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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 收集、维护、传播、分析以及利用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获得的大量数据。

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生物学与计算机科学以及应用数学等学

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通过对生物学实验数据的获取、

加工、存储、检索与分析，进而达到揭示数据所蕴含的生物学意义的目

的。由于当前生物信息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

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的存储、分类、检索和分析等

方面，所以目前生物信息学可以狭义地定义为：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应

用于生物大分子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分类、检索与分析，以达到

理解这些生物大分子信息的生物学意义的交叉学科。现代分子生物学的

发展，特别是人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使生物学家所面对的数据不再是实

验记录本上或文献上的几行简单数字，而是公共数据库中数以千兆计的

记录。



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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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比重，但

是，生物信息并不仅限于基因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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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包括基因组信息，如基因的DNA序列、染色体定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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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生物信息学的产生

� 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80年代未随着人类基因组计
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启动而兴起的一门新的交叉
学科。它涉及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依赖于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应用数学的基础，依赖于生物实验和
衍生数据的大量储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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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
术的应用性学科，也不仅仅是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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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

� 生物信息学的产生发展仅有10年左右的时间---bioinformatics
这一名词在1991年左右才在文献中出现，还只是出现在电子
出版物的文本中。事实上，生物信息学的存在已有30多年，
只不过最初常被称为基因组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发展过程

� 20世纪50年代末数学模型、统计学方法和计算机处理宏观

生物学数据。数量分类学、数学生态。

� 应用于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数据库、蛋白质结构分析与

预测。

�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1990年

启动，10年时间完成草图（3x10e9个碱基对，并对30,000

多个基因进行了注释）。

� 越来越多的微生物和其他模式生物也完成了全基因组测序工

作。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过程

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 前基因组时代--生物数据库的建立、检索工具的开

发、DNA和蛋白质序列分析、全局和局部的序列对

位排列；

� 基因组时代--基因寻找和识别、网络数据库系统的

建立、交互界面的开发；

� 后基因组时代--大规模基因组分析、蛋白质组分析。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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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过程
生物信息学的生物信息学的生物信息学的生物信息学的诞生诞生诞生诞生及其重要性及其重要性及其重要性及其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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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ｃ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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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的基本方法：
� 建立生物数据库：核苷酸顺序数据库(GENBANK)、Protein Data 

Bank(PDB)、氨基酸顺序数据库(SWISS-PRO)、酵母基因组数据库

(YEASTS)、美国种质保藏中心(ATCC)、美国专利局数据库(USPO)。

� 数据库检索：Blast

� 序列分析：序列对位排列、同源比较、进化分析。

� 统计模型：如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基因识别、

药物设计。最大似然模型(maximun likelihood model, ML)、最大简约法

(Maximun Parsimony, MP)--分子进化分析。

� 算法：如自动序列拼接、外显子预测和同源比较、遗传算法、人工神经

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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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使用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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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内容

�获取人和各种生物的完整基因组

�发现新基因和新的单核苷酸多态性（1）基因
的电脑克隆（2）从基因组 D NA序列中预测
新基因（3）发现单核苷酸多态（ SNP）

�基因组中非编码区信息结构分析

�在基因组水平研究生物进化

�完整基因组的比较研究

�从功能基因组到系统生物学

�蛋白质结构模拟与药物设计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基因组分析—

�基因芯片—

�药物开发—

�其他—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

将已知的序列与功能联系在一起、从基于常规克隆
的基因分类转向基于序列及功能的分析的基因分类、

从单个基因致病机制的研究转向多个基因致病机制
的研究、从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比较来研究功能基因
组和蛋白质组、从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结构与功能

关系来预测三级结构和功能，并从三级结构和功能
反推可能的序列、通过比较不同生物物种的基因组
来进行分子进化研究。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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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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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

蛋白质组蛋白质组蛋白质组蛋白质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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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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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简称HGP）是美

国科学家在1985年率先提出的，其目的在于阐明人类基因组

DNA3×109核苷酸序列，破译人类全部遗传信息，HGP于

1990年正式启动。随着HGP产生的数据爆炸，一门新兴学

科----生物信息学应运而生。生物信息学是以计算机为主要

工具，开发各种软件，对日益增长的DNA和蛋白质的序列和

结构等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储存、发行、提取、加工、分析

和研究，同时建立理论模型，指导实验研究，它由数据库、

计算机网络和应用软件三大部分构成，在基因组计划中发挥

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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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GP目的之一，就是找到人类基因组中的所有基因。除功能

克隆和定位克隆策略之外，生物信息学为分子生物学家提供

了一条寻找和研究新基因的新思路，即从高度自动化的实验

出发，经过数据的获取与处理、序列片段的拼接、可能基因

的寻找、基因功能的预测一直到基因的分子进化研究。这个

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生物信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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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P的目标大致如下:

� (1)建立一高分辨力的人体基因组图谱。（2）建立
某些选择性模型机体（如大肠杆菌、线虫等）的
DNA和人体染色体的基因物质图谱。（3）测定这
些人体和选择性机体的DNA序列，以俾更好了解正
常基因调控、基因遗传性疾病及其演化过程。（4）

建立软件和数据库以提高应用和判断这些基因信息
的效能。（5）发明有关的创新技术。（6）建立
HGP的伦理学、法律和社会参与的程序。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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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度自动化的实验数据的获得、加工和整理如何将实验室中

