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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NA 的信息存储编解码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DNA信息存储中数字信号与化学信号之间的映射；

本标准包括三类编解码系统的基本要求、参数调试、以及结果验证方法/指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DNA 信息存储技术 DNA information storage technology

用人工合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存储文本文档、图片和声音文件等数据，随后完整读取的技术。

比特序列 binary message

用于DNA信息存储的二进制信息，通常来自于文本文档、图片等数据的既定长度的切割单元。

DNA 序列 DNA string

用于后续合成的DNA字符串信息，通过既定的编码方法和选中的1条（或多条）比特序列获得。

编码方法 code algorithm

将二进制信息转换为DNA字符串信息的具体策略。包含比特和碱基的映射关系、比特信息的处理方

法、DNA序列不同信息模块的构成等。

映射关系 mapping

编码方法中的重要组成，描述比特和碱基的基本转换。

兼容性 compatibility

编码方法输出的序列满足上下游生物化学技术的既定要求，通常表现为生物化学限制。

转码效率 code rate

在既定生物化学限制下，二进制信息到DNA字符串的转换效率。

纠错能力 correction capacity

将错误的DNA序列解码成正确比特序列的能力。

4 环境要求

系统要求

4.1.1 编解码系统应适配 64 位的所有操作系统。

4.1.2 编解码系统应兼容 Python 3 及其以上的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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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

编码过程及解码过程均应符合国际，所在国家及当地的网络安全条例。

生物安全

设计的 DNA 序列在需存入生物体内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生物逃逸可能引发的生态灾难和潜在风险。

5 算法选择分析要素

选择算法时应对序列特征，算法性能，安全性能及输入信息参数进行分析，各项分析要素内容见表

1。

表 1 算法选择分析要素

分析项 必需内容 可选内容

序列特征分析 序列GC含量、单碱基重复

片段重复、回文序列、互补回文序列、

最小自由能、汉明距离、编辑距离、热

力学杂交相似性

算法性能分析
计算平台的编码/解码的耗时、内存占

用、参数/字节频率分布对码率的影响
可解码性

安全性能分析
不等价的算法参数组合数量、额外加密

模块的等价密钥强度

输入信息分析 0/1占比、字节频率分布

6 基本参数

一般要求

编解码系统应具备规则类和限制类的基本参数，应根据不同编码系统的原理设置基本参数的限制。

基于受限映射关系的编码算法

6.2.1 在既定要求下，可用的碱基集合应为{A，C，G，T}的子集。基于特定的应用场景，兼并碱基以

及被修饰的核苷酸也可以被考虑其中。

6.2.2 映射关系应该保证一条 DNA 序列有且仅有一条（组）对应的比特序列。

增加筛选过滤步骤的编码算法

6.3.1 编码方法应保证有基本映射关系模块。

6.3.2 编码方法应保证有限制要求模块。其中，限制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单碱基重复和 GC 含量。

6.3.3 通过编码方法输出的 DNA 序列集合应保证在无误情况下可以解码并获得完整的原始信息。

6.3.4 每条比特序列至少成功通过限制要求模块一次，以保证获得的 DNA 序列集合中包含每条比特序

列的信息。

模拟计算机存储及组织数据的数据结构

6.4.1 案例分析阶段，m 条长度为 n 的比特序列被存储为 n*m 的 01 矩阵，保存在内存中。k 条通过算

法转码的 DNA 序列，存储为容量为 k 的字符串数组，保存在内存，并最终存储在硬盘中。

6.4.2 针对大批量数据，单条比特序列是从硬盘的特定位置，提取出的特定长度的二进制信息，并保

存在内存中。该条比特序列映射的 DNA 序列在通过算法获得后，试试存储在硬盘中。

7 使用流程

编码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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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将文件转换并分割为固定长度的二进制序列集合。

