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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物种的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

中的癌症状况的分类，其中针对多个训练对象中

的每个训练对象，获得一癌症状况以及包括所述

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的一基因型数据

构建。多个基因型构建被格式化为包括一个或多

个向量的多个相应的向量集。多个向量集被提供

给一网络架构，所述网络架构包括一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与一第一过

滤器相关联的至少一第一卷积层，所述第一过滤

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一评分器。从所

述评分器获得对应于多个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

构的输入的多个分数。多个各自的分数与所述多

个相应的训练对象的所述相应的癌症状况的比

较被用于调整所述多个过滤器权重，从而训练所

述网络架构，以对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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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在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计算机系统包含：

至少一通用处理器；以及

一通用存储器，所述通用存储器存储至少一程序，以由所述至少一通用处理器执行，所

述至少一程序包括多个指令，以用于进行：

(A)针对一物种的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i)一癌症状况；以及

(ii)一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对应于所述物种的一参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的基因型信息，

从而获得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

(B)将所述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中的每个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应的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从而产生多个向量集；

(C)将所述多个向量集提供给一网络架构，所述网络架构至少包括：(i)一第一卷积神

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多个层，所述第一多个层包括至少一第一卷积层，所述至少一第一

卷积层与至少一第一过滤器相关联，所述至少一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

及(ii)一评分器；

(D)从所述评分器获取多个分数，其中所述多个分数中的每个分数对应于所述多个向

量集中的一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中的输入；以及

(E)使用所述多个分数中的各自的分数与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所述相应的训练对象

的所述相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比较来调整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从而训练所述网络架

构，以在多个癌症状况下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系统还包含具有一图形处

理存储器的一图形处理单元；

所述网络架构存储在所述图形处理存储器中；以及

所述提供(C)使所述第一卷积层顺序接收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多个向量集。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多个层还包括一第二卷

积层；

所述第二卷积层包括至少一第二过滤器，所述第二过滤器包括一第二组过滤器权重；

除了所述第一多个层中的一最终层之外，所述第一多个层中的每个层的输出用以作为

所述第一多个层中的另一层的输入；

并且其中所述提供(C)响应于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各自的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的

输入来执行一程序，所述程序包括步骤：

(a)将一第一多个输入值输入到所述第一卷积层中，作为所述各自的向量集中的多个

值的一第一函数；

(b)使所述第一卷积层将一第一多个中间值馈入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

层，所述第一多个中间值被计算作为以下的一第二函数：(i)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

及(ii)所述第一多个输入值；

(c)使所述第二卷积层从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馈入一第二多个中间

值，作为以下的一第三函数：(i)至少所述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二卷积层接收

的多个输入值；以及

(d)使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将来自所述最终层的多个值馈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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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卷积层的所述至少第一过滤

器包括一对过滤器，所述一对过滤器的每个过滤器在所述提供(C)之前独立地初始化为多

个随机值；以及

所述第二卷积层的所述至少第二过滤器是在所述提供(C)之前被独立初始化为多个随

机值的一对过滤器。

5.如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程序还包括

指令，以用于进行：

(F)使用基于从一测试对象获得的一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的序列读数数据的一

基因型数据构建作为所述被训练的网络架构的输入，而使用所述被训练的网络架构将所述

测试对象分类为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的一癌症状况。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还包括一

第一池化层及一第二池化层，并且其中所述程序还包括：

使所述第一池化层将计算为所述第一多个中间值的一第一池化函数的一第三多个中

间值从所述第一卷积层馈入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以及

使所述第二池化层将计算为所述第二多个中间值的一第二池化函数的一第四多个中

间值从所述第二卷积层馈入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或馈入所述评分器。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池化层以及所述第二池化层

各自独立地选自由以下所组成的群组：一最大池化层、一分数阶最大池化层、一平均池化层

以及一L2‑范数池化层。

8.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为所述多个

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集提供一k维分数，其中k为2或更大的一正整数；以及

所述k维分数中的每个元素代表与所述各自的向量集相关联的所述训练对象具有在所

述多个癌症状况中的一相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概率或可能性。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使用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中的所述最终层的所述输出的一归一化指数函数来计算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

各自的向量集的所述k维分数。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包括一决策树、一多元加

性回归树算法、一聚类算法、一主成分分析算法、一近邻分析算法、一线性判别分析算法、一

二次判别分析算法、一支持向量机算法、一进化方法算法、一投影寻踪算法或其集合。

11.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包括一多个

完全连接层以及一多分类逻辑回归代价层；以及

所述多个完全连接层中的一完全连接层馈入所述多分类逻辑回归代价层。

12.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包括一二元

逻辑回归代价层。

13.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

多个箱代表，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一不同且不重叠的区域；以及

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

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自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的一生物样本测得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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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因型信息，并且所述第一基因型信息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

的区域上。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物种是人类，并且所述多个箱

位于1000个箱与50000个箱之间。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所述第一箱

计数是以下之一：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细胞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

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

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其中

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所述物种的所述基

因组的区域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小范围内；

通过对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

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

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

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

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率，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以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

述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

域上。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甲基化测序测定是全基因组测

序，所述全基因组测序包括将一个或多个未甲基化胞嘧啶的亚硫酸盐转化或酶促转化为一

相应的一个或多个尿嘧啶。

17.如权利要求1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向量集中的每个

向量由所述物种的多个染色体中一相应的不同染色体的所述基因型信息组成。

1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所述多个染色体中的每个染色体的至少一不同的

卷积神经网络路径；

每个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及一第二卷积层；

所述程序的输入步骤(a)针对所述各自的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所述各自的

向量输入到所述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所述第一卷积层，所述第一卷积层代表与所述

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所述染色体；以及

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一各自的最终层将来自所

述各自的最终层的一不同的多个值馈入所述评分器。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第一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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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述多个第一过滤器中的每个各自的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相应的第一组过滤器权重，并

且对应于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第一卷积层；

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第二过滤器，所述多个第二过滤器中的每个各自的第二过滤器

包括一相应的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并且对应于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卷

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第二卷积层；

所述程序以一第一预定步长将所述多个第一过滤器中的每个第一过滤器针对所述多

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第一卷积层进行卷积；以及

所述程序以一第二预定步长将所述多个第二过滤器中的每个第二过滤器针对所述多

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第二卷积层进行卷积。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为22

个，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用于一不同的体染色体

的人类染色体；

所述多个第二过滤器由22个第二过滤器组成；

所述第一预定步长在2至10之间；以及

所述第二预定步长在1至5之间。

21.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

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二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二箱计数代表从所

述生物样本中测得的一第二基因型信息，并且所述第二基因型信息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

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上；

一第一训练对象的一第一向量集包括多个向量，所述多个向量被划分为一第一轨迹，

所述第一轨迹包括所述向量集的所述多个向量的一第一子集以及所述向量集的所述多个

向量的一第二子集；

所述第一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所述向量的所述物种的所述多个染色体

中的不同的染色体的所述第一箱计数组成；

所述第二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物种的所述多个

染色体中的不同的染色体的所述第二箱计数组成；

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所述多个

染色体中的每个各自的染色体的一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以及一各自的第二卷积

神经网络路径；

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以及每个各自的

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以及一第二卷积层；所述程序的输入步骤(a)进

行以下输入：

对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一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所述各自的向量输入所

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中的所述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所述第一卷积层中，所述第

一卷积层代表与所述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所述染色体；以及

对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二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所述各自的向量输入所

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所述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所述第一卷积层中，所

述第一卷积层代表与所述各自的相关联的所述染色体；以及

所述程序使得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一各自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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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层将来自所述各自的最终层的一多个不同的值馈入所述评分器。

22.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箱计数以及所述第二箱计

数彼此不同，并且对于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各自独立地是以下其中之一：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血球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

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

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其中

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所述物种的所述基

因组的区域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小范围内；

通过对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

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

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

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

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率，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以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

述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

域上。

23.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

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二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二箱计数代表从所

述生物样本中测得的一第二基因型信息，并且所述第二基因型信息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

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

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三

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三箱计数代表从所述生物样本中测得的一第三基因型信息，并且所

述第三基因型信息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

一第一训练对象的一第一向量集包括多个向量，所述多个向量被划分为：

(i)一第一轨迹，包括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多个向量的一第一子集；

(ii)一第二轨迹，包括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多个向量的一第二子集；

及(iii)一第三轨迹，包括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多个向量的一第三子集；所述第一子

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所述向量的所述物种的所述多个染色体中的不同的染色

体的所述第一箱计数组成；

所述第二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所述向量的所述物种的所述多个染色体

中的不同的染色体的所述第二箱计数组成；

所述第三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物种的所述多个

染色体中的不同的染色体的所述第三箱计数组成；

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所述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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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中的每个各自的染色体的一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一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以及一各自的第三卷积神经网络路径；

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以及各自的第三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每个包括一第一卷积层以及一第二卷积层；

所述提供(C)进行以下输入：

对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一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所述各自的向量输入所

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所述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所述第一卷积层中，所

述第一卷积层代表与所述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所述染色体；

对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二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所述各自的向量输入所

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所述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所述第一卷积层中，所

述第一卷积层代表与所述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所述染色体；及

对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三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所述向量输入所述多个

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所述各自的第三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所述第一卷积层中，所述第一

卷积层代表与所述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所述染色体；以及

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一各自的最终层将

来自所述各自的最终层的一不同的多个值馈入所述评分器。

24.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箱计数、所述第二箱计数

以及所述第三箱计数彼此不同，并且对于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各自独立地是以

下其中之一：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血球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

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

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其中

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所述物种的所述基

因组的区域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小范围内；

通过对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

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

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

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

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率，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以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

述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

域上。

2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

多个箱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一不同且不重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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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

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自所述训练对象获得的一生

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

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上。

26.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格式化(B)从所述第一训

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被格式化而来的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第一向量集以所述

各自的向量集中的所述多个向量的一阵列的形式被输入到所述网络架构中。

27.如权利要求2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

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染色体。

28.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以及

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物种的所述

基因组的所述染色体上的所述多个箱的每个。

29.如权利要求2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卷积层是所述第一卷积神

经网络路径中的第一层，并且响应于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所述各自的向量集的输入，直接

接收所述各自的向量集；以及

所述第一组过滤器包括5至50个过滤器，并且在所述程序的步骤(b)中，以一步长Y被卷

积，其中Y在1至5之间。

30.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

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二箱计数，每个各自

的第二箱计数代表：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血球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

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

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其中

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所述物种的所述基

因组的部分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小范围内；

通过对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

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

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

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

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率，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以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

述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

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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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如权利要求30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一轨迹中

的每个向量代表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染色体；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二

轨迹中的每个向量也代表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染色体；以及

所述输入(a)将所述第一轨迹输入到一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并且将所述第二轨

迹输入到一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

32.如权利要求3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以及

所述多个向量中的每个相应的向量包括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

所述染色体上的每个箱。

33.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的全部或一

部分由多个箱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一不同且不重叠

的部分；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

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自所述训练对象获得的一生

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一数量，所述成

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其中在所述各自的第

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各自的成对序列读数在一第一大小范围内；

每个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还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二

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二箱计数代表从自所述训练对象获得的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

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二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

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其中在所述各自的第二数量的

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各自的成对序列读数在一第二大小范围内；

通过所述格式化(B)从一第一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被格式化而来的所述多

个向量集中的一第一向量集以第一轨迹以及一第二轨迹的形式输入到所述网络架构中；

所述第一轨迹中的每个向量的每个相应的元素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所述相应的箱的

所述第一箱计数；以及

所述第二轨迹中的每个向量的每个相应的元素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所述相应的箱的

所述第二箱计数。

34.如权利要求3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所述第一轨迹中

的每个向量代表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染色体；以及

所述第二向量集的所述第二轨迹中的每个向量也代表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中的一

不同的染色体。

35.如权利要求3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以及

所述多个向量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

所述染色体上的所述多个箱的每个箱。

3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的全部或一

部分由多个箱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述参考基因组的一不同且不重叠

的部分；以及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

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对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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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

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

上。

37.如权利要求3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格式化(B)从一第一训练

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被格式化而来的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第一向量集以所述各

自的向量集中的所述多个向量的一阵列的形式被输入到所述网络架构中。

38.如权利要求37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

所述参考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染色体。

39.如权利要求37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一向量代表所

述参考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

40.如权利要求3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以及

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参考基因组

的所述染色体上的所述多个箱的每个箱。

41.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

述参考基因组的一不同且不重叠的部分；以及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

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

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

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42.如权利要求4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格式化(B)从一第一训练

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中被格式化而来的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第一向量集以所述

第一向量集中的所述多个向量的形式被输入到所述网络架构中。

43.如权利要求42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

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染色体。

44.如权利要求42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一向量代表所

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

45.如权利要求4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以及

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参考基因组

的所述染色体上的所述多个箱的每个箱。

4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

述参考基因组的一不同且不重叠的部分；以及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

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

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率，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

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47.如权利要求4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格式化(B)从一第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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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中被格式化而来的所述多个向量集中一第一向量被输入到所

述网络架构中。

48.如权利要求47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

所述参考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单个染色体。

49.如权利要求47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

所述参考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

50.如权利要求4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以及

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参考基因组

的所述染色体上的所述多个箱的每个箱。

51.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

述参考基因组的一不同且不重叠的部分；以及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

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

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

变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52.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格式化(B)从一第一训练对

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中被格式化而来的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第一向量集被输入到

所述网络架构中。

53.如权利要求5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格式化(B)从一第一训练

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中被格式化而来的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第一向量集被输入

到所述网络架构中。

54.如权利要求5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

所述参考基因组中的一不同的单个染色体。

55.如权利要求5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向量集中的一向量代表所

述参考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

56.如权利要求5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以及

所述多个向量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对应于所述各自的向量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

所述染色体上的所述多个箱的每个箱。

5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

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构建是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或靶向组合测序获得的。

58.如权利要求1至57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物种是人类。

59.如权利要求1至58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癌症状况是

多个癌症类型，所述多个癌症类型包括选自于由乳癌、结肠直肠癌、食道癌、头颈癌、肺癌、

淋巴瘤、卵巢癌、胰脏癌、前列腺癌、肾癌以及子宫癌组成的群组中的3个或更多个癌症类

型。

60.如权利要求1至58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癌症状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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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癌症类型，所述多个癌症类型包括选自于由乳癌、结肠直肠癌、食道癌、头颈癌、肺癌、

淋巴瘤、卵巢癌、胰脏癌、前列腺癌、肾癌以及子宫癌组成的群组中的5个或更多个癌症类

型。

61.如权利要求1至58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癌症状况是

乳癌、结肠直肠癌、食道癌、头颈癌、肺癌、淋巴瘤、卵巢癌、胰脏癌、前列腺癌、肾癌或子宫癌

的多个癌症分期。

62.如权利要求13、25、33、36、41、46或5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从所述各自

的训练对象获得的所述生物样本是从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的一血浆样本。

63.如权利要求13、25、33、36、41、46或5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从所述各自

的训练对象获得的所述生物样本包括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的血液、全血、血浆、血清、尿液、

脑脊髓液、粪便、唾液、汗液、眼泪、肋膜积液、心包膜液或腹膜液。

64.如权利要求1至63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包括20个对象；以及

对于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的每个各自的癌症状况，所述第一多个训练对象包括具有所

述各自的癌症状况的至少两个不同的对象。

65.如权利要求1至63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训练对象包括100个对象；以及

对于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的每个各自的癌症状况，所述第一多个训练对象包括具有所

述各自的癌症状况的至少5个不同的对象。

66.如权利要求1至65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物种是人类；以及

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22个体染色体的染色体的基因型信

息。

67.如权利要求1至65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物种是人类；以及

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少于22个体染色体的染色体的基因

型信息。

68.如权利要求1至10或12至67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癌

症状况由一第一状况及一第二状况组成；以及

所述评分器提供用于所述第一状况的一第一分数，并提供用于所述第二状况的一第二

分数。

69.如权利要求6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评分器包括一二元逻辑回归代价层。

70.如权利要求68或69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状况是一对象存有癌症；以及

所述第二状况是一对象没有癌症。

71.如权利要求68至70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评分器提供用于所述第一状况的一第一正值，并提供用于所述第二状况的一第二

正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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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训练对象上，所述第一正值与所述第二正值的和为相同

的预定常数。

72.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

质存储有多个程序代码指令，当由一处理器执行所述多个程序代码指令时，所述多个程序

代码指令使所述处理器执行一种用于在一物种的多个不同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行

分类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A)针对一物种的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i)一癌症状况；以及

(ii)一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对应于所述物种的一参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的基因型信息，

从而获得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

(B)将所述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中的每个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应的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从而产生多个向量集；

(C)将所述多个向量集提供给一网络架构，所述网络架构至少包括：(i)一第一卷积神

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多个层，所述第一多个层包括至少一第一卷积层，所述至少一第一

卷积层与至少一第一过滤器相关联，所述至少一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

及(ii)一评分器；

(D)从所述评分器获取多个分数，其中所述多个分数中的每个分数对应于将所述多个

向量集中的一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中的输入；以及

(E)使用所述多个分数中的各自的分数与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所述相应的训练对象

的所述相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比较来调整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从而训练所述网络架

构，以在多个癌症状况下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73.一种在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包含：

(A)针对一物种的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i)一癌症状况；以及

(ii)一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对应于所述物种的一参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的基因型信息，

从而获得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

(B)将所述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中的每个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应的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从而产生多个向量集；

(C)将所述多个向量集提供给一网路架构，所述网路架构至少包括：(i)一第一卷积神

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多个层，所述第一多个层包括至少一第一卷积层，所述至少一第一

卷积层与至少一第一过滤器相关联，所述至少一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

及(ii)一评分器；

(D)从所述评分器获取多个分数，其中所述多个分数中的每个分数对应于所述多个向

量集中的一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中的输入；以及

(E)使用所述多个分数中的各自的分数与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所述相应的训练对象

