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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百日照 

基因组信息是生物信息中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并且基因组信息量在生物信息量中占有极

因组信息，生物信息学也不等于是基因组信息学。广义的说，生物信息不仅包括基因组

也包括基因产物（蛋白质或RNA）的结构和功能及各生物种间的进化关系等其他信息资

处理、贮存、传递、分析和解释，又涉及蛋白质组信息学如蛋白质的序列、结构、功能及定位分

库的建立、相关分析软件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还涉及基因与蛋白质的关系如蛋白质编码

功能预测等，另外，新药研制、生物进化也是生物信息学研究的热点。 

 

 

[img]link[/img] 

• 【专题讨论】31岁胸闷死亡病因 

Toumin
 

 

哪里跑？ 

 生物信息学是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技术运用到生命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重大交叉

一学科的人才将成为国际、国内最紧缺的人才类型之一。生物信息学专家、天津大学的

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来阐明和理解大量基因组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中所包含的生物学意

成的一个新的学科——生物信息学或信息生物学，它的进步所带来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司，希冀在基因工程药物、生物芯片、代谢工程等领域掘出财富。生物信息工业潜力巨大

 

 

Agaro-PowerTM:琼脂糖凝胶电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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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就有一切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计算机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展, 应运而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生物信息学, 该学

代生物学所需信息系统框架(支持生物学的信息管理系统、分析工具和通讯网络) 的研究

工作, 即传统意义上的生物信息学(b io info r2 m at ics) ; 旨在理解基本生物学问题的基于

有关内容简介:1、正在出现的技术 

Klingler 强调基因组学正推动制药业进入信息时代。随着不断增加的序列、表达和作图

具变得对实现基因组研究的任务至关重要。 

2 O verton 论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下一阶段的任务——基因组水平的基因功能分析. 

Sali 讨论了同源蛋白质结构模建。 

Babb it t 讨论了通过数据库搜索来识别远缘蛋白质的方法 

evit t 讨论了蛋白质结构预测和一种仅从序列数据对功能自动模建的方法 

3 新的数据工具 

L etovsky 介绍了GDB 数据库, 它由每条人类染色体的许多不同图谱组成, 包括细胞遗传

(STS) 的内容, 以及由不同研究者用同种方法得到的图谱 

Green 介绍了他们的测序工作中采用的数据管理工具 

Fuch s 讨论了生物信息学更为广义的影响: 它不仅影响到新药物靶基因的发现, 还对改善

重要性 

生物信息尚在幼年，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我们一要有信心，二要艰

 

 

天道昭昭，地曰煌煌; 忧以民怨，乐以民享。 春花灿灿，秋实盎盎； 夏以行仁，冬有德藏

吾心肠。 东俊泰山，西俏珠朗； 南立奇志，北以名章。 

2~8℃/-20~-40℃冷藏冷冻箱--海尔医疗电器 

laserdxy
 

 
目前的生物信息学还没有形成较完整、一致的体系，有点象春秋战国时期，各个研究与

分析核酸序列的人不一定懂得基因调控网络建模，等等。 

我认为，在目前一段时期，有一种变化悄然发生：a shift from technology-driven research to question

来，各路诸侯－－各个不同的技术领域将逐渐走向融合，所用的技术例如machine learning

题，从更深的层面讲也是一致的。例如，都涉及如何用人工智能知识表示等抽象的方式

物学家脑中的概念还是某个实验的原始数据及其挖掘出来的知识。 

怎样结束战国时代让历史的洪流汇入一个大战车？愚意以为，人工智能知识表示是一个

将实验数据与知识实现无缝的连接与推理。或许，在研究生物分子－分子复合体－细胞

现类似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之类的对计算机科学和泛人工智能的回馈贡献。 

春秋战国，是人才辈出。游学天下，治学为乐。 

 

 

Tris-盐酸缓冲液 1M PH6.8 -招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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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下面是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做的一个生物信息学展望的研究报

http://www.gsu.edu/~ecopes/reports/Bioinformatics%20Final%20Report_Black%20and%20Stephan_June%202004.pdf

 

报告指出虽然生物信息学在科研领域很热，但就业机会并不乐观。另外报告还对在生物信息

过结果却值得怀疑（MS的起薪平均超过10万$)。 

 

 

细胞凋亡类检测试剂盒

bluehorser
 

 

小和尚 

丁香园中级站友   

 

生物信息学已成为人类分子遗传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其最重要的应用在于指

些过程出现差错导致的疾病。它可以预测基因结构,从而推导出相应的蛋白质序列,确定

的生化功能,也需要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进行序列比较和数据检索;生物信息学方法在分子

数据分析,对生物模型进行大规模的基因组序列比较、分析,以鉴定候选的疾病基因。 

生物信息学的最终目的是利用生物信息学的生物学和遗传学信息来寻找和开发以基因为

进药物的发现和开发工作,通过筛选作用靶和候选对象来开发药物、疫苗、诊断标志物和有治

一旦找到候选病理基因,就需运用生物信息学来鉴定出药理目标。例如,若了解来自生物化

蛋白质相互作用和酶动力学的实验资料,就可能建立生化路径的计算机模型,去模拟它们

模拟,就可确定最佳治疗干涉点。最新的后基因技术,即差别基因表达图谱技术,更能显示出正常

别。如果高效目标筛选成功,就可获得一批具有高活性的前导化合物。这些前导物必须经过

检验。此时生物信息学借用结构(X射线晶体结构、核磁共振结构、预测结构) 信息来发挥

(蛋白酶抑制剂)中,药理目标是引起艾滋病的病毒蛋白酶(HIV - 1 蛋白酶) 。治疗过程中

心。病毒以突变来对抗药物的作用(抗药性) ,药物设计者又以改善药物分子的结构来对抗病毒的抗

 

 

PCR技技技技术讨论术讨论术讨论术讨论版版版版欢欢欢欢迎迎迎迎您您您您！！！！

• 【我的论文】取环术中之我见 

ws
 

 

报告指出虽然生物信息学在科研领域很热，但就业机会并不乐观。另外报告还对在生物信息

过结果却值得怀疑（MS的起薪平均超过10万$)。  

 

国外的信息生物学高峰期已经过去5年以上，但国内的生物信息学好象刚刚起步，因此在

国外做这一方面薪酬很低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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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百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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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zhiyong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通过基因组测序，蛋白质序列测定结构解析等实验，分子生物

始数据，需要利用现代计算技术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管理以便于检索使用

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建立计算模型，进行仿真、预测与验证，因而出现生物信息学，

展。 

现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完成，人们的注意力已从基因组测序转向对基因组表达的分析

也是生物信息学面临的主要课题。人们注意到无论是基因的表达还是蛋白质的功能，在很多情

相互作用的结果，要对它进行分析与预测，必然涉及数学、物理、计算科学、系统科学

用，因而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需要多个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不仅

又是如此之大，它更需要全国、全世界的科学家的通力合作。 

 

 

http://doctorzengzhiyong.blogchina.com 

 

ttdcs
 

 
生物信息学是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技术运用到生命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重大交叉

学科的人才将成为国际、国内最紧缺的人才类型之一。运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

究所获得的数据中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生物学和信息学交叉、结合，从而形成的一个

的进步所带来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美国已经出现了大批基于生物信息学的公司，希冀在基因工程

领域掘出财富。生物信息工业潜力巨大。 

 

 

动物组织基因组快速提取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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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ws wrote: 

报告指出虽然生物信息学在科研领域很热，但就业机会并不乐观。另外报告还对

做了些抽样调查，不过结果却值得怀疑（MS的起薪平均超过10万$)。  

 

国外的信息生物学高峰期已经过去5年以上，但国内的生物信息学好象刚刚起步

很热的。我想这也是国外做这一方面薪酬很低的原因吧！！！ 

 

 

老兄，你认为10万很低？！那看来您一定是位高人，许多人都怀疑它偏高。 

 

 

• 【求助】病例贴 

zlyang
 

 

丁香园中级站友   

 

很久没上来看了，看着大家对生物信息学讨论这么激烈，我就灌一下水吧。总的来说，

竟是一名新兴的交叉学科吧，今后的发展方向还是以功能基因组学为主，这个肯定的离

但在国外已经形成了生物信息学产业。我想今后中国也必然会走这条道路。 

 

 

• 【 专题】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审已完，二审消息进行中...... 

deadsea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生物信息学应该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正如jewly54所说，生物，数学，缺一不可。不过我认为作bioinfor.的最好和作

容易的事，难的是如何验证model。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生物实验室支持，任何算法，

 

另一方面：除了大力发展bioinfor.的深度，发展bioinfor.的广度也是很重要的。如何使广

何真正让bioinfor.发挥重要性？也是很关键的问题。看看好用的生物软件，有几个是中

把！ 

 

BTW：To jef ，呵呵，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糖是hot的，现在又是RNA了，反正谁也不知道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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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生物医学工程讨论版◆ 

已验证siRNA文库

fly411
 

 
生物信息学在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从而产生，发展。对生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

是对搞生物科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工具，所以对工具的使用就得去深入得学习她，使用她

信息学必将更快更稳得发展........... 

