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paper.edu.cn  

生物冶金中生物信息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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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冶金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项先进技术，它的不断发展将彻底的改变冶

金工业。生物信息学是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二者的

结合，将对冶金工业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了生物信息学、生物冶金以及生物信息

学在生物冶金中的应用前景，提出并探讨了当前在生物冶金领域中应该迫切研究的一些生物

信息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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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metallurgy is an advanced technique, which develops very fast in recent 

years. Metallurgical industry will be changed drastically with the ceaseless 

development of biometallurgy. Bioinformatic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echnique 

which develops fast with the HGP (Human genome project).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will make great influence on metallurgical industry.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bioinformatics, biometallurgy and the applicated possibilities of bioinformatics in 

biometallurgy. It also put forward and disscussed some questions which should be 

urgent researched in biometallu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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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的迅速发展，全球范围内广泛展开

了各物种的基因组学、后基因组学以及包括新药开发在内的新兴生物技术产业的

研究与开发。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将对多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是 21 世纪生命科

学和新兴生物技术发展的基石。生物冶金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具有极

大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将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引入生物冶金的研究与开

发中，必将对生物冶金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针对生物

信息学在生物冶金中的应用做了一些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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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信息学概述 

生物信息学是在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一

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为理解各种数据的生物学意义，运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手段

进行生物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传播、分析与解析的科学
[1～4]

。马来西亚裔

美籍学者Hwa A.Lim首先创造和使用了这个名词
[5]
。Miguel A．Andrade & Chris 

Sander(1997)认为，广义的生物信息学可以定义为计算机科学在分子生物学问题

中的应用
[6]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NIH & DOE，1990)把生物信息学定

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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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达到揭示这些

数据所蕴涵的生物学意义的目的
[7]
。 

当前，生物信息学已经在生物医学、农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学科有了

广泛的应用。同时，它也成为了药物设计、环境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生物信

息学应用到生物冶金的研究之中，必定会为生物冶金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并将

大大促进生物冶金的发展。 

2. 生物冶金概述 

生物冶金是利用以矿物为营养基质的微生物，将矿物氧化分解从而使金属离

子进入溶液，通过进一步分离、富集、纯化而提取金属的高新技术。它具有流程

短、成本低、环境友好和低污染等特点。因此，该技术特别适于处理贫矿、废矿、

表外矿及难采、难选、难冶矿的堆浸和就地浸出，且设备简单、操作方便、投资

少、有利于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当今在富矿、易处理矿资源日渐减少、环保要

求不断提高、现代工业和科技发展对有色金属的需求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生物冶

金更显示出其特有的优越性。80 年代后期生物冶金技术曾作为生物氧化预处理

过程，应用于难处理的含金硫化矿及精矿
[8]
。近来研究表明：生物冶金还可用于

许多有色金属矿石、精矿及综合利用海底锰结核等，其中铜、铀、金的生物冶金

已实现工业应用
[9]
。如果能更好地利用生物冶金技术处理传统选冶工艺不能经济

回收的低品位、复杂、难处理的矿产资源，以及从表外矿和尾矿中回收金属，将

大幅度提高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扩大可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量。随着冶

金科技、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生物冶金将成

为 21 世纪科技前沿领域之一。 



http://www.paper.edu.cn  

3. 生物冶金领域中的生物信息学研究 

生物冶金使用的主要是化能自养型微生物，这类自养微生物或自养细菌又可

以分为硫化细菌、氢细菌、铁细菌和硝化细菌 4 种生理亚群
[8]
。因为用于生物冶

金的微生物数量和种类相对较少，因而相对较易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应

用生物信息学通过对这些微生物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容易、更有目的

性的去筛选微生物，培育更高产、活性更强的浸矿菌种。同时，生物信息学在生

物冶金中的应用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对生物浸出机理作出新的、更加清晰的

解释，在生物冶金中应用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方法，将对生物冶金的发展有巨大的

推动作用。反之，生物信息学在生物冶金中的应用又将促进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笔者认为，目前生物冶金中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3.1 建立浸矿专属菌种数据库 

进行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基本环节，就是要掌握

大量的生物信息。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针对浸矿微生物作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了

大量的研究信息，这就需要建立数据库对其进行存储和有效的管理，而且这些数

据本身所蕴涵的信息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产生具有实用价值的信息。我国

是一个基因信息资源大国，我们应当抓紧建设我国的浸矿专属菌种数据库，为世

界做出我们的贡献，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国外共享生物信息资源。 

目前，生物学数据库已达 500 个以上。在DNA序列方面有GenBank、EMBL

和DDBJ等。在蛋白质一级结构方面有SWISS-PROT、PIR和MIPS等。在蛋白质

和其它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方面有PDB等。在蛋白质结构分类方面有SCOP和

CATH等
[10]

。除了上述公共数据库外，专属数据库的建立也相当重要。通过在其

他权威的数据库中查找或接受由科研人员提交大量与浸矿微生物、极端环境微生

物（主要是耐酸、耐高温菌）相关的信息，同时查询大量的相关文献，对数据库

中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将得到新的生物信息。而这些新信息的查询方法和结果

将对同行业的研究人员提供强大的指导作用，最终将促进生物冶金技术的发展，

并将对专属菌种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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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浸矿微生物的新基因和新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的发现与鉴定 

