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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NA 的分子数字数据存储：现状与挑战 

编者按：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微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2019 年 8 月在 Nature 杂

志发文，对基于 DNA 的分子数字数据存储进行总结，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历史、DNA 数据存储的主要过程、DNA 合成和测序过程中的纠错、用于数据存

储的 DNA 合成、用于数据检索的 DNA 测序等，以及该领域应用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数字数据（digital data）的产生呈指数增长，已经超过了现有主流

存储介质的增长，也就是磁盘（例如，磁带或硬盘驱动器）、光盘（例如，蓝光）

和固态介质（例如，闪存）等现行使用的设备。产生的大多数数据都丢弃了，但

有一部分是必须要存储的。不幸的是，根据目前的趋势，可以留存的数据比例正

在减少，这也是研究开发存储新介质的强大驱动力。存储介质的重要特征包括密

度（每个物理卷的单位数）、保留时间（可以恢复数据的时间）、访问速度（访

问数据的延迟和带宽），以及静态和每次访问的数据能量成本。密度、耐久性和

静能量成本是档案存储1的主要因素，用于长期、未来的大量数据存储应用。主流

数字数据存储通常通过改变材料的特性发挥作用：闪存和相变存储器的电特性、

蓝光光盘的光学特性或磁盘驱动器以及磁带磁性。尽管这些技术发展很快，但也

都接近其密度极限。相比之下，使用尽可能少的原子来存储字节信息会获得更高

的密度，因此分子数据存储极具吸引力。 

尽管存在许多形式的分子级或原子级数据存储，DNA 仍然是一个特别有潜

力的替代品。例如，使用 DNA 的数据存储可以提供高达 1018 字节/mm3 的存储密

度，比当前最密集的介质高大约 6 个数量级。剪切密度也有助于实现分子中数据

的长时间低能耗存储。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 DNA 复制更加容易，例如，通过使

用 PCR，能够以极低的时间和资源成本提供大量数据。一旦数据存储在DNA中，

就可以利用 DNA 杂交过程进行数据操作，例如对数据进行图像相似性搜索。最

后，考虑到它们在生命科学和医学中的广泛应用，会有 DNA 测序仪（读卡器），

因此，DNA 可能具有永久相关性。出于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研究目的，DNA

存储将会受益于 DNA 编写和阅读领域的快速发展。 

与传统介质相比，DNA 还具有其他优势。DNA 经受了自然界的时间检验，

可以从数千年前的化石中读取序列；在避光、合理的温湿度条件下，DNA 可以

                                                             
1档案存储（archival storage）：一种将信息保留在计算机内部存储器之外的储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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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几个世纪，而一般的存档存储介质，例如商用磁带和光盘仅能维持几十年。

档案存储介质维护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介质老旧过时的问题，例如，美国

国会图书馆花费相当大的资源将数据转移到新型磁带中，磁带驱动器只与少数前

几代磁带兼容。另外，传统存储介质的拷贝时间与要复制的数据量和需拷贝的副

本数量相关。DNA 存储则不同，它可以通过固定时间的过程（例如 PCR）进行

大量的数据复制。 

DNA 数据存储的基本过程包括将数字信息编码成 DNA 序列（编码），将序

列编写入 DNA 分子（合成），进行物理调节并将它们组织到文库中进行长期存

储，实现选择性检索访问（随机访问2），读取分子（测序）并将其转变为数字数

据（解码）。本文主要总结了 DNA 数据存储编码和解码领域的最新技术，讨论

随机访问和保存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主流应用尚未解决的挑战，并将其与基因合

成的挑战进行对比。 

1. DNA 数据存储简史 

利用 DNA 进行数据存储的基本概念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时

Norbert Wiener 和 Mikhail Neiman 探讨了“基因记忆（genetic memory）”的概

念。然而，当时 DNA 测序和合成技术还处于萌芽期。直到 20 年后（Dawkins 在

其 1986 年出版的《盲眼钟表匠》一书中讨论了这个想法），Joe Davis 首次使用

生物艺术片“微核”试验证实了 DNA 数据存储的概念。Davis 将古日耳曼文的

“女性地球（female Earth）”编码为一个 35 位的图像。1999 年，一种在纸上的

DNA 微粒子中隐藏秘密信息（隐写术）的方法再次证实了这一概念。这种微粒

子方法不是首个方法，但在 2012 年之前，它是唯一存储或恢复过程不包括体内

步骤的 DNA 数据存储方法：从 Davis 的项目开始，所有其他后续工作（直到 2012

年）都在活细胞中进行数据存储。表面上，这既是一个战略决策，也是一个实践

的决策，因为合成 DNA 通常克隆到复制载体中以促进正确合成序列的测序和选

择。 

20 世纪 20 年代初，该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Church 和 Goldman 等重新审

视了 DNA 数据的概念，分别将成百上千字节的数据进行存储并观察到有可能在

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实现读写过程中的 DNA 数据存储。图 1 展示了该领域研发

                                                             
2随机访问（random access）：能够选择性存储的部分数据，从而避免读取全部已存储数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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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时间轴、数据量以及使用的主要技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容量方面呈

现明显的指数增长率，仅仅 6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大约 3 个数量级的进展。大多数