 

 

• 【原创】女，30未婚，临床型医学硕士，心内，今年考上公务员，考博遭内定，还考否

dingdingding6
 

 
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生命科学领域中的新兴学科，面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所产生的

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它无疑将会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我想这与计算机的高速

大处理功能，才可能分析天文数字一样的生物信息，而生物信息又可以用来帮助制造强

有医学、生物学、生态学、计算机、数学、物理、化学等多方面知识。它的发展一定是

研究大量的生物及其内部结构、构成，理化过程，得到大量信息，使我们更认识我们，

使我们发现我们的世界的过去、现在，展望我们的未来。作为一名医生，我们也是研究

一分力。 

 

 

GLUCIDEX®

song106
 

 
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基因组学的研究从结构基因组学过渡到功能基因组学，即从

生物信息学不只是一门为了建立、更新生物数据库及获取生物数据而联合使用多项计算机科

限于生物信息学这一概念的理论性学科。事实上，它是一门理论概念与实践应用并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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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和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是当前首要的任务。斯坦福大学

计算机又懂生物学的人才，就象以前我们需要既懂化学又懂生物学的人才一样"。目前，

这种跨学科人才。现在关键在于有关学科间协作和加速培养这批在数学、物理、信息科

生物信息学人才。另外，资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对生物信息学软件、硬件的投

就可以了，建立一套初具规模的生物信息学服务系统，至少需要投资50万美金。 

作为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应用于分子生物学而形成的交叉学科，生物信息学已经成为基因

在我国，生物信息学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展开才刚刚起步，但已显露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数据库，并提供数据检索服务。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为克隆新基因而建立的一整套生物信息系

海生化所、生物物理等在结构生物学和基因预测研究方面也有相当的基础，中科院计算所作

自身优势，也开始在生物信息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相关的研究。南、北方人

物信息学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生物信息学在21世纪会有巨大的飞跃. 

 

 

国际科学编辑推出QQ客户服务

jinsong
 

 

我心飞翔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我对生物信息学非常感兴趣，在此谈一下我的拙见。 

现在的生物信息学发展潜力很大 ，我觉得一切都是可以用计算机算出来的。新算法永远

报道，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人类基因组中存在广泛存在DNA缺失和增加，就是利用了一种

Ａ）”技术。具体内容请参考http://www.dxy.cn/bbs/post/view?bid=116&id=1419895&sty=1

个人觉得生物学专家应该将更多的生物学原理介绍给计算机专家，因为最复杂的计算机是人而不是机器

发展了，里面肯定有生物信息学专家的功劳。 

请大家指正。  

 

 

I think, therefore I am. 

• 【讨论】如何让研发人活得更有尊严 

butterflyha
 

 
我进入http://www.ncbi.nlm.nih.gov/的Nucleotide 来查基因序列的时候，对同一东西会

HPV16的序列的时候，它的complete sequence就会有两种，一种编号是NC_001526,另

列表示什么意思。如NC , K , AF, NM , Z ,AY 等等。请教一下，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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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尿微量白蛋白（ALB）Elisa试剂盒

zengzhiyong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人们的注意力已从基因组测序转向对基因组表达的分析，

是生物信息学面临的主要课题。人们注意到无论是基因的表达还是蛋白质的功能，在很多情

互作用的结果，要对它进行分析与预测，必然涉及数学、物理、计算科学、系统科学、

用，因而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需要多个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不仅

又是如此之大，它更需要全国、全世界的科学家的通力合作。 

近年来，由于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这种世界性的合作提供了网络基础，从而大大地促

流，他们共享已有的数据、资源，相互交流各自提出的分析方法，相互交流、共同协作形成了生物信息

人们已经意识到，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将对我们了解生命，了解人类自身，对于医药，保健

息学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纷纷加大投入，发展十分迅速。同样的，生物信息学

的学科，急待有一本权威而专业的教材，大家有知道的也不妨推荐推荐。 

 

 

http://doctorzengzhiyong.blogchina.com 

• 【讨论】如何让研发人活得更有尊严 

hypesnow
 

 

快乐每一天 

浅谈生物信息学的产生及发展现状 

195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Gatlinburg召开的首次“生物学中的信息理论讨论会"成了生物信息

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到20世纪末生物信息学才真正发展起来。生物信息

学基础之上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如何获取，分析，处理，存储和利用生物信息

和分析工具以及快速的网络通讯成为生物学家必备的工具。由此演进的生物信息学技术

息技术主要包括生物分子信息的检测，分析与应用。  

 

本妹妹是新手，才入门，望多多关照！ 

 

 

• 【读片】髋关节病变 

shepherdcjp
 

 

Protein Zero 

我个人觉得生物信息学最主要的是要有好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基础，生物背景次之，这

话，可能连最基本的生物软件都不能用，而要想出点新的东西，必须要有很好的数学基

生物信息的必备条件 

转贴《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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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 得票 丁当 生物信息学简介 

 

一. 生物信息学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就其萌生而言，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科，因为早在计算机初

Gatlinburg召开过首次“生物学中的信息理论讨论会”；而就其发展而言，却是一门相当年

有伴随着***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它才同时得以获得自身的大发展。无论从

学的实质就是利用计算机科学和网络技术来解决生物学问题。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应时所需

科学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人们在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就已经离不开它了！  

 

二十世纪尤其是末期，生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极大地

的急剧膨胀首先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寻求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去组织他们，以利于对已知生物

量多样化的生物学数据资源中必然蕴含着大量重要的生物学规律，这些规律是我们解决

传统手段以人脑来分析如此庞杂的数据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人们同样需要寻求一种强

作。可以说，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生物科学的重点和潜在的突破点已经由二十世

及其指导下的试验验证上来，生物科学也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分析还原思维到系统整合思

 

那么，我们所寻求的那种强有力的数据处理分析工具就成为未来生物科学的关键所在；

需求的加剧，以数据处理分析为本质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同样获得了突飞猛进

择，计算机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日益渗透到生物科学的方方面面，一门崭新的、正是如火如

学也就悄然而坚定地发展和成熟起来了！可以说，历史必然性的选择了生物信息学——

代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关于生物信息学的定义，由于生物科学家们各自所从事的具体领域不同，因此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理解

其实文字界定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充分发挥计算机和网络在生物科学各个领域的数据处

识生命的本质，这恐怕才是所有生物科学家的共同理解和目的所在。  

 

二、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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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一门研究生物和生物相关系统中信息内容物和信息流向的综合系

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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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和系统的理解

 

从工具的角度来讲，它是今后几乎进行所有生物（医药）研究开发所必需的舵手和动力机

数据资料的分析处理所提供的理论指导和分析，我们才能选择正确的研发方向，同样，

段，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和评价新的观测数据并得到准确的结论。  

 