的所述相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比较来调整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从而训练所述网络架

构，以在多个癌症状况下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74.一种用于对一对象的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中的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计算机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系统包含：

至少一通用处理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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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用存储器，所述通用存储器存储至少一程序，以由所述至少一通用处理器执行，所

述至少一程序包括多个指令，以用于进行：

(A)获得所述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与所述物种的一参

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相对应的基因型信息；

(B)将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含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

(C)将所述向量集提供给一网络架构，所述网络架构至少包括：(i)一第一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多个层，所述第一多个层包括至少一第一卷积层，所述至少一第一卷积

层与至少一第一过滤器相关联，所述至少一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

(ii)一评分器；

(D)从所述评分器获取一第一分数，其中所述第一分数对应于所述向量集到所述网络

架构中的输入；以及

(E)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使用所述第一分数将所述对象分类为患有一癌症状况。

75.如权利要求7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机系统还包括具有一图形处理存储器的一图形处理单元；以及

所述网络架构存储在所述图形处理存储器中。

76.如权利要求74或75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多个层还包括一第二

卷积层；

所述第二卷积层包括至少一第二过滤器，所述第二过滤器包括一第二组过滤器权重；

除了所述第一多个层中的一最终层之外，所述第一多个层中的每个层的输出用以作为

所述第一多个层中的另一层的输入；

并且其中所述提供(C)响应于所述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的输入来执行一程序，包括

以下步骤：

(a)将一第一多个输入值输入到所述第一卷积层中，作为所述各自的向量集中的多个

值的一第一函数；

(b)使所述第一卷积层将一第一多个中间值馈入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

层，所述第一多个中间值被计算作为以下的一第二函数：(i)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

及(ii)所述第一多个输入值；

(c)使所述第二卷积层从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馈入一第二多个中间

值，作为以下的一第三函数：(i)至少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二卷积层接收的多

个输入值；以及

(d)使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将来自所述最终层的多个值馈入所述

评分器。

77.如权利要求75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还包括

一第一池化层及一第二池化层，并且其中所述程序还包括：

使所述第一池化层将计算为所述第一多个中间值的一第一池化函数的一第三多个中

间值从所述第一卷积层馈入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以及

使所述第二池化层将计算为所述第二多个中间值的一第二池化函数的一第四多个中

间值从所述第二卷积层馈入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或所述评分器。

78.如权利要求77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池化层以及所述第二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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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各自独立地选自由以下所组成的群组：一最大池化层、一分数阶最大池化层、一平均池化

层以及一L2‑范数池化层。

79.如权利要求74至78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为所述向

量集提供一k维分数，其中k为2或更大的一正整数；以及所述k维分数中的每个元素代表与

所述各自的向量集相关联的所述训练对象具有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的一相应的癌症状

况的一概率或可能性。

80.如权利要求79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使用所述第一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中的所述最终层的所述输出的一归一化指数函数来计算所述向量集的所述k维分

数。

81.如权利要求79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包括一决策树、一多元

加性回归树算法、一聚类算法、一主成分分析算法、一近邻分析算法、一线性判别分析算法、

一二次判别分析算法、一支持向量机算法、一进化方法算法、一投影寻踪算法或其集合。

82.如权利要求74至78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评分器包括多个完全连接层以及一多分类逻辑回归代价层；以及

所述多个完全连接层中的一完全连接层馈入所述多分类逻辑回归代价层。

83.如权利要求74至78中任一项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分器包括一二

元逻辑回归代价层。

84.如权利要求7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每个各自的箱代表所述参考基因组的

一不同且不重叠的部分；以及

所述基因型信息包括所述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

计数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从自所述对象获得的一生物样本测得，

并且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85.如权利要求8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物种是人类，并且所述多个箱

在1000个箱至50000个箱之间。

86.如权利要求8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所述第一箱

计数是以下之一：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细胞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

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

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其中

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所述物种的所述基

因组的部分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小范围内；

通过对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

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

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

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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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率，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以及

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

述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

分上。

87.如权利要求8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甲基化测序测定是全基因组测

序，所述全基因组测序包括一个或多个未甲基化的胞嘧啶的亚硫酸氢盐转化或酶促转化为

一相应的一个或多个尿嘧啶。

88.如权利要求7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由所述物

种的多个染色体中的一相应的不同的染色体的所述基因型信息组成。

89.如权利要求7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所述多个

染色体中的每个染色体的至少一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

每个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以及一第二卷积层；

所述程序的输入步骤(a)针对所述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所述各自的向量输

入到所述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所述第一卷积层，所述第一卷积层代表与所述各自的

向量相关联的所述染色体；以及

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一各自的最终层将来自所

述各自的最终层的一不同的多个值馈入所述评分器。

90.如权利要求89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第一过滤器，所述多个第一过滤器中的每个各自的第一过滤器

包括一相应的第一组过滤器权重，并且对应于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卷

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第一卷积层；

所述网络架构包括多个第二过滤器，所述多个第二过滤器中的每个各自的第二过滤器

包括一相应的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并且对应于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卷

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第二卷积层；

所述程序以一第一预定步长将所述多个第一过滤器中的每个第一过滤器针对所述多

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第一卷积层进行卷积；以及

所述程序以一第二预定步长将所述多个第二过滤器中的每个第二过滤器针对所述多

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第二卷积层进行卷积。

91.一种用于在一物种的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方法包含：

(A)获得所述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对应于所述物种的

一参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的基因型信息；

(B)将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

(C)将所述向量集提供给一网络架构，所述网络架构至少包括(i)一第一卷积神经网络

路径，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多个层，所述第一多个层包括与至少一第一

过滤器相关联的至少一第一卷积层，所述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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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分器；

(D)从所述评分器获得一分数，其中所述分数对应于所述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中的

输入；以及

(E)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使用所述第一分数将所述对象分类为患有一癌症状况。

92.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

质存储有多个程序代码指令，当由一处理器执行所述多个程序代码指令时，所述多个程序

代码指令使所述处理器执行一种用于在一物种的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

行分类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A)获得所述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对应于所述物种的

一参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的基因型信息；

(B)将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

(C)将所述向量集提供给一网络架构，所述网络架构至少包括(i)一第一卷积神经网络

路径，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多个层，所述第一多个层包括与至少一第一

过滤器相关联的至少一第一卷积层，所述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ii)

一评分器；

(D)从所述评分器获得一分数，其中所述分数对应于所述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中的

输入；以及

(E)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使用所述第一分数将所述对象分类为患有一癌症状况。

9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中的一各

自的基因型数据结构的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向量中的一向量包括多个降维成分值，所述多个

降维成分值使用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所述相应的训练对象的所述基因型数据来计算。

94.如权利要求9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降维成分值是一相应的多

个主成分的多个多个主成分值。

9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在一序列读数长度终止阈值的应用

后，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所述第一箱计数是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

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

参考基因组的区域。

96.如权利要求95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序列读数长度终止阈值强制要

求仅小于一阈值大小的多个序列读数才有助于所述第一箱计数。

97.如权利要求96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阈值大小是160个核苷酸。

98.如权利要求7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程序还包括：将所述基

因型数据的全部或一部分输入到除了所述网络架构之外的一辅助模型中，以获得一第二分

数；以及其中

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使用所述第一分数将所述对象分类为患有一癌症状况还包

括：将所述第一分数以及所述第二分数输入一总体预测模型，并且其中，响应于将所述第一

分数以及所述第二分数输入所述总体预测模型中，所述总体预测模型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

中将所述对象分类为患有一癌症状况。

99.如权利要求9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总体预测模型以所述对象患有

一癌症状况的一可能性的形式，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将所述对象分类为患有所述癌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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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00.如权利要求9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总体预测模型是一逻辑回归

模型。

101.如权利要求98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模型是一长度分类器、一

B评分分类器或一等位基因比率分类器。

102.如权利要求7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程序包括指令以用于：

(F)通知所述对象或照顾所述对象的一医生所述第一分数。

103.如权利要求7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程序包括指令以用于：

(F)通知所述对象或照顾所述对象的一医生所述第一分数，从而治疗所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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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神经网络系统及数据分类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8年6月1日提交的标题为“用于数据分类的卷积神经网络系统及

方法”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679,746号的优先权权益；其内容通过引用并入于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说明书描述了使用来自这类对象的基因型信息，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来对多个对

象的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背景技术

[0004] 对癌症的分子发病机理的日益了解以及次世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推动体液中癌症发展所涉及的早期分子改变的研究。在

血浆、血清及尿液游离DNA(cell‑free  DNA，cfDNA)中发现了与此类癌症发展相关的特定遗

传以及表观遗传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潜在地用作几种类型癌症的诊断生物标记。参见Salvi

等人，2016，“游离DNA作为癌症的诊断标记：最新见解(Cell‑free  DNA  as  a  diagnostic 

marker  for  cancer：current  insights)”，肿瘤靶标和治疗(Onco  Targets  Ther.)；9：

6549‑6559。

[0005] 截至2015年，美国每年总计有1,658,370例癌症，是显着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参

见，Siegel等人，2015，“癌症统计(Cancer  statistics)”，CA：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 

Cancer  J  Clin)；65(1)：5‑29。筛查程序以及早期诊断对改善癌症患者的无病存活率及降

低死亡率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用于早期诊断的非侵入性方法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因此

可被纳入筛查程序中。

[0006] 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的基于血清的非侵入性生物标记包括癌抗原125(CA  125)、癌

胚抗原、醣类抗原19‑9(CA19‑9)以及前列腺特异度抗原(PSA)，用于分别检测卵巢、结肠及

前列腺癌。参见Terry等人，2016，“欧洲EPIC队列中卵巢癌的早期检测生物标记的前瞻性评

估(A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early  detection  biomarkers  for  ovarian  cancer 

in  the  European  EPIC  cohort)”，临床癌症研究(Clin  Cancer  Res .)；2016年4月8日；

Epub及Zhang等人，2015年，“胰脏癌诊断中的肿瘤标记CA19‑9、CA242及CEA：一种元分析

(Tumor  markers  CA19‑9，CA242  and  CEA  in  the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a 

meta‑analysis)”，国际临床与实验医学杂志(Int  J  Clin  Exp  Med.)；8(7)：11683‑11691。

[0007] 这些生物标记通常具有低特异度(大量假阳性结果)。因此，正在积极寻求新的非

侵入性生物标记。对癌症的分子发病机理的日益了解以及例如次世代核酸测序技术之类的

新分子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促进体液中早期分子改变的研究。

[0008] 游离DNA(cfDNA)可以在血清、血浆、尿液及其他体液中被发现(Chan等人，2003，

“临床生物化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Clinical  Biochemists)的临床科学性审查委员

会(Clinical  Sciences  Reviews  Committee)，血浆、血清及尿液中的游离核酸：一种分子

诊断中的新工具”)”，临床生物化学年鉴(Ann  Clin  Biochem)；40(Pt  2)：122‑130)，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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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活检”，是特定疾病的循环图像。参见De  Mattos‑Arruda及Caldas，2016，“游离循环肿

瘤DNA作为乳癌中的液体活检”，分子肿瘤学(Mol  Oncol.)；10(3)：464‑474。

[0009] Mandel及Metais(Mandel及Metais)证明cfDNA的存在，“人类血浆中的核酸(P.Les 

acides  nucleiques  du  plasma  sanguin  chez  l’homme)，”Seances，1948，Soc  Biol  Fil；

142(3‑4)：241‑243)。cfDNA起源于坏死或凋亡细胞，并且通常由所有类型的细胞释放。

Stroun等人表明，在患者的cfDNA中可以发现特定的癌症改变。参见Stroun等人，1989，“在

癌症患者血浆中发现的DNA的肿瘤特征(Neopla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NA  found 

in  the  plasma  of  cancer  patients)”，肿瘤学(Oncology)46(5)：318‑322。以下许多论文

证实cfDNA包含与肿瘤相关的特定变化，例如突变、甲基化及拷贝数变异(CNVs)，从而证实

了循环肿瘤DNA(ctDNA)的存在。参见Goessl等人，2000，“荧光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

用于体液中前列腺癌的DNA检测(Fluorescent  methylation‑specifi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or  DNA‑based  detection  of  prostate  cancer  in  bodily  fluids,)”，癌症

研究(Cancer  Res.)；60(21)：5941‑5945；以及Frenel等人，2015，“循环游离DNA的串行次世

代测序，评估肿瘤克隆对分子靶向给药的反应(Serial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evaluating  tumor  clone  response  to  molecularly 

targeted  drug  administration,)”，临床癌症研究(Clin  Cancer  Res.)；21(20)：4586‑

4596。

[0010] 血浆或血清中的cfDNA具有良好的特征，而尿液cfDNA(ucfDNA)传统上具有较少的

特征。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ucfDNA也可能是有前景的生物标记来源。参见Casadio等人，

2013，“尿液游离细胞DNA完整性作为早期诊断膀胱癌的标记：初步数据(Urine  cell‑free 

DNA  integrity  as  a  marker  for  early  bladder  cancer  diagnosis：preliminary 

data)”，泌尿肿瘤学(Urol  Oncol)；31(8)：1744‑1750。

[0011] 在血液中，细胞凋亡是决定cfDNA的含量的常见事件。然而，在癌症患者中，cfDNA

的含量似乎也受到细胞坏死的影响。参见Hao等人，2014，“血清中的循环游离DNA作为诊断

及预后预测大肠癌的生物标记(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in  serum  as  a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predi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英国癌症杂志

(Br  J  Cancer)111(8)：1482‑1489；以及Zonta等人，2015，“DNA完整性评估，在癌症研究中

的应用(Assessment  of  DNA  integrity，applications  for  cancer  research)”，临床化

学研究进展(Adv  Clin  Chem)70：197‑246。由于细胞凋亡似乎是主要的释放机制，循环

cfDNA的大小分布揭示了约167bp的短片段的富集(参见Heitzer等人，2015，“循环肿瘤DNA

作为癌症的液体活检(Circulating  tumor  DNA  as  a  liquid  biopsy  for  cancer)”，临床

化学(Clin  Chem.)；61(1)：112‑123；以及Lo等人，2010，“母体血浆DNA测序揭示了胎儿的全

基因组遗传及突变谱(Maternal  plasma  DNA  sequencing  reveals  the  genome‑wide 

genetic  and  mutational  profile  of  the  fetus)”科学转化医学期刊(Sci  Transl 

Med.)；2(61)：61ra91)，对应于凋亡细胞产生的核小体。

[0012] 在肿瘤患者中，血清及血浆中循环cfDNA的含量似乎比健康对照显着更高，特别是

患有晚期肿瘤的患者中比患有早期肿瘤的患者高。参见Sozzi等人，2003年“游离循环DNA的

定量作为肺癌的诊断标记(Quantification  of  free  circulating  DNA  as  a  diagnostic 

marker  in肺cancer)”，临床肿瘤学杂志(J  Clin  Oncol.)；21(21)：3902‑3908；Kim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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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循环游离DNA作为胃癌患者中有希望的生物标记：手术切除后的诊断有效性及cfDNA

的显着降低(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as  a  promising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diagnostic  validity  and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cfDNA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外科治疗与研究年鉴(Ann  Surg  Treat  Res)86(3)：136‑

142；以及Shao等人，2015，“卵巢癌中游离DNA的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ell‑free  DNA  in  ovarian  cancer)”，肿瘤学快报(Oncol  Lett)10(6)：3478‑3482)。癌症

患者中循环cfDNA的含量的变异性高于健康个体(Heitzer等人，2013，“从癌症患者血浆DNA

中确定肿瘤特异性拷贝数变化(Establishment  of  tumor‑specific  copy  number 

alterations  from  plasma  DNA  of  patients  with  cancer)”，国际癌症期刊(Int  J 

Cancer.)133(2)：346‑356)；以及循环cfDNA的含量受多种生理及病理状况(包括促炎性疾

病)的影响。参见Raptis及Menard，1980，“正常人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血浆DNA定量及

特征(Quantit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lasma  DNA  in  normals  and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临床研究杂志(J  Clin  Invest.)66(6)：1391‑

1399；以及Shapiro等人，1983，“测定良性或恶性胃肠道疾病患者的循环DNA水平

(Determination  of  circulating  DNA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benign  or  malignant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癌症(Cancer)51(11)：2116‑2120。

[0013] 鉴于循环cfDNA以及其他形式的基因型数据作为诊断指标的希望，在本领域中需

要处理此类数据以获得用于癌症诊断的准确分类器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14] 本公开通过提供用于对一物种的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强健技术，来解决在背景

中发现的缺点。本公开的网络架构学习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卷积层内的参数，当所述卷积

神经网络路径在输入中的某些空间位置看到某种特定类型的特征时，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

径激活。一卷积层中的每个过滤器的初始权重是通过针对一训练集训练卷积神经网络而获

得的。因此，网络架构的操作产生了比以往用于分类癌症状况的特征更复杂的特征。

[0015] 在一个方面，针对物种的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训练对象，获得所述对象的一癌

症状况以及一基因型数据构建。将每个数据构建格式化为一相应的向量集，所述向量集包

括具有多个元素的多个向量。将所述多个向量集提供给包括至少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一

网络架构。所述至少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一层的输出用以作为到至少一条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的输入，或者用以作为到一最终评分器的输入。所述至少一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包括多个卷积层，每个所述卷积层具有至少一包括一组过滤器权重的过滤器。响

应于一向量集到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输入，将多个输入值提供给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