研究是基于磷酰胺的 DNA 合成法，该方法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索和完善。酶

促 DNA 合成仍然是新兴的研究领域，但也已经用于数据存储。对于数据读取来

说，大多数研究是通过合成的测序法，这是 Illumina 公司推出的一种商用测序方

法。最近，多个团队利用牛津纳米孔技术微型平台，通过纳米孔测序法成功实现

了数据解码，尽管数据量仍然有限，人们期待通过不断的研究这些通量将有所增

加。 

综上所述，DNA 数据存储的大多数早期工作都涉及体内克隆和存储组件，

称为“水印或隐写术”。最近，体内 DNA 数据存储的一个新兴分支是利用合成

生物学研究进展来记录生物体基因组的新信息。尽管细胞相对大小导致了整体数

据存储密度较低，体内 DNA 数据存储不太可能成为一般主流数字数据存储的可

行替代方案，除了活细胞中天然 DNA 的修饰和额外的复杂性之外，体内 DNA

数据的记录和存储可以实现新型应用，例如，记录有关细胞历史和环境信息。这

样的系统被视为是按照细胞内的时间顺序记录动态分子事件并保存数据以便之

后读取的分子磁带。 

 
图 1 DNA数字数据存储相关主要成果的时间线 

时间线是进行湿实验室的实验演示研究，包括 DNA 数据的合成、存储和读取方式以及是否

支持随机检索访问。ONT：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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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程概述 

DNA 数据存储主要包括四个步骤，如图 2 所示。 

 

图 2DNA数字数据存储的主要步骤 

首先采用计算机算法将一系列字节转换成为 DNA 序列。然后机器合成 DNA 序列（编写），

产生每个序列的多个物理拷贝。以磷酰胺为基础的固相合成可以在柱上合成（低通量）或固

相介质上阵列合成（高通量）。合成后的的 DNA 材料可以克隆并存储在生物细胞内（体内），

或者体外（更常见），例如在溶液中冷冻或干燥从而防止环境干扰（存储）。通过随机访问

（检索）的过程选择性地获取 DNA数据。使用映射到编码过程中所生成特定数据项的引物，

采用基于 PCR 的扩增实现 DNA 数据池的随机访问。最后，自动化测序仪可以获取一组对

应于它们所检测（读取）分子的数据。最常见的测序方法是 Sanger（低通量）测序法和合成

仪器测序法（高通量，例如 Illumina）。最近（例如来自 ONT 的）纳米孔测序法也已经用于

实时数据读取。 

编写。DNA 中数据的编写从编码开始：采用计算机算法将一系列字节转换

为 DNA 序列，然后合成得到 DNA 序列，产生每个序列的多个物理拷贝。DNA

序列是任意的，但长度有限，就像字节串被分成小片段，在后续过程中重新组合

成原始数据。为了实现重新组装，必须对每个片段进行索引或者在不同 DNA 片

段中包含重叠序列。Heckel 等从理论上确定了索引方法的存储容量并证明基于

索引方法的编码方案是最优的。对于任何有趣的信息量，都需要合成大量不同的

DNA 序列，因此基于阵列的合成方法很有潜力，该方法可以并行合成许多独特

的序列。 

存储。一旦 DNA 合成，就需要进行存储。Organick 等估计分离的 DNA 池

可以存储在 1012 个字节中。因此需要这样的池库来扩大存储系统规模。 

检索。如果需要提取数据项，就要对相应的 DNA 池进行物理检索和取样。

为了避免读取池中的全部数据，需要类似计算机那样的随机访问或者从更大集合

中选择性读取特定数据项的能力。这个功能在主流数字存储介质中已经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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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相同的分子池中缺乏数据项的物理组织，因此分子存储在这方面具有更大

的挑战。可以通过选择性过程，例如，对应数据的磁珠探针分离方法或是在编码

过程中使用数据存储相关引物，采用 PCR 的方式来实现 DNA 数据存储中的随

机存取。 

读取。选定 DNA 样本后，下一步是测序，产生一组与测序仪检测到的分子

相对应的数据，然后以很大的概率将这些读数解码，恢复为初始的数字数据。操

作的成功取决于测序的覆盖率和整个过程的错误率。 

3.编解码过程中错误的处理 

DNA 合成和测序过程中容易出错。有关 DNA 数据存储的报告称，每个碱基

在每个位置的错误率约为 1%。更准确地说，对于 DNA 链中的一个特定位置，

当合成和测序时，大约 1%的概率在读取时将会在该位置出现错误。这些适用于

Caruthers 化学方法的阵列 DNA 合成，以及 Illumina 仪器进行的合成测序。有趣

的是，Yazdi 和 Bornholt 等发现，大多数错误是由测序引起的。Organick 等指出，

纳米孔测序的误差约为 10%。Heckel 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误差主要来自合成和

测序，DNA 操作、PCR 和存储也可能导致擦除3，即某些序列在混合物中的数量

不成比例的偏低。 

对存储应用程序中的最终用户来说，暴露出来的这种程度的错误将是灾难性

的。因此，将纠错码4覆盖在原始存储介质上至关重要。有趣的是，现代磁性介质

的原始错误率约为 1%。简言之，可靠的数据存储和检索需要适用于所有类型介

质（和通讯渠道，例如无线电）的校正方法。事实上，被称为信息理论或编码理

论的计算机科学领域，正在致力于开发可以在噪声介质和通讯渠道中可靠传送数

字数据的编码方案。与 DNA 相关的有趣的点在于：与其他只能替换错误的存储

通道不同，DNA 通道还可以进行基本插入和删除，这使得编码更具挑战性。 

3.1 纠错码基础 

纠错码是添加冗余信息，增加了即使在有错误或丢失数据的情况下也可以检

                                                             
3擦除（erasures）：删除书写、记录的材料或数据。 
4纠错码（error correcting codes）：在数据存储、传输等过程中对数据进行数学处理，纠正插入数据中的错

