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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胞定位

数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

输入数据；2）重建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3）识别

驱动程序模块；4）初始化；5）记录最佳个体；6）进

入；7）使用五个突变算子产生；8）选择；9）完成驱

动模块识别。这种方法克服了传统PPI网络中的

假阳性或假阴性的不足，提高了在PPI网络上识

别癌症的驱动模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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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胞定位数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输入数据：输入体细胞突变数据矩阵Am×n，一个PPI网络P＝(V，E)和亚细胞定位数据L

＝(L1，L2，...，L|V|)；输入数据的格式和含义如下：体细胞突变数据矩阵Am×n中，行代表一组

癌症样本S＝{si|i＝1，2，...，m}，列代表一组基因G＝{gj|j＝1，2，...，n}，矩阵内的每个格

子aij(i＝1，2，...，m，j＝1，2，...，n)的值为1或0，aij的值表示基因gj是否在样本si中发生

突变；PPI网络P＝(V，E)，对于网络中的每个顶点ui∈V代表一个基因gi在网络中相应的蛋白

质，网络中的每个无向边(ui，uj)∈E表示基因gi和gj对应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亚细胞

定位数据L＝(L1，L2，...，L|V|)，其中Lj表示PPI网络P＝(V，E)中基因gj(j＝1，2，...，|V|)对

应的亚细胞定位位点列表；

2)重建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对于PPI网络P＝(V，E)，使用步骤1)中的体细胞突变数

据矩阵Am×n和亚细胞定位数据L＝(L1，L2，...，L|V|)重建一个新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

(Vl，El，Wl)，重建过程为：先让Vl＝V， 检查每个边缘eij∈E(eij＝(gi，gj)，gi，gj∈Vl)，

El由以下公式生成： 然后对于每个eij∈El

(eij＝(gi，gj)，gi，gj∈Vl)计算Wl，Wl是eij的边权值，边权值为 该

边权值反映基因组 的覆盖率和相互排斥之间的关系，其中 表

示 的覆盖率， 表示 的互斥度；

3)识别驱动程序模块：根据步骤2)中构建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El，Wl)，将参

数K，λ，N，mg，mt和步骤2)中构建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El，Wl)输入到重新设计的

单亲遗传算法中，输入算法中的参数的功能如下：参数K是控制输出的模块规模大小，参数λ

是控制输出模块内基因的相互作用的强弱，参数N是设置单亲遗传算法生成的种群规模大

小，参数mg是设置单亲遗传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参数mt是算法中提前跳出迭代的阈值；然

后使用重新设计的单亲遗传算法来识别大小为K的驱动程序模块

4)初始化：首先根据个体的表示生成初始的种群，初始染色体X＝{x1，x2，...，xK|xi∈

Vl}由如下生成：首先初始化X＝{x1}，其中x1表示从集合Vl中随机选择的基因；然后在集合X

和Vl\X之间搜索边缘集合δ(X)，其中δ(X)＝{eij|eij∈El，xi∈X，xj∈Vl\X}；最后随机选择三

种更新X方法的任意一种去更新X，其中这三种方法分别为：(a)对与染色体中基因相连的基

因进行检测，选择边权值最大的相连基因加入到染色体中，直到染色体内的基因数与K值相

同；(b)对与染色体中基因相连的基因进行检测，选取在构建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

(Vl，El，Wl)中最大出入度的相连邻居加入到染色体中，直到染色体内的基因数与K值相同；

(c)采用完全随机的方式生成个体，从相连的邻居中随机选择一个加入到个体中，不考虑其

他因素，直到生成了N个个体，种群初始化完成；

5)记录最佳个体：迭代变量gen和t设置为零，让best记录最佳个体，即适应值函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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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 个体 ， 适应值函数为 其中

其中N1计算模块 中直接相邻基因大于或等于1的基因数，N2计算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顶点对的数量：(a)一对顶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超过了给定的路径长度