可见生物信息学在今后的无论是生物（医药）科研还是开发中都具有广泛而关键的应用价

与计算科学、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密切结合的交叉性学科，使其具有非常

药）科研或开发机构自身难以胜任它们所必需的生物信息学业务，残酷的市场竞争及其所

得专业的生物（医药）开发机构不可能在自身内部解决对生物信息学服务的迫切需求，

此，而这种需求，仅靠那些高度分支化和学术化的分散的生物信息学科研机构是远远不能

生物信息学综合服务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  

 

三、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这一名词的来由  

 

人们可能不禁要问，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这一名词是从何而来的呢？这还要从

 

八十年代末期，林华安博士认识到将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结合起来的重要意义，开始留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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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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计算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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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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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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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生物信息学的国内外现状  

 

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其里程碑就是即将完成的、历时13年、耗资数十亿的著名的人

Project，HGP)，因为该计划的完成将为最终揭示人体构造之迷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而

要求而迅速兴起的生物信息学则历史性地成为下一世纪生命科学浪潮中当仁不让的弄潮

 

通俗来讲，基因组是由四种不同的脱氧核糖核苷酸(A、T、C和G)按照特定的编码规则串

蕴藏着生物体中所有的结构信息和控制信息，因此，基因组可以说就是生物体内的控制中心

苷酸序列（RNA），有的就以RNA的形式发挥生物功能，有的则进一步被翻译成为各种

因此，基因组是一本完整地讲述人体构造和运转情况的指南，有了它，就可以揭开有关

密，因而危害人类健康的5000多种遗传病以及与遗传密切相关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

以及多发性硬化症和精神病等，就都可以得到诊断和治疗。  

 

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要测出人类基因组的全部脱氧核糖核苷酸序列（估计其中编码有约

所有功能单位的组织结构形式以及调节机制，并绘制成直观图谱，该计划实现之后更深入的工作就是要弄

有蛋白质的表达情况，最终达到从整体系统水平上认识人体构造与功能并帮助制定有效治

此以外，还要对其它几个属于不同生物进化期的模式生物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如酵母、

可以进行很多在人体内不可能进行的实验研究，是我们了解人类基因组功能的重要工具

工作，而且数据量也在以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长着，所有这些情况表明，生物

靠传统的研究手段是无济于事的，理论和计算将越来越发挥巨大作用，数学、物理、计

海量的数据必须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手段进行收集、分析和整理后，才能成为有用的信息和知

说，只有经过生物信息学手段的分析处理，我们才能获得对基因组的正确理解，因此可以

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为生物信息学创造了施展身手的巨大空间；当然，生物信息学

到生命科学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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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学部门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但由于对生物信息学的需求是如此迅猛，即使是象美国这样

乏的局面。  

 

尽管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各自成立了自己的生物信息学部门或中心，1999年6月

委员会还是建议，迅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建立20个生物计算中心，给予每个中心每年

养，该建议可能在2001年开始实施。  

 

近来，英国鉴于国内对生物信息学专业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所有主要的研究资助机构

Reasearch Council）、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工程学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粒子物理和天文学研究委员会（PPARC，Particle and Astronomy Research Council

Trust]不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应该高度优先地满足对生物信息学技术的需求，而且已

助。  

 

事实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生物信息方面已有较长时间的积累。  

 

从数据库的角度来讲，早在60年代，美国就建立了手工搜集数据的蛋白质数据库。美国

立起genBank数据库，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1982年就已经提供核酸序列数据库EMBL的服

核酸序列数据库DDBJ并于1987年开始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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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机构的角度来讲，美国于1988年在国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基础研究，构建和散布分子生物学数据库；欧洲于1993年3月就着手建立欧洲生物信息

了自己的信息生物学中心（CIB）。  

 

从数据分析技术的角度来讲，早在1962年，Zuckerkandl和Pauling就将序列变异分析与

的崭新研究领域；1964年，Davies开创了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研究；1970年，Needleman

法 ；1974年，Ratner首先运用理论方法对分子遗传调控系统进行处理分析；1975年，

预测RNA二级结构；随着1976年之后大量生物学数据分析技术的涌现，Science于1980

学的综述；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在***十年代，生物学数据分析技术在国外更是

 

从 专业出版业来看，由于没有专业领域专门的期刊，起初的专业文献都散落在各种其他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这本相关期刊，到1985年4月，就有了第一

Application in the Biosciences；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专业期刊已经很多了，包括书面期刊和

(formerly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the Biosciences) 、Acta Biotheoretica 、Bio Informatics Technology & Systems 

Newsletter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和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Biology 等。  

 

从网络资源来看，国外互联网上的生物信息学网点非常繁多，大到代表国家级研究机构

构的网点一般提供相关新闻、数据库服务和软件在线服务，小型科研机构一般是介绍自己的

法的在线服务，总体而言，基本都是面向生物信息学专业人士，各种分析方法虽然很全面

需专业人士来解读。  

 

目前，绝大部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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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酸序列数据库，每天交换数据，同步更新。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

网络共享资源的同时，也分别建有自己的生物信息学机构、二级或更高级的具有各自特色的

务于本国生物（医学）研究和开发，有些服务也开放于全世界。  

 

国内对生物信息学领域也越来越重视，在一些著名院士和教授的带领下，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成

之地，如北京大学的罗静初和顾孝诚教授在生物信息学网站建设方面、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

在基因组演化方面、天津大学的张春霆院士在DNA序列的几何学分析方面、中科院理论

士和孙之荣教授、内蒙古大学的罗辽复教授、上海的丁达夫教授等等……；北京大学于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也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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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总体上来看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一方面，国内生物（医药）科学研究与开发对生物信息

阔，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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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声称提供生物信息学服务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也仅局限于简单的计算机辅助分子生物

目前国内互联网上已经有了几家生物信息学网站，但大部分偏于所有生物（医）学领域的新

含量太少（这其实也是国内生物信息学研究力量薄弱的必然体现），这就与国外有了较

 

五. 生物信息学的最终目的  

 

自从1987年出现Bioinformatics这一词汇以来，其内涵随着科研和现实需要的变化而几经

是一门研究生物学系统和生物学过程中的信息流的综合系统科学，通过它独特的桥梁作用和整合作用

中众多分散的观测资料中获得对生物学系统和生物学过程的运作机制的理解，最终达到自由

 

例如就疾病而言，生物信息学就是要系统地理解导致机体功能异常的生物机制并从而得出科

物信息学就是要系统地解释生物界演化的从微观分子水平到宏观形体功能水平的根本原

中的地位，科学地认识和改造人类的未来。  

 

无论从对生命运行机制的理解方面，还是从药品开发方面来讲，生物信息学就像一部高性能的

杂的数据，释放出来的却是对生命运行机制的高超理解力和相应的药品开发的高效力，

水平上还是从实践水平上都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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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生物信息学当前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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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上，具体如下：  

 

1. 基因组  

 

1. 1 新基因的发现：  

 

包括通过计算分析从EST（Expressed Sequence Tags）序列库中拼接出完整的新基因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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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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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等。  

 

1. 2 非蛋白编码区生物学意义的分析：  

 

非蛋白编码区约占人类基因组的95%，其生物学意义目前尚不是很清楚，但从演化观点

能，由于它们并不编码蛋白，一般认为，它们的生物学功能可能体现在对基因表达的时

义分析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已有的已经为实验证实的所有功能已知的DNA元件的序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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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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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因组整体功能及其调节网络的系统把握：  

 

把握生命的本质，仅仅掌握基因组中部分基因的表达调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命现象是基因

造出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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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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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生物信息学在该领域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 4 基因组演化与物种演化：  

 

尽管已经在分子演化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仅仅依靠某些基因或者分子的演化

不太可靠。例如，智人与黑猩猩之间有98%-99%的结构基因和蛋白质是相同的，然而表型上

使我们联想到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建筑楼群，它们的外观如此不同，但基础的部件组成

