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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北京的冬天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11
月3日, 西山香炉峰那斑斓的秋叶还没来得及飘落, 一

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和紧跟着悄然而至的初雪, 把古都

美丽的秋天毫不留情地带走, 也送走了我们心目中一

位可敬可爱的长者——顾孝诚教授(图1).
顾孝诚教授长者风范、为人师表、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 她去世当晚, 大家难以抑制悲痛心情, 撰写了

悼念文章, 构建了纪念网站.
顾孝诚教授1930年生于上海, 1948年就读于北京

大学植物学系, 1952年毕业留校, 在北大整整工作六

十年, 为北大生命科学学科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创

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蛋白质工程

项目实施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 顾孝诚教

授和美籍华人生物学家吴瑞教授一起, 通过CUSBEA
项目, 选送了四百多名优秀生物学本科生去美国攻读

博士学位, 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军人物, 有

些已经回国.
1997年, 顾孝诚教授创建了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

心(Center for Bioinformatics, CBI), 作为她多年的学生

和同事, 我愿把当年顾孝诚教授创建CBI的点点滴滴从

沉睡的记忆中梳理出来, 与大家特别是年轻读者共勉.

1 建立CBI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 我从北大校办工厂回到生物系,

与顾孝诚教授同在生物物理教研室. 1986年秋, 美国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戴伟·蒙特(David Mount)教授应邀来

北大举办基因工程讲习班, 带来了他编写的序列分析

软件DM, 可在个人电脑PC机上运行. 讲习班结束后,
蒙特教授给了我一盒软盘, 除了程序DM外, 还存有核

酸和蛋白质序列数据库. 从此, 我进入了计算机在分子

生物学中应用领域.
1986年, 863计划实施, 顾孝诚教授任生物技术领

域专家兼蛋白质工程主题组长. 1987年, 北京大学蛋白

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 顾孝诚

教授任实验室主任. 我也有幸加入重点实验室,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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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题组将计算机用于课题研究, 特别是蛋白质结构

分析、比较和预测. 重点实验室购置了一台蛋白质三

维结构显示分析专用设备, 放置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机

房. 在顾孝诚教授的努力下, 北大图书馆给了我们很

大支持.
1991年初, 顾孝诚教授访问英国伦敦癌症研究基

金会(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 ICRF), 回国后第

一时间找到我, 说ICRF有个生物大分子建模实验室,
专门从事蛋白质结构分析和预测研究, 打算从863申
请经费, 让我去那进修.

1991年夏, 我去英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 刚

到伦敦当晚, 住在驻英使馆教育处. 第二天, 实验室主

任迈克·斯登伯格(Michael Sternberg)开车接我. 聊了

几分钟后, 笑着对我说: “你的英语还不错”. 自知英语

不行, 就赶紧实话实说: “和顾老师相比, 我的英语水

平差得太远”. 听到这里, 迈克哈哈大笑, 并告诉了我

一个有趣的故事. 原来, 年初顾孝诚教授和另一位专

家访问ICRF, 迈克介绍实验室研究方向时, 怕来访者

听不懂, 特意讲得很慢, 一字一句, 有时还重复一遍.
没想到刚介绍完, 顾孝诚教授以极其纯正的英国英

语、极其标准的语速, 提出了极其专业的学术问题.
迈克听了大吃一惊, 脸刷地一下红了. “To my big
surprise, she talked beautifully with typical British
English. I was in a shame!”顾孝诚教授幼年时,家里请

英国人当家庭教师. 她专业词汇丰富, 听说读写能力

极强. 改革开放初期, 国外专家(其中包括不少诺贝尔

奖获得者)来访做报告时, 好多单位专门请她做同声

翻译.
这次进修访问, 初步掌握了蛋白质结构分析、预

测的基本方法, 成功预测了癌胚抗原三维结构, 发表

了相关文章. 回国后重点实验室购置了图形工作站和

结构分析软件, 和各课题组合作, 进行了胰蛋白酶、

金属硫蛋白、胰岛素等结构分析和预测.
为推动国内蛋白质工程、蛋白质结构预测和蛋白

质分子设计等领域的发展, 获863计划支持, 1994年暑

期, 顾孝诚教授和Chris Sander博士在北京共同主持了

“中欧蛋白质工程和分子设计”讨论班. Chris时任欧洲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
boratory, EMBL)计算生物学课题组长, 20世纪90年代

初构建了蛋白质二级结构DSSP、蛋白质家族FSSP和
同源蛋白分类HSSP等一系列数据库. 他会说多国语

言, 包括简单的中文, 并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柯三

达”. 会后, 他特地来北大, 考察了当时北大的网络环

境和计算资源. 作为教育网华北地区主节点, 北大校园

网已经建立, 并接入国际互联网.