限制λ；(b)一对顶点之间没有路径；

6)进入：gen＝gen+1，将best个体放入popgen，并使用轮盘赌选择算子从popgen‑1中选择

N‑1个个体进入popgen；

7)使用五个突变算子产生：对于popgen中的每个 inpopgen进行如下

操作：如果 则通过在 上随机实现五个突变算子之一来产生X′i
gen；否则依次对

进行5个突变算子，将获得的适应度最大的新个体保留为X′i
gen；

8)选择：如果 则 若

则t＝t+1；

9)完成驱动模块识别：重复步骤6)至步骤8)，直到gen＝＝mg或t＝＝mt，则终止迭代，

输出最优模块 即完成了在基于亚细胞定位数据降噪后的PPI网络中对大小规模为

K的癌症驱动模块的识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胞定位数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7)中所述的五个突变算子分别为：

a.单点突变算子：对于个体Xi，随机删除个体中的一个基因，从个体Xi中剩余的基因的

邻居的集合中，选取与个体Xi连接边数最多的邻居加入到个体中，形成一个新的个体并返

回到种群中；

b.两点突变算子：和上一个单点突变算子类似，唯一改变的就是从个体中删除的基因

数变为2，新加入的连接边数最多的邻居数也为2；

c.度‑权重突变算子：是本方法自己设计的突变算子，首先将个体Xi中度数最小的基因，

在PPI网络G中从个体中删除，然后从与个体Xi中的基因相连的邻居基因中选取一个边权值

最大的基因加入到个体中，形成一个新的个体返回；

d.度‑度突变算子：先将个体中度数最小的基因，在PPI网络G中从个体中删除，然后从

与个体Xi中剩余基因相连的邻居中选取一个与个体Xi连接度最高的邻居基因加入到个体

中，形成新的个体返回；

e.权重‑权重突变算子：先将个体Xi中与个体内其他基因的边权和最小的基因从个体中

删除，从与个体内剩余基因相连的网络节点且不在个体中的节点中选取一个边权和最大的

节点加入到个体中，形成新的个体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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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胞定位数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信息技术与智能优化算法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

胞定位数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深度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诸如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和国际癌症基因组联

合会(ICGC)等大规模的癌症基因组计划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癌症基因组数据。所积累的大量

数据使得通过使用计算方法来系统地检测引起癌症的体细胞突变，即驾驶员突变成为现

实。

[0003] 在识别驱动程序突变的早期研究中，设计了计算方法来识别单个驱动程序基因。

已经注意到，不同基因座处的突变可能导致相同的疾病，即使基因组突变起源于同一癌症，

它们之间的重叠也很少。这种突变异质性可能表达了一种基本的分子机制，致癌相关基因

(即驱动基因)通常参与相同的细胞信号传导或调控途径。当途径中的任何一种驱动基因发

生突变时，就会发生癌变。因此，驱动路径或驱动模块的识别已成为近年来有吸引力的研究

课题。

[0004] 驱动模块识别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从头识别和基于先验知识的识别方

法。从头识别方法通常只是采用遗传数据来揭示新的遗传相互作用和致癌途径或功能模

块。因为存在大量突变基因的组合，所以这种方法通常通过使用基于突变频率的预过滤来

降低固有的计算复杂性，并且可能会忽略某些包含稀有突变的途径。现有的基于知识的方

法除了利用基因组数据外，还利用了诸如基因/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已知途径等知识。

本文中的方法属于基于先验知识的识别方法。

[0005] 近年来，已有许多基于知识的现有方法，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个子类别。第一个子

类别方法使用现有路径和网络中的固有拓扑结构，如Hotnet，Hotnet2，Hierarchical 

Hotnet，Mutex和MEXCOwalk等等的方法。Hotnet，Hotnet2和Hierarchical  Hotnet方法使用

绝缘的热扩散过程，该过程考虑了单个基因的突变频率以及相应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已