件的组织方式不同，这就提示我们基因组整体组织方式而不仅仅是个别基因在研究物种

种所有遗传信息的储藏库，从根本上决定着物种个体的发育和生理，因此，从基因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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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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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情况，由于从RNA到蛋白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的影响，因此仅凭基因芯片技术我们还

质的整体表达状况；因此，近几年在发展基因芯片的同时，人们也发展了一套研究基因

究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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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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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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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蛋白质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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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想了解

远不够的，因为蛋白质的功能是通过其三维高级结构来执行的，而且蛋白质三维结构也不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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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变。因此，得到这些新蛋白的完整、精确和动态的三维结构就成

过诸如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核磁共振（NMR）波谱分析和电子显微镜二维晶体三维

蛋白质三维结构之外，  

 

另外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就是通过计算机辅助预测的方法，目前，一般认为蛋白质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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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辅助方法预测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4. 新药设计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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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物设计成为当前的热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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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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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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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生物信息学的任务远不止于此。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数理理论

述，使得人类能够从一个更加明确的角度和一个更加易于操作的途径来认识和控制自身以及所有其他的生命体

 

 

• 【转载】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 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自尊草自尊草自尊草自尊草
 

 

童童快快长 

丁香园中级站友   

 

也来灌一帖： 

首先，我不是学习生物信息的，所以对生物信息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说错了大家不要笑我

完成，现在全面进入后基因组计划，当然，后基因组包括很多的内容，但其中有一块是重

研究，则主要其结构与功能，结构与功能是相关的，有什么样的结构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功能

了重点。怎么进行结构上的研究，那就是生物信息学的内容了。一个新合成的蛋白序列

四级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个就依靠生物信息学来进行预测了。所以个人认为21世纪将很快

息学的高要求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因为生物信息学包含了生物、数学、计算机等领域的

困难的。 

 

 

起的比起的比起的比起的比鸡鸡鸡鸡早早早早 睡的比狗睡的比狗睡的比狗睡的比狗晚晚晚晚 吃的比吃的比吃的比吃的比猪猪猪猪差差差差 干的比干的比干的比干的比驴驴驴驴

论文写作，论文修改-国际科学编辑

fzxhzb
 

 

看得更远 

很有前途的一个专业！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将造就一批不直接做实验而每天坐在汁算机终端前的科学工作者．

科学”这类提法曾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已经不十分符合当今的科学实践了。一个新的命

物信息学(更确切地说，是计算生物学)与实验生吻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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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生物信息学基础和11J发点的核酸与蛋白质序列都来自实验。即使是高产出的自

这同时也表明以往艰苦卓绝的、大量重复的实验技术已经发展成现代化生产线。不重视

以往的实验成果。 

其次，在全球每天产生以干万碱基对汁数的核酸序列，从中翻译出成千上万的可能的蛋白

办法去逐一确定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只有根据以往积累的数据和经验．对大量新序列进

的问题、进面投入极其宝贵的人力物力。这一决策也得借助计算机完成。 

第三，越来越多的物种的基因组将被基本上完全地测定。那种倾毕生精力研究一个基因

经过去。还会有学者这么做．但他们将只代表一种研究风格，而不再是学术主流。人们

络和代谢网络，细胞间的全部信号转导过程，从受精卵到成体的全部生理和病理的基因表

析的可能性。因发明了一种DNA快速测序方法而同F San8er分享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

究范式的变化指出：“正在兴起的新的范式在于，所有的‘基出’将被知晓(在可用电子方式

究项目的起点将是理论的。一位科学家将从理论猜测开始．然后才转向实验去继续或检验该

物学工作者所认同。 

从根本上说，实验始终起着决定作用。然而，这并不表明事争取决于实验。许多标准的

有那些有深刻思想的、精心设计的、决定性的新实验，才同过去一样，从根本上推动着

往实验生物学的否定，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对它的总结和利用；也不是对未来实验生物学

战。正因为如此，计算生物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实验生物学家的贡献的，而今天的实验生物

跳出实验技师的框架，做出真正创新的研究。物理学在19世纪曾是实验科学，20世纪上半

20世纪下半叶成为鼎立在实验、理论和计算三足之上的成熟的发达学科。生物也是物，

生物信息学是整合了生物学、统计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计算机软硬件工程方面力量的交叉

必然出现科学文化或研究文化的冲突或矛盾。这里，基本上是二种文化的矛盾。生物学

的问题，数学家相计算机科学家往往沉浸厂他们深感兴趣的基础迎论问题，而工程师们则

了的问题，以便于他们制作山能解决问题的“工具”。尽管这样的文化差异在各种交叉学

思维方式上的极大差异，使得生物信息学领域中三种文化的矛盾尤显突出。 

当然，可以令人庆幸的是，出于生物信息学是如此朝气洼勃、令人神往的新兴学科、它真

作，它本能地促进科学家的交流，这三种文化多年来正在逐步地、成功地融合。其中最

育、培训和熏陶的年轻一代生物信息科学工作者的出现。相信，生物信息学学科将在21

的。 

生物信息学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科学，而且由于其涉及生命科学从基础研究到医学

然资源相关的工农业的各个方面，因此，它又是一个跨越整个生命科学的大科学。随着

物技术的发展与数据的积累，生物信息学大科学的本质将日益显现。医药界在21世纪所追求的

学的技术平台上。21世纪生物技术所追求的代谢工程也离不开生物信息学的支撑。未来

用生物信息学的手段。为了适应这佯一个大科学的发展前景，生物信息学要难备更广泛的

学的几项基本任务：数据的收集、管理和利用；方法约研发和服务i人员的培养和训练；

总之当前是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一个有活力的新时代。不少科学家还说它是人类基因组研

础研究的重要成果，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一个年轻人搏击创新的

战略指导和积极参与。它为我国科学界的老中青二结合创造出“友好”的界面。作为一个

科的新兴学科，作为一个博古通今、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应用、跨越整个生物学的大科

 

 

• 【转载】世卫组织称长期用手机可能致癌 建议青少年慎用 

earnest4650
 

 
难得有灌水的机会,小弟也谈一谈: 

首先,生物信息学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学科.它的涵义也随着计算机的高速发展而发展,小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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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结构的预测,它正在完成人们可以想像到的一切任务. 

 

其次,生物信息学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学科,它需要研究人员具有复杂的学科的背景,单靠

学可能更有优势,编程与算法,更是成为热点. 

 

次之,生物信息学是一个时尚的学科,如果你留意最新的动态,你会发现在许多顶尖的杂志

一篇文章. 

 

 

• 【读片】髋关节病变 

zengzhiyong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生物信息学对社会的影响 

 

1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由于基因组学的发展，设计和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生物分子，这些分子可以应用到制

能源各个领域，产生惊人的经济效益，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以基因组学为基础的生命科

最快的部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PTO)在1991年收到核苷酸序列的专利申请有4000件，

上最大的制药、化工和农业公司和企业正在进行改组、合并和结成新的联盟，以加强自身的

Geigy)和Sandoz组成了Novartis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联合体，以其雄厚的资本和R&D不仅

争；他们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不久前宣称，将任命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化学家P.Schultz

所所长，该所将招聘100位科研人员，10年中给予2.5亿美元的资助，以新发现基因的功能

克的近似联盟成为世界第三大公司，占领了全球超过7.5%的医药市场，新公司一年的研

用，它的市场资本总量超过世界上143个国家的年总产值之和。孟山都(Monsanto)这个

有的主要企业，1997年以来，向生物工程和基因组学投资66亿美元，现已彻底改造成生命科

1998年中上涨了5倍，还要把美国的大制药厂--American Home制药公司合并进去。著名的杜邦公司起初想在保留

源企业的同时扩展到生命科学，但未能成功。1998年4月杜邦公司宣布改组成由生命科

就上涨了12%。这还不算，到了5月份，又宣布(尽管在先前曾一再否认)，将把能源公司

成一个生命科学公司。它还用26亿美元购进了一项联合制药风险投资的Merck公司的股

工程。Dow Chemical公司用9亿美元购进一项旨在修饰谷物和食品的联合风险投资的Eli

司宣布它将成为一家生命科学公司。Hoechst公司卖掉了它的基础化学部门，并通过与另

业。 

 