误。该过程通常涉及计算数据，并将其与数据一起存储和/或传输，并使用冗余信息来纠正这些错误。内

部代码是指在单个链中进行编码从而纠正本地错误。外部代码是指增加全新的附加链来解决内部代码未涵

盖的错误，例如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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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原始信息的可能性。冗余度越大，存储过程对错误（或缺失）的容忍度就越高。

冗余具有两种基本类型。物理冗余5源于特定 DNA 序列的大量物理拷贝，逻辑冗

余源于 DNA 序列中编码数据时所嵌入的附加信息。使用柱式或微阵列介导的

DNA 合成，可以自然产生同一 DNA 序列的大量物理拷贝。尽管物理冗余有助于

耐受衰变并最终平衡合成和测序过程中的错误，但依然不足以保证高概率的误差

自由度。例如，尽管存在很大物理冗余，Church 等的研究在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

冗余的情况下并没有实现零字节的误差。下面介绍几个逻辑冗余的方法。 

 
图 3编解码过程概述 

这个过程首先将二进制数据转换成更小的字节序列（有效载荷），每个字节序列都对应一条

DNA 链。将序列号（寻址信息 Adr）添加到每个字节，并且数据可以选择性的随机化，例如

使用种子生成的伪随机密钥来执行异或运算。接下来，可以将额外的冗余添加到总体需存储

数据的代码中。为了结束编码过程，这些字节会转换成碱基，在每个序列（ID）的尾端添加

引物靶向序列。在解码过程中，一旦进行 DNA 测序，读取的结果则用于重建（假定的）原

始链，接着被解码成为字节。最初添加的冗余用于通过代码恢复任何丢失的信息并更正剩余

的错误。这个过程与表 1 中列出的大多数处理过程相似。Church 等首先使用地址对散布在

多个序列上的数据进行重组。Organick 等还独创性地包含一个将可能对应相同原始字节序列

的读数汇总成组的步骤，这将实现对可能覆盖率较低的删除、插入和替换问题的容忍度。每

一组都被处理从而重建可能的原始 DNA 链，最后将代码还原。 

 

多个研究项目开发了 DNA 数据存储编码从而解决了读写错误和 DNA 随时

间降解的问题。图 3 概述了编码和解码过程。当字节被编码成 DNA 序列时，它

们会进行一系列的转换和检查。当字节数量超过了一个 DNA 序列的容量时，可

                                                             
5物理冗余（Physical redundancy）：每种 DNA 种类存储的拷贝数。表 1 中所引用的研究工作并不总是提

供物理冗余，因此将序列覆盖率用作该数字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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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当前技术进行序列合成，将这些字节分割成更小的序列。大多数 DNA 数据

存储研究为每个较小的序列添加索引从而在原始文件中标识其相对位置，例如表

1 的重组栏。这些序列可能使用已知种子生成的伪随机数执行逻辑“异或”运算

6从而确保 DNA 链的不同，通过编码增加冗余（例如里德-所罗门代码），以达

到纠正错误的目的。不同的编码器使用不同的规则将字节转换为序列。常见的转

换规则是避免重复碱基（同聚物），并且在序列两端增加靶位点。 

表 1 体外 DNA数据存储的演示举例 

研究 
总体数

据 
合成 序列 

物理冗余 

（覆盖度） 
重组 

链长度 

（核苷

酸） 

逻辑密度

（每个核苷

酸字节数） 

逻辑密度

（仅有效

载荷） 

是否随机

访问 

Churchet al 650 kB 
磷酰胺 

（沉积） 
合成测序 3000× 索引 115 0.60 0.83 否 

Goldmanet al 630 kB 
磷酰胺 

（沉积） 
合成测序 51× 

部分

重叠 
117 0.19 0.29 否 

Grass et al 80 kB 
磷酰胺 

（电化学） 
合成测序 372× 索引 158 0.86 1.16 否 

Bornholtet al 150 kB 
磷酰胺 

（电化学） 
合成测序 40× 索引 117 0.57 0.85 是 

Erlich 和

Zielinsky 
2 MB 

磷酰胺 

（沉积） 
合成测序 10.5× 

Luby

种子 
152 1.18 1.55 否 

Blawat et al 22 MB 
磷酰胺 

（沉积） 
合成测序 160× 索引 230 0.89 1.08 否 

Organicket al 200MB 
磷酰胺 

（沉积） 
合成测序 5× 索引 150-200 0.81 1.10 是 

Anavy et al 8.5 MB 
磷酰胺 

（沉积） 
合成测序 164× 索引 194 1.94 2.64 否 

Choi et al 854 B 
磷酰胺

（柱） 
合成测序 250× 索引 85 1.78 3.37 否 

Yadzi et al 3 kB 
磷酰胺

（柱） 

纳米孔测

序 
200× 索引 880-1000 1.71 1.74 是 

Organicket al 33 kB 
磷酰胺 

（沉积） 

纳米孔测

序 
36× 索引 150 0.81 1.10 是 

Lee et al 18 B 酶法（柱） 
纳米孔测

序 
175× 

NA

（单

个） 

150-200 1.57 1.527 否 

表注：表中包括所使用的合成和测序方法、编码和解码方案，以及每种方法的随机访问属性。

关于不同计算机代码的研究揭示了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Church 等的研究：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sci/suppl/2012/08/15/science.1226355.DC1/Church.SM.pdf 。