知拓扑，从而获得了可确定驱动路径的扩散矩阵。Mutex方法目标是搜索在大型基因网络中

具有共同下游目标的相互排斥的基因组，该网络的相互作用是从三个数据库中收集的。

MEXCOwalk方法通过使用体细胞突变谱将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简称PPI)网络转换为顶点加权图和边缘加权图，并采用基于随机游

走的方法来提取癌症的驱动程序模块。第二个子类别方法尝试重建或调整现有路径和网络

中的拓扑结构。MEMo方法从交互网络或功能关系图创建相似度图，并检查从相似度图中提

取的最大团的互斥性。MEMCover方法重建功能交互网络，以便其交互属于给定的互斥类，它

利用相互排斥的原理来识别跨多种癌症类型失调的子网。

[0006] 尽管现有的通路和网络可以为识别驱动通路或模块提供一些重要信息，但是由于

高通量实验的局限性，它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假阳性或假阴性相互作用。大量的噪声数据

可能会对识别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一种克服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中的假阳性或假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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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便更准确的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中识别癌症的驱动模块的新方法，解决现有方法

无法满足本要求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胞定位数

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这种方法克服了传统PPI网络中的假阳性或假阴性的不足，提高

了在PPI网络上识别癌症的驱动模块的准确性。

[0008]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是：

[0009] 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胞定位数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输入数据：输入体细胞突变数据矩阵Am×n，一个PPI网络P＝(V,E)和亚细胞定位

数据L＝(L1,L2,…,L|V|)；输入数据的格式和含义如下：体细胞突变数据矩阵Am×n中，行代表

一组癌症样本S＝{si|i＝1,2,…,m}，列代表一组基因G＝{gj|j＝1,2,...,n}，矩阵内的每

个格子aij(i＝1,2,...,m,j＝1,2,...,n)的值为1或0，aij的值表示基因gj是否在样本si中

发生突变；PPI网络P＝(V,E)，对于网络中的每个顶点ui∈V代表一个基因gi在网络中相应的

蛋白质，网络中的每个无向边(ui，uj)∈E表示基因gi和gj对应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亚

细胞定位数据L＝(L1,L2,…,L|V|)，其中Lj表示PPI网络P＝(V,E)中基因gj(j＝1,2,…,|V|)

对应的亚细胞定位位点列表；

[0011] 2)重建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对于PPI网络P＝(V,E)，使用步骤1)中的体细胞突

变数据矩阵Am×n和亚细胞定位数据L＝(L1,L2,…,L|V|)重建一个新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

Pl＝(Vl,El,Wl)，重建过程为：先让 检查每个边缘eij∈E(eij＝(gi,gj) ,gi,gj

∈Vl)，El由以下公式生成：

[0012] 然后对于每个eij∈El(eij＝(gi,

gj) ,gi,gj∈Vl)计算Wl，Wl是eij的边权值，边权值为 该边权值反映

基因组 的覆盖率和相互排斥之间的关系，其中 表示 的覆盖

率， 表示 的互斥度；

[0013] 3)识别驱动程序模块：根据步骤2)中构建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 ,El ,

Wl)，将参数K,λ，N，mg，mt和步骤2)中构建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El,Wl)输入到重

新设计的单亲遗传算法中，输入算法中的参数的功能如下：参数K是控制输出的模块规模大

小，参数λ是控制输出模块内基因的相互作用的强弱，参数N是设置单亲遗传算法生成的种

群规模大小，参数mg是设置单亲遗传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参数mt是算法中提前跳出迭代

的阈值；然后使用重新设计的单亲遗传算法来识别大小为K的驱动程序模块

[0014] 4)初始化：首先根据个体的表示生成初始的种群，初始染色体X＝{x1,x2,…,xK|xi
∈Vl}由如下生成：首先初始化X＝{x1}，其中x1表示从集合Vl中随机选择的基因；然后在集