  由于保健策略的重点从治病为主转向个体化的预防，农业、食品和营养业也同生物工程和制

公司正在培育用遗传工程改造的山羊。有一群羊已可生产足够的抗凝血酶Ⅲ(antithrombin

转基因动物生产药物的成本只及用细胞培养的十分之一。Novartis正在修饰玉米，使之能

亿美元购进了两家公司，同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Cargill)联合投资生产和组装遗传

资和销售遗传修饰的谷物。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叫做农作物制造业(agriceuticals)

 

 

http://doctorzengzhiyong.blog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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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胫骨平台骨折的难题【0605】 

zengzhiyong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生物信息学对社会的影响 

2 来自企业的挑战 

 

  尽管在人类疾病基因、微生物、植物基因组测序和功能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头，人基因组内大量存在的重复序列给拼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至今才完成了6%(大约

剩下的94%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998年NHGRI给6个著名的测序中心加强了资助(共6000

亿1千7百万个碱基。各中心都正在为能否完成这个指标而绞尽脑汁。 

 

  1998年5月9日，J.Craig Venter和Perkin-Elmer公司(世界上最大的DNA自动测序仪厂

的的私家公司，投资3亿美元在3年内大体上完成人基因组的全测序。从1999年4月开始

型)，每天可测1亿个碱基，第一年即可完成30亿碱基的99%，第2、3年进行拼接和填补

11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Venter甚至建议政府资助的HGP从事模式生物，如小鼠基因

做(这个公司现已命名为Celera公司，已经装备了300台ABI PRISM 3700型自动测序仪)。

基因组测序新策略的文章。8月中，又有一家在美国加州的遗传数据公司(Incyte药物公司

元把人类基因组中编码蛋白质的序列全部测出，还要找出SNPs，把它们全部定位于一张电脑图

额费用的人开放。面对如此强大的挑战，HGP界的头头们已从最初的震惊中冷静下来，

1998～2003五年计划指标中可以看出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正在全力以赴，迎接挑战。不管

才、知识产权、专利等方面的竞争将更趋剧烈。人基因组计划在进展速度技术路线乃至

 

 

http://doctorzengzhiyong.blogchina.com 

• 【讨论】跨国药企争夺国内研发人才 

zengzhiyong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生物信息学对社会的影响 

 

3 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遗传学的进展在西方世界一直引起宗教界的不安，认为遗传学家要扮演上帝的角色

后担心其对环境、社会和个人产生不利影响的人已不限于宗教界。美国的HGP一开始就充分注意到

项资助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简称ELSI)，

点，一个人的基因组应属于个人隐私，其中含有什么致病基因或对某种疾病的易感基因

出去，被检对象就可能在就业、婚姻、保险等方面受到歧视。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保

婴儿、人工受精乃至克隆人等引发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则更是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因组学的进展，还会引发种种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4 生物信息学的出现和发展 

 

  生物信息学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在信息科学中，生物信息学还是一名幼童，既不成熟

力，给科学家提供了无限机会，仅就爆炸性增长的DNA序列、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收集

的工作，也面临数据增长过快，各种各样数据库的种类愈来愈多的困境，但这也提供了施展

鼠标，就可以浏览和造访世界各地的数据库和站点，从英特网上卸下有用的工具，进行分析

无边无涯的大空间(虚拟实验室)，把全世界的有关数据、图象、软件都调到你的计算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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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想的可能性。然而，数据和站点每时、每日都在迅速增长。人们一天到晚、一年到头

搜集到全部有关的资料，因此即使是搜寻和采集信息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课题，也仍是一

家在1997年发展了一个生物信息搜索和导航系统，自1997年11月13日上网后，立即受到

道理。 

 

  重要的是要从大量不联贯的信息中发现其中隐藏着的重要信息。基因组信息学的首要任

能，如人基因组含有30亿对核苷酸，其中大约有10万个决定各种性状和功能的基因。这

和企业家们最感兴趣的。连一个小耗子的肥胖基因都能卖上亿的美元。过去几十年中，

克隆、定位克隆等方法，总共定位了大约2000个基因。几年前，美、法、英、加、日等

库中的45万个DNA小片段(称EST，表达序列标签)和其它有关信息，在很短时间内(1996)

库中的EST已超过150万个。人类10万个基因中的绝大多数大概都有其EST储存于库中，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大约600名科学家在90年代初联合起来，短短几年

酒酵母的全基因组测序，并找出5885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390个转录rRNA、snRNA和

6000多个基因就能行使生命的一切主要功能了，而在这个计划开始前的数十年总共才有大

如此迅速的进展除得益于洲际大协作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科学的发展和渗透，这种

能在信息科学和计算机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今天才有可能实现。 

 

  分子生物学家一直习惯于分离和分析一个一个的基因，如p53基因在恶性肿瘤或DNA

物学技术的进步和数学家、信息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参与，研究细胞全基因组在生理和各

能性已经出现。1997年美国政府已拆巨资组织科学家们研究肺癌、乳腺癌、肠癌、卵巢

基因组表达的变化。这标志着生物科学正迈向一个新的水平，对于人们认识和掌握生命的

发展医药工业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数据库中储存的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物种的DNA序列和蛋白质信息与日俱增，继结

了进化基因组学。科学家们对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物种的基因组结构和功能进行比较分析

进化、结构和功能的演变，发现其间的亲缘关系，像元素周期表那样把基因和蛋白质分

因在进化树上的位置，或一小段核苷酸序列，或蛋白质的基序、模块、折叠等，即可预测

程显然需要大量生物信息学家长期不懈努力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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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大力发展生物信息学的意义 

 

发展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刻不容缓 

 

自丹麦学者约翰逊用基因(gene)来表述孟德尔在豌豆杂交实验中发现的“性状单位”或“单

沿用了90年，其含义亦随着对遗传物质认识的深化而逐渐具体化。基因的现代定义可表述

段DNA 分子，也可以是一段RNA分子(如RNA病毒)。一个物种的全部遗传信息的总和则

体(单倍体)，也可以指其中的全部核酸。如人类基因组即指人的23条染色体(22条常染色体和

DNA，由23条极长的DNA分子、总共约3×109个核苷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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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70年代起Sanger等已开始进行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到1984年已经先后完成了噬菌体

(16 kb)和Epstein-Barr病毒(172 kb)的全测序。虽然它们的基因组只有几千个到十几万个

经激起科学家们破译人基因组全序列的雄心壮志。1984～1985年在美国能源部的支持下召

行人基因组全测序的草案(能源部计划)。 

 

  1986年3月诺贝尔奖获得者R.Dulbecco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癌症研究的转折

癌症的发生、演进、侵袭和转移的机制，必须对人体细胞的基因组进行全测序，再也不能

研究几个癌基因了。认为这项工作对于认识人的生理、病理、发育、神经系统组成、其

义。并指出这样大的项目必须通过国际大协作来完成。 

 

  建议提出后在科学界引发了一场讨论。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建

到了圣杯(Holy Grail，意指梦寐以求的东西或目标)；反对者则认为实行这个计划按当时

界的大量人力和基金将被这个计划吸去而影响整个生命科学的研究水平；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记载于电话薄那样的书本，也会堆满一间屋子，打开一看，乃是密密麻麻只有四个字母的天

码蛋白质或RNA的序列，百分之九十几可能是“垃圾”，因而主张把大约5～10万个基因的

必去测全序列。经过大约3年的讨论后，美国政府决定于1990年10月正式启动这项将耗

清人基因组大约30亿个碱基的全序列。最初(1990)计划的目标是：描绘全部人类遗传物

有的遗传图和构建所有染色体的物理图，并最终确定全部碱基序列--发现总数超过50 000

究。这个计划还包括对一系列模式生物体基因组的全测序，最初提出的有大肠杆菌、酵母

处于生物演化不同阶段生物体的研究是认识人基因组结构和功能绝对不可缺少的。1993

～1998年五年计划各项指标。随着人基因组计划(HGP)的实施，又有科学家提出一些其

外，一些具有重要生产价值的农作物，如水稻等的研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10月又提出了