2 建立CBI的机遇

第二年, 我和顾孝诚教授去英国巴斯参加“基因

组、蛋白组和生物信息学”学术会议. 与会期间, 专门

和Chris探讨了在北大建立生物信息中心的可能性. 他

建议我们申请加入欧洲分子生物学网络组织(Eur-
opean Molecular Biology Network, EMBNet), 以得到该

组织的帮助
[1].

EMBNet成立于1988年, Chris是创始人之一, 主要

成员为欧洲各国从事计算机在分子生物学中应用的科

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其宗旨是为国内用户提供分子生

物学资源服务和培训. 20世纪90年代中期, EMBNet成
员达到28个, 包括英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

等西欧国家, 以及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东欧

国家.
顾孝诚教授于1995~2004年任国际遗传工程和生

物技术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Genetic Engineer-
ing and Biotechnology, ICGEB)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和

主任. 该中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总部设在意大

利. 1996年9月,顾孝诚教授在ICGEB开会时,拜访了该

中心蛋白质结构研究组Sandor Pongor博士, 而Sandor
恰任EMBNet主席. 顾孝诚教授表达了希望加入EMB-
Net的意愿, Sandor十分赞同, 建议我们在10月召开的

EMBNet年会上提出申请.
10月初顾孝诚教授回国后, 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

我, 争取尽快加入EMBNet. 按规定, 申请加入EMBNet
必须得到所在国政府部门批准. 为此, 顾孝诚教授带我

一起到教育部科技司, 向袁成琛司长汇报. 不料那天袁

司长外出开会, 等了一上午也没等到. 直到下午, 工作

人员才和袁司长联系上. 袁司长对顾孝诚教授的工作

和为人十分了解,二话没说,就批准了我们的申请报告.
拿到批件后, 我们立即给Sandor发传真. 按规定,

凡申请加入EMBNet, 必须由申请者到会做报告, 出具

政府部门批件, 承诺为本国提供生物信息资源服务和

人才培训. 当时离EMBNet年会召开不到10天, 申办签

证已经来不及. 出于对顾孝诚教授的信任, 也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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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在北大做了实地考察, 破例由Sandor代表我们发

言, 与会成员投票通过.
为实现我们对EMBNet的承诺, 更好地为国内用

户提供服务, 1997年3月, 依托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

工程重点实验室, 并得到北大计算中心兼教育网华北

地区主节点张兴华主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兼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信息系统主任戴龙基教授支持, 我们成

立了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
EMBNet年会每年举行一次, 由成员单位轮流举

办. 1997年9月, 我赴意大利参加EMBNet年会, 结交了

许多朋友, 如EMBOSS软件包
[2]
开发者Peter Rice和

Alan Bleasby、数据库检索系统SRS开发者Thure
Etzold、荷兰EMBNet负责人Jack Leunissen等.

1998年4月, 我们举办了首届生物信息培训班, 邀

请了五位EMBNet专家担任培训教员, 100多名学员参

加培训班. 1998年10月, EMBNet十周年年会在英国召

开, 应主席Peter Rice邀请, 播放了讲习班实况录像, 给
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9年4月, 我们举办了第二届生物信息讲习班,
十名EMBNet同事应邀做报告或讲课. 参加这次讲习

班的学员共200多名, 除国内学员外, 泰国和埃及各派

一名代表参加. 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赵国屏教授、国

家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学术委员会李星主任在会上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除报告会外, 还举行了为期一周的EMBOSS和

SRS两个软件包上机操作培训.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

研究所郝柏林院士当年已65岁, 以学生身份全程参加

了这次讲习班. 之后不久, 撰写了“尽快组建国家级的

生物医学信息中心”的院士建议, 刊登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简报》上. 此后几年, 我们先后举办了多

次生物信息讲习班、培训班, 为国内生命科学和生物

技术领域广大用户进行了数据库检索、序列分析、蛋

白质结构预测等基本的生物信息技术培训. 2000~2005
年, 郝柏林院士应聘任CBI兼职教授, 指导两位博士研

究生进行禾本科植物基因组复制研究, 解决了国际上

关于水稻中是否存在基因组水平复制的争端
[3].