合X和Vl\X之间搜索边缘集合δ(X)，其中δ(X)＝{eij|eij∈El,xi∈X,xj∈Vl\X}；最后随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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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三种更新X方法的任意一种去更新X，其中这三种方法分别为：(a)对与染色体中基因相连

的基因进行检测，选择边权值最大的相连基因加入到染色体中，直到染色体内的基因数与K

值相同；(b)对与染色体中基因相连的基因进行检测，选取在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

El,Wl)中最大出入度的相连邻居加入到染色体中，直到染色体内的基因数与K值相同；(c)采

用完全随机的方式生成个体，从相连的邻居中随机选择一个加入到个体中，不考虑其他因

素，直到生成了N个个体，种群初始化完成；

[0015] 5)记录最佳个体：迭代变量gen和t设置为零，让best记录最佳个体，即适应值函数

得分最高的个体， 适应值函数为 其中

其中N1计算模块 中直接相邻基因大于或等于1的基因数，N2计算满

足以下两个条件的顶点对的数量：(a)一对顶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超过了给定的路径长度限

制λ；(b)一对顶点之间没有路径；

[0016] 6)进入：gen＝gen+1，将best个体放入popgen，并使用轮盘赌选择算子从popgen‑1中

选择N‑1个个体进入popgen；

[0017] 7)使用五个突变算子产生：对于popgen中的每个 (i＝1，2，…，N)inpopgen进行

如下操作：如果 则通过在 上随机实现五个突变算子之一来产生 否则依次

对 进行5个突变算子，将获得的适应度最大的新个体保留为

[0018] 8 ) 选择 ：如果 则 t＝ 0 ；若

则t＝t+1；

[0019] 9)完成驱动模块识别：重复步骤6)至步骤8)，直到gen＝＝mg或t＝＝mt，则终止迭

代，输出最优模块 完成了在基于亚细胞定位数据降噪后的PPI网络中对大小规模

为K的癌症驱动模块的识别。

[0020] 步骤7)中所述的五个突变算子分别为：

[0021] a .单点突变算子：对于个体Xi，随机删除个体中的一个基因，从个体Xi中剩余的基

因的邻居的集合中，选取与个体Xi连接边数最多的邻居加入到个体中，形成一个新的个体

并返回到种群中；

[0022] b.两点突变算子：和上一个单点突变算子类似，唯一改变的就是从个体中删除的

基因数变为2，新加入的连接边数最多的邻居数也为2；

[0023] c.度‑权重突变算子：是本方法自己设计的突变算子，首先将个体Xi中度数最小的

基因(在PPI网络G中)从个体中删除，然后从与个体Xi中的基因相连的邻居基因中选取一个

边权值最大的基因加入到个体中，形成一个新的个体返回；

[0024] d.度‑度突变算子：先将个体中度数最小的基因(在PPI网络G中)从个体中删除，然

后从与个体Xi中剩余基因相连的邻居中选取一个与个体Xi连接度最高的邻居基因加入到个

体中，形成新的个体返回；

[0025] e .权重‑权重突变算子：先将个体Xi中与个体内其他基因的边权和最小的基因从

个体中删除，从与个体内剩余基因相连的网络节点且不在个体中的节点中选取一个边权和

最大的节点加入到个体中，形成新的个体并返回。

[0026] 本技术方案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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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1)结合了亚细胞定位数据，用于提高PPI网络中边的可信度，去除网络中的噪声，

提高识别出来模块内基因间互作性的准确度

[0028] (2)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数学模型，用于提取泛癌数据在PPI网络中的驱动通路模块