政府资助的HGP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能源部承担。NIH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机

国关于HGP的辩论和启动引起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兴趣，并带动了意大利、英国、法国、

国提出各自的计划。通过科学家和政府的共同努力，HGP成为国际合作的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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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基因组学的出现和进展 

 

  1986年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著名人类遗传学家和内科教授McKusick创造了基因组

平研究遗传的学科。这个词一经提出立刻被广泛接受，出现于科学著作乃至大众传媒。

Genomics,Genome, Geno me Research等。但大量关于基因组研究的论文仍发表于各传统

如Science, Nature, Nature Genetics等。基因组学无疑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HGP的实施和发展 美国HGP自1990年10月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发展成一个国际大

史上的大科学项目，如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不但集中了许多国家政府的投入

英，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材料等，促进了“生物信息学”的诞生和发展，推

学成为一门高度综合和跨学科的科学，它面对的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系统，是当前科学发

的典型事件。 

 

  HGP计划本身的进展，由于上述种种有利因素以及来自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而一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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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订2005年完成全测序工作，可望提前2～3年完成。原计划中未列入的人基因组多

学、环境基因组学和药物基因组学等纷纷出台。使人逐步认清：现阶段HGP的完成仅为

构基础，好比一出历史长剧的一个序幕，好戏连台，还在后面，必然要延续到21世纪。

 

  HGP实施以来的将近9年中，由于投入的不断增加和研究队伍的扩大，进展是十分惊

手段，一个测序中心可以安装数十台至上百台自动测序仪，结合机器人操作，电脑储存和分析

生花数年功夫才能完成的数十万碱基大小的序列，现在在一个测序中心已成为小菜一碟

因、支气管哮喘基因等常常成为传媒大肆炒作的新闻，或以数千万美元的高价转让给公司

某基因而使公司的股票升值。 

 

  在模式生物体和病原微生物基因组的测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1996年完成了酿酒酵母

定了5885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140个rRNA基因、40个snRNA和275个tRNA基因。从而第一次知

部基因的数目和大体上的功能分类。1997年完成了大肠杆菌标准株(K12)的全测序，从

序协作组经过多年的精诚合作终于实质上完成了第一个多细胞生物的全基因组测序。基因

基因，40%以上预测的蛋白质产物可在其它生物体中找到相匹配的蛋白，存在多种重复

的体积小(线虫约1mm长)，易繁殖，发育时间短(3天)，通体透明，便于观察，成虫由959

细胞，111个肌细胞和34个肠细胞)，于是线虫便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平台

的重要成员。今后，随着拟南芥、果蝇等模式生物全基因组的完成，研究的水平和速度

 

  在此前后，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如流感嗜血杆菌、生殖器支原体

杆菌和梅毒螺旋体等影响千百万人健康和生命的病原体的全基因组序列均在最近几年内

制，设计诊断、预防和治疗新方法、新途径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将为拥有专利的药

 

  如幽门螺杆菌可能同胃、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同胃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结核病长

獗，不但危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发达国家也卷土重来，每年造成300万人死亡，结

的诊断方法及有效的治疗药物提供了新途径，1998年10月法国科学家已经找到结核杆菌的致病基因

病自16世纪危害人类以来，始终未能在体外培养繁殖其病原体，因此至今无法制备疫苗

的努力，终于完成梅毒螺旋体全基因组的测序；而且从全序列的分析中初步了解到这种

么不能在体外培养繁殖的原因。在弄清基因组的全序列后，科学家们十分乐观地预言，

入遗传学研究和制备疫苗的前景已经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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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泌尿系统典型症像(挺好的，很形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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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应用与发展研究  

 

基因组信息学的研究结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可直接应用到工农业生产和医疗实

 

与疾病相关的人类基因信息的汇集以及病人样品序列信息检测技术的发展  

 

很多的人类基因是和疾病有关，有人估计与癌症相关的原癌基因约有一千个，抑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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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种人类基因的变化相关联。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深入，当我们知道了全部八万到十万

的序列特征以后，人们就可以有效地判定各种分子疾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两项工作是重要的

因信息数据库，二是发展快速、有效的对患者血液、体液、组织等样品进行测试和序列信息

若干与疾病相关的数据库，其他技术也在发展中。  

 

建立与动、植物良种繁育相关的基因组数据库。  

 

随着人类基因组、水稻基因组以及各种模式生物基因组的解译，根据不同物种间的进化距

到各种家畜、经济作物与其经济效益相关的基因，进而对它们按照人们的愿望加以改造

 

发展基于序列信息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分子生物学常用的表达载体、PCR引物以及各种试剂盒的设计必须依赖于核酸的序列信息

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总之，当前是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一个有活力的新时代。不少科学家还说它是人类基因组

研究重要成果，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未来的几年中DNA序列数据将

机会，尽早利用这些数据就可能走在国际科学界的最前沿。 

 

对于我国基因组研究的发展方向，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

的认识。他认为，我国目前基因组研究还存在着分散、资源的集成度不高等问题，呼吁

打破部门界限，统一协调，迅速制订我国在今后5—10年内基因组研究的总体规划。陈

架图”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要向第二阶段“完成序列图”继续推进。同时我们应该在细

基因组测序中，注意选择那些既促进我国生物技术和制药工业发展，又为国际人类基因

人类遗传资源极为丰富，因此，功能基因组学和医学（或疾病）基因组学应成为今后我

学，只有使它能够为老百姓防病治病，才有生命力。 

 

 

http://doctorzengzhiyong.blogchina.com 

• 【讨论】跨国药企争夺国内研发人才 

zengzhiyong
 

 

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陈竺院士给国家有关领导提出了六大建议：  

 

一、在人类结构基因组学研究方面，拟在1％框架测序的基础上，争取用2年时间，达到

30Mb的最终完成序列图。因为只有注重序列图才是真正的科学里程碑，而且这将使我国

效益为主，极大地推动以基因组注释为主的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生物学体系的建设。  

 

二、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是人类基因组DNA序列变异

基因疾病）易感性和药物反应性差异的核心信息。而且，相当一部分SNP的频率在不同民族

群体专一性。初步研究表明，在若干重要疾病相关SNP的频率方面，我国人群与西方人群有

基因编码序列中的SNP即cSNP和调控区的SNP）的系统目录，将为基于我国人群遗传特

子孙后代的壮举。建议以我国主要人群的50－100个个体DNA样品和若干白种人、黑人的

血管疾病（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代谢类疾病（糖尿病、高血脂症、肥胖病）、神

大疾病或性状相关调节通路的约1万个人类重要功能基因，进行cSNP和调控区SNP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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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建成可供我国生物医药学科和产业使用的数据库。  

 

三、血吸虫病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关心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作图的数据也很欠缺。但一张白纸可以画成最新最美的图画。从我国基因组研究科学队

年内，完成日本血吸虫的全部cDNA克隆，基因组作图和工作草图测序应该是有可能的。

测定取得重大突破之后，进入对寄生虫基因组进行全序列测定的新阶段，从而极大地带动

和经济效益。因此，建议将日本血吸虫列为我国下一阶段模式生物体结构和功能基因组

能进入对基因组更大的哺乳类动物的全序列测定和功能研究。  

 

四、在863计划专项经费和其他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扶持下，迅速建成我国的转基因和基因剔除

大，争取在2003年达到每年产生300－500个转基因和基因剔除小鼠的规模，使我国成为

出口国。此举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功能基因组学的水平，为药物筛选和基因治疗提供实验动

 

五、基因组计划的最终目的之一，是要发展具有治疗作用的基因工程产品和药物筛选和

分析是新药创制的基础。鉴于我国在结构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已有的基础，和可用于高效

重大装置的建设，我们应迅速抢占高通量结构生物学分析的核心技术，争取在3－5年内

－300个／年。  

 