                                                             
6逻辑“异或”运算（Logical ‘exclusive- or’ operation）：仅当输入不同时输出为真的逻辑运算（即 0 xor 0 

= 0; 0 xor 1 = 1; 1 xor 0 = 1; or 1 xor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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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man 等的数据：https://www.ebi.ac.uk/goldman-srv/DNAstorage/。Organick 等的测序数据：

https://github.com/uwmisl/data-nbt17。Erlich 和 Zielinsky 的计算机编码和测序数据：

http://dnafountain.teamerlich.org/。 

 

第一个现代纠错码出现于 19 世纪 40 年代。所有纠错码在准备存储或通过渠

道进行传输的原始数据上增加冗余。接收器可以使用这些额外的冗余数据检查收

到的消息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再潜在地重建原始数据。需要添加的冗余数据量

可以根据渠道的噪声分布、使用的代码以及成功解码的期望概率而变化。 

里德-所罗门代码（Reed–Solomon codes）规则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通

常用于 DNA 数据存储，也可用于其他各种应用，例如光盘（压缩型、数字视频

和蓝光光盘）、二维视频代码（快速响应（QR）代码）和数据传输（例如 WiMax）。

里德-所罗门代码的基本思想是将原始数据映射成为一组符号，是被编码数据相

当小的基本单位。符号映射到线性方程组中的系数，方程的解被映射回原始数据。

这些可以更正两个问题：原始符号的丢失（删除）和原始符号的损坏（错误）。

更正错误和删除可能需要不同的冗余和计算工作量。DNA 数据存储和其他用途

的关键在于相同代码可以纠正这两种类型的问题。 

其他纠错和缓解机制已经被提议用于 DNA 数据存储。虽然本身不是纠错码，

但可以采用 Goldman 等的移位模式，使得数据片段在 4 个不同 DNA 序列中以不

同的偏移进行重复。例如，一段数据可能出现在第一个 DNA 序列的前 1/4 处，

第二个序列的 2/4 处，另一个序列的 3/4 处，最后一个序列的后 1/4 处。实际上，

主要目标在于将片段信息定位于不同序列上从而避免 DNA 链上相对位置带来的

系统误差，这些误差可能是合成和测序导致的。结果是，序列在重叠的基础上重

新组合。 

Bornholt 等人提供了一种强度较小的解决方案。与在多个位置重复相同的信

息不同，该方案采用一种异或运算将多个信息片段整合成为一个或多个额外部分。

这个机制减少了所需的额外工作，但仍然没有里德-所罗门代码规则那样高效和

稳健。Grass 等率先提出使用基于里德-所罗门代码的内部和外部代码。Erlich 和

Zielinski 采用喷泉密码进行 DNA 数据存储，喷泉代码是给定 k 个原始片段的代

码，可能会产生无数个编码符号 k’，从而使用任何 k 或略高于 k 的数据片段来恢

复原始数据。喷泉代码或许是处理删除问题的最佳选择，但它们需要额外措施来



基于 DNA 的分子数字数据存储：现状与挑战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12 期（总期第九十六期） 