(体现在单亲遗传算法的适应值函数上)。该模型引入了跳数和不连通的惩罚因子，极大的

避免了识别出来模块内的基因出现不连通和基因间的互相作用不强的情况，并通过引入连

通因子，通过模型去让识别出来的模块尽可能是连通的。

[0029] (3)通过引入五种新的突变算子，提出了求解该模型的遗传算法，更有效率的识别

癌症驱动模块。

[0030] 这种方法克服了传统PPI网络中的假阳性或假阴性的不足，提高了在PPI网络上识

别癌症的驱动模块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实施例2中设置两个控制模块大小参数Kmin和Kmax的输出结果模块图；

[0032] 图2为实施例2中设置参数Kmin和Kmax的输出结果基因列表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但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4] 实施例：

[0035] 基于生物网络和亚细胞定位数据识别癌症驱动模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输入数据：输入体细胞突变数据矩阵Am×n，一个PPI网络P＝(V，E)和亚细胞定位

数据L＝(L1，L2，...，L|V|)；输入数据的格式和含义如下：体细胞突变数据矩阵Am×n中，行代

表一组癌症样本S＝{si|i＝1，2，...，m}，列代表一组基因G＝{gj|j＝1，2，...，n}，矩阵内的

每个格子aij(i＝1，2，...，m，j＝1，2，...，n)的值为1或0，aij的值表示基因gj是否在样本si
中发生突变；PPI网络P＝(V，E)，对于网络中的每个顶点ui∈V代表一个基因gi在网络中相应

的蛋白质，网络中的每个无向边(ui，uj)∈E表示基因gi和gj对应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亚细胞定位数据L＝(L1，L2，...，L|V|)，其中Lj表示PPI网络P＝(V，E)中基因gj(j＝1，2，...，

|V|)对应的亚细胞定位位点列表；

[0037] 2)重建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对于PPI网络P＝(V，E)，使用步骤1)中的体细胞突

变数据矩阵Am×n和亚细胞定位数据L＝(L1，L2，...，L|V|)重建一个新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

络Pl＝(Vl，El，Wl)，重建过程为：先让 检查每个边缘eij∈E(eij＝(gi，gj)，gi，

gj∈Vl)，El由以下公式生成：

[0038] 然后对于每个eij∈El(eij＝(gi，

gj)，gi，gj∈Vl)计算Wl，Wl是eij的边权值，边权值为 该边权值反映

基因组 的覆盖率和相互排斥之间的关系，其中 表示 的覆盖率，

表示 的互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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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3)识别驱动程序模块：根据步骤2)中构建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El，

Wl)，将参数K，λ，N，mg，mt和步骤2)中构建的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El，Wl)输入到重

新设计的单亲遗传算法中，输入算法中的参数的功能如下：参数K是控制输出的模块规模大

小，参数λ是控制输出模块内基因的相互作用的强弱，参数N是设置单亲遗传算法生成的种

群规模大小，参数mg是设置单亲遗传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参数mt是算法中提前跳出迭代

的阈值；然后使用重新设计的单亲遗传算法来识别大小为K的驱动程序模块

[0040] 4)初始化：首先根据个体的表示生成初始的种群，初始染色体X＝{x1，x2，...，xK|

xi∈Vl}由如下生成：首先初始化X＝{x1}，其中x1表示从集合Vl中随机选择的基因；然后在集

合X和Vl\X之间搜索边缘集合δ(X)，其中δ(X)＝{eij|eij∈El，xi∈X，xj∈Vl\X}；最后随机选

择三种更新X方法的任意一种去更新X，其中这三种方法分别为：(a)对与染色体中基因相连

的基因进行检测，选择边权值最大的相连基因加入到染色体中，直到染色体内的基因数与K

值相同；(b)对与染色体中基因相连的基因进行检测，选取在无向边缘加权PPI网络Pl＝(Vl，

El，Wl)中最大出入度的相连邻居加入到染色体中，直到染色体内的基因数与K值相同；(c)采

用完全随机的方式生成个体，从相连的邻居中随机选择一个加入到个体中，不考虑其他因

素，直到生成了N个个体，种群初始化完成；

[0041] 5)记录最佳个体：迭代变量gen和t设置为零，让best记录最佳个体，即适应值函数

得分最高的个体， 适应值函数为 其中

其中N1计算模块 中直接相邻基因大于或等于1的基因数，N2计算满

足以下两个条件的顶点对的数量：(a)一对顶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超过了给定的路径长度限