径中的一卷积层。这使得所述层将多个中间值馈入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所

述多个中间值被计算作为以下的一函数：(i)与所述层相关联的所述至少一组过滤器权重；

以及(ii)所述多个输入值，并使得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将将来自所述卷积

神经网络路径所述最终层的多个值馈入所述评分器。因此，从所述评分器获得分数，每个分

数对应于一向量集，并且将这些分数与对象的癌症状况进行比较。此比较用于调整架构的

至少一组过滤器权重，从而训练所述架构，以对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0016] 本公开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其中使用一网络架构来确定一物种在多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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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癌症状况下的一癌症状况(例如，癌症类型、特定癌症类型的癌症分期等)，所述网络架

构包括至少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首先，对所述网络架构进行训练。为此，针对一物种的多

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训练对象，获得：(i)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癌症状况；以及(ii)所

述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对应于所述物种的一参

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的基因型信息，从而获得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将所述多个基因型数

据构建中的每个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括相应的一个或多个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

从而产生多个向量集。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具有相同数量的向量。将所述多个向

量集提供给一网络架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驻留在一图形处理单元存储器中)，所述网络

架构包括一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用于依次接收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向量集；以及一评

分器。除了在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之外，在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

的每一层的输出用作到在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的输入。所述第一卷积神

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及一第二卷积层。所述第一卷积层包括至少一第一过滤器，

所述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所述第二卷积层包括至少一第二过滤器，所述

第二过滤器包括一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存在两个过滤器，每个过滤器包

括其自身与所述第一卷积层相关联的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两个过滤器，每个过滤器包括

其自身与所述第二卷积层相关联的一组过滤器权重。响应于将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各自

的向量集输入到所述网络架构，执行以下一程序，所述过程包括：(a)将一第一多个输入值

输入到所述第一卷积层中，作为所述各自的向量集中的多个值的一第一函数；(b)使所述第

一卷积层将一第一多个中间值馈入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所述第一多个

中间值被计算作为以下的一第二函数：(i)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一多

个输入值；(c)使所述第二卷积层从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馈入一第二多

个中间值，作为以下的一第三函数：(i)至少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二卷积层接

收的多个输入值；以及(d)使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将来自所述最终层

的多个值馈入所述评分器。以此方式，从所述评分器获得多个分数。所述多个分数中的每个

分数对应于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中的输入。将所述多个分数中的

各自的分数与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相应的训练对象的相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比较用于调

整(训练)至少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至少一第二组过滤器权重，从而训练所述网络架

构，以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下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通过以这种方式进行适当训练的网

络架构，可以基于从从测试对象的一生物样本获得的基因型信息形成的一向量集的一输

入，对测试对象的癌症状况进行评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评分器包括提供一k维分数

的一多分类逻辑回归代价层(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cost  layer)，其中k是

一正整数，并等于所述网络架构可辨别的可能癌症状况的数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网

络架构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每个具有其自己的一组卷积层及一组过滤器，其中每

个这样的路径用于一不同的染色体的基因组信息、不同组的染色体组，及/或其他类型的基

因型信息。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一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处理来自白细胞的基因型信

息，而另一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处理来自被视为非白细胞的细胞的基因型信息。所述卷积

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条路径将多个值馈入单个评分器中。

[0017] 其他实施方式针对与本文描述的方法相关联的系统、便携式消费装置及计算机可

读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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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如本文所公开的，当适用时，本文所公开的任何实施方式可以应用于任何方面。

[0019] 通过下面的详细描述，本公开的其他方面及优点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变得显而

易见，其中，仅示出以及描述了本公开的说明性实施方式。将会认识到，本公开内容能够具

有其他和不同的实施方式，并且其许多细节能够在各种显而易见的方面进行修改，所有这

些都不脱离本公开内容。因此，附图以及描述本质上应被认为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

的。

[0020] 通过引用的合并：

[0021] 本文的所有出版物、专利及专利申请均通过引用以其整体并入本文。在本文中的

术语与并入的参考文献中的术语之间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以本文中的术语为准。

附图说明

[0022] 在附图的图式中，以示例而非限制的方式示出了本文公开的实施方式。在所有附

图中的多个视图，相似的附图标记指代对应的部分。

[0023] 图1示出了一示例性框图，所述框图示出了一种根据本公开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用

于在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下，对一物种的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计算装置；

[0024] 图2A及图2B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用于在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下，

对一物种的的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方法的一示例性流程图；

[0025]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用于在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下，对一物

种的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一示例性网络架构138；

[0026] 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在一网络架构中的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

中的一染色体的一组示例性过滤器权重；

[0027] 图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划分的三阴性乳癌(雌激素受

体(ER‑)、孕酮受体(PR‑)及HER2(HER2‑)检测为阴性的乳癌)的本公开的卷积网络架构的分

数；

[0028] 图6以一接收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形

式的示出了使用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的一网络架构的模型性能，所述基因

型数据构建包括箱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例如，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每个各自的

箱计数代表从自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

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由所述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表示的物种的基因组的

一不同的区域上，其中白细胞对箱计数的贡献未被掩盖。如此处所示，分析是通过5倍验证

完成的；

[0029] 图7以真阳性率作为来源的组织的一函数的形式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

的一单个轨迹网络架构的图6的模型的模型性能；

[0030] 图8以真阳性率作为癌症分期(所有癌症类型)的一函数的形式示出了根据本公开

的一实施方式的图6的模型的模型性能。NC：非癌症；NI：无信息；O：其他；

[0031] 图9以假阳性率与真阳性率的一接收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形式示出了使用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的一网络架构的

示例性模型性能，所述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单轨迹箱计数的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例如，

每个各自的箱计数代表从由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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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的物种的基因

组的不同区域，其中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训练对象的白细胞对箱计数的贡献被掩盖

了。如此处所示，分析是通过5倍验证完成的；

[0032] 图10以真阳性率作为来源的组织的一函数的形式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

式的一单轨迹网络架构的图9的模型的示例性模型性能；

[0033] 图11以真阳性率的形式作为癌症分期(所有癌症类型)的一函数的形式示出了根

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图9的模型的示例性模型性能。NC：非癌症：NI：无信息；O：其他；

[0034] 图1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使用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

建的各种轨迹网络架构的示例性模型性能，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代表从自训练对象获

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的呈箱计数的形

式的游离核酸数据，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由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的物种的基因组

的不同区域上；

[0035] 图13以一ROC曲线的形式示出了使用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的图3

的网络架构的头对头(head  to  head)示例性模型性能，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代表从自

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的呈

箱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不同的箱计数的序列读数映射到由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

的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区域。在此示例中，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白细胞对箱分数计数

的贡献被掩盖(黑线)，并经过神经网络分析，然后与同一训练集的B得分分析(灰线)进行比

较；

[0036] 图1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在基于卷积网络的网络架构的训练群体

与B评分分类器的训练群体中，作为癌症分期的一函数的真阳性率的一样本散点图比较；

[0037] 图1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使用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

建(其包括训练对象的箱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的一网络架构的示例性模型性能如何

与此类训练对象中的体细胞拷贝数变化(somatic  copy  number  alterations,SCNA)的数

量相关联；

[0038] 图16及图17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在逐个训练对象的基础上，使用各

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的一网络架构的示例性模型性能，并受白细胞对箱计数

掩盖的影响，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代表从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

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的呈单轨迹箱计数的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所述多

个序列读数映射到由训练集中的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的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

上；

[0039] 图18及图19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本公开的一网络架构如何能够识

别特定的体细胞删除；

[0040] 图20及图2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本公开的一示例性网络架构如何

能够识别一特定对象中的体细胞拷贝数变化(somatic  copy  number  alterations ,

SCNAs)；

[0041] 图22是根据本公开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用于筛选一癌症状况的目的而获得一甲基

化信息的方法的一示例性流程图；

[0042] 图2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用于制备用于测序的一核酸样本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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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一示例性流程图；

[0043] 图24是根据本公开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用于获得序列读数的过程的图形表示；

[0044] 图2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用于计算B得分的一示例性方法；

[0045] 图26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一示例性向量集；

[0046] 图27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类型划分的针对癌症类型分类的

本公开的卷积网络架构分数的一示例性箱形图，并指定使用每种癌症类型的训练对象的数

量；

[0047] 图28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侵袭性癌症以及非癌症状态划分的针

对高死亡率癌症：肝胆癌、卵巢癌、胰脏癌、食道癌、肺癌(HOPEL)的癌症类型分类的本公开

的示例性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

[0048] 图29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针对HOPEL的本公开的示例性卷积网络架

构的分数的一ROC；

[0049] 图30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针对高信号癌症(high  signal  cancers,

HiSigCan)的本公开的示例性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所述高信号癌症被定义为以下单个原

发性侵袭性癌症：ER‑乳癌、结直肠癌、肺癌、胰脏癌、卵巢癌、肝胆癌、胃癌、头颈癌及食道

癌；

[0050] 图3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针对HiSigCan的本公开的示例性卷积网

络架构的分数的一ROC；

[0051] 图32及图3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的针对侵袭性癌症的

本公开的示例性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所述侵袭性癌症是组织学上证实的侵袭性癌症；

[0052] 图34及图3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的针对高死亡率癌症：

肝胆癌、卵巢癌、胰脏癌、食道癌、肺癌(HOPEL)的癌症类型分类的本公开的示例性卷积网络

架构的分数；

[0053] 图36及图37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的针对高信号癌症

(high  signal  cancers,HiSigCan)的本公开的示例性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所述高信号癌

症被定义为以下单个原发性侵袭性癌症：ER‑乳癌、结肠直肠癌、肺癌、胰脏癌、卵巢癌、肝胆

癌、胃癌、头颈癌及食道癌；

[0054] 图38及图39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划分的本公开的针对

肺癌的示例性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

[0055] 图40及图4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子类型划分的本公开的针对乳

癌的示例性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以及

[0056] 图42A至图42D描绘了当CNN分析与其他类型的分析结合时的分类性能(图42A：M得

分分析；图42B：片段长度分析；图42至图42C：B得分分析；以及图42D：等位基因比率分析)。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现在将详细参考实施方式，其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在以下详细描述中，阐述了许多

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公开的透彻理解。然而，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显而易见的

是，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践本公开。在其他情况下，没有详细描述公知的方

法、过程、组件、电路及网络，以免不必要地使实施方式的各方面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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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提供了多种用于在一物种的多个不同的癌症状况(例如，癌症类型、特定的癌症类

型的癌症分期等)中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系统及方法。对于所述物种的多个训练对象

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i)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癌症状况；以及(ii)所述各

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与所述物种的一参考基因组

的多个位置相对应的基因型信息，从而获得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

[0059] 将所述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中的每个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为包括一相应的一

个或多个向量的一相应的向量集，从而产生多个向量集。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具

有相同数量的向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向量是一维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向量

是二维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向量各自是N维的，其中N是一正整数。一方面，本文公开

的向量集能够将基因型数据转换为视觉数据。例如，将一生物样本中的靶向核酸的丰度水

平(例如，由序列读数的数量或核酸片段的数量表示)转换为视觉数据(例如，深灰色代表高

丰度水平，而浅灰色代表低丰度水平)。然后，在对视觉数据进行图像数据分析的方法(例

如，各种类型的有监督或无监督的机器学习分析)之后，可以识别并“可视化(visualized)”

副本编号信号中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全空间学习、计算机视觉分析、卷积神经网络、深层

神经网络、浅层神经网络或完全连接的神经网络。

[0060] 例如，将所述多个向量集提供给一网络架构(在某些实施方式中，驻留在一图形处

理单元存储器中)，所述网络架构包括一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用于依次接收所述多个向

量集中的多个向量集。除了在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之外，在所述第一卷积

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一层的输出用作到在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的输入。

[0061] 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及一第二卷积层。所述第一卷积层

包括至少一第一过滤器，所述第一过滤器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所述第二卷积层包括

至少第二过滤器，所述第二过滤器包括一第二组过滤器权重。

[0062] 响应于将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各自的向量集输入到所述网络架构中，执行以下

一程序，所述程序包括：(a)将一第一多个输入值输入到所述第一卷积层中，作为所述各自

的向量集中的多个值的一第一函数；(b)使所述第一卷积层将一第一多个中间值馈入所述

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所述第一多个中间值被计算作为以下的一第二函数：

(i)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一多个输入值，进入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

中的另一层；(c)使所述第二卷积层从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馈入一第二

多个中间值，作为以下的一第三函数：(i)至少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二卷积层

接收的多个输入值；以及(d)使所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将来自所述最终

层的多个值馈入所述评分器。

[0063] 以这种方式，从所述评分器获得多个分数。所述多个分数中的每个分数对应于所

述多个向量集中的一向量集到所述网络架构中的输入。

[0064] 将所述多个分数中的各自的分数与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对应的训练对象的对

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比较用于调整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从而所述训练网络架构，以

在多个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0065] 定义：

[0066] 如本文中所使用，术语“约(about)”或“约(approximately)”可以意指对于由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确定的特定的值而言在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其可以部分取决于如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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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确定所述值，例如测量系统的局限性。例如，根据本领域的实践，“约”可以表示在1或大

于1的标准偏差之内。“约”可以表示一给定值的±20％、±10％、±5％或±1％。术语“约

(about)”或“约(approximately)”可以表示在一值的数量级内，值的5倍以内或2倍以内。在

本申请及权利要求书中描述了特定的值的情况下，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应假设术语“约”表

示所述特定的值在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术语“约”可具有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

含义。术语“约”可以指±10％。术语“约”可以指±5％。

[0067] 如本文所用，术语“测定”是指用于确定一物质的一特性的技术，所述物质例如是

核酸、蛋白质、细胞、组织或器官。一分析(例如，一第一分析或一第二分析)可以包括用于确

定一样本中核酸的拷贝数变异、一样本中核酸的甲基化状态、一样本中核酸的片段大小分

布、一样本中核酸的突变状态或一样本中核酸的片段化模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

任何测定均可用于检测本文提及的核酸的任何性质。核酸的性质可包括序列、基因组一致

性(identity)、拷贝数、一个或多个核苷酸位置处的甲基化状态、核酸的大小、一个或多个

核苷酸位置处核酸中一突变的存在与否以及核酸片段化的模式(例如，核酸片段化的核苷

酸位置)。测定或方法可以具有特定的灵敏度及/或特异性，并且可以使用ROC‑AUC统计数据

来测量其作为一诊断工具的相对有用性。

[0068] 如本文所用，术语“生物样本”、“患者样本”或“样本”是指取自一对象的任何样本，

其可以反映与对象相关的生物状态，并且包括游离DNA。生物样本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对象

的血液、全血、血浆、血清、尿液、脑脊液、粪便、唾液、汗液、眼泪、胸膜液、心包液或腹膜液。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样本由对象的血液、全血、血浆、血清、尿液、脑脊液、粪便、唾液、汗

液、眼泪、胸膜液、心包液或腹膜液组成。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生物样本限于对象的血液、

全血、血浆、血清、尿液、脑脊髓液、粪便、唾液、汗液、眼泪、胸膜液、心包液或腹膜液，并且不

包含其他成分(例如，实体组织等)。生物样本可以包括源自活体或死亡对象的任何组织或

材料。生物样本可以是游离样本。生物样本可以包含核酸(例如DNA或RNA)或其片段。术语

“核酸”可以指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或其任何杂交或片段。样本中的核酸可

以是游离核酸。样本可以是液体样本或固体样本(例如细胞或组织样本)。生物样本可以是

体液，例如血液、血浆、血清、尿液、阴道液、鞘膜积液(例如：睾丸)、阴道冲洗液、胸膜液、腹

水、脑脊液、唾液、汗液、眼泪、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乳头排出液、身体不同部位(例如甲状

腺、乳房)的抽吸液等。生物样本可以是粪便样本。在各种实施方式中，富集了游离DNA的生

物样本中的大多数DNA(例如，通过离心方案获得的血浆样本)可以是游离的(例如，大于

50％、60％、70％％、80％、90％、95％或99％的DNA可以是游离的)。可以处理生物样本以物

理地破坏组织或细胞结构(例如，离心及/或细胞裂解)，从而将细胞内组分释放到溶液中，

所述溶液可以进一步包含可以酶、缓冲液、盐、去污剂等，其可用于准备样本以进行分析。可

以通过侵入性(例如，外科方式)或非侵入性(例如，抽血、拭子或收集排出的样本)从对象获

得生物样本。

[0069] 如本文所用，术语“癌”或“肿瘤”是指组织的异常块，其中块的生长超过并且与正

常组织的生长不一致。根据以下特征，可以将癌症或肿瘤定义为“良性”或“恶性”：细胞分化

程度，包括形态及功能、生长速率、局部侵袭及转移。“良性”肿瘤可以被很好地分化，比恶性

肿瘤具有特征性的生长缓慢，并且仍然局限于起源部位。另外，在某些情况下，良性肿瘤不

具有浸润、侵袭或转移到远处的能力。“恶性”肿瘤可能分化较差(再生障碍)，具有特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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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生长，并伴有周围组织的逐渐浸润、侵袭及破坏。此外，恶性肿瘤可具有转移至远处的

能力。

[0070] 如本文所用，术语“分类”可以指代与样本的特定性质相关的任何数字或其他字

符。例如，“+”符号(或单词“阳性(positive)”)可以表示样本被分类为具有缺失或扩增。在

另一个示例中，术语“分类”可以指对象及/或样本中的肿瘤组织的量、对象及/或样本中的

肿瘤的大小、对象中的肿瘤的分期、对象及/或样本中的的肿瘤负荷以及对象中是否存在肿

瘤转移。分类可以是二元的(例如，阳性或阴性)或具有更多的分类级别(例如，从1到10或从

0到1的标度)。术语“截止(cutoff)”及“阈值”可以指操作中使用的预定数字。例如，一截止

大小可以指的是片段被排除超出的一大小。阈值可以是高于或低于适用特定分类的值。这

些术语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这些上下文中使用。

[0071] 如本文所用，术语“游离核酸”、“游离DNA”及“cfDNA”可互换地是指在体液中的细

胞外发现的核酸片段，所述体液例如一对象的血液、全血、血浆、血清、尿液、脑脊液、粪便、

唾液、汗液、汗液，眼泪、胸膜液、心包液或腹膜液(例如，血液)。游离核酸在本文中可互换地

称为“循环核酸”。游离核酸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RNA、线粒体DNA或基因组DNA。游离核酸可