检测并更正其他错误（例如，用于检测错误的内部附加代码）。由于代码用于擦

除校正，它们在 DNA 数据存储中的应用最适合于低错误率。 

最近，有两项研究提出使用简并碱基。基本原则是将预先设置的混合碱基作

为符号。例如除了基本符号 A、T、C 和 G 外，还可以同时使用 50%的 A 和 50%

的 T 作为附加符号。这意味着在一个序列的某个位置，能够以 50%的概率找到

A 或 T。由于每个位置不仅提供 4 种选择，因此增加了逻辑冗余。这些方法权衡

了逻辑密度7的改进与额外物理冗余的增加，是符号解析所必需的，因为如果没

有额外的物理副本，则无法确定特定位置的碱基比率。例如将 50:50 的 A 和 T 的

混合物作为额外符号，解决这个符号的最小理论物理冗余是 2，从而在一份副本

中用 A 替代，另一份副本中用 T 替代；由于两种碱基各占 50%，每个位置的最

大理论逻辑密度是 log2（10）或更小。 

3.2 实际 DNA 数据存储工作的比较 

比较了表 1 中在 DNA 数据存储方面值得注意的编码工作。对于每项研究，

总结了 DNA 中编码的数据总量、合成和测序方法、测序的覆盖范围（相当于用

于解码的物理冗余）、重组方式、可采用的 DNA 链长度、总体逻辑密度、有效

载荷的逻辑密度（即忽略其他非数据固有负荷，例如 PCR 引物靶碱基），以及

随机访问是否可用。 

DNA 天然碱基所能达到的最大理论逻辑密度是 2，这是因为一个位置可能

出现的 4 个碱基最多可以被 2 个字节所代表。不过大多数策略的最终结果是密度

较低，一般在 1 左右。原因在于实现随机访问功能（仅包含在总体逻辑密度）所

需的引物靶位点负荷，还有为了推动纠错过程（包括总体和仅有效载荷的逻辑密

度值）所需的编码过程冗余。纠错码需要这种冗余来确保无需单一的 DNA 序列

来恢复数据。可靠的数据恢复所需的物理冗余水平具有测序准备流程、原始测序

错误率（可以通过平均多次读取来降低）的功能，提供的逻辑冗余水平能够提高

对原始错误和信息丢失的容忍度。较低的物理冗余导致更大序列丢失的可能性，

因此需要更高的逻辑冗余来实现高概率恢复。值得注意的是，逻辑密度不是直接

测量物理信息存储密度，而是以字节/克为单位。这是因为实现更高逻辑密度可

能需要更多的物理冗余，因此可能导致整体物理密度的降低。不过更高的逻辑冗

                                                             
7逻辑密度（Logical density）：编码器产生的 DNA 序列中每个核苷酸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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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意味着需要合成更多独特的 DNA 序列，从而导致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字节编

写通量。 

4. 用于数据存储的 DNA 合成 

目前，大多数 DNA 数据存储实验采用的是磷酰胺寡核苷酸合成法进行 DNA

编写。表 1 显示最近已经实现大量数据存储的工作。这种方法以每次添加一个核

苷酸、循环进行的方式延长 DNA 链，可逆地“阻断”单核苷酸从而防止产生不

需要的均聚物。使用酸溶液或利用光不稳定基团的光诱导反应来清除阻碍基团。

每个合成循环将所选单体整合进入现有的聚合体，通过氧化增强结合；使用溶剂

洗去多余的单体，清除最后添加单体上的阻断基团并且调用下一个合成周期或结

束合成过程。最常见的合成错误出现在清除最后添加单体上的阻断基团，因此合

成过程中最常见的错误类型为插入和删除。 

通过调控机制并选择性地将特定碱基添加到特定链上，DNA 合成可以平行

进行。这使得能够在固体基质中的不同点合成不同序列，通常称为阵列合成：序

列被定植在一个表面上，试剂连续流动以循环方式增加碱基。已经实现的技术，

常用的有三种：基于光的阵列（光激活的 pH 变化或光不稳定化学）、选择性地

解块序列（deblock sequences）并同时向所有已解块序列和基于沉积的阵列添加

相同碱基的电子阵列，还有在所需位置选择性增加碱基的沉积碱基阵列。 

DNA 合成通量的增加取决于并行性的提高。这可以通过一种或两种方法的

组合得以实现：增加 DNA 定植的固体基质面积可以提高斑点数量或制作更小的

斑点。为了减小斑点的大小，上述过程必须进一步小型化，这带来了新的物理挑

战：必须缩短光波长或使用光干扰来靶向单个更小斑点；必须制造用于独立操作

更小斑点的电子设备；滴液必须沉积在更小的区域。这些方法都将不可避免地导

致合成过程中错误率升高，每个 DNA 序列产生更少的副本。这对生物技术的应

用来说是个问题，应用需要具有低缺陷率的大量 DNA。不过可以用于 DNA 数据

存储目的：纠错码允许更低的物理冗余和更高的错误率。 

酶法合成的介质是水溶液，与具有一定危险的磷酰胺化学不同。在此过程中，

不依赖于模板的 DNA 聚合酶，例如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TdT）以可控的方

式在无模板的情况下进行碱基整合。这种方法有望比基于磷酰胺的化学合成更快

速、更清洁。酶法合成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实现单碱基添加的酶促调控，例如 TdT



基于 DNA 的分子数字数据存储：现状与挑战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12 期（总期第九十六期） 

酶倾向于在每个循环中催化多个碱基的加入。此外，酶促合成可能以更短的循环

时间、更低的错误率合成更长的链。从近期存储信息的数量上看（表 1），尽管

酶合成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但有望在成熟后实现以更低成本合成长链。Lee 等

展示了使用酶促合成成功进行 DNA 编写并采用纳米孔测序仪读取。该方法探索

了相同碱基不同轮次之间编码信息的转化，巧妙地规避了 TdT 单碱基加入和更

高水平纳米孔序列错误所面临的挑战。 

参考表 1，DNA 数据存储的比较参数之一是链长：尽管其中的一项研究使用

了长链，大多数研究采用片段大约 150-230 个核苷酸。原因在于长链难以获得：

基于酸的去封闭方法需进行反复酸洗，会导致脱嘌呤；基于光学方法会导致图像

漂移。由于磷酰胺合成法不容易获得更长的片段，因此通过组装过程获得更长的

序列（与基因组装非常相似），也增加了编写过程的成本和时间。长链的应用增

加了索引和 PCR 引物的成本。对于上文描述的大多数编码方案，当合成 DNA 序

列的长度从 100 个核苷酸增加到 400 个核苷酸时，成本会出现很大程度地降低，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长度，则很快就会导致收益减少（5%或更少）。 

5. 数据检索中的 DNA 测序 

Illumina 推广的、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测序平台以图像处理和合成测序概念为