制λ；(b)一对顶点之间没有路径；

[0042] 6)进入：gen＝gen+1，将best个体放入popgen，并使用轮盘赌选择算子从popgen‑1中

选择N‑1个个体进入popgen；

[0043] 7)使用五个突变算子产生：对于popgen中的每个 (i＝1，2，…，N)in  popgen进行

如下操作：如果 则通过在 上随机实现五个突变算子之一来产生 否则依次

对 进行5个突变算子，将获得的适应度最大的新个体保留为

[0044] 8 ) 选择 ：如果 t＝ 0 ；若

则t＝t+1；

[0045] 9)完成驱动模块识别：重复步骤6)至步骤8)，直到gen＝＝mg或t＝＝mt，则终止迭

代，输出最优模块 完成了在基于亚细胞定位数据降噪后的PPI网络中对大小规模

为K的癌症驱动模块的识别。

[0046] 步骤7)中所述的五个突变算子分别为：

[0047] a .单点突变算子：对于个体Xi，随机删除个体中的一个基因，从个体Xi中剩余的基

因的邻居的集合中，选取与个体Xi连接边数最多的邻居加入到个体中，形成一个新的个体

并返回到种群中；

[0048] b.两点突变算子：和上一个单点突变算子类似，唯一改变的就是从个体中删除的

基因数变为2，新加入的连接边数最多的邻居数也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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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c.度‑权重突变算子：是本方法自己设计的突变算子，首先将个体Xi中度数最小的

基因(在PPI网络G中)从个体中删除，然后从与个体Xi中的基因相连的邻居基因中选取一个

边权值最大的基因加入到个体中，形成一个新的个体返回；

[0050] d.度‑度突变算子：先将个体中度数最小的基因(在PPI网络G中)从个体中删除，然

后从与个体Xi中剩余基因相连的邻居中选取一个与个体Xi连接度最高的邻居基因加入到个

体中，形成新的个体返回；

[0051] e .权重‑权重突变算子：先将个体Xi中与个体内其他基因的边权和最小的基因从

个体中删除，从与个体内剩余基因相连的网络节点且不在个体中的节点中选取一个边权和

最大的节点加入到个体中，形成新的个体并返回。

[0052] 具体的：

[0053] 实施例1：

[0054] 步骤1)中输入的PPI网络为HINT+HI2012，包含了12个癌症的体细胞突变数据；亚

细胞定位数据中参数K＝14，λ＝2，N＝100，mt＝30，mg＝200；

[0055] 步骤3)使用单亲遗传算法提取一个大小为K＝14的癌症驱动模块；

[0056] 步骤4)输出的基因模块为：TP53，PTEN，ATM，MDM4，E2F1，ITCH，MTA2，MAPK1，HDAC1，

MDM2，HIF1A，UBC，TP73，CDKN1A；

[0057] 其余同上述操作步骤。

[0058] 实施例2：

[0059] 步骤1)中输入的PPI网络为HINT+HI2012，包含了12个癌症的体细胞突变数据；亚

细胞定位数据中参数Kmax＝14，Kmin＝3，λ＝2，N＝100，mt＝30，mg＝200；

[0060] 步骤3)中单亲遗传算法Kmax‑Kmin+1次，并在第i次(i＝1，2，…，Kmax‑Kmin+1)识别大

小为Kmax‑i+1的驱动程序模块，然后提取的基因总数为

[0061] 步骤4)输出的驱动程序模块的结果图如图1所示，输出的模块基因列表如图2所

示。

[0062] 其余步骤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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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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