以源自一种或多种健康细胞及/或源自一种或多种癌细胞。

[0072]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假阳性”(false  positive,FP)是指没有病症的对象。假

阳性可以指没有肿瘤、癌症、癌前状态(例如，癌前病变)，局部或转移性癌症、非恶性疾病，

或是健康的对象。术语假阳性可以指不患有病症但通过本公开的测定或方法被鉴定为患有

病症的对象。

[0073] 如本文所用，术语“片段”与“核酸片段”(例如，DNA片段)可互换使用，并且是指包

含至少三个连续核苷酸的多核苷酸或多肽序列的一部分。在对一生物样本中发现的游离核

酸片段进行测序的上下文中，术语“片段”及“核酸片段”可互换地是指在生物样本中发现的

游离核酸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测序(例如，全基因组测序、靶向测序等)以一个或多个相应

序列读数的形式形成全部或部分这种核酸片段的一个或多个拷贝。这样的序列读数实际上

可以是原始核酸片段的PCR重复，因此“代表”或“支持”核酸片段。可以存在多个序列读数，

每个序列读数代表或支持生物样本中的特定核酸片段(例如，PCR重复片段)。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核酸片段是游离核酸。

[0074] 如本文所用，术语“假阴性”(false  positive,FP)是指具有病症的对象。假阴性可

以指患有肿瘤、癌症、癌前状态(例如，癌前病变)、局部或转移性癌症，或是非恶性疾病的对

象。术语假阴性可以指患有病症，但通过本公开的测定或方法被鉴定为不患有病症的对象。

[0075] 如本文所用，短语“健康”是指具有良好健康的对象。健康的对象可以表现出没有

任何恶性或非恶性疾病。“健康个体”可能患有与被检测的疾病无关的其他疾病或状况，其

通常不被认为是“健康”。

[0076] 如本文所用，术语“癌症水平(level  of  cancer)”是指癌症是否存在(例如，存在

或不存在)，癌症的分期、肿瘤的大小、是否存在转移、估计的肿瘤分数浓度、总肿瘤突变负

荷值、身体的总肿瘤负荷及/或癌症严重水平(例如，癌症复发)的其他度量。癌症水平可以

是数字或其他标记，例如符号、字母及颜色。级别可以为零。癌症水平还可以包括与突变或

突变的一数量相关的癌前或癌前状态(conditions)(状态(states))。癌症水平可以多种方

式使用。例如，筛查可以检查以前未知的癌症患者中是否存在癌症。评估可以调查被诊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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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癌症的人，以监测其随时间的癌症进展，研究治疗的有效性或确定预后。在一个实施方

式中，预后可以表示为对象死于癌症的机会，或在特定持续时间或时间之后癌症进展的机

会，或癌症转移的机会。检测可以包括“筛查(screening)”，也可以包括检查具有癌症提示

特征(例如症状或其他阳性检查)的人是否患有癌症。“病变水平(level  of  pathology)”可

以指与病原体相关的病变水平，其中所述水平可以如上文针对癌症所述。当癌症与病原体

相关时，癌症水平可以是病变水平的一种。

[0077] 如本文所用，“甲基化组”可以是一基因组中多个位点或基因座处DNA甲基化的量

或水平的量度。甲基化组可以对应于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基因组的实质部分或基因组

的相对较小的部分。“肿瘤甲基化组”可以是对象(例如，人)的肿瘤的甲基化组。可以使用血

浆中的肿瘤组织或游离肿瘤DNA来确定肿瘤甲基化组。肿瘤甲基化组可以是感兴趣的甲基

化组的一个示例。感兴趣的甲基化组可以是器官的甲基化组，其可以将例如DNA的核酸贡献

到体液中(例如，脑细胞、骨骼、肺、心脏、肌肉、肾脏等的甲基化组)。所述器官可以是移植的

器官。

[0078] 如本文所使用的，每个基因组位点(例如，CpG位点)的术语“甲基化指数”可以指显

示所述位点处的甲基化的序列读数占覆盖所述位点的读数的数量的比例。一区域的“甲基

化密度(methylation  density)”可以是显示甲基化的一区域内的位点的读数数除以覆盖

所述区域内的位点的读数的数量。位点可以具有特定的特征(例如，位点可以是CpG位点)。

区域的“CpG甲基化密度”可以是显示CpG甲基化的读数的数量除以覆盖所述区域内的CpG位

点的读数的总数量(例如，特定的CpG位点、CpG岛内的CpG位点或更大的区域)。例如，可以根

据CpG位点上未转化的胞嘧啶的总数量(可以对应于甲基化的胞嘧啶)的总数来确定人类基

因组中每个100kb箱的甲基化密度，作为被映射至100kb的区域的序列读数覆盖的所有CpG

位点的比例。还可以针对其他大小的箱(例如，50kb或1Mb等)执行此分析。区域可以是整个

基因组或染色体或染色体的一部分(例如，染色体臂)。当此区域仅包括一CpG位点时，所述

CpG位点的甲基化指数可以与所述区域的甲基化密度相同。“甲基化胞嘧啶的比例”可以指

在所述区域中被分析的胞嘧啶残基的总数量(例如，包括CpG背景之外的胞嘧啶)中显示为

甲基化(例如，在亚硫酸氢盐转化后未转化)的胞嘧啶位点“C's”的数量。甲基化指数、甲基

化密度及甲基化胞嘧啶的比例是“甲基化水平”的示例。如本文所公开的，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甲基化指数可用于将序列读数或相应的核酸片段表征为拷贝数信号(例如，对应于不同

基因组区域的箱计数)。

[0079] 如本文所用，术语“甲基化概况(methylation  profile)”(也称为甲基化状态)可

以包括与一区域的DNA甲基化有关的信息。与DNA甲基化有关的信息可包括一CpG位点的一

甲基化指数，一区域中CpG位点的一甲基化密度，一连续区域CpG位点的分布，一区域内每个

单独CpG位点的甲基化模式或水平，所述区域包含多个CpG位点及非CpG甲基化。基因组大部

分的甲基化谱(methylation  profile)可被认为等同于甲基化组。哺乳动物基因组中的

“DNA甲基化”可以指在CpG二核苷酸中胞嘧啶的杂环的第5个位置添加一甲基(例如，产生5‑

甲基胞嘧啶)。在其他序列背景下，胞嘧啶可发生胞嘧啶甲基化，例如5'‑CHG‑3'及5'‑CHH‑

3 '，其中H为腺嘌呤、胞嘧啶或胸腺嘧啶。胞嘧啶甲基化也可以是5‑羟甲基胞嘧啶(5‑

hydroxymethylcytosine)的形式。DNA的甲基化可包括非胞嘧啶核苷酸(例如，N6‑甲基腺嘌

呤(N6‑methyladenine))的甲基化。例如，可以将来自不同基因组区域的甲基化数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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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的密度、分布、模式或水平)转换为一个或多个向量集，并通过本文公开的方法及系

统进行分析。

[0080] 如本文所用，术语“突变”是指一个或多个细胞的遗传物质中可检测的变化。在一

特定的示例中，一个或多个突变可以在癌细胞中发现，并且可以鉴定癌细胞(例如，驱动

(driver)及乘客(passenger)突变)。突变可以从表观细胞传递到子细胞。本领域技术人员

将理解，母细胞(parent  cell)中的遗传突变(例如，驱动突变)可在子细胞中诱导另外的不

同突变(例如，乘客突变)。突变通常发生在核酸中。在一特定的例子中，突变可以是一个或

多个脱氧核糖核酸或其片段中的可检测的变化。突变通常是指添加、删除、替代、倒位

(inverted)或转位(transposed)至核酸中新位置的核苷酸。突变可以是自发突变或实验诱

导的突变。特定组织的序列中的突变是“组织特异性等位基因(tissue‑specific  allele)”

的一个示例。例如，肿瘤可以具有导致在正常细胞中不发生的基因座处的等位基因的突变。

“组织特异性等位基因”的另一个示例是在胎儿组织而不是母体组织中发生的胎儿特异性

等位基因。

[0081] 如本文所用，“负预测值”或“NPV”可以通过TN/(TN+FN)或所有阴性测试结果的真

实阴性分数来计算。阴性预测值会固有地受到群体中疾病患病率以及欲测试的群体的测试

前概率的影响。术语“阳性预测值”或“PPV”可以通过TP/(TP+FP)或所有阳性测试结果的真

实阳性分数来计算。PPV会固有地受到群体中疾病患病率以及欲测试的群体的测试前概率

的影响。参见，例如，O’Marcaigh及Jacobson，1993，“估计诊断测试的预测价值，如何防止误

导或混淆的结果(Estimat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a  Diagnostic  Test,How  to 

Prevent  Misleading  or  Confusing  Results)”，Clin.Ped.32(8)：485‑491，其通过整体引

用并入本文。

[0082] 如本文所用，术语“核酸”及“核酸分子”可互换使用。所述术语指任何组成形式的

核酸，例如脱氧核糖核酸(DNA，例如互补DNA(cDNA)、基因组DNA(gDNA)等)及/或DNA类似物

(例如，包含碱基类似物、糖类似物)及/或非原态骨架(non‑native  backbone)等)，它们都

可以是单链或双链形式。除非另有限制，否则核酸可以包含天然核苷酸的已知类似物，其中

一些可以以与天然核苷酸相似的方式起作用。核酸可以是可用于进行本文方法的任何形式

(例如，线性、环状、超螺旋、单链、双链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核酸可以来自单条染色体或

其片段(例如，核酸样本可以来自二倍体生物体的样本的一个染色体)。在某些实施方式中，

核酸包含核小体、核小体的片段或部分或或核小体状结构。核酸有时包含蛋白质(例如，组

蛋白、DNA结合蛋白等)。通过本文所述的方法分析的核酸有时基本上是分离的，并且基本上

不与蛋白质或其他分子缔合。核酸还包括从单链合成、复制或扩增的DNA的衍生物、变体及

类似物(“正义(sense)”或“反义(antisense)”；“正(strand)”链或“负(minus)”链；“正向”

读码构(reading  frame)或“反向”读码构(reading  frame))；以及双链多核苷酸。脱氧核糖

核苷酸包括脱氧腺苷、脱氧胞苷、脱氧鸟苷及脱氧胸苷。可以使用获自对象的核酸作为模板

来制备核酸。

[0083] 如本文所用，“血浆甲基化组(plasma  methylome)”可以是从动物(例如，人)的血

浆或血清确定的甲基化组。血浆甲基化组可以是游离甲基化组的一个例子，因为血浆及血

清可以包括游离DNA。血浆甲基化组可以是混合甲基化组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可以是肿瘤/

患者甲基化组的混合物。“细胞甲基化组”可以是由对象例如患者的细胞(例如血细胞或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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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细胞)确定的甲基化组。血细胞的甲基化组可以称为血细胞甲基化组(或血液甲基化组)。

[0084]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ROC”或“ROC曲线”是指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可以是二元分类器系统的性能的图形表示。

对于任何给定的方法，可以通过在各种阈值设置下绘制灵敏度相对于特异性的曲线来生成

ROC曲线。可以在一对象的血浆样本中多种肿瘤衍生DNA浓度下确定用于检测对象中肿瘤存

在的方法的灵敏度及特异性。此外，只要提供三个参数(例如，灵敏度、特异性及阈值设置)

中的至少一个，ROC曲线就可以确定任何未知参数的值或期望值。可以使用适合ROC曲线的

曲线来确定未知参数。例如，假设一样本中肿瘤来源的DNA的浓度，则可以确定测试的预期

灵敏度及/或特异性。术语“AUC”或“ROC‑AUC”可以指一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下方的区域。考

虑到方法的灵敏度及特异性，度量(metric)可以提供方法的诊断效用的量度。ROC‑AUC可以

在0.5到1.0的范围内，其中接近0.5的值可以表明方法的有限的诊断效用(例如，较低的灵

敏度及/或特异性)，而接近1.0的值表明方法具有较大的诊断效用(例如，较高的灵敏度及/

或特异性)。参见，例如，Pepe等人，2004，“衡量诊断、预后或筛选标记的性能时的胜算比的

限制(Limitations  of  the  Odds  Ratio  in  Gaug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Diagnostic,Prognostic,or  Screening  Marker)”，Am.J.Epidemiol  159(9)：882‑890，其

通过整体引用并入本文。表征诊断效用的其他方法包括使用似然函数(likelihood 

functions)、胜算比(odds  ratios)、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预测值、校准(包括拟

合优度)及重新分类测量。在例如Cook的“在风险预测中使用及误用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

(Use  and  Misuse  of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in  Risk 

Prediction)”，Circulation  2007，115：928‑935中总结了这些方法的示例，其通过整体引

用并入本文。

[0085] 如本文所用，术语“参考基因组”是指可用于参考来自对象的已鉴定序列的任何生

物体或病毒的任何特定的已知的、测序的或表征的基因组，无论是部分的还是完整的。由国

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或加

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UCSC)托管的在线

基因组浏览器中提供了用于人类对象以及许多其他生物的示例性参考基因组。“基因组”是

指以核酸序列表达的生物或病毒的完整遗传信息。如本文所用，参考序列或参考基因组通

常是来自单个或多个个体的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基因组序列。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参考基因

组是来自一个或多个人类个体的组装的或部分组装的基因组序列。参考基因组可以视为一

物种的一组基因的代表示例。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参考基因组包含分配给染色体的序列。示

例性人类参考基因组包括但不限于NCBI构建(build)34(UCSC等校：hg16)、NCBI构建35

(UCSC等效：hg17)、NCBI构建36.1(UCSC等效：hg18)、GRCh37(UCSC等效：hg19)以及GRCh38

(相当于UCSC：hg38)。

[0086] 如本文所用，术语“序列读数”或“读数”是指通过本文所述或本领域已知的任何测

序方法产生的核苷酸序列。读数可以从核酸片段的一端产生(“单端读数”)，并且有时从核

酸的两端产生(例如，双端读数(paired‑end  reads)，双端读数(double‑end  reads))。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从靶向核酸片段的一条或两条链产生序列读数(例如，单端或双端读

数)。序列读数的长度通常与特定的测序技术有关。例如，高通量方法提供的序列读数大小

可能从数十到数百个碱基对(base  pairs,bp)不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序列读数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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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或平均长度为约15bp至900bp长(例如，约20bp、约25bp、约30bp、约35bp、约40bp、约

45bp、约50bp、约55bp、约60bp、约65bp、约70bp、约75bp、约80bp、约85bp、约90bp、约95bp、约

100bp、约110bp、约120bp、约130、约140bp、约150bp、约200bp、约250bp、约300bp、约350bp、

约400bp、约450bp或约500bp)。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序列读数的平均、中值或平均长度为约

1000bp、2000bp、5000bp、10,000bp或50,000bp或更高。例如，纳米孔测序可以提供大小从几

十到几百到几千不等的序列读数。Illumina平行测序可以提供不变化太多的序列读数，例

如，大多数序列读数可以小于200bp。序列读数(或测序读数)可以参考序列与核酸分子(例

如，一串核苷酸)相对应的信息。例如，序列读数可以对应于来自核酸片段的一部分的一串

核苷酸(例如，约20至约150)，可以对应于在核酸片段的一端或两端的一串核苷酸，或者可

以对应于整个核酸片段的核苷酸。可以以多种方式获得序列读数，例如，使用测序技术或使

用探针，例如在杂交阵列或捕获探针中，或使用扩增技术，例如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或使用单个引子的线性扩增或等温扩增(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0087] 如本文所用，本文所用的术语“测序”、“序列确定”等通常是指可用于确定例如核

酸或蛋白质之类的生物大分子的顺序的任何及所有生化过程。例如，测序数据可包括核酸

分子例如DNA片段中的全部或部分核苷酸碱基。

[0088] 如本文所用，术语“测序宽度(sequencing  breadth)”是指已经分析了特定参考基

因组(例如，人类参考基因组)或基因组的一部分的分数。分数的分母可以是重复遮蔽的基

因组，因此100％可以对应于减去遮蔽部分的所有参考基因组。重复遮蔽的基因组可以指其

中序列重复被遮蔽的基因组(例如，序列读数与基因组的未遮蔽部分对齐)。基因组的任何

部分都可以被遮蔽，因此人们可以专注于参考基因组的任何特定部分。广义测序可以指对

至少0.1％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及分析。

[0089] 如本文所用，术语“测序深度(sequencing  depth)”、“覆盖率(coverage)”及“覆盖

率(coverage  rate)”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是指一基因座(locus)被对应于与所述基因座

对齐的一独特核酸靶向分子的共有序列读数(“核酸片段”)覆盖的次数；例如，测序深度等

于覆盖所述基因座的独特核酸靶标片段(不包括PCR测序重复片段)的数量。基因座可以小

至核苷酸，大至染色体臂，或大至整个基因组。测序深度可以表示为“YX”，例如50X，100X等，

其中“Y”是指一基因座被对应于一核酸靶向的一序列覆盖的次数；例如，获得覆盖特定基因

座的独立序列信息的次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测序深度对应于已测序的基因组的数量。测

序深度也可以应用于多个基因座或整个基因组，在这种情况下，Y可以指分别对基因座或单

倍体基因组或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的平均数(mean)或平均数(average  number)。引用平均