基础。单链 DNA 序列附着在基质表面并通过 PCR 拓展成为小型物理拷贝群，然

后将带有荧光标记的互补碱基逐个连接到单个序列上（所有序列并行进行）。荧

光标记产生的荧光图案会以图像形式被捕获，然后进行处理，荧光点的颜色反映

了序列中的单个碱基。接着采用化学方法去除荧光标记，留下互补碱基并设置序

列中需识别的下一个碱基。这种技术可否扩展到更高的通量将取决于更精确的光

学设置以及图像处理的改进。 

另一种势头渐劲的 DNA 测序方法是纳米孔技术。纳米孔技术的基石是捕获

DNA 分子并通过一个电压钳制的纳米孔将其棘轮化，导致通过孔隙的电流根据

传递的 DNA 链序列的不同而产生波动。在 DNA 数据存储领域，纳米孔测序技

术与其他方式相比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时读取数据。也就是说，设备可以实时

获取所流出的数据，有望实现其他技术都无法进行的数据访问应用。使用纳米孔

设备存储 DNA 的主要挑战在于降低较高的错误率，利用纳米孔平台拓展的读取

长度来提高序列通量、合成或组装相对较长的 DNA 链。目前，越来越多的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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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用纳米孔技术进行 DNA 数据的读取，特别是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的便携

式 MinION 设备，但 MinION 的读取通量要低于 Illumina 设备。最近推出的台式

纳米孔测序机（PromethION）可能更适合大规模数据检索应用。尽管与 Illumina

测序仪相比错误率更高，但 MinION 能够以更高的覆盖率（对同一序列进行更多

的读取）进行测序并推断出一致的序列。 

为了获得更高的数据读取率需要更高的并行度和更快的测序周期，这意味着

要更快的化学反应、更密集的感应区域以及较大的流动细胞。这可能涉及合成测

序中的光学读数问题，因为集群需要足够的空间间隔从而避免荧光信号的重叠。

高通量测序的数据储存将需要非常大的流动细胞，会使得这种测序方法不切实际。

相比之下，基于纳米孔的测序很可能提供更密集的读取传感器，因为孔隙大小基

本上可以和 DNA 链的数量级相同。因此，纳米孔测序似乎提供了更好的可伸缩

性路径，而且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误差修正容忍错误率。 

表 1 展示了目前为止使用的大多数合成测序（Illumina）仪器（第 4 列）。

物理冗余（第 5 列）——每个唯一序列的拷贝数——很难实现准确地评估。因此，

使用测序覆盖率作为代表，它是通过测序设备观察到的特定序列的物理分子数量。

这个数值从 5×到 3000×不等，发挥解码和处理测序错误的作用。 

6. 随机访问 

DNA 数据存储的扩大需要选择性读取数据片段的方法，在计算机科学领域

称为随机访问。原因在于如果必须对池中所有 DNA 进行测序才能检索所需数据，

出于性能和成本的原因，这种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幸运的是，选择性提取 DNA

片段是分子生物学工作中的常见方式。两种常用的方法是 PCR 扩增和磁珠分离。 

使用 PCR 进行 DNA 数据存储的过程如下：在编写过程中，系统会将唯一的

引物对分配给不同的数据片段，在合成数据对应的 DNA 序列时包含这些引物位

点。当请求获取某个数据片段时，系统找到相应的引物，扩增含有所需数据的

DNA 序列并对结果进行测序。如表 1 所示，两项独立研究提出并证实了这种以

PCR 为基础的系统将数字数据映射到 DNA 序列上，进而将数据标识符映射到引

物上。这种方法的关键挑战在于引物设计与有效载荷不冲突，在同时需要多个数

据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启用多重 PCR。 

Baum 提出了使用磁珠分离来构建关联搜索记录的理论系统，其思路在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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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有标识符标记的数据项与分子探针“查询（query）”杂交。通过合成所需的