使用基因组信息学的方法通过超大规模计算是发现新基因的重要手段
[4]
。可

以说大部分新基因是靠理论方法预测出来的。比如啤酒酵母完整基因组(约 1300

万bp)所包含的 6 千多个基因。大约 60%是通过信息分析得到的
[11]
。同样，浸矿

微生物基因组序列的发现也离不开大规模的信息分析，目前我国浸矿微生物基因

组序列的测定工作还不够完善，已测的浸矿微生物基因序列也需要鉴定和识别，

因此，获取浸矿微生物的基因组信息是当务之急。通过大规模基因测序所提供的

关于DNA中核苷酸的序列，采用恰当的算法（如核苷酸语汇法、同源比较算法、

隐藏马尔可夫模型、动态规划算法、线性判别分析算法、决策树法、傅里叶分析

法及基于法则的基因预测算法等），并且综合实验数据来确定那些有用的、相对

有用的和无用的序列片段，从而可能发现各个菌株的完整基因组。 

基因找到之后，接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物种、正常和非正常个体在基因水

平上又有什么差别，这就是通常所说的SNPs (单核苷酸多态性)。构建SNPs及其

相关数据库是基因组研究走向应用的重要步骤
[11]
。针对浸矿微生物，开展以EST

为主，发现新SNPs的研究，将使我们能够从基因水平上发现不同个体之间的差

别，而这些差别所蕴含的信息，很可能就是与提高浸矿微生物活性、效率和抗性

相关的信息。为浸矿微生物的菌种遗传改良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指导作用。 

3.3 浸矿微生物的分子进化研究 

分子进化研究是基因组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通过系统分析、构建进

化树，得出不同属种、菌株间的进化关系，还可以间接的提供环境对不同菌株的

影响，从而指导我们改变条件以使得微生物向着对我们更有利的方向进化。目前

浸矿微生物的驯化改良只是一种传统粗放型的驯化，仍为自然或人工驯化，所得

菌种活性低、抗性差、浸出速度慢，限制了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如果将浸矿微生

物的驯化看作人工选择和生物进化一起的作用。那么，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

环境条件在不同水平时对生物体的作用，则更易于研究环境对生物体基因水平上

的影响。当我们分析出环境条件对生物进化所起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有目的的控制

条件，从而更加精确的控制浸矿微生物的驯化。 

构建出浸矿微生物的进化树，并对其进行评估、进行多序列比对和分析，揭

示造成不同浸矿微生物差异的原因，将为实现浸矿微生物菌株的筛选、基因工程

菌的改造提供理论依据。如，分析浸矿微生物和嗜酸微生物的基因序列，构建进

化树，从而揭示两者的异同，对耐酸浸矿基因工程菌的改造提供理论依据。 

3.4 浸矿微生物基因组的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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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因测序工作完成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进行基因功能预测和分析，从

而为进一步的生物学实验验证提供启发和指导。目前，同源性比较是基因功能预

测的主要方法，同源性比较的生物学依据是：若基因Ａ与基因Ｂ有同源性，则两

者可能具有类似的功能
[4]
。将功能待定的新基因的序列与数据库中已有的DNA或

蛋白质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将得到与新基因具有较高同源性的一系列基因，或

者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通过实验、系统分析获取新基因的功能。这些新获得

的功能信息可以作为分析和预测其他新基因功能的重要线索。同源性比较分为整

体对齐与局部对齐两种类型，由于现有数据库中浸矿微生物的许多基因序列是不

完整的，所以，在同源性比较中以局部对齐为主。浸矿微生物基因功能的分析，

将大大的促进浸矿微生物在基因水平上的研究，将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浸矿微

生物本身、浸矿机理以及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最终促进生物冶金的发展。 

3.5 浸矿微生物基因芯片的研究 

基因芯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可以进行高通量的分析与鉴定，而开展这些工

作的基础则在于成千上万个已知序列、功能的基因探针。目前浸矿微生物基因组

中已知确定序列、功能的片段并不多，所以，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浸矿微生物的生物信息学研究，以重要功能基因作为其分

子遗传标记，构建功能基因芯片，进行浸矿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与功能解析，确

定浸矿微生物基因型和表型的对应关系，从而为生物冶金在菌种鉴定、机理研究

和遗传改良等方面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同时，基因芯片所提供的高通量数据

和信息最终也将大大的促进浸矿微生物的信息学研究。 

4. 未来展望 

生物信息学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应用到生物冶金中，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基因水

平上研究微生物的浸矿行为，对生物浸矿作出更合理的解释，而且对浸矿微生物

这一特殊的种群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从其驯化选育到遗传改良，以及进化关

系的研究，我们将有效的解决目前限制生物冶金发展的难题，日益紧张的资源问

题也将因此得到缓解。新的大量的信息将随着研究的进行而不断出现，生物冶金

专属菌种的研究模式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专属微生物的研究，在研究浸矿微生物

的同时，扩充和促进了生物信息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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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得到很大的发展。伴随着它的发展，各种生物

技术也将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生命信息系统将一一被读取，当这一天到

来时，我们不仅可以运用基因测序去辨别某个微生物是否有应用价值，甚至我们

还可以按照我们所需的功能，去“组装”高效的浸矿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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