深度时，数据集中包含的不同基因座的实际深度可以跨越一系列值。超深测序(Ultra‑deep 

sequencing)可以指某个位点的测序深度至少为100倍。

[0090] 如本文所用，术语“灵敏度(sensitivity)”或“真实阳性率”(true  positive 

rate,TPR)是指真实阳性的数量除以真实阳性及错误阴性的数量的总和。灵敏度可以表征

测定或方法正确识别确实患有某种疾病的群体的一比例的能力。例如，灵敏度可以表征一

方法正确地识别在一群体中患有癌症的对象的数量的能力。在另一个示例中，灵敏度可以

表征一方法正确地识别一个或多个指示癌症的标记的能力。

[0091] 如本文所用，术语“单核苷酸变体”或“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NV”是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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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序列(例如，从一个体读取的一序列)的位置(例如，位点)上，一个核苷酸被不同的核

苷酸取代。从第一核碱基X到第二核碱基Y的取代可以表示为“X>Y”。例如，胞嘧啶对胸腺嘧

啶SNV的可以表示为“C>T”。

[0092] 如本文所用，术语“大小轮廓(s i z e  p r o f i l e )”及“大小分布 (s i z e 

distribution)”可涉及一生物样本中DNA片段的大小。大小分布可以是提供各种大小的DNA

片段数量分布的直方图。各种统计参数(也称为尺寸参数或仅称为参数)可以将一个大小分

布与另一个大小分布区分开。一个参数可以是特定大小或大小范围的DNA片段相对于所有

DNA片段或相对于另一大小或范围的DNA片段的百分比。

[0093] 如本文所用，术语“特异性(specificity)”或“真阴性率”(true  negative  rate,

TNR)是指真阴性的数量除以真阴性及假阳性的数量的总和。特异性可以表征测定或方法正

确鉴定确实没有疾病的群体的比例的能力。例如，特异性可以表征方法正确鉴定群体中没

有癌症的对象的数量的能力。在另一个示例中，特异性可以表征方法正确识别一个或多个

指示癌症的标记的能力。

[0094] 如本文所用，术语“对象”是指任何生物或非生物，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例如，男性、

女性、胎儿、怀孕的女性、儿童等)、非人类动物、植物、细菌、真菌或原生生物。任何人类或非

人类动物都可以作为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禽类、两栖动物、鱼、有蹄类

动物、反刍动物、牛(例如，牛(cattle))、马科动物(例如，马(horse))、山羊及绵羊(例如，绵

羊(sheep)、山羊(goat))、猪(例如，猪(pig))、骆驼科动物(例如骆驼(camel)、大羊驼

(llama)、羊驼(alpaca))、猴子、猿(例如，大猩猩、黑猩猩)、熊科动物(例如，熊)、家禽、狗、

猫、小鼠、老鼠、鱼、海豚、鲸鱼及鲨鱼。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对象是任何阶段的男性或女性

(例如，男人、女人或小孩)。

[0095] 如本文所用，术语“组织”可以对应于作为一功能单元组合在一起的一组细胞。在

单个组织中可以找到一种类型以上的细胞。不同类型的组织可能由不同类型的细胞(例如，

肝细胞、肺泡细胞或血细胞)组成，但也可能对应于来自不同生物体的组织(母亲与胎儿)或

健康细胞与肿瘤细胞。术语“组织”通常可以指在人体中发现的任何细胞组(例如，心脏组

织、肺组织、肾脏组织、鼻咽组织、口咽组织)。在一些方面，术语“组织”或“组织类型”可用于

指游离核酸起源的组织。在一示例中，病毒核酸片段可源自血液组织。在另一个示例中，病

毒核酸片段可以源自肿瘤组织。

[0096] 如本文所用，术语“真阳性”(true  positive,TP)是指患有病症的对象。“真阳性”

可以指患有肿瘤、癌症、癌前状况(例如，癌前病变)、局部或转移性癌症或非恶性疾病的对

象。“真阳性”可以指患有病症的对象，并且通过本公开的测定或方法被鉴定为患有病症。

[0097] 如本文所用，术语“真阴性”(true  negative,TN)是指不患有病症或不具有可检测

病症的对象。真正的阴性可以指没有疾病或可检测到的疾病的对象，例如肿瘤、癌症、癌前

状态(例如，癌前病变)、局部或转移性癌症、非恶性肿瘤疾病或其他健康的对象。真阴性可

以指不具有病症或不具有可检测病症的对象，或通过本公开的测定或方法被鉴定为不具有

病症的对象。

[0098] 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向量(vector)”是元素的列举列表，例如元素的阵列，其中

每个元素具有分配的含义。这样，在本公开中使用的术语“向量”可以与术语“张量

(tensor)”互换。作为示例，如果向量包括10,000个箱的箱计数，则对于10,000个箱中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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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箱，在向量中存在预定元素。为了易于呈现，在某些情况下，向量可以描述为一维的。然

而，本公开不限于此。只要定义了向量中每个元素表示的描述(例如，所述元素1代表多个箱

中箱1的箱计数等)，就可以在本公开中使用任何尺寸的向量。

[0099]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仅出于描述特定情况的目的，并不旨在进行限制。如本文所使

用的，单数形式“一(a)”、“一(an)”及“所述(the)”也旨在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另外明

确指出。此外，在详细描述及/或权利要求中使用术语“包括(including)”、“包括

(includes)”、“具有(having)”、“具有(has)”或其变体的程度而言，这些术语旨在于以类似

于术语“包含(comprising)”的方式包含在内。

[0100] 以下参考示例应用来描述几个方面，以用于说明。应当理解，阐述了许多具体细

节、关系及方法，以提供对本文所述特征的全面理解。然而，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容

易认识到，可以在没有一个或多个特定细节或通过其他方法的情况下实践本文描述的特

征。本文描述的特征不受动作或事件的图示顺序的限制，因为某些动作可以以不同的顺序

及/或与其他动作或事件同时发生。此外，根据本文描述的特征，并非所有说明的动作或事

件都被需要，以实现一种方法。

[0101] 示例性系统实施方式：

[0102] 现在结合图1描述一示例性系统的细节。图1是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一系统

100的框图。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装置100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单元CPU(s)102(也称为处理

器)、一个或多个图形处理单元103、一个或多个网络接口104、一用户接口106、一非持久性

存储器111、持久性存储器112以及一个或多个用于互连这些组件的通信总线114。所述一个

或多个通信总线114可选地包括互连并控制系统组件之间的通信的电路(有时称为芯片

组)。

[0103] 所述非持久性存储器111通常包括高速随机存取存储器，例如动态随机存取记忆

体(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SRAM)、DDR  RAM、唯读记忆体(Read‑Only  Memory,ROM)、电子抹除式可复写唯读记

忆体(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EEPROM)、闪存，而持久

性存储器112通常包括唯读记忆光碟(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CD‑ROM)、数字光

驱(digital  versatile  disks ,DVD)或其他光学存储装置、盒式磁带(magnetic 

cassettes)、磁带(magnetic  tape)、磁盘存储装置或其他磁性存储装置、磁盘存储装置、光

盘存储装置、闪存装置或其他非易失性固态存储装置。

[0104] 持久性存储器112可选地包括一个或多个远离CPU(s)102的存储装置。所述持久性

存储器112以及所述非持久性存储器112中的非易失性存储装置包括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

存储介质(non‑transitory  computer  readable  storage  medium)。

[010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非持久性存储器111或可选地非临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有时与持久性存储器112结合地存储以下程序、模块及数据结构或其子集：

[0106] 一可选的操作系统116，包括用于处理各种基本系统服务以及用于执行硬件相关

任务的程序；

[0107] 一可选网络通信模块(或指令)118，用于将所述系统100与其他装置或通信网络连

接；

[0108] 一状况评估模块120，用于对对象的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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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多个训练对象中每个训练对象122的信息，包括(i)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癌症状况

124；(ii)各自的对象的至少一基因型数据构建126；以及(iii)至少一各自的对象的向量集

130。

[0110] 在各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126包括针对一特定物种(例如，人)的多

个染色体中的每个各自的染色体的基因型信息128。

[0111] 在各个实施方式中，每个向量集130包括对应的多个向量132。每个这样的向量134

具有多个元素134。所述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集130具有相同数量的向量132。

[0112] 在各种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以上被标识的元素被存储在一个或多个前述存储

装置中，并且对应于用于执行上述功能的一组指令。上面标识的模块、数据或程序(例如，指

令集)无需实现为单独的软件程序、过程、数据集或模块，因此，在各种实施方式中，这些模

块及数据的各个子集可以组合或以其他方式重新布置。各种实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

非持久存储器111可选地存储以上标识的模块及数据结构的一子集。此外，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存储器存储以上未描述的附加模块及数据结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以上标识的元素中

的一个或多个存储在除可视化系统100的计算机系统之外的一计算机系统中，所述计算机

系统可由可视化系统100寻址，使得可视化系统100可以在需要时撷取全部或部分此类数

据。

[01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一图形处理单元103，所述图形处理单元

103具有一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存储一网络架构138，所述网络架构138包括至少一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140，用于顺序地接收多个向量集中的向量集；以及一评分器152。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所述网络架构包括接收多个输入值144并且与至少一过滤器146相关联的一层，所述至

少一过滤器146包括一组过滤器权重148。此层计算中间值150作为以下的一函数：(i)所述

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ii)所述多个输入值。在一些替代实施方式中，所述网络架构138存

储在所述非持久性存储器111中。

[0114] 尽管图1描绘了“系统100”，但是所述图式更多地旨在作为计算机系统中可能存在

的各种特征的功能描述，而不是本文所述的实现方式的结构示意图。在实践中，并且如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认识的，可以组合单独显示的项目，并且可以分开一些项目。此外，尽管

图1描绘了非持久性存储器111中的某些数据及模块，然而这些数据及模块中的某些或全部

可以位于持久性存储器112中。

[0115] 虽然已经参考图1公开了根据本公开的一系统，但现在详细描述根据本公开的多

种方法。

[0116] 框202。如以上结合图1所讨论的，本公开详述了一种计算机系统100，用于在一物

种的多种不同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行分类。所述计算机系统包括具有一图形处理存

储器的一可选图形处理单元103、至少一通用处理器102以及可由所述通用处理单元寻址的

一通用存储器111。所述通用存储器存储至少一程序，以由至少一个通用处理器(例如，状况

评估模块120)及/或所述可选图形处理单元103执行。

[0117] 使用所述计算机系统100，为所述物种的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

获得：(i)各个训练对象的一癌症状况124；以及(ii)用于所述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

数据构建126，其包括与所述物种的一参考基因组的多个位置相对应的基因型信息，从而获

得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训练对象包括10个或更多个对象，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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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多个对象，1000个或更多个对象，2000个或更多个对象，3000个或更多个对象，4000个

或更多个对象，5000个或更多个对象，6000个或更多个对象，7000个或更多对象，8000个或

更多对象，9000个或更多对象，或10000个或更多对象。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多个训练对

象包括健康对象以及在一组癌症状况中具有一癌症状况的对象。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

多个训练对象包括健康对象以及所述组癌症状况中每个癌症状况的代表性对象。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多个包括在多种不同的癌症状况中的每种癌症状况的至少50、100、150、200、

250、300、350、400、450、500、550、600、650、700、750、800、850、900、950、1000、2000或3000个

代表性对象；以及至少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0、550、600、650、700、

750、800、850、900、950、1000、2000或3000个代表性健康(无癌)对象。

[01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对来自此类参考训练对象的一生物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

序或靶向平板测序(targeted  panel  sequencing)来获得所述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训练

对象的基因型构建126。在一些此类实施方式中，测序是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进行的，并且从

一训练对象的一生物样本中获取的多个序列读数的平均覆盖率为整个所述训练对象的基

因组的至少1X、2X、3X、4X、5X、6X、7X、8X、9X、10X、20X、30X或40X。

[01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生物样本是血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生物样本包括

训练对象的血液、全血、血浆、血清、尿液、脑脊液、粪便、唾液、汗液、眼泪、胸膜液、心包液或

腹膜液。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生物样本由所述训练对象的血液、全血、血浆、血清、尿液、

脑脊液、粪便、唾液、汗液、眼泪、胸膜液、心包液或腹膜液组成。

[01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对生物样本进行处理以提取游离核酸，以准备用于测序分析。

作为非限制性示例，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从在K2  EDTA管中从一训练对象收集的一血液样本

中提取游离核酸。样本在采集的两个小时内进行处理，先在1000g下对血液进行双重旋转10

分钟，然后在2000g下对血浆进行双重旋转10分钟。然后将血浆以1ml等分试样的温度保存

在–80℃。以这种方式，从生物样本中制备了适量的血浆(例如，1至5ml)，用于提取游离核酸

的目的。在一些此类实施方式中，使用QIAamp循环核酸试剂盒(Qiagen)提取游离核酸，并洗

脱到DNA悬浮缓冲液(Sigma)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纯化的游离核酸在‑20℃下保存直至使

用。参见，例如，Swanton等人，2017，“系统发育ctDNA分析描绘了早期肺癌的演变

(Phylogenetic  ctDNA  analysis  depicts  early  stage  lung  cancer  evolution)”，

Nature，545(7655)：446‑451，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为了测序的目的，可以使用其他等效方

法从生物方法制备游离核酸，并且所有这些方法都在本公开的范围内。

[012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获自第一生物样本的游离核酸为本公开中定义的任何形式的

核酸，或其一组合。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获自一生物样本的游离核酸是RNA及DNA的一

混合物。

[0122] 获得生物样本以及进行例如序列测定之类的测定之间的时间可以被优化，以提高

测定或方法的灵敏度及/或特异性。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在进行测定之前立即获得生物

样本。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获得生物样本，并在进行测定之前将其保存一段时间(例如，数

小时、数天或数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在从训练对象获得样本后的1天、2天、3天、4天、5

天、6天、1周、2周、3周、4周、5周、6周、7周、8周、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1年或1年以上时

间内对样本进行测定。

[012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靶向平板测序获得多个训练对象中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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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型构建126，其中从一训练对象的一生物样本中获取以形成基因型构建126的序列读

数对靶向基因组至少具有50,000X的覆盖率，对靶向基因组至少具有55,000X的覆盖率，对

靶向基因组至少具有60,000X的覆盖率，或者对靶向基因组至少具有70,000X的覆盖率。在

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靶向基因组在450至500个基因之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靶向基因

组在500±5个基因的范围内，在500±10个基因的范围内，或在500±25个基因的范围内。在

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测序是通过靶向测序进行的，并且从训练对象的生物样本中获取

的多个序列读数的平均覆盖率是至少整个靶向区域中的40X、100X、200X、300X、400X、500X、

1000X、5000X、10,000X、20,000X、30,000X、40,000X、50,000X或75,000X。

[01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测定获得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训练对象

的基因型构建126。全基因组测序测定是指针对整个基因组或整个基因组的实质部分生成

序列读数的物理测定，其可用于确定大的变异，例如拷贝数变异(copy  n um be r 

variations)或拷贝数畸变(copy  number  aberrations)。这样的物理测定可以采用全基因

组测序技术或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

[012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例如全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之类的甲基化测定来获得

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构建126。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全基

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根据下面的实施例1或根据以下专利所公开的内容，来鉴定一种或多

种甲基化状态向量：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标题为“异常碎片检测与分类(Anomalous 

Fragment  Detection  and  Categor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602号；或是2019年5月13

日提交的标题为“基于模型的特征化及分类(Model‑Based  Featur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847,223号，其皆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甲基化测序利用Liu等人，2019，“以碱基分辨率的无亚硫酸氢盐直接检测5‑甲

基胞嘧啶及5‑羟甲基胞嘧啶(Bisulfite‑free  direct  detection  of  5‑methylcytosine 

and  5‑hydroxymethylcytosine  at  base  resolution)”所公开的任何测序途径，自然‑生

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37，第424‑429页，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12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以实施例2中公开的示例测定方案中所述的方式获得用于形

成基因型数据构建126的序列读数。

[012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一种或多种方法对测序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校正偏差或

错误，所述方法例如归一化、GC偏差的校正、由于PCR过度扩增引起的偏差的校正等。例如，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对于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了各自的训练对象的整个相应的多个箱值

的一中值箱值。然后，将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多个箱值中的每个各自的箱值除以中值，从而确

保各自的训练对象的箱值以已知值(例如，零)为中心：

[0128]

[0129] 其中，bv i＝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多个箱值中箱i的箱值；

以及中值(bvj)＝各自

的训练对象的整个多个未标准化箱值的中值箱值。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对测序数据进行归

一化，如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标题为“用于选择、管理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统

(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 ,Managing ,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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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it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739号所揭露，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特别地，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根据'739申请的等式1及2对测序数据进行归一化。

[013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不是使用整个相应的多个箱值的中值箱值，而是使用一些其

他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y)的度量值，例如整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多个箱值的算术平

均数、加权平均数、中位数、中枢纽(midhinge)、三均值(trimean)、温塞平均数(Winsorized 

mean)、平均数或众数。

[013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在整个多个训练对象k的各自的箱的中值归一化值，进一

步对每个各自的归一化箱计数 进行归一化：

[0132]

[0133] 其中，

以及中值

[013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未归一化的箱值(计数)bvi被GC归一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将归一化的箱值 进行GC归一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将归一化的箱值 进行GC归一

化。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将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训练对象的多个序列读数中的各个序

列读数的GC计数进行装箱。通过这种装箱(Yoon等人，2009，Genome  Research  19(9)：1586)

或通过假设平滑度(Boeva等人，27(2) ,p .268；Miller等人,2011 ,PLoS  ONE  6(1) ,

p.e16327)估计描述每个GC值的条件平均片段数的曲线。生成的GC曲线根据箱的GC确定每

个箱的预测计数。这些预测可以直接用于归一化原始信号(例如 bvi、或 )。作为非

限制性示例，在合并及直接归一化的情况下，对于集合{0％、1％、2％、3％，…，100％}中的

每个各自的G+C百分比，确定mGC值，即具有相应G+C百分比的多个训练对象中所有箱的

的中值，并从具有各自的G+C百分比的那些箱的归一化箱值 中减去，以形成GC归一化

箱值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不是使用整个具有此各自的G+C百分比的第一多个对象的