六、建成我国微生物、动植物和人类遗传资源（包括核酸、细胞、组织）样品库，实行集中

外开放，在加速国内基因组计划发展的同时促进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获得我国

 

另外，陈竺院士提醒，在制定我国新一轮人类基因组计划时，应注意基因组科学与生物

接，避免孤军奋战，要吸引数学、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人才和工业界加入基因组科学

入DNA测序、蛋白质组学、大规模自动化操作、计算机和基因组新技术体系的建立，改

的局面。同时，政府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应该有较长期、稳定的专项投入，并将这种投入

基础数据为全人类所有，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互利合作。 

 

针对目前国际上对于人类基因组研究和开发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争论，有专家

何制定相关的法规，既能保护开发者、投资人的利益，使该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正常、

人、某些机构垄断，在法规和政策制定上还需要参考多方面的意见。现在已经在进行这

的进展，这个问题会逐步提出的。同时，也希望和鼓励民族工业，甚至私营企业加入这

生物技术和医药产业在21世纪的大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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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当前生物信息学的重要研究任务 

 

近年来，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破译人类及多种模式生物的

同时产生了巨量的基因组信息。分析这些信息是人类基因组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生物信息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它是把基因组DNA序列信息分析作为源头，在获得了蛋白

间结构模拟和预测，然后依据特定蛋白质的功能进行必要的药物设计。因此在基因组研

拟以及药物设计必然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它们是生物信息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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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地位，并提出了大量的紧迫任务。  

 

1 基因组相关信息的收集、储存、管理与提供  

 

到1998年12月GenBank中收集的核酸序列已达3044000条，它们包含的碱基数目是2162000000

整基因组已被破译，约有至少40个完整基因组正在破译当中。大量基因数据的出现促进

速发展。  

 

1.1 生物信息数据库  

 

建立数据库是存储基因组相关信息的重要步骤，当前在互联网络上可找到与基因组信息相

GenBank、EMBL、GDB、PDB、PIR等数据库更是频繁地被用户检索。在基因组织关数

重视：  

 

a)、建立基因组信息的评估与检测系统 

 

b)、数据标准化 

 

c)、进行基因组信息的可视化和专家系统的研究 

 

d)、发展次级与专业数据库  

 

原始数据是庞大的。在原始数据的基因上，根据不同的特征将其加工，而构建出若干高

便，更重要的是专业人员注入的知识会对用户有很大的启发。著名的二级数据库象：蛋白

库，克隆载体数据库等……。  

 

1.2 以因特网（Internet）为基础的基因组信息学传输网络  

 

用户与数据库间迅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是基因组信息的收集、管理与使用的另一要素。

己的Internet地址和主页（Homepage），同时在网上还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在线（online

 

我国在基因组信息的收集与提供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工作：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建立的

学院建立的EMBL数据库的中国节点。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与日本JIPID的合作，收集了我

国际相应数据库进行交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建立的MEE-HOW服务器等。在数

国自己的数据库；二是与国际常用数据库的有效连接和及时更新。经过努力，相信这一

 

2 新基因的发现与鉴定  

 

发现一个新的基因就能了解与其相关的生理功能或疾病的本质，从而为新药的开发、设计

发现新基因的重要手段，比如在啤酒酵母完整基因组（约1200万bp）所包含的5932个基因中

使用EST序列信息寻找新基因是当前国际上基因争夺战的热点。  

 

2．1 利用EST数据库（dbEST）发现新基因  

 

EST序列（Expressed Sequence Tags）是从基因表达的短c-DNA序列，它们携带着完整基因某些片段的信息

GenBank的EST数据库中已收集了EST序列2,020,608条，其中人EST序列为1,201,241条

序列中包括了大量未发现的人类基因的信息，因此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发现新基因成了近几年的重要

 

2.2 从基因组DNA测序数据中确定编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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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并建立了多种方法。这些方法概括说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

密码子、终止密码子等，另一类是基于编码区的碱基组成不同于非编码区。这是由于蛋白

氨基酸的密码子兼并度不同，同一种氨基酸的兼并密码子使用频率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了，例如，考虑高维分布的统计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分形方法等。将密码学方法用于

 

3 非编码区信息结构分析  

 

虽然对约占人类基因组95%的非编码区的作用人们还不清楚，但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看来

普遍的认识是，它们与基因在四维时空的表达调控有关。因此寻找这些区域编码特征，

的热点课题。  

 

3.1 非编码区中各种组分的分类与确定  

 

非编码区（“Junk”DNA）占据了人类基因组的大部分，研究表明“Junk”是许多对生命过

们至少包含如下类型的DNA成份或由其表达的RNA成分：内含子（intron）、卫星（Satellite

DNA、微卫星（Microsatellite）DNA、非均一核RNA（简称hmRNA）短散置元（short interspersed elements

置元（long interspersed elements，简称LINE）、伪基因（pseudogenes）等。除此之外

于非编码序列。一些科学家认为应当把染色体称为信息细胞器（information organelle）。

键步骤。  

 

3.2 寻找新的非三联体的编码方式  

 

是否在基因组中仅存在三联体的编码方式呢？是否传递不同的信息应有不同字长的码呢

基因中的信息传递给由20个字符组成的蛋白质。只有碱基三联体数（43=64）才是大于

组合。所以三联体是DNA与蛋白质间传递信息的最经济编码。按照这样的推理人们可以

体码，因为DNA与RNA的结构单元是一一对应的。如果考虑到人类基因的总数约为5万到

单元的数目也要与此相应，达到若干万个。此时三联体编码方式的区分度就远为不足。

码方式的原因。  

 

3.3 编码区和非编码区中信息调节规律的研究  

 

虽然Jacob和Monod的乳糖操纵子模型给出了基因表达调控的最基本模式，但近年来很多

的。随着基因组研究进入后基因组时代，功能基因的表达谱得以测定，这些深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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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与信息科学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大的两门科学。而这两门科学的交叉融合形成了

新的理念吸引着科学家的注意。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生命科学领域中的新兴学

分子生物学信息，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它无疑将会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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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现象是在信息控制下不同层次上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与传递过程。不同层次是指核酸

整体等，而目前一般意义的生物信息学是基因层次的。生物与信息相交叉的领域是正在

物、信息和微电子边缘领域的基础研究”计划，共包括7个方面：  

 

生物的遗传信息指DNA―RNA―蛋白质、遗传信息――转录、翻译 、遗传密码 、“第二遗传

 

生命活动的调控则包括基因的功能、表达和调控；蛋白的结构、功能和调控；细胞活动

官、系统、整体活动的调控；节律、生物钟；分蘖、生长、开花、结果；营养的吸收、

草、抗逆性等。 

 

生物电磁学与电磁生物学包括1、生物电磁：生命活体在不同层次（电子、离子、原子

同属性（包括思维、精神）活动时以及和外界环境（生命体周围直至宇宙）相互作用时

辐射（包括发光）：频率、强度、频谱 。3、人体信号的调制方式：调幅、调频、编码

。5、电磁场导致DNA突变。6、体内电、离、细胞等分布、极化状态变化导致疾病等。

 

视觉系统与光信息处理包括视网膜神经元回路与信息处理，彩色视觉及彩色图像的编码

 

眼动成象机制及宽视场、消色差动态成象系统，视觉认知机制及其图像信息的智能模式

态立体视锐度等。 

 

脑和神经系统与信息包括：脑的感知觉信息处理原理及其应用 ，学习、记忆、思维 ，

系统新原理的研究，新的计算模型、新型计算机如：神经计算机等。  

 

生物体结构与微光机电系统包括：微光机电系统是当代科技前沿，人能制造出生物体的微

物大分子到细胞基本结构体系的自组装自组织 ，创造新物质的分子工程学研究 ，分子聚集体的化

 

生物芯片、蛋白质芯片等等。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也是信息时代。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有关核酸、蛋白