“查询”探针来实现访问，在溶液中退火，提取探针，融化所附的分子数据并对

结果进行测序。Stewart 等通过实验证实了可以直接在 DNA 中进行图像相似性搜

索。该方法将一组图像的特征向量编码到 DNA 池中，然后搜索与查询图像相似

的图像（例如，查找与输入的双筒望远镜图像相似的所有图片）。这个案例阐述

了不局限于简单直接访问 DNA 中数据的潜能。 

即使使用池内的随机访问方法，在一个 DNA 池中收集所有数据也是不切实

际的。极大的复杂混合物扩散时间长，导致萃取率会降低。Organik 等估计用于

PCR 相关随机访问的 DNA 池大小约为万亿字节水平，其数量相当大但依然不足

以满足分子数据存储的需求。为了超越这个限制，可能需要创建一个按需检索的

物理隔离池文库。这需要以一种不太损失密度的方式来完成，也是目前活跃的研

究领域。 

7.面临的挑战 

在短期和中期内，访问延迟8（读取时间）可能会继续比较高（分钟到小时），

但随着带宽（数据读写通量）的提高，体外 DNA 数据存储能够共存或有望取代

商业介质来进行数据存档存储的应用。原因在于档案存储可以容忍更高的延迟并

从较小的印记和较低的静态数据能量成本中获益。 

当前 DNA 数据存储的总编写通量可能是每秒千字节水平。预计在未来十年，

能够与主流云档案存储系统竞争的系统，需要提供每秒千兆字节的读写通量。这

与合成能力相差 6 个数量级，与测序能力差 2-3 个数量级。就成本而言，磁带存

储成本约为每万亿字节 16 美元（2016 年），并且逐年下降 10%。DNA 合成成

本通常是保密的，但业内领先的分析师估计阵列合成的成本约为每个碱基 0.0001

美元，相当于每万亿字节 8 亿美元或者说比磁带高 7-8 个数量级。尽管通量和成

本差距令人望而生畏，但 DNA 数据存储不同于生命科学中的存储方式：由于纠

错码的应用，可以为了速度牺牲精度，也可以显著降低物理冗余。这样可以进一

步推动合成和测序性能的改进。同时，更大的合成介质和更大的 DNA 量将会分

摊成本，这也有利于成本的降低。与生命科学相比，数据存储中每个序列所需拷

贝数的量级要低，更多的平行合成可以改善通量，更小的斑点也将按比例地节约

                                                             
8访问延迟（Access latency）：检索数据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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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用量。 

最终，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是 DNA 分子的物理存储和保存。尽管有人证实

可以读取几千年（有时几十万年）前的 DNA，但是 DNA 的降解速度可能快得

多，这取决于 DNA 所暴露的条件（例如高温、高湿度和紫外线照射可能导致其

降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团队提出了各种为 DNA 提供适宜保存条件

的方法。化学解决方案包括脱水和/或冻干、添加剂（可生物降解的 DNA 稳定剂

或海藻糖）或使用保护材料，例如，用二氧化硅进行化学封装。化学解决方案和

添加剂的制备更迅速，不过封装能够在湿度较高（50%）的环境中提供更长的保

质期和更好的保护。DNA 存储容器具有多种材料和形式，例如滤纸（Whatman）、

不透气的不锈钢微胶囊（Imagene）、塑料孔板（Biomtrica）。这些是为生物样品

量身定制的并能优化纯度，因此密度和成本都会受到影响。DNA 数据存储物理

文库需要在不显著降低密度的情况下提供完整的自动化和可扩展路径，是很大程

度上的开放研究课题。这些系统的自动化面临着多重挑战，自动化系统使其能够

用于大规模存档存储。这样的环境通常要以最小的人为干扰运行。大多数合成和

测序之外的 DNA 操作都是由实验室环境中的人员进行的。最近，Takahashi 等首

次公开了自动化 DNA 数据存储系统，微流体领域的最新进展或许能够用于 DNA

数据存储的自动化。 

8. 体内的数据存储 

数十亿年来，生物体利用 DNA 来存储和传递生物信息。例如，人类基因组

含有超过 30 亿碱基对的 DNA。这相当于每个二倍体人体细胞中具有大约 1.5 GB

的信息（假设每个碱基对最大为 2 字节）。早期的 DNA 数据存储工作主要关注

基因组或质粒 DNA 中的数字数据存档，并探索将体内存储作为遗传信息存储和

隐写术的一种手段。最近，随着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体内遗传系统被设计成

能够在细胞 DNA 中收集并永久存储新数据的“分子记录器”。 

一些研究者已经证实了体内分子记录和数据存储的多种方法，可以根据细胞

中编写数据的机制（记录过程）以及用于存储信息的生物聚合物（例如 DNA、

RNA 或蛋白质），分为两种类型。与本文关系最紧密的是能够将生物记忆或数

字数据永久地存储在细胞内 DNA 中的合成系统（图 4）。另一类主要的存储系

统是基于转录线路，通过调节反馈线路和 RNA 或蛋白质水平的开关来存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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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录线路系统需要输入能量来维持，这意味着细胞的死亡会导致信息的丢失。

相比之下，存储在同一个细胞内的、以 DNA 为基础的数据，例如在一个基因组

或质粒中——共享许多特征（例如，稳定性、可扩展性和永恒的介质相关性），

这些特征使体外 DNA 数据存储更吸引人，在细胞复制过程中以高保真度自行复

制并且防止细胞死亡。 

 

图 4 DNA中分子记录和数据存储的体内策略 

记录模块可以在细胞中与传感元件耦合，使得特定的分子信号（如来自诱导剂的分子信号）

传递到特定位置的基因组或质粒 DNA 进行修饰。在重组酶可追溯的数据系统中，重组酶的

表达会翻转一段定义好的 DNA，这相当于将一个字节从 0 设置为 1。切除酶的表达能够通

过将 DNA 片段翻转到原来的方向，进而将字节重置为 0。基于 CRISPR-Cas9 的记录策略使

用 Cas9 和 CRISPR 引导 RNA 靶向基因组中的特定位点进行编辑。Cas9 对这些位点的剪切

引起小型插入或删除（缺失），可用于记录随着时间变化的分子信号。在 CRISPR-Cas1-Cas2

方法中，Cas1-Cas2 集成复合体将间隔子的短片段 DNA 插入 CRISPR 阵列的特定位点。在

任何先前获得的间隔子上游产生新的间隔子，进而形成间隔子的时间记忆文库。数字数据可

以编码在合成寡核苷酸里并整合在 CRISPR 阵列中。 

 