得到的生物学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能够处理的数字信息，是生

物信息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转化大量地体现在各种自动

化分子生物学仪器应用上，如DNA测序仪，PCR仪等。这类

仪器将实验所得的物理化学信号转化为数字信息，并对其作

简单分析，再将分析结果用于实验条件的控制，完成高度自

动化的实验过程。从事大规模EST测序和DNA物理图谱构建

的实验室都已建立起高度自动化的机器人系统来完成大部分

的实验工作。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生物信息学的应用生物信息学的应用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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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伴随着实验过程的高度自动化甚至工厂化，从事大规模分子生物学项目

的实验室，每天需要存储的数据可以轻易地超过几千兆字节。这样大的

数据量必须用专门的实验室数据管理系统进行处理，以自动完成包括实

验进程和数据的记录，常规数据分析，数据质量检测和问题的自动查找，

常规的数据说明和数据输人数据库在内的各项工作。由于不同实验室需

处理的数据类型各不相同，目前各个实验室都是各自开发自己的系统，

还没有成熟的可用于不同实验室的分子生物学数据管理系统。但随着测

序逐渐成为实验室的常规工作，对这种系统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此类系

统的发展将成为大势所趋。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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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序列片段的拼接——目前DNA自动测序仪每个反应只能测序500bP左右。

如何将这些序列片段拼接成完整的DNA顺序就成为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工

作。传统的测序技术通常将克隆进行亚克隆并对亚克隆进行排序。这些

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生物信息学提供了自动而高速地拼接序

列的算法，即根据Lander-Waterman模型利用鸟枪法进行测序，再将大

量随机测序的片段用计算机进行自动拼接。这种技术不仅避免了亚克隆

排序所需的大量繁琐的工作，还使序列具有一定的冗余性以保证序列中

每个碱基的准确性。序列拼接算法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

改进：1将已知的基因组知识应用与拼接算法，以进一步提高拼接真核

基因组的有效性。2自动处理自动测序造成的差错，特别是对差错倾向

的EST顺序更是如此。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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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区域的预测

� 在完成序列的拼接后，我们得到的是很长的DNA序列，甚至
可能是整个基因组的序列。这些序列中包含着许多未知的基
因，下一步就是将基因区域从这些长序列中找出来。

� 所谓基因区域的预测，一般是指预测DNA顺序中编码蛋白质
的部分，即外显子部分。不过目前基因区域的预测已从单纯
外显子预测发展到整个基因结构的预测。这些预测综合各种
外显子预测的算法和人们对基因结构信号（如TATA box和
加尾信号）的认识，预测出可能的完整基因。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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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功能预测

�序列同源比较；

�寻找蛋白质家族保守顺序；

�蛋白质结构的预测。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

分子进化的研究分子进化的研究分子进化的研究分子进化的研究：：：：

� 通过上述种种方法我们可以预测出一个新基因的可能具有的
功能。然而预测新基因只是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这
门学科的根本目标是探究隐藏在生物数据后面的生物学知识。
对于基因组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分子序列的
进化。通过比较不同生物基因组中各种结构成分的异同，可
以大大加深我们对生物进化的认识。这种研究已逐步形成一
个称为比较基因组学的新学科。从各种基因结构与成分的进
化，密码子使用的进化，到进化树的构建，各种理论上和实
验上的课题都等待生物信息学家的研究。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1.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分析

分子进化的研究分子进化的研究分子进化的研究分子进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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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最终弄清人
类10 万个基因的起源和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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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排序，得到生物
学的周期表，根据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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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预测其来源、结构、功能
等。这项浩大的工程显然需要大量生物信息
学家长期不懈努力才能完成。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2.基因芯片——基因微阵列或DNA芯片(gene 
microarray或DNA chips)的原理是将几万个
寡核苷酸或DNA作为探针，密集排列于硅片
等固相支持物上，将研究样品标记后与微点
阵杂交并进行检测。根据杂交信号强弱及探
针位置和序列，可以确定靶DNA的表达情况
以及突变和多态性存在与否。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3.药物开发药物开发药物开发药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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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3.药物开发药物开发药物开发药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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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的应用：

4.其他：

� 疾病相关的基因信息及相关算法和软件开发

� 建立与动、植物良种繁育相关的基因组数据库，发
展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

� 研究与发展药物设计软件和基于生物信息的分子生
物学技术

� 寄生虫与流行病学研究、

� 农作物基因组分析、

� 神经科学。



基因组信息学的首要任务

� 基因组信息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发现新的基因和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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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因的定位和分离是当前科学家、

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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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运用经典的遗传学分

析方法如功能克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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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等国的104位科学家，

联合起来利用当时数据库中的45万个D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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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

16354个人类基因进行了定位。



生物信息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 1. 大规模基因组测序中的信息分析
� 2. 新基因和新SNP的发现与鉴定
� 3.非编码区信息结构分析
� 4.遗传密码的起源和生物进化
� 5.完整基因组的比较研究
� 6.大规模基因功能表达谱的分析
� 7.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模拟与药物设计
� 8.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的研究
� 9.建立国家生物医学数据库与服务系统
� 10.应用与发展研究



生物信息学的商业价值

� 生物信息学的商业价值十分显著。国外很多大学，研究机构，

软件公司甚至政府机构纷纷成立各种生物信息机构，建立自

立的生物信息集成系统，研制这方面的软件，重金招聘人才，

期望从中获取更多的生物信息和数据加以研究和利用，缩短

药物开发周期，抢注基因专利，获取更大利润。我国如不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将来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别人的软件，

使用专利基因或购买新的药物。所幸，我国也开始重视这一

学科：南、北方人类基因组中心的相继建成，北大生物城的

破土动工等，标志着我国对生物信息学的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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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习逐渐掌握以下内容：

�搜索网上生物信息学资源

�建立自己的生物信息学数据库和网页

�运用Blast等工具检索数据库

�多序列对位排列

�构建系统发育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