所有箱的 的中值，而是测量 的集中趋势的某种其他形式。使用具有该各自的G+C

百分比的多个训练对象上的所有箱，例如算术平均数、加权平均数、中位数、中枢纽

(midhinge)、三均值(trimean)、温塞平均数(Winsorized  mean)、平均数或众数。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使用局部加权的散点图平滑模型(例如，LOESS、LOWESS等)来确定校正曲线。参

见，例如，Benjamini及Speed，2012，Nucleic  Acids  Research  40(10)：e72；Nucleic  Acids 

Research  40(10)：e72；以及Alkan等人，2009，Nat  Genet  41：1061–7。例如，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通过对来自多个训练对象的箱的随机采样(或穷举采样)，通过GC的计数的LOESS回归

(例如，使用“loess”R包)来确定GC偏差曲线。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对来自年轻健康对象

队列的箱进行随机取样，通过GC的计数的LOESS回归(例如，使用“loess”R包)或某种其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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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曲线拟合来确定GC偏差曲线，所述年轻健康对象使用用于对第一批多个对象进行测序

的相同测序技术进行了测序。

[013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主成分分析(PCA)对箱计数进行归一化以去除用于基于

人群的(健康)校正的高阶伪像。参见，例如，Price等人，2006，Nat  Genet  38，第904‑909页；

Leek及Storey，2007年，PLoS  Genet  3，第1724‑1735页；以及Zhao等人，2015，临床化学

(Clinical  Chemistry)61(4)，第608‑616页。这种归一化可以是上述任何归一化技术的补

充或替代。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为了训练PCA归一化，使用包括来自多个训练对象(或

以与多个训练对象相同的方式进行排序的另一群组)中的年轻健康对象的LOESS归一化箱

计数 的数据矩阵，并将数据矩阵转换为主要成分空间，从而在整个训练集中获得前N

个主要成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顶部2、顶部3、顶部4、顶部5、顶部6、顶部7、顶部8、顶部9或

顶部10这样的主成分用于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0136] LM(PC1,…,PCN)

[0137] 然后，将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对象的每个各自的箱的每个箱 拟合

到此线性模型，以形成对应的PCA归一化箱计数

[0138]

[0139] 换句话说，对于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对象，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在其归一化箱计

数 与训练集中的最高主成分之间。此模型的残差(residuals)用作

各个训练对象的最终归一化箱值 直观地，最高主成分代表在健

康样本中常见的噪声，因此从箱值 中删除此类噪声(以来自健康队列的最高主成分的

形式)可以有效地改善归一化。有关使用健康人群进行序列读取的PCA归一化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Zhao等人，2015，临床化学(Clinical  Chemistry)61(4)，第608‑616页。关于上述归

一化，将理解的是，在必要时，所有变量都被标准化(例如，通过减去其平均数并除以它们的

标准偏差)。

[0140] 应当理解，映射到给定箱i的核酸序列读数的数量的任何形式的表示都可以构成

“箱值”，并且这样的箱值可以处于非归一化形式(例如，bv i)或归一化形式(例如

等)。

[0141] 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测序来从得自训练对象的生物样本的游离核酸中获得序列

读数，以形成基因型构建126，包括但不限于高通量测序系统，例如Roche  454平台、应用生

物系统SOLID平台(Applied  Biosystems  SOLID  platform)、Helicos  True单分子DNA测序

技术(Helicos  True  Single  Molecule  DNA  sequencing  technology)、Affymetrix公司的

杂交测序(sequencing‑by‑hybridization)平台、Pacific  Biosciences的单分子实时

(SMRT)技术、454Life  Sciences,Illumina/Solexa  and  Helicos  Biosciences的分子合成

平台，以及Applied  Biosystems的连接测序(sequencing‑by‑ligation)平台。来自Life 

Technologies的ION  TORRENT技术和纳米孔测序还可用于从生物样本获得的游离核酸中获

得序列读数140。

[014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合成测序及基于可逆终止子的测序(例如，Illumina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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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分析仪；Genome  Analyzer  II；HISEQ  2000；HISEQ  2500(Illumina，圣地亚哥(San 

Diego  Calif)))用于从得自训练对象的生物样品的游离核酸中获得序列读数，以形成基因

型构建126。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数百万个游离核酸(例如DNA)片段被并行测序。在这

种类型的测序技术的一个实例中，使用了流通池(flow  cell)，所述流通池包含光学透明的

载玻片，所述载玻片具有在其表面上结合有寡核苷酸锚(例如，衔接子引子)的八个独立泳

道。流通池通常是固体支持物，其配置为保留及/或允许试剂溶液在结合的分析物上有序通

过。在某些情况下，流通池的形状是平面的，光学透明的，通常在毫米或亚毫米级别，并且经

常具有发生分析物/试剂相互作用的通道或泳道。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游离核酸样本可包括

有助于检测的信号或标签。在一些此类实施方式中，从得自生物样本的游离核酸的序列读

数的获取包括通过多种技术获得信号或标签的定量信息，例如流式细胞术、定量聚合酶链

反应(qPCR)、凝胶电泳、基因芯片分析、微阵列、质谱、细胞荧光分析、荧光显微镜、共聚焦激

光扫描显微镜、激光扫描细胞仪、亲和色谱、手动批模式分离、电场悬浮、测序及其组合。

[014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物种是人类。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物种是哺乳动物。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训练集是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禽类、两栖动物、鱼、有蹄类动物、反刍动物、牛、

马、山羊、绵羊、猪、骆驼科动物、猴子、猿、小熊、家禽、狗、猫、小鼠、大鼠、鱼、海豚、鲸鱼或鲨

鱼。

[014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癌症病状是包括选自于由乳癌、结肠直肠癌、食道癌、头/

颈癌、肺癌、淋巴瘤、卵巢癌、胰脏癌、前列腺癌、肾癌及子宫癌组成的群组的3个或更多个癌

症类型的多个癌症类型。

[014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癌症病状是包括选自于由乳癌、结肠直肠癌、食道癌、头/

颈癌、肺癌、淋巴瘤、卵巢癌、胰脏癌、前列腺癌、肾癌及子宫癌组成的群组的5个或更多个癌

症类型的多个癌症类型。

[014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训练对象包括20个对象，并且对于多个癌症状况中的每

个各自的癌症状况，第一多个训练对象包括具有各自的癌症状况的至少2个不同的对象。

[014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训练对象包括100个对象，并且对于多个癌症状况中的每

个各自的癌症状况，第一多个训练对象包括具有各自的癌症状况的至少5个不同的对象。

[014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训练对象是任何生物或非生物，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例

如，男性、女性、胎儿、怀孕的女性、儿童等)、非人类动物、植物、细菌、真菌或原生生物。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测试对象是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禽类、两栖动物、鱼、有蹄类动物、反刍动

物、牛(例如，牛(cattle))、马科动物(例如，马(horse))、山羊及绵羊(例如，绵羊(sheep)、

山羊(goat))、猪(例如，猪(pig))、骆驼科动物(例如骆驼(camel)、大羊驼(llama)、羊驼

(alpaca))、猴子、猿(例如，大猩猩、黑猩猩)、熊科动物(例如，熊)、家禽、狗、猫、小鼠、老鼠、

鱼、海豚、鲸鱼及鲨鱼。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测试对象是任何阶段的男性或女性(例如，男人、

女人或小孩)。

[0149] 本文公开的任何方法也可以在非人类对象，例如实验室、农场动物或衍生自本文

公开的生物的细胞样本上进行。非人类对象的非限制性示例包括狗、山羊、豚鼠、仓鼠

(hamster)、小鼠、猪、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例如大猩猩、猿、猩猩、狐猴、或狒狒)、大鼠、绵羊、

牛或斑马鱼。

[015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物种是人类，并且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126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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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体染色体(autosomal  chromosomes)的基因型信息。

[015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物种是人类，并且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126包括

少于22个体染色体的基因型信息。

[0152] 箱(Binning)。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物种的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

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物种的参考基因组的基因组的不同且

不重叠的区域。

[015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这样的箱具有相同的尺寸。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箱可具有

不同的尺寸。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箱由箱内的核酸残基的数量定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箱

由其位置及箱内核酸残基的数量定义。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大小来定义箱。例如，基因组区

域可以包括1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2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3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40,

000个或更少的碱基，5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6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70,000个或更少的

碱基，8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9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0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10,000

个或更少的碱基，12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3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40,000个或更少的

碱基，15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6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7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80,

000个或更少的碱基，190,000个或更少或更少的碱基，20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220,000个

或更少的碱基，25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27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300,000个或更少的碱

基，35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40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50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600,000

个或更少的碱基，70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800,000碱基或更少的碱基，900,000个或更少

的碱基，或是1,000,000个或更少的碱基。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因组区域可以包括超过1,

000,000个碱基。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单个连续区域。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两个或更多个非连续区域。如本文中所使用的，即使在区域代

表基因组的两个或更多个非连续区域的情况下，箱的基因组区域也将以单数意义指代。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箱具有相同的尺寸。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至少一些箱是不同大小的。

在箱的大小不同的实施方式中，映射到箱的测序数据中的序列读数的数量表示为序列读数

密度值(例如，序列读数的总数量除以箱所代表的区域的大小)，而不是映射到箱的多个序

列读数的数量。

[0154] 进一步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

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每个各自的第一箱

计数从自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的一生物样本中测得，并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

组的不同区域上。例如，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物种是人类，并且多个箱在1000个箱至

50000个箱之间。

[015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第一箱计数是从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

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由各自的箱代表的物种的

基因组的区域上。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箱计数为用于计算B得分的箱计数的

形式，其描述在于2019年3月13日提交，标题为“用于选择、管理、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

系统(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 ,Managing ,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739号中，其通过引用并入于此。参照图25，在

B得分方法中，多个箱中的每个箱2504具有唯一的核酸片段计数2502。每个箱代表物种的基

因组的一区域。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箱唯一地代表物种的基因组的100千碱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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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读数计数反映了通过核酸测序从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生物样本

获得的序列读数的数量，所述序列读数的数量映射到由各自的箱代表的参考基因组的区

域。即，这种核酸测序导致序列读数，其最终通过在测序中使用这种核酸片段作为模板序列

获得。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箱的序列读数计数是来自一对象的一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

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序列读数的数量，所述序列读数的数量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

因组的区域上。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若序列的5'端落入由箱代表的参考基因组的区

域内，则认为序列读数映射到箱，而不论序列的3'端是否落在由箱代表的参考基因组的区

域内。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若序列的3'端落入由箱代表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内，则认

为序列读数映射到箱上，而不论序列的5'端是否落在由箱代表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内。在

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若序列的5'及3'端均落在由箱代表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内，则认

为序列映射到箱。

[015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如本文所述，使用一种或多种方法，例如归一化及/或校正本

文所述的GC或其他形式的偏差，对此类序列读数计数进行预处理，以校正偏差或误差。

[0157] 在一些方面，使用大小选择的游离DNA(cfDNA)序列读数。即，在某些情况下，仅使

用特定大小的序列读数，并且相对于满足大小选择标准的序列读数，未通过大小选择标准

的序列读数(未有助于相应的箱计数)将不进行计数或给予较小的权重。可以通过体外选择

特定大小范围的cfDNA，即在生成测序数据之前，或通过计算机过滤序列读数数据，来实现

大小选择。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大小选择标准基于序列读数本身的大小(例如，序列读数中

核苷酸的数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大小选择标准基于序列读数代表的片段的大小(例如，

序列读数的核苷酸的数量)。大小选择核酸片段的方法是本领域已知的，例如琼脂糖凝胶电

泳(agarose  electrophoresis)。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大小选择发生在文库制备之前，而在

其他实施方式中，在文库制备之后。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揭露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

标题为“使用片段大小富集癌症衍生片段的系统及方法(Systems  and  Methods  for 

Enriching  for  Cancer‑Derived  Fragments  Using  Fragment  Size)”的美国专利申请第

16/352,739号中的任何大小选择技术。

[0158]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使用了小于160个核苷酸的上限截止值(cut‑off  value)，这

意味着序列读数的长度必须不大于160个核苷酸，以便在从自一对象的生物样品中的游离

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产生序列读数的数量，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

基因组的区域上。在一些替代实施方式中，对序列读数施加150个或更少的核苷酸、140个或

更少的核苷酸或130个核苷酸的一最大允许序列长度。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未通过选择标准

的序列读数未有助于映射到对应于一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的序列读数的数量。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一最大长度为159、158、157、156、155、154、153、152、151、150、149、148、

147、146、145、144、143、142、141、140、139、138、137、136、135、134、133、132、131、130、129、

128、127、126、125或更少的核苷酸。

[015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序列读数来自全基因组测序或靶向测序。如本文所公开的，测

序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核酸测序(例如，DNA、RNA，或其杂交或混合)、蛋白质测序、用于分析蛋

白质‑核酸相互作用(例如，DNA或RNA甲基化分析、组蛋白修饰分析或其组合)的基于序列的

表观遗传学分析(sequence‑based  epigenetic  analysis)，或蛋白质‑蛋白质序列修饰分

析，例如乙酰化、甲基化、泛素化、磷酸化、磺酰化或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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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0] 接下来，执行一数据选择步骤以仅选择箱的子集。例如，参考图25，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使用整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多个训练对象的序列读数计数，为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

的箱2502计算一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2506。仅保留那些表现出低方差的箱的

序列读数计数，以用于基因型构建126。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标题为“用于选择、管理及

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统(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 ,Managing ,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739号中公开了用

于箱选择的其他方法，在此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例如，可以创建高可变性过滤器以允许丢弃

具有超过一阈值的箱计数变化的与所有基因组区域相对应的箱。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可以

创建低变异性过滤器，以将后续分析集中于数据变化低于一阈值的数据。作为说明，人类单

倍体参考基因组包括超过30亿个碱基，可分为约30,000个区域(或箱)。例如，如果观察到每

个箱的实验值，与特定区域或箱对齐的序列读数的总数量，则每个对象可进行超过30,000

次的测量。应用低或高可变性过滤器后，可以将与对象相对应的箱测量值的数量减少很多。

例如，包括但不限于约50％或更少、约45％或更少、约40％或更少、约35％或更少、约30％或

更少、约25％或更少、20％或更少、15％或更少、10％或更少或5％，或更少的箱(通过移除不

满足过滤条件的箱)。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与对象相对应的箱测量的数量可以减少50％或更

多，例如约55％、60％、65％或70％或更多。例如，最初具有超过30,000个相应箱测量值的对

象，在应用了高或低可变性过滤器后，可以减少30％以上的箱测量值(例如，约20,000)。

[016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第一箱计数是映射到与物种的参考基

因组中的特定的箱相对应的区域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从白细胞

测量的测序信息被排除在各自的箱的箱计数之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基因型信息的

第一箱计数是映射到对应于特定的箱的区域的许多靶向核酸片段的一数量。

[016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映射到由特定箱代表的基因组区域的序列读数可以进一步分

为亚组，从而导致对象的向量中的参数的数量增加或向量中的维数的数量增加。例如，可以

设置一个或多个阈值，以进一步表征对应于一特定的箱的序列读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

将特定箱的序列读数分为两组或更多组，每组包括具有大于或小于一长度阈值的一长度的

序列读数(例如，250个核苷酸或nt、200nt、190nt、180nt、170nt、160nt、150nt、140nt、

130nt、120nt、110nt、100nt、90nt、80nt、70nt、60nt或50nt)。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将与

特定箱对齐的序列读数分为两组或更多组，每组包括一长度大于或小于一长度阈值的序列

读数(例如，250个核苷酸或nt、200nt、190nt、180nt、170nt、160nt、150nt、140nt、130nt、

120nt、110nt、100nt、90nt、80nt、70nt、60nt或50nt)。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将特定箱的序

列读数分为两个或更多个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长度在一特定范围内的序列读数。示例性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0到250nt、20到240nt、30到23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箱包括一第一

测量值，所述第一测量值是低于一第一长度阈值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例如，低于最大

长度为159、158、157、156、155、154、153、152、151、150、149、148、147、146、145、144、143、

142、141、140、139、138、137、136、135、134、133、132、131、130、129、128、127、126、125)；以及

一第二测量值，落入由一第二及一第三阈值限定的范围内的序列读数的数量，如于2019年3

月13日提交的标题为“用于选择、管理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统(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Managing,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的美国专利

申请第16/352,739号所揭露，其通过引用并入于此。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阈值长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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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个核苷酸至260个核苷酸，并且第三阈值长度是290个核苷酸至310个核苷酸。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第二阈值长度是250个核苷酸。在其他实施方式中，第二阈值长度是240、241、

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或260

个核苷酸。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三阈值长度是300个核苷酸(3028)。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

三阈值长度是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

306、307、308、309或310个核苷酸。在本文公开的实施方式中，在序列读数的大小(长度)的

计算中，仅包括映射至参考基因组的序列读数的那些部分。换句话说，出于施加序列长度阈

值过滤器的目的，在确定序列读数的长度时，不包括可能存在于序列读数中的任何衔接子

(例如，独特的分子指示剂、引子序列)。

[016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第一箱计数是通过对生物样品中的多

个游离核酸进行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

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例如，代表或指示特定癌症病状的一种)，并且映射到参

考基因组的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区域上。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甲基化测序测定法是全

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其根据下面的实施例1，以及根据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标题为

“异常片段检测与分类(Anomalty  Fragment  Detection  and  Category)”的美国专利申请

第16/352 ,602号中，或是根据2019年5月13日提交的标题为“基于模型的特征化及分类

(Model‑Based  Featur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847,223

号中公开的任何技术(每一个都通过引用并入本文)，来鉴定一种或多种甲基化状态向量。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当甲基化状态向量不是野生型甲基化状态时，甲基化状态向量