一种稳健的基于 DNA 的体内数据存储方法是使用一类称为重组酶的酶。位

点特异性重组酶识别特异性侧翼序列模块并通过酶法来倒置 DNA 的插入区域。

信息以数字方式定向存储在 DNA 片段上，具有两种可能的状态，因此编码一个

字节的数据。一般通过测序、PCR 或报告蛋白进行读取，而编写可以通过输入分

子（诱导物）来激活重组酶的表达，进而进行调控。这些基于重组酶的记录系统

可以是不可逆的（单独编写）或是通过额外的第二种酶可逆地参与催化。使用具

有多种独特位点特异性重组酶系统可以建立更加复杂的记录系统，例如，基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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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器和具有记录事件（分子输入）及其顺序的有限状态机器。但是，其局限性在

于每个独特的字节都需要正交重组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生物信息学领

域挖掘发现有望拓展数量从而在单个系统中一起使用的新型重组酶，从而提高信

息容量和可扩展性。最新的研究发现了一组 13 个正交重组酶，这些酶理论上可

以一起用于在单个细胞内存储高达 1.375 字节的信息。这类基于重组酶的存储系

统的编码能力将如何通过额外的部分挖掘或蛋白质工程来拓展还有待观察。一种

可能更具可扩展性的记录策略是使用非位点特异性的重组酶和单链 DNA 进行输

入。这个系统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在任意位点引入已定义突变的能力，尽管编写效

率太低无法用于数字数据存储应用。 

另一类新兴体内记录和数据存储系统是利用 CRISPR-Cas 系统的组件。

CRISPR-Cas 是一种保护原核细胞免受病毒入侵的微生物适应性免疫系统。这个

防御系统“记住”来自病毒基因组的 DNA、RNA 序列，并且进化出一系列具有

独特核酸处理能力的 Cas 蛋白。最常见的 Cas9 是一种使基因组编辑领域发生了

革命性变化的可编程 DNA 切割酶。记录策略之一是将 Cas9 的表达置于特定输

入的控制下，对其进行编程从而结合并切割目标序列（编码引导 RNA）。对靶

位点的每一轮切割和后续的修复会产生独特的变化，例如，点突变和插入或删除

（缺失），从而作为“不断发展的条形码”来反映输入的大小和持续时间。这种

策略已经用于类似跟踪细胞历史的系统，例如谱系。这些基于 Cas9 的记录系统，

其优势在于能够随着时间将非二进制范围的突变（条形码）记录到 DNA 中。该

功能使得数据编写的记录容量要高于基于数字重组酶的系统。与二进制重组酶编

写方法相比，采用 Cas9 的编解码方案将难以进行预定义数字信息的记录和读取。

原因在于编辑结果的确切顺序是半随机的。一种催化非活跃 Cas9（dCas9）-胞苷

脱氨酶融合蛋白的方式也许是另一种解决方案，该方案可以在特定位点引入额外

定义的突变。 

除了 Cas9 之外，Cas1 和 Cas2 也是一对能够用于体内分子信息存储的 Cas

蛋白。Cas1-Cas2 复合物是一种整合酶，是 CRISPR-Cas 免疫适应阶段所必需的，

负责将病毒 DNA 短片段（间隔子）整合入细胞基因组的精确位置（CRISPR 阵

列）。整合过程的一个关键特性是，新的间隔子（几乎）总是被置于任何先前所

获得的旧间隔子上游，使得 CRISPR 阵列成为核酸序列的时间记忆库。作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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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器，数字数据可以被编码到短合成 DNA 片段池中，并导入到表达 Cas1-Cas2

的细胞群，在那里合成的 DNA 将整合到细胞基因组中的 CRISPR 阵列中。这个

记录过程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每一轮中引入唯一的数据而进行重复，与此同时，

间隔序列的时间顺序则保留在阵列中。这是首个能够实现有意义的数字数据编码

和解码的体内记录方法，说明 Cas1-Cas2 记录系统的独特优势在于可以在特定的

序列中储存任意信息并根据需要上传到基因组，正如在一群细菌中编码短视频一

样（数据共大小为 2.600kb）。除了间隔子本身（模式 1）的近端无限制序列及其

在阵列内的顺序（模式 2），Cas1-Cas2 野生型和突变型的表达可用于调节以控

制间隔子整合的方向（模式 3），进行实现额外信息的存储（类似重组的系统）。

Cas1-Cas2 记录系统也被用于外源 DNA 报告生物输入、整合定向调控，还能够

用于可诱导启动子拷贝调控的内源性 DNA 间隔子。 

9. 结论 

将体内和体外 DNA 数据存储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发现，考虑到成本、可扩展

性和稳定性等因素，体外存储是更实际的方式。不过，体内存储系统可以作为收

集新数据而不是保存现有数字数据的生物记录设备。也就是说，体内数据存储的

额外优势还尚未体现。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大肠杆菌体内存储数据可能是一种实

用的微尺度随机数据访问方法。随着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不断成熟，体内数据存储

还可以解决体外存储无法避免的缺点。 

数字革命改变了人类与数据的关系，使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现在正在产生的

的数据类型和绝对数量都超过了现有技术的存储能力。新形式的数字数据存储需

要跟上时代步伐。磁带和光盘这些主流存储形式正在接近密度极限，DNA 数据

存储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可替代方式。DNA 的持久性和永恒相关性经受过时间考

验，这些特性使其成为长期数据存档的自然选择。同时，最初为生命科学应用开

发的 DNA 合成、测序和检索技术可以在数据存储系统中重新调整。随着 DNA

数据存储研究的进展和进步，预计为 DNA 数据存储量身定制的技术创新有望逐

渐改善目前应用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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