAST发布

1991 表达序列标签(EST)概念被提出，EST测序

1994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在英国Hinxton成立

1995 第一个细菌基因组测序完成

1996 酶母基因组测序完成



1997 PSI-BLAST(BLAST系列程序之一)发布

1998 PhilGreen等人研制的自动测序组装系统

Phred-Phrap-Consed系统正式发布

1998 多细胞线虫基因组测序完成

1999 果蝇基因组测序完成

2000 人类基因组测序基本完成

2001 人类基因组初步分析结果公布

2003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

……



三、生物信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1. 获取人和各种生物的完整基因组

2. 发现新基因

3. 基因的电子克隆

4. 发现单核苷酸多态（ SNP）

5. 基因组中非编码蛋白质区域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6. 研究生物进化

7. 完整基因组的比较研究

8. 从功能基因组到系统生物学

9. 蛋白质结构模拟与药物设计



1. 获取人和各种生物的完整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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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测序仪每个反应只能读取几百到上
千个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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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大规模测序
基本策略：（分而治之）

一、首先完成遗传图谱、物理图谱等基础工作；

二、按一定密度确定了遗传标记的DNA切割开，用
YAC、cosmid和BAC等载体逐步增殖；

三、以不同的BAC为对象逐个测定其两端序列，确
定BAC之间的覆盖连接关系，再把每个BAC打碎测
序并进行拼接。

另一种策略： （shotgun sequencing, 霰弹法）把长
DNA随机地打碎，并直接测序，大量测序后再 用
计算机进行拼接组装。Ce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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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美华盛顿大学Phil Green教授。他所研制的
自动测序组装系统Phred-Phrap-Consed被广泛应用

于鸟枪法测序，其中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中真正编码蛋白质（称为外显子）等的部

分很少，只占1.1％；

外显子与外显子之间的区域（称为内含子）占了24％；

而基因与基因之间的间隔序列却占了75％。

人类编码蛋白的基因更为复杂，更丰富的剪接方式。

基因组中片段重复现象很普遍，人类复杂的进化历史。

人的第13号染色体比较稳定，而男性的第12号染色体

和女性的第16号染色体是易变的等等



2. 发现新基因

生物信息学是发现新基因的重要手段。

利用 EST 数据库发现新基因和新SNP。

从基因组DNA序列中预测新ORF，利用

Genefinder 和 GENSCAN 来进行。



•建立整合基因索引（integrated gene index， IGI）和
与之相关的整合蛋白索引（integated protein index IPI）

将人类所有的基因（约3万）和其蛋白质以及它们相关的功能

完整而正确地整合到一个索引中，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A:采用预测软件。GENSCAN扫描。利用人及其它各种生物的

蛋白质、mRNA、EST 和蛋白模体的同源性对基因加以确

认。利用GeneWise软件扩大蛋白质的同源匹配。

B: 减少片断：Genie 软件从序列于EST 和mRNA比对开始预测

基因，然后利用HMM的统计方法将比对获得的序列延伸。

C:整合：将上述信息与已知基因的信息整合。主要是与RefSeq、

SWISSPROT和TrEMBL数据库比较

D:过滤：除去可能的细菌的序列污染，包括质粒、转座子和

细菌染色体基因等。



3.  基因的电子克隆

利用 EST数据库发现新基因也被称为基因
的电子克隆。

 通过电子克隆寻找新基因的研究，就是找
到属于同一基因的所有 EST片段，再把它们
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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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及步骤

“电子”cDNA文库筛选主要是指采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

延伸吻序列，以获得基因的部分乃至全长cDNA序列。

基本过程为：采用BLAST检索程序检索GenBank的dbEST

数据库，检出与起始序列有同源性的或有部分重叠的吻序列

；把检出序列组装为连续体(contig)；以此连续体序列为被检

序列再进行BLAST检索；重复以上过程，直至没有更多的重

叠EST检出或者说连续体序列不能继续延伸。

“电子”cDNA文库筛选



1.检索THC数据库；尝试性的人类一致性序列数据库(Tentative 

Human Consensus  Sequences ,THC)是美国基因组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Genome Research ,TIGR)在其拥有的庞大EST数据

库的基础上，同时利用GenBank中公开的序列数据，根据至

少有40bp的重叠，并且一致性在95％以上的标准，把人源

的EST序列及基因的编码序列(转录本序列)组装为连续体而

构成的；

2.ESTBlast检索程序：该程序可在英国的人类基因组作图项目

资源中心(Human Genome Mapping Project Resource 

Center ,HGMP-RC)的服务器上访问。

“电子”cDNA文库筛选具体途径



1、基因的电子定位

基因的电子定位采用NCBI的电子PCR程序。

2、 IMAGE克隆的索取

通过美国的ATCC组织(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索取与ZA73同源的EST序列所对应的

cDNA克隆。

基因的电子定位



The electronic PCR location of H012d03 clone in chloroplast genome of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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