7.1.2 为每条二进制序列添加定长或自适应的索引。

7.1.3 根据选定的编码规则或算法结构，将二进制序列转换成为四进制 DNA 序列。

解码类流程

7.2.1 将 DNA 序列根据选定的编码规则或算法结构转换为原始二进制序列。

7.2.2 将每条二进制序列还原为索引和内容的组合，并进行排序。

7.2.3 将被排序的二进制序列集成为二进制文件。

8 解码验证要求

转码效率验证

8.1.1 对于任意限制下的转码效率的理论验证方法为谱方法最大特征值的等价估计。对于案例分析，

实际的转码效率应为总比特数除以总碱基量。

8.1.2 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转码效率应尽可能接近 2，即 2个比特对应 1个碱基。

恢复情况验证

8.2.1 算法恢复能力的验证方法可分为模拟实验方法、实例实验方法、和理论验证方法。其中，模拟

实验方法是基于特定的错误率（或错误数量要求）下，按照既定的随机生成策略（比如基于范

数或蒙特卡洛的生成），为编码后的 DNA 序列引入错误。通过算法解码（或修复）流程，统计

正确的比特序列和所有比特序列的比例，作为算法恢复能力的验证。实际测试方法是使用测序

获得的序列完成上述流程。理论验证方法是通过信息论中既有的工具，完成算法恢复能力上界/

下界的证明。

8.2.2 两类实验方法算法恢复能力应达到或超过其理论验证的恢复能力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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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编解码算法示例

A.1 基于受限的基本映射关系的编码算法

A.1.1 Goldman编码算法

一种基于霍夫曼编码的轮转编码规则，需使用霍夫曼三叉树分析需被转码的二进制文件，基于字节

（8个比特）出现频率，将二进制序列转换为对应的三进制序列。

图 A.1 Goldman 编码算法

A.1.2 Grass编码算法

将有限域（ Galois field）与碱基三联体 triplet）进行关联的算法。碱基三联体是由长度为 3

的碱基构成的 DNA序列。在该算法中，规定三联体的后两个核苷酸不可相同，因此全局范围内单碱基重

复长度不会超过 3。通过组合计算可得，碱基三联体一共有 4×4×3=48种组合方式。

图 A.2 Grass 编码算法示例

A.1.3 Blawat编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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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节而非比特作为碱基转换的基本单元的一种转化方法，将一字节信息（长度为 8）转换为长度

为5的DNA序列信息。如图所示，一个字节会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前六个比特为固定转换的部分，后

两个比特为可选转换的部分。固定转换部分的映射关系为 00-A 01-C 10-G 11-T。可选部分为

AA/CC/GG/TT AC/CG/GT/TA））, AG/CT/GA/TC AT/CA/GC/TG）。通过固定与可选转换部分组合，必定可

以在可选的四种选项中选择其中一种碱基组合，以保证前三个碱基不全相同，后两个碱基不全相同。

图 A.3 Blawat 编码算法示例

A.1.4 Church编码算法

该算法的映射关系为： 0-A/C 1-G/T。因此，在编码过程中，碱基A和C之间，碱基G和T之间可以等

价替换，通常用随机选择方式完成。

图 A.4 Church 编码算法示例

A.2 带有过滤机制的编码系统

A.2.1 DNA Fountain编码算法

该方法为基于Luby变换码（Luby Transform）的编码算法。Luby变换码作为首个实用性喷泉码，可

以从一组给定的源数据包中产生一串无限的编码符号序列，在理想情况下，只需获得大小和源数据包总

量相同或稍大的任意编码符号子集，便可恢复源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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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DNA Fountain 编码算法示例

该编码算法或者基于Luby变换的编码算法，需要进一步考虑可解码性。即，在编码完成后，直接完

成解码，判定是否可以成功解码。

A.2.2 阴阳编码算法

该方法基于某种选中的规则簇（共计6144种），基于“阴”和“阳”两种轮转规则，将两条二进制

子序列转换为一条 DNA序列。此外，如果在一定迭代次数后仍然找不到满足要求的，引入一条额外的随

机二进制序列与其组合转换成为一条DNA序列。

图 A.6 阴阳编码算法示例

在该方法下，除开映射关系的基本限制（属于6144种规则簇）外，还有如下限制。

a) 分类阈值可以不设置以加快速度；若设置，该阈值属于 0 到 1 的开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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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新查找次数需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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