3 CBI成立初期的困难和顾孝诚教授的努力

3.1 计算资源问题

CBI成立初期, 首先面临的是计算资源问题. 当时

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仅有两台用于

蛋白质结构分析的SGI图形工作站, 根本无法满足核

酸和蛋白质序列数据库检索、BLAST数据库搜索等

基本生物信息服务的需求. 为此, 顾孝诚教授多次找北

大计算中心张兴华主任和图书馆戴龙基馆长求助. 看

到已退休多年的顾孝诚教授为CBI建设跑上跑下、亲

力亲为, 张兴华主任和戴龙基馆长深受感动, 就把他们

新购置的SUN服务器给我们使用, 安装在计算中心和

图书馆机房. 计算中心安排了李笑难和滕小玲等, 图

书馆安排了胡杰和杜晓峰等技术人员负责硬件维护和

系统管理.

3.2 数据资源问题

初步解决计算机硬件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数据资

源问题. 虽然当时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已联网,
但与国际互联网之间的带宽十分有限. 教育网规定, 国
内高等院校浏览国际网站产生的网络流量费用由用户

承担,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师生充分利用国际生物

信息中心的资源. 为此, 顾孝诚教授又去找张兴华老

师. 经张老师与教育网李星教授商量, 在网络IP地址

十分紧缺的情况下, 决定给我们分配十个专用IP地址,
用于从国际生物信息中心下载数据, 存放到我们的服

务器上, 供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免费下载.

3.3 网络带宽问题

为缓解国内用户访问国外数据库网速慢的问题,
建立国外数据库镜像不失为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 .
1999年底, 人类基因组计划构建的第一个数据库GDB
负责人Jamie Cuticchia和技术主管朱伟民访问北大,
举办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报告会和基因组数据库讲习

班 . 朱伟民后任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EBI)数据库系统部门负责人,
曾多次访问CBI, 和顾孝诚教授商讨回国计划. 为此,
顾孝诚教授专门带他去拜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
2011年他全职回国, 受基金委委托, 和多位专家一起起

草了建立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的可行性报告.
基因组数据库讲习班结束后, 我们安装了GDB镜

像. 之后, 又安装了大鼠基因组数据库RGD和瑞士蛋

白质分析专家系统ExPASy等镜像, 为国内用户提供快

速高效的生物信息数据资源和软件工具服务. 安装镜

像, 不仅需要解决计算机系统、软件工具等技术问题,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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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涉及知识产权、网络带宽等诸多因素, 绝不仅仅是

“拷贝数据”那么简单. 2003年, 在时任美国国家生物

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
formation, NCBI)主任David Lipman的支持下, 我们曾

安装了生物医学全文检索系统PubMed Central(PMC),
后因国外出版商的反对而不得不终止.

3.4 经费问题

生物信息中心的建设, 还需要有经费支持. 2000
年, 赵国屏教授担任蛋白质工程主题专家组长, 对我

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 经过努力, 促成专项经费

向北大生物信息中心拨付150万专款, 作为我们的运

行经费. 2001年, 新一轮863计划启动, 李亦学任生物

领域专家兼生物信息主题专家组长. 北大生物信息中

心、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信息中心

和华大基因合作承担了“国家生物信息基地建设”
项目.

4 CBI创建初期的工作

在顾孝诚教授的带领和指导下, 在CBI全体师生

的努力下, 在EMBNet同事帮助下, 我们安装了数据库

查询系统SRS, 序列相似性数据库搜索系统BLAST、
序列分析软件包EMBOSS等常用生物信息分析平

台
[4~6], 开发了基于桌面电脑和Linux系统的便携式数

据库查询系统
[7], 并先后于陈竺院士在上海召开的基

因组大会和郝柏林院士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生物

启发的理论科学研讨会”期间举办讲习班, 向与会人员

推广该系统的安装和使用.
除了安装常用生物信息软件外, 我们也自主开发

了生物信息网络实验室WebLab、生物信息网格ABC-
Grid、基因组浏览器ABrowser、代谢通路分析系统

KOBAS、基因结构显示系统GSDS等分享平台. 构建

了分泌蛋白数据库SPD、植物转录因子数据库

PlantTFDB、叶片衰老数据库LSD、拟南芥激素数据

库AHD、成瘾相关基因数据库KARG、自闭症基因知

识库AutismKB等.
2003年非典爆发初期, 在NCBI鲍一明博士帮助

下, 我们建立了抗击非典生物信息资源网站, 开展了

SARS病毒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
[8]. 四月底的一个周

末, 顾孝诚教授来实验室看望坚持工作的同学. 考虑

到通风问题, 就带大家一起去未名湖边讨论. 走到离

办公楼不远处的小山坡, 看见树丛下一个不显眼的木

门, 门背后是个防空洞, 就风趣地告诉我们, 当年这里

是燕京大学进步青年抗日联络点, 今天成了我们抗击

非典的联络点.
CBI成立初期, 仅有两位课题组长、两位讲师和

一位实验室管理人员. 2004年, 魏丽萍教授从美国全

职回国, 任中心主任, 从事儿童自闭症遗传机制研究.
同年, 芝加哥大学龙漫远教授任教育部长江客座教授,
指导CBI研究生从事果蝇和水稻中新基因起源研究.