巨大而复杂的数据，运用计算机管理数据、控制误差、加速分析过程势在必行。从20世

(Bioinformatics)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近年来，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发展为生物信息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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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概述 

 

一、生物信息学概述 

 

  什么是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80年代末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被称为基因组信息学。美国每年都要拨出相当大的经费支持生物信息学的发展。日本的

术的雄心却不见减弱，1998年用于发展基因组生物信息学技术的经费是1997年的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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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地说，生物信息学是用数理和信息科学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生命现象、组织

学科。首先是研究遗传物质的载体DNA及其编码的大分子蛋白质，以计算机为其主要工具

海的DNA和蛋白质的序列和结构进行收集、整理、储存、发布、提取、加工、分析和研

命的起源、进化、遗传和发育的本质，破译隐藏在DNA序列中的遗传语言，揭示人体生理和病理

预测、诊断、预防和治疗提供最合理和有效的方法或途径。生物信息学已经成为生动医学

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也是药物设计、环境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信息学是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以计算机为工具对生物信息进行储存、检索和分析的科

重大前沿领域之一，同时也将是21世纪自然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其研究重点主要体现

(Proteomics)两方面，具体说，是从核酸和蛋白质序列出发，分析序列中表达的结构与

了几个重心的转移：一是将已知基因的序列与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二是

基础的基因分离。三是从研究疾病的起因转向探索发病机理。四是从疾病诊断转向疾病易感性

上述研究提供最基本和必要的信息及依据，将成为基因组信息学研究的主要技术支撑。

破及药物研制过程革命性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就人类基因组来说，得到序列仅仅是第一

(post-genome era) 的任务，即收集、整理、检索和分析序列中表达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信息

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生物信息学的研究范围 

 

  大致可分三类： 

 

  (1)数据库的建立与优化。国际上著名的公共数据库有genebank、swissport、PIR、

 

  (2)培养生物信息学专业人员。 

 

  (3)数据库的理论研究、软件的研制、序列的排列比较(alignment)、对新序列的识别

 

三、意义及现状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将会对生命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它的成果不仅对相关基础学

卫生、食品、农业等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引发新的产业革命。 

 

  因此，各国政府和工业界对此极为重视，投入了大量资金。欧美各国及日本相继成立了生物信息

物技术信息中心、国家基因组资源中心、英国的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日本的国家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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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网络使英、德、法、瑞士等国生物信息资源实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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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信息学发展状况 

 

  生物信息学是多学科的交叉产物，涉及生物、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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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阶段。据悉，国内近年来开展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单位主要有：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内蒙古大学等。 

 

  中国科学院于1997年9月和12月召开了第80、87次香山会议，首次邀请有关专家对该领

片的现状与未来"和"生物信息学"。 

 

  1999年3月9日至10日，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和北京生物技

同举办了"北方生物信息学学术研讨会"。1999年4月6日，北京大学举办了"国际生物信息

 

可以预计，这类学术研讨会将会对我国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被称为「生物学史上划时代工程」的人类基因图谱测序将于今年年中完成，届时，研究

代」。据从日前在沪召开的东方科技论坛上获悉，中国科学家已在这个前沿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的功能，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因组序列变异研究。 

 

面对即将到来的「后基因时代」，中国科学家已开展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以上海肿

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涉及肿瘤生长因子、受体、信号转录、细胞凋亡等基因的相互

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发现一些基因的多态性位点与糖尿病及慢性合并症的发生有一定

职业病研究所通过对钢厂冶炼工、电焊工长期跟踪发现，携带一种名为CYP2DL基因者易

南大学吴健雄实验室还设计出最新的基因芯片。 

 

据统计，中国科学家在功能基因研究和基因组多样性领域共完成研究论文一千八百五十篇

域，并向药学、环境医学和法医学渗透，研究手段与水平与国外相差无几。与会科学家表示

成为主角。 

 

我国首家DNA序列公共数据库开通  

 

我国首家自主开发的核酸（DNA）序列公共数据库（BIOSINODATABASE）于7月3日上午九

国核酸序列的注册登记。 

 

面向全国生命科学研究的核酸序列数据库是由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资助的一个生物信息

研究院生物信息中心和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承担开发任务。经过约3个月开发

作。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将在系统启动后将率先逐步向公共数据库提供十多万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赵国屏副院长说，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公开数据库

够为建立国家级生物信息公共数据库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信息中心副主任李亦学介绍，此次上网运行的核酸序列公共

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了配合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等一系列基因组研究项目而

识产权，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交流和合作。此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核酸序列注册号

于本数据库的同源性搜索；提供序列信息的保护功能；提供基于电子邮件的提交方式。

号，将非常有助于保护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注册号表示了将研究成果提交公共

首先测定了该序列。该数据库将在年底前进入正式运行的阶段。以生物信息导航为主要目的的中

http://www.biosino.org也同时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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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准中级站友  

 

生物信息学新进展 

 

计算机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展，应运而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生物信息学，该

现代生物学所需信息系统框架（支持生物学的信息管理系统、分析工具和通讯网络）的

学（bioinformatics）；旨在理解基本生物学问题的基于计算的研究工作，即计算生物学

基因组研究（Bioinformatics and Genome Research）系列会议于1990年开始举办，1997

第六届国际生物信息学和基因组研究年会，年会的主要议题包括正在出现的新技术、基因的功能分析

的基因和蛋白质发现[1]。现将有关内容简介如下：  

 

1 正在出现的技术  

 

Klingler(Lncyte Pharmaceuticals,PaloAlto,CA,USA)强调基因组学正推动制药业进入信息

据的产生，描述和开发这些数据的信息工具变得对实现基因组研究的任务至关重要。他

因组数据和生物信息学的贡献。  

 

Lipshutz(Affymetrix,Santa Clara,CA,USA)描述了一种利用DNA探针阵列进行基因组研究的方法

检测和多态性筛选方法，可以实现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光介导的化学合成法被应用于制造小型化的高密度寡核

列，这种通过软件包件设计的寡核苷酸探针阵列可用于多态性筛查、基因分型和表达检测

DNA杂交分析，以获得序列、表达和基因分型信息。Milosavljevic (CuraGen, Branford, CT,

分析方法的基因表达检测系统，以及一种发现基因的系统GeneScape。为了有效地抽样

子序列的发生和冗余程度。他在酵母差异基因表达的大规模研究中对该技术的性能进行了

物学功能以及疾病的基础研究中的应用。  

 

2 基因的功能分析  

 

Over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Medicine,Philadelphia,PA,USA)论述了人类

水平的基因功能分析。这一阶段产生的数据的分析、管理和可视性将毫无疑问地比第一

物造血系统红系发生的功能分析的原型系统E-poDB，它包括了用于集成数据资源的Kleisli

具的bioWidget图形用户界面。EpoDB有可能指导实验人员发现不可能用传统实验方法得到的

兴趣的是全新的药物靶，EpoDB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这可能是它最令人激动的地方。

 

Sali(Rockefeller University,New York,NY,USA)讨论了同源蛋白质结构模建。比较蛋白质

称为同源模建（homology modeling），即利用实验确定的蛋白质结构为模式（模型）

（靶）的构象。此方法现在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精确性，并且被认为效果良好，因为蛋白

维结构的细微改变。  

 

Babbit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CA,USA)讨论了通过数据库搜索来识别远缘

和功能的相互依赖性的理解，要求了解自然所塑造的一个特定结构模板的隐含限制。蛋白

的序列中得以表现，因而区分得分低（low-scoring）但生物学关系显著的序列与得分高而生物

Babbit证明了通过使用BLAST检索，可以在数据库搜索所得的低得分区识别远缘关系（

Univeersity,Palo Alto,CA,USA)讨论了蛋白质结构预测和一种仅从序列数据对功能自动模建的方法

白质的三级结构，但数据库中蛋白质序列的数目每18个月翻一番。为了确定这些序列的功能

叠（ab initio folding）方法是两种现有的互为补充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方法；同源模建是通

成的，计算机程弃SegMod就是基于同源模建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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