有助于箱计数。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通过将特定甲基化状态向量与无癌人群进行统

计比较，来确定特定甲基化状态向量是否不同于野生型甲基化状态。这样的比较可能导致p

值。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当与甲基化状态向量相关的p值是0.1或更小，0.01或更小或

0.001，或更小时，甲基化状态向量有助于箱计数，表明在无癌症的对象中发现这种甲基化

状态向量的机会很低。

[016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第一箱计数是在测序数据中的序列读

数的平均核酸片段长度，所述测序数据是从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量到的，所述序列读

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

[016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第一箱计数是从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

酸测得的序列读数的等位基因比率，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

区域。

[016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代表第一基因型信息的第一箱计数是在序列读数中鉴定的许

多突变，所述序列读数是从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量到的，其映射到参考基因组的对应

于相应箱的区域上。

[016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包括一

组降维成分值，其使用从游离核酸测量的测序数据中的序列读数的数量获得，所述序列读

数映射至对应于整个多个训练对象中的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在2019年5月22

日提交的标题为“使用转移学习确定对象是否患有癌症的系统及方法(Systems  and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Subject  Has  a  Cancer  Condition  Using 

Transfer  Learning)”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851,486号以及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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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为“用于选择、管理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统(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Managing,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的美国专利申请

第16/352,739号中公开了用于计算此类降维分量的代表性技术，其各自通过引用合并于

此。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与训练对象的10,000至30,000个箱相关联的序列读数的计数

可以减少至1,000个参数或更少、500个参数或更少、200个参数或更少、100个参数或更少、

90个参数或更少、80个参数或更少、70个参数或更少、60个参数或更少、50个参数或更少、40

个参数或更少、30个参数或更少、20个参数或更少、10个参数或更少、8个参数或更少、5个参

数或更少、4个参数或更少、3个参数或更少、2个参数或更少或单个参数，其中这些参数可互

换地称为降维组件。

[016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监督学习算法(supervised  learning 

algorithms)来发现这样的参数。如本文所公开的，可以将监督学习问题分为分类及回归问

题。如本文所公开的，分类问题是当输出变量是诸如“红色”或“蓝色”或“疾病”以及“没有疾

病”之类的类别时。回归问题是输出变量是实际值(例如“美元”或“权重”)时。两种方法均可

适用于识别参数。示例学习算法包括但不限于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 ,

SVM)、线性回归、逻辑回归、单纯贝氏(naive  Bayes)、决策树算法、线性判别分析、判别分

析、最近邻分析(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kNN)、基于特征点的方法、神经网络分析(多

层感知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等。

[016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无监督学习算法(unsupervised 

learning  algorithms)来发现这样的参数。例如，无监督学习问题可以进一步分为聚类及

关联问题。聚类问题是您要发现数据中的固有分组，例如通过购买行为对客户进行分组。关

联规则学习问题是您想发现描述数据大部分的规则，例如购买X的人也倾向于购买Y。无监

督学习算法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聚类算法，例如阶层式集群(Hierarchical  clustering)、

k‑平均演算法(k‑means  clustering)、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s)、自组织

对映(self‑organizing  maps)、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异常检测算法、

基于神经网络算法(例如自动编码器)、深度信念网络(deep  beliefs  nets)、赫比学习

(Hebbian  learning)、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用于学习潜在

变量的算法模型，例如期望最大化算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  algorithm,EM)、矩量

方法、盲信号分离技术(blind  signal  separation  techniques)(例如，主成分分析(PCA)、

独立成分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非负矩阵分解(非负矩阵分解)、奇异

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等。

[017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半监督机器学习算法(semi‑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来识别参数；例如，使用本文列举的或本领域已知的算法的任何组

合。

[017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多个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构建来确定一个或多个参数，或

者减少或不减少数据维数。在确定降维分量(参数)的实施方式中，使用对象的基因型数据

的各自的对象计算的每个降维分量的值被放置于所述对象的相应的向量集中的相应的元

素中。

[0172] 框204。参考图2A的框204，并且如图26进一步所示，将训练对象的一个或多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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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构建中的每个基因型构建126格式化为包括相应的一个或多个向量132的一相应的

向量集130，从而创建多个向量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向量集130中的每个向量132具

有多个元素13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集130具有相同数量的向量。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向量集130中的每个向量132代表参考基因组中的不同染色体，但

是具有相同数量的元素。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填充向量132，使得它们具有相同数量

的元素。在一维向量的情况下，将它们填充为相同的长度。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向量集

130中的每个向量132代表参考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但是具有相同数量的元素。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物种是人类，并且每个向量集130中的每个向量132代表参考基因组中的不同

常染色体。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向量集仅由单个向量集成，物种是人类，并且向量集130中的

向量132代表人类参考基因组中的所有常染色体。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向量集由22个一维向

量集成，物种是人类，并且向量集130中的每个向量132代表人参考基因组中的不同常染色

体。

[0173] 框206。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参考图2A的框206，将多个向量集130提供给图形处理

单元存储器103。图形处理存储器103包括网络架构138及评分器152，此网络架构138包括用

于顺序地接收多个向量集中的向量集130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及评分器152。在一些替

代实施方式中，网络架构138在非持久性存储器中111中，而不是在图形处理存储器103中。

[0174] 框208至216。参照图2A的框208，并使用图3来图示，响应于多个向量集中的各自的

向量130到网络架构138中的输入，执行图2B的框210至216所示的过程。在框210中，此过程

将值输入到第一卷积层(例如，图3的层302‑1)中，作为各自的向量集的多个值的第一函数。

[0175] 在框212中，此过程使第一卷积层302馈送第一多个中间值150，这些中间值是根据

以下两项的第二函数计算的：(i)至少第一组过滤器权重148和(ii)第一多个中间值输入值

144进入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图形处理单元103来

计算第二函数。

[0176] 参照图3，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存在与第一卷积层302相关联的两个过滤器，每个过

滤器包括一组过滤器权重。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此过程使第一卷积层302将中间值

150馈入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所述中间值150被计算作为以下的一第二函数

(例如，点积)：(i)与第一卷积层相关联的第一过滤器的一组过滤器权重；以及(ii)第一多

个输入值144以及以下的第二函数：(i)与第一卷积层相关联的第二过滤器的一组过滤器权

重；以及(ii)第一多个输入值14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与第一卷积层302相关联的两个过滤

器均被归一化为不同的随机值(例如，高斯(Gaussian)噪声)，并且在训练网络架构138时，

寻求一组过滤器权重的收敛(convergence)。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有24,000个箱被馈

送到第一卷积层302中，并且两个过滤器中的每一个具有长度为22的一组过滤器权重(因此

具有22个权重并计算22个独立的点积)，因为它们各自独立在整个第一卷积层302上卷积。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这两个过滤器的步长(stride)为2、3、4、5、6、7、8、9或10。

[017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包括第一池化层(例如，图3的层

304)及第二池化层(例如，图3的层308)。此外，此过程还包括使第一池化层将计算作为第一

多个中间值的第一池化函数的第三多个中间值150从第一卷积层馈送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

路径中的另一层，以及使第二池化层将计算为第二多个中间值的第二池化函数的第四多个

中间值从第二卷积层馈送到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或评分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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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有24,000个箱被馈送到第一卷积层302中，每个具有长度为22

的一组过滤器权重(意味着每组过滤器具有22个权重)的两个过滤器各自独立地以步长4在

整个第一卷积层302卷积，在某些实施方式中，然后将这两个过滤器产生的激活层传递到池

化层304，池化层304以长度3、步长3池化，从而得到层304的输出为555x2x22。参照框214，并

且如图3所示，此过程使第二卷积层306接收来自池化层304的输出作为输入。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第二卷积层306还包括两个过滤器，每个过滤器包括在网络架构138训练之前被随机

化的一组权重。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与第二卷积层相关联的两个过滤器中的一组过滤器权

重中的每一个的长度为11(意味着每组过滤器权重由11个权重组成)，并且各自针对第二卷

积层306的输入以步长4进行卷积。参见框216，此过程使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中的最

终层将多个值从所述最终层馈入评分器152。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由第二卷积层的两个

过滤器产生的激活层被传递到池化层308中，所述合并层308以长度2、步长2来池化，从而导

致来自层308的输出为29x  2x  22，其被馈送到评分器152中。

[017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池化层304及第二池化层308各自独立地选自：最大池化

层、平均池化层及L2‑范数池化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池化层304及第二池化层308各

自独立地选自：最大池化层、平均池化层及L2‑范数池化层。

[0180] 除了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中的最终层之外，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中的

每一层142的输出用作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的输入。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

包括第一卷积层及第二卷积层。第一卷积层包括至少第一过滤器146，其包括第一组权重

148。第二卷积层包括至少第二过滤器，其包括第二组权重。

[0181] 参照图3，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与第一卷积层302相关联的第一过滤器中的一组过

滤器权重具有一固定的一维尺寸，其卷积(以预定的步进率步进，步长(stride))在输入到

第一卷积层302的一维向量132的整个长度上，计算第一过滤器的一组过滤器权重的条目

(权重)与输入(来自一维向量132)之间的点积(或其他函数)，从而创建该第一过滤器的一

维激活图。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过滤器的过滤器步进率(步长(stride))是1个输入空间

的元素、2个输入空间的元素、3个输入空间的元素、4个输入空间的元素、5个输入空间的元

素、6个输入空间的元素、7个输入空间的元素、8个输入空间的元素、9个输入空间的元素、10

个输入空间的元素或多于10个输入空间的元素。因此，考虑第一过滤器具有大小22的情况，

这意味着第一过滤器的一组权重由22个权重组成。即，第一过滤器具有22个不同的过滤器

权重。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对于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22个输入空间的值的总数，

此过滤器将计算输入空间的一组连续元素之间的点积(或其他数学函数)，所述输入空间的

深度为1个元素，宽度为22个元素，高度为1个元素。参考图3，与第一卷积层302关联的第一

过滤器的激活图通过最大池化层304，并用作第二卷积过滤器的输入306。在那里，与第二卷

积层306相关联的第二过滤器具有一固定的一维尺寸，其卷积(以预定的步进率步进)在自

输入到第二卷积层的最大池化层304的整个输入的长度上，计算与第二卷积层306相关联的

第二过滤器的条目(权重)与输入之间的点积(或其他函数)，从而创建第二个过滤器的一维

激活图。参照图3，第二卷积层的第二过滤器的激活图通过第二最大池化层308，并且随后所

述第二最大池化层308的输出用作评分器152的输入。

[018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针对训练集进行训练之前，将网络架构中的卷积过滤器的

过滤器权重初始化为高斯(Gaussian)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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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3] 每个染色体的单独的CNN/单轨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向量集130中的向量

132由物种的多个染色体中的一相应的不同染色体的基因型信息组成。在一些这样的实施

方式中，网络架构138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多

个染色体中的每个染色体的至少一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每个不同的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及一第二卷积层。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对于各自的向量集130中

的每个各自的向量132，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代表与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染色体的各自的

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卷积层，并且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

的一各自的最终层将不同的多个值从各自的最终层馈入评分器。结合图6至图11，在示例4

中给出了使用具有这种配置的网络架构138处理一训练集的结果。

[0184]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网络架构包括多个第一过滤器权重，多个第一过滤器

权重中的每个各自的第一过滤器权重对应于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卷积神经网络路

径中的第一卷积层。此外，网络架构包括多个第二过滤器权重，多个第二过滤器权重中的每

个各自的第二过滤器权重对应于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第

二卷积层。网络架构138包括多个第一过滤器，每个第一过滤器具有一第一预定长度。所述

网络架构包括多个第二过滤器，每个第二过滤器具有一第二预定长度。在这样的实施方式

中，第一多个过滤器中的每个第一过滤器以一预定的第一步长对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

的一相应的第一卷积层进行卷积，并且多个第二过滤器中的每个第二过滤器以一预定的第

二步长对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相应的第二卷积层进行卷积。

[0185]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是22个，对于不同的常染色体

人类染色体，在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第一预定长度

在10到30之间，多个第二过滤器由22个第二过滤器组成，第二预定长度在5到15之间，第一

预定步长(stride)在2到10之间，第二预定(stride)在1到5之间。

[0186] 每个染色体的一单独的CNN/两个轨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

的基因型信息，除了上述第一箱计数之外，还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箱的一第二箱计数，每个

第二箱计数代表从生物样本中测得的第二基因型信息，并映射到与各自的箱相对应的参考

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一第一训练对象的一第一向量集包括多个向量，所述多个向量被划

分为一第一轨迹，所述第一轨迹包括向量集的多个向量的第一子集以及向量集的多个向量

的第二子集。第一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各自的向量的物种的多个染色体中的

不同染色体的第一箱计数组成。第二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各自的向量的物种

的多个染色体中的不同染色体的第二箱计数组成。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网络架构138包括

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包括多个染色体中的每个各自的染

色体的一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以及一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多个卷积神

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以及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

括一第一卷积层及一第二卷积层。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对于第一向量集的第一子集中的

每个各自的向量，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表示与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染色体的多个卷积神经

网络中的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卷积层中。此外，对于第一向量集的第二子

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代表与各自的染色体相关联的染色体的多个

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卷积层中。在这样的实施方式

中，在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一各自的最终层将来自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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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层的不同的多个值馈送到评分器中。结合图12以及图18至图21，在示例4中展示了使用

具有这种配置的网络架构138处理一训练集的结果，其中将来自被认为不是白细胞的细胞

的箱计数数据划分为第一子集，并将来自被认为是白细胞的细胞的箱计数数据划分为第二

子集。更一般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箱计数与第二箱计数彼此不同，并且对于多个箱

中的每个各自的箱，各自独立地是以下之一：(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

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

的区域上；(i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细胞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

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iii)从生物样本中的

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

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其中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

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物种的基因组的区域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小

范围内；(iv)通过对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

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

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v)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

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

组的区域上；(v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

率，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以及(vii)从生

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

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0187] 每个染色体的一单独的CNN/三个轨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相应训练对象的

基因型信息，除了上述的第一箱计数之外，还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二箱计

数，每个各自的第二箱计数代表从生物样品测量的第二基因型信息，并且映射到参考基因

组的对应于各自的箱的不同的区域上。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还包括多个箱中

每个各自的箱的第三箱计数，每个第三箱计数代表从生物样品中测得的第三基因型信息，

并且映射到参考基因组的对应于各自的箱的不同的区域上。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一第一

训练对象的一第一向量集130包括多个向量，其被划分为(i)一第一轨迹，包括第一向量集

的多个向量的一第一子集；(ii)一第二轨迹，包括第一向量集的多个向量的一第二子集；以

及(iii)一第三轨迹，包括第一向量集的多个向量的一第三子集。第一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

向量由对应于各自的向量的物种的多个染色体中的不同染色体的第一箱计数组成。第二子

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各自的向量的物种的多个染色体中的不同染色体的第二

箱计数组成。第三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对应于各自的向量的物种的多个染色体中的

不同染色体的第三箱计数组成。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网络架构138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络

路径140，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包括在多个染色体中的每个各自的染色体的一各

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一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以及一各自的第三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每个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及第三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及一第二卷积层。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对于第一向量集合的第

一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代表与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染色体的多

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各自的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卷积层中。对于第一向量集

的第二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代表与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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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各自的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卷积层中。对于第一向

量集的第三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代表与各自的向量相关联的染

色体的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各自的第三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卷积层中。多个卷

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个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一各自的最终层将来自所述各自的

最终层的不同的多个值馈送到评分器中。

[0188]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第一箱计数、第二箱计数及第三箱计数彼此不同，并且

对于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各自独立地是：(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

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

组的区域上；(i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细胞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

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iii)从生物样本中

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

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其中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

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物种的基因组的区域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

小范围内；(iv)通过对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

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

应于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v)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

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

的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v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

等位基因比率，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以及

(vii)从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述

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0189] 每个染色体的单个CNN/单轨迹‑箱序列读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参考基因组的全

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不同且不重叠的区

域。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相应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包括多

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个箱计数代表从由训练对象获得

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对

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

[0190]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从第一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的多个向量

集中一的第一向量以各自的向量集中的多个向量的一阵列的形式被输入到网络架构中。在

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物种基因组中的不同染色体。

[019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

在物种的基因组的染色体上与各自的向量相对应的每个箱。

[0192]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卷积层是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第一层，并

且响应于多个向量集中的各自的向量集的输入，而直接接收各自的向量集合，以及第一过

滤器具有一组包括5到50个过滤器权重的一组过滤器权重，并在步长为Y的过程的引发步骤

(b)中进行卷积，其中Y在1至5之间。

[0193] 结合图6至图11在示例4中给出了使用具有这种配置的网络架构138处理一训练集

的结果。

[0194] 双轨迹–箱序列读数及WBC。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除了以上在标题为“每个染色体的

说　明　书 32/67 页

50

CN 112888459 A

50



单个CNN/单个轨迹‑二进制序列读数(A  single  CNN  for  each  chromosome/Single 

track–Binned  Sequence  Reads)”的部分中所述的第一箱计数之外，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

个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第二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

二箱计数代表在测序数据中的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测序数据是从获自各自的训练对象

的生物样本中的白细胞测得的，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不同

的区域上。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从第一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中格式化的多个向量

集中的第一向量被以第一轨迹及第二轨迹的形式输入到网络架构中。第一轨迹中每个向量

的每个各自的元素代表多个箱中的相应的箱的第一箱计数。第二轨迹中每个向量的每个各

自的元素代表多个箱中的相应的箱的第二箱计数。

[0195]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的第一轨迹中的每个向量代表物种基因组

中的不同染色体，并且第一向量集合的第二轨迹中的每个向量还代表物种的基因组中的不

同染色体。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在网络架构138中，第一轨迹被输入到第一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第二轨迹被输入到第二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多个箱包