CBI是教育部最早批准成立的生物信息学博士点,
上述分析平台的开发和数据库的构建, 绝大部分由博

士研究生完成, 仅1999~2002级研究生就有李兵、陈

新、陈蕴佳、何坤、刘翟、吴昕、高歌、孔雷、吴建

民、张勇、郭安源、孙颖等参与了上述工作.

5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
心建立

CBI自1997年成立, 至今已有20多年. 回顾中心初

创时期顾孝诚教授所做的不懈努力, 不禁对老一辈科

学家为我国生物信息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深受感动.
由于种种原因, 近几年来, 生物信息资源服务不再是

CBI主要任务.
2015年,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

康大数据中心(BIG DataCenter, BIGD)建立, 接下了生

物信息资源服务的接力棒
[9]. 2017年, 鲍一明博士从

NCBI全职回国, 担任大数据中心主任, 与章张、赵文

明副主任一起带领年轻的团队, 发展完善了多组学数

据资源体系, 2019年成为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建立了新冠病毒信息库.

2019年,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加挂“国家生物信息中

心”牌子, 已经成为国际上除NCBI和EBI之外的主要生

物信息数据资源中心
[10], 初步实现了顾孝诚教授、郝

柏林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建立我国生物信息中心的愿

望. 2021年10月,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

生物信息中心)成为EMBnet中国节点, 鲍一明博士任

节点负责人.
为纪念顾孝诚教授对我国生物信息事业的贡献,

顾孝诚教授纪念网站已部署在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国家

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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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表

顾孝诚教授生平:
1930.2 生于上海

1948~1952 北京大学植物系就读, 毕业后留校

工作

1981~1989 任CUSBEA项目中方协调员

1985~1992 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

1986~1992 任863蛋白质工程主题专家组长

1987~1994 任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

程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4~2004 任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

程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5~2004 任国际遗传工程及生物技术中心(IC-
GEB)学术委员会委员、主任

2012.11 因病在北京去世

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大事年表:
1986 863计划开始实施

1987 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重点

实验室成立

1991 顾孝诚教授访问英国伦敦癌症研究基金会

1994 顾孝诚教授和Chris Sander在北京举办中欧

蛋白质工程讲习班

1995 顾孝诚教授在英国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与

Chris Sander商讨建立CBI
1996 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重点

实验室加入EMBnet
1997 CBI成立, 依托单位为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

和植物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

1998 CBI举办首届生物信息培训班

1999 CBI举办国际生物信息讲习班, 郝柏林院士

以学生身份全程参加

1999 郝柏林院士提出“建议尽快组建国家级的生

物医学信息中心”的院士建议

1999 CBI举办基因组数据库GDB讲习班, 朱伟民

参加

2000 CBI获863专项经费资助

2001 CBI和上海生物信息中心、华大基因合作承

担863“国家生物信息基地建设”项目

2004魏丽萍教授任CBI主任,龙漫远教授任CBI长
江客座教授

相关网站:
顾孝诚教授纪念网站 https://ngdc.cncb.ac.cn/edu-

cation/biography/guxc/
CUSBEA项目和吴瑞基金会 https://www.raywu-

memorialfund.org/wp/
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 http://cbi.pku.edu.cn/
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 http://www.pepge.pku.edu.cn/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https://cc.pku.edu.cn/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信息系统 http://www.ca-

lis.edu.cn/
国家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s://www.cernet.

edu.cn/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

中心 https://ngdc.cncb.ac.cn/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新冠病毒信息库

https://ngdc.cncb.ac.cn/ncov/
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https://www.ncbi.nlm.nih.gov/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 https://www.ebi.ac.uk/
瑞士蛋白质分析专家系统ExPASy https://www.ex-

pasy.org/
欧洲分子生物学网络组织 https://www.embnet.org/
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 https://www.icgeb.org/

致谢 感谢北京大学蛋白质和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年来的支持, 感谢朱玉贤院士对本文写作的鼓励, 感谢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鲍一明研究员、上海生物信息中心赵国屏院士和李亦学研究员、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高歌博

士、郭安源博士和徐礼鸣博士对本文的修改意见. 感谢北京基因组所章张研究员、降帅博士和邹东高工部署和维护顾

孝诚教授纪念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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