括10000个箱，多个向量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对应于各自的向量的参考基因组的染色

体上的每个箱。

[0196] 在下面的示例4中结合图12及图18至图21给出了使用具有这种配置的网络架构

138处理一训练集的结果，其中将来自被认为不是白细胞的细胞的箱计数数据划分为第一

子集，并将来自被认为是白细胞的细胞的箱计数数据划分为第二子集。

[0197] 双轨迹–在两个不同大小范围内的箱序列读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物种的基因组

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不同且不重叠

的区域。此外，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多个箱中的

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

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一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

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其中在所述各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

列读数映射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中的具有第一大小范围内的一序列。

[0198] 每个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还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二箱计

数。每个各自的第二个箱计数代表从自训练对象中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

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二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参考基因组的对

应于各自的箱的部分上，其中在各自的第二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均

映射至参考基因组部分中的具有一第二大小范围内的一序列。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第

二大小范围与第一大小范围彼此不重叠。

[0199] 应当理解，每个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可以进一步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

的箱的附加箱计数。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每个各自的额外箱计数代表测序数据中成对序

列读数的一额外数量，所述测序数据是从获自训练对象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

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其中在相应的额外数量的

成对序列读数中读取的每个成对序列映射到参考基因组区域中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另一

个尺寸范围内，所述尺寸范围与所有其他尺寸范围不同。

[0200] 以这种方式，每个各自的箱可以具有多个箱计数，其中多个箱计数中的每个各自

的箱计数代表从自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中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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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读数的一相应的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不同部

分上，其中在所述相应的数量的成对序列中读取的每个成对序列均映射到参考基因组的部

分中的序列，所述序列在与各自的箱计数相关的相应的大小范围内。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

式中，多个箱计数以及伴随的相应大小的范围是2、3、4、5、6、7、8、9或10。例如，当多个箱计

数及伴随的的相应大小范围是4时，每个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

各自箱的第一箱计数、第二箱计数、第三箱计数及第四箱计数。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每个

各自的箱计数代表从自训练对象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

读数的数量，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不同区域上，其中

在相应的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读取的每个成对序列映射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中的一序

列，所述序列在对应于各自的箱计数的大小范围内。

[0201] 返回到每个箱有2个箱计数的情况，从第一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的

多个向量集中的一第一向量以一第一轨迹及一第二轨迹的形式输入到网络架构中。第一轨

迹中每个向量的每个各自的元素代表多个箱中的相应的箱的第一箱计数。第二轨迹中每个

向量的每个各自的元素代表多个箱中的相应的箱的第二箱计数。

[0202]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合的第一轨迹中的每个向量代表参考基因

组中的不同染色体，并且第二向量集合的第二轨迹中的每个向量也代表参考基因组中的不

同染色体。这在下面的示例4的图18‑21中示出，其中对于总共44个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路

径，二十二个人类常染色体中的每一个都有两个轨迹。

[0203]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并且多个向量中的每个各自的

向量包括参考基因组的染色体上与各自的向量相对应的每个箱。

[0204] 单轨迹–箱序列读数(M分数)(箱中的WGBS)。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物种的基因组的

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代表。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不同且不重叠的

部分。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

的第一箱子计数。

[020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反映了通过对所述生物样品中的多个

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

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

域上。甲基化测序测定的一个例子是全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

全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根据下面的实施例1，以及根据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标题为“异

常碎片检测与分类(Anomalous  Fragment  Detection  and  Categor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

16/352,602号；或根据在2019年5月13日提交，标题为“基于模型的特征化及分类(Model‑

Based  Featur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847,223号中公

开的任何技术，来鉴定一个或多个甲基化状态向量，上述的每个在此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甲基化测定法利用在Liu等人，2019，“以碱基分辨率的无亚硫酸氢盐的直

接检测5‑甲基胞嘧啶及5‑羟甲基胞嘧啶(Bisulfite‑free  direct  detection  of  5‑

methylcytosine  and  5‑hydroxymethylcytosine  at  base  resolution)”，Nature 

Biotechnology  37，第424‑429页(其在此通过引用并入)中公开的任何测序途径。

[020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反映了通过对生物样品中的游离核酸

进行甲基化测序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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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定甲基化状态，并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例如，所述数量反映

了基于给定的核苷酸序列的长度上甲基化位点的存在的甲基化状态。例如，对于每个

1000bp的序列，如果一序列读数包含2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则对所述序列读数进行计

数。给定的序列读数中的阈值可以设置为每1000bp的1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

2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3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4个或更多个甲

基化位点，每1000bp的5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6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

1000bp的7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8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9个或

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10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每1000bp的12个或更多个甲基

化位点，或每1000bp的15个或更多个甲基化位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给定的长度可以短于

或长于1000bp。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反映甲基化位点的分布及频率的其他值，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实施例1中公开的值，以及进一步公开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标题为“异常碎

片检测与分类(Anyalous  Fragment  Detection)”中，或是公开在2019年5月13日提交，标题

为“基于模型的特征化及分类(Model‑Based  Featur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的美

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847,223中的任何技术，在此通过引用将其每一个并入。甲基化测序

测定是指产生序列读数的物理测定法，其可用于确定整个基因组中多个CpG位点的甲基化

状态或甲基化模式。这种甲基化测序测定的一个示例可以包括cfDNA的亚硫酸氢盐处理，以

将未甲基化的胞嘧啶(例如，CpG位点)转化为尿嘧啶(例如，使用EZ  DNA  Methylation–Gold

或EZ  DNA  Methylation–Lightning  kit(可从Zymo  Research公司获得))。或者，可以使用

酶促转化步骤(例如，使用胞嘧啶脱氨酶(例如APOBEC‑Seq(可从NEBiolabs获得)))将未甲

基化的胞嘧啶转化为尿嘧啶。转化后，可以通过整个基因组测序过程或靶向基因测序组

(targeted  gene  sequencing  panel)对转化的cfDNA分子进行测序，并使用序列读数评估

多个CpG位点的甲基化状态。基于甲基化的测序方法是本领域已知的(例如，参见美国专利

公开第2014/0080715号，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DNA甲基化可以在其

他情况下在胞嘧啶中发生，例如CHG及CHH，其中H为腺嘌呤、胞嘧啶或胸腺嘧啶。使用本文公

开的方法及程序，还可以评估5‑羟甲基胞嘧啶(5‑hydroxymethylcytosine)形式的胞嘧啶

甲基化及其特征(参见，例如，WO  2010/037001及WO  2011/127136，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甲基化测序测定不需要执行碱基转化步骤来确定整个基因组中CpG位

点的甲基化状态。例如，这种甲基化测序测定法可以包括PacBio测序或Oxford  Nanopore测

序。

[0207]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从第一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的多个向量

集中的第一向量以各自的向量集中的多个向量的一阵列的形式被输入到网络架构138中。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参考基因组中的不同染色体。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参考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并且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参考基因组的染色体上

与各自的向量相对应的每个箱。

[0208] 单轨迹–每个箱的平均序列读数长度。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

部分由多个箱代表，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不同且不重叠的部分。在

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多个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包括多个箱

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计数。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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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序列读数的平均长度，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与

各自的箱相对应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从第一训练对象的基

因型数据构建中格式化的多个向量集中的第一向量以第一向量集中的向量的形式输入到

网络架构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物种基因组中的不同染色

体。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物种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并且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括参考基因组

的染色体上与各自的向量相对应的每个箱。

[0209] 单轨迹–等位基因比率。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箱

代表，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不同且不重叠的区域。多个训练对象中

的每个相应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子计数。每个

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从从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序列读

数的等位基因比率，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不同区域。

[02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从第一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的多个向量集中的

第一向量被输入到网络架构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参考基

因组中不同的单个染色体。在替代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参考基因组

中的多个染色体。

[02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箱包括10000个箱，并且第一向量集合中的每个各自的向

量包括参考基因组的染色体上与各自的向量相对应的每个箱。

[0212] 单轨迹–箱中的突变计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参考基因组的全部或一部分由多个

箱代表。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表参考基因组的不同且不重叠的区域。多个训练对象

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第一箱子计数。

每个各自的第一箱计数代表在从从各自的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

序列读数中鉴定的许多突变的一数量，其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

[0213] 从第一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格式化的多个向量集中的第一向量被输入到

网络架构138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代表在参考基因组中不同的

单个染色体。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向量集中的向量代表参考基因组中的多个染色体。

[02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多个箱包括一万个箱，并且多个向量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包

括对应于各自的向量的参考基因组的染色体上的每个箱。

[0215] 多个轨迹，对于所有染色体具有一个CNN路径，或者对于每个染色体具有多个不同

的CNN路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信息，除了上述的第一箱计

数之外，还包括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两个或多个附加箱计数，每个各自的附加箱计

数代表从生物样品中测得的不同形式的基因型信息，并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

组的不同的区域。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一第一训练对象的一第一向量集130包括被划分为

多个轨迹的多个向量，每个轨迹包括第一向量集的多个向量的一相应的子集，所述子集包

含相应的箱计数信息。第一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第一箱计数类型信息组成，第二子

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由第二箱计数类型信息组成，依此类推。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网络

架构138包括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所述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包括从生物样本测得

的每种不同类型的箱计数的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所述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

个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包括一第一卷积层及一第二卷积层。在这样的实施方式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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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第一向量集的一相应的子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多个卷积神

经网络路径中的相应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卷积层中。多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

个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各自的最终层将来自各自的最终层的不同的多个值馈送到

评分器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从训练样本测量1、2、3、4、5、6、7、8、9或10种不同类型的箱计

数信息，并且将每个这样的箱计数类型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单独的卷积网络架构138中的神

经网络路径140。

[0216] 在一些这样的实施方式中，每个各自的箱计数类型彼此不同，并且对于多个箱计

数类型中的每个各自的箱计数类型，各自独立地是以下之一：(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

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

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ii)从生物样本中的多个白细胞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

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各自的箱的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iii)从

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成对序列读数的一各自的第一数量，

所述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其中在所述各

自的第一数量的成对序列读数中读取的每个成对序列读数映射到所述物种的所述基因组

的区域内的一序列，所述序列在一第一大小范围内(例如，小于160个核苷酸的一值)。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第一阈值长度是150个核苷酸或更少。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阈值长度是

140个核苷酸或更少。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阈值长度是130个核苷酸或更少。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第一阈值长度是159、158、157、156、155、154、153、152、151、150、149、148、147、146、

145、144、143、142、141、140、139、138、137、136、135、134、133、132、131、130、129、128、127、

126、125或更少的核苷酸)；(iv)通过对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离核酸进行一甲基化测序

测定获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具有一预定的甲基化

状态，并且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v)从所述生物样本中

的多个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数据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平均核酸长度，所述多个序列读数

映射到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部分上；(vi)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多个游

离核酸片段测得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等位基因比率，所述多个序列读数映射到对应于所述

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以及(vii)从所述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多

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的一数量，所述多个序列读数中鉴定出的多个突变映射到

对应于所述各自的箱的所述参考基因组的区域上。

[0217] 框218。参考图2B的框218，从评分器获得多个分数136。多个分数中的每个分数对

应于多个向量集中的向量集到网络架构中的输入。

[02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评分器152为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相应向量集提供k维分数。k

维分数中的每个元素代表与所述各自的向量集相关联的训练对象具有在所述多个癌症状

况中的一相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概率或可能性。在一些实施方式中，k是2或更大的正整数。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k是3或更大的正整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k的值与多种癌症状况中的癌

症状况的数量匹配。例如，如果多个癌症状况为10，则k的值为1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k的值

与多个癌症状况中的癌症状况数加1相匹配。例如，如果多个癌症状况为10，则k的值为11，

其中额外值表示网络架构与给定的训练对象的癌症类型不匹配。

[02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评分器152使用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最终层的输出的

归一化指数函数来计算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向量集130的k维分数。参见，Gold，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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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max到Softassign：用于组合优化的神经网络算法(Softmax  to  Softassign:Neural 

Network  Algorithms  for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人工神经网络杂志2(Journal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第381‑399页，在此引入作为参考。

[02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评分器152包括决策树算法、多元加性回归树算法，聚类算法、

主成分分析算法、近邻分析算法、线性判别分析算法，二次判别分析算法、支持向量机(SVM)

算法、进化方法、投影寻踪算法或其集合。

[0221] 决策树(Decision  trees)由Duda，2001，模式分类(Pattern  Classification)，

John  Wiley&Sons公司，纽约，第395‑396页进行了一般性描述，在此引入作为参考。基于树

的方法将要素空间划分为一组矩形，然后在每个矩形中拟合一个模型(如常量)。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决策树是随机森林回归(random  forest  regression)。可以使用的一种特定算

法是分类及回归树(CART)。其他特定的决策树算法包括但不限于ID3、C4.5、MART及随机森

林。CART、ID3及C4.5在Duda，2001，模式分类(Pattern  Classification)，John  Wiley&Sons

公司，纽约，第396‑408页及第411‑412页进行了描述，在此整体引用作为参考。CART、MART及

C4.5在Hastie等人，2001，统计学习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Springer‑Verlag，纽约，第9章中进行了描述，在此整体引用作为参考。随机森林在1999年

Breiman，“随机森林‑随机特征(Random  Forests‑‑Random  Features)”，技术报告

(Technical  Report)567,统计部(Statistics  Department) ,U.C.Berkeley,1999年9月中

进行了描述，在此整体引用作为参考。

[0222] 聚类(Clustering)在纽约的John  Wiley&Sons公司，1973年的“模式分类及场景分

析(Pattern  Classification  and  Scene)”，Duda及Hart的第211‑256页中进行了描述(以

下称为“Duda  1973”)，在此通过引用合并于此。如1973年Duda的6.7节所述，聚类问题被描

述为在数据集中寻找自然分组的一种。为了确定自然分组，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确定一

种测量两个样本之间相似度(similarity)(或相似度(dissimilarity))的方法。此度量(相

似性度量)用于确保一个群集中的样本比其他群集中的样本彼此更相似。其次，确定使用相

似性度量将数据划分为群集(clusters)的机制。

[0223] 在1973年Duda的6.7节中讨论了相似性度量(Similarity  measures)，其中指出开

始聚类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定义距离函数并计算训练集中所有样本对之间的距离矩阵。如果

距离是相似性的良好度量，则同一聚类中参考实体之间的距离将明显小于不同聚类中参考

实体之间的距离。然而，如1973年Duda的第215页所述，聚类不需要使用距离度量。例如，非

度量相似度函数s(x，x')可用于比较两个向量x及x'。通常，s(x，x')是一个对称函数，当x及

x'某种程度上“相似”时，其值很大。在Duda  1973的第218页上提供了非度量相似度函数s

(x，x')的示例。

[0224] 一旦选择了用于测量数据集中的点之间的“相似性”或“不相似性”的方法，聚类就

需要标准函数来测量数据的任何分区的聚类质量。极端化准则函数的数据集分区用于对数

据进行聚类。参见1973年Duda的第217页。准则函数在1973年Duda的6.8节中进行了讨论。

[0225] 最近，Duda等人，在已经出版的模式分类(Pattern  Classification)，第二版，

John  Wiley&Sons公司，纽约，第537‑563页详细描述了群集。有关聚类技术的更多信息，可

参见Kaufman及Rousseeuw，1990年，在数据中查找组：聚类分析入门(Finding  Groups  in 

Data:An  Introduction  to  Cluster  Analysis)，Wiley,New  York，N.Y.；Everitt,1993；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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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第3版)，Wiley,New  York,N.Y.；以及Backer，1995年，聚类分

析中的计算机辅助推理(Computer‑Assisted  Reasoning  in  Cluster  Analysis)，

Prentice  Hall,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上述每一个在此引用作为参考。可以在

本公开中使用的特定示例性聚类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分层聚类(使用最近邻算法(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最远邻算法(farthest‑neighbor  algorithm)、平均链接算法

(average  linkage  algorithm)、质心算法(centroid  algorithm)或平方和算法(sum‑of‑

squares  algorithm)的聚集聚类(agglomerative  clustering))、k均值聚类、模糊k均值聚

类算法及Jarvis‑Patrick聚类。这样的聚类可以在第一特征{p1，…，pN‑K}的集合上(或从

第一特征集合导出的主分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聚类包括无监督聚类(框490)，其中没有

强加当训练集被聚类时应该形成什么聚类的预想概念。

[0226]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算法揭露在Jolliffe，1986，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pringer，纽约，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PCA也揭露在Draghici，2003，DNA微阵列的数据分析工具(Data  Analysis  Tools  for  DNA 

Microarrays)，Chapman及Hall/CRC中也有描述，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主成分(PC)是不相

关的，并且进行了排序，以使第k个PC在多个PC之间具有第k个最大方差。第k个PC可以被解

释为使数据点的投影的变化最大化的方向，使得它与前k‑1个PC正交。前几个PC捕获了训练

集中的大多数变化。相反，通常认为最后几个PC仅捕获训练集中的残留“噪声”。

[0227] SVM算法揭露在Cristianini及Shawe‑Taylor，2000，“支持向量机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Support  Vector  Machines)”，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Boser等人，1992

年，“最优边际分类器的训练算法(A  training  algorithm  for  optimal  margin 

classifiers)”，在第五届ACM计算学习理论年度研讨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5th 

Annual  ACM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Learning  Theory)，ACM  Press，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第142‑152页；Vapnik，1998年，统计学习理论(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纽

约威利；Mount，2001，生物信息学：序列和基因组分析(Bioinformatics:sequence  and 

genome  analysis)，冷泉港实验室出版社(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Cold 

Spring  Harbor)，纽约州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 ,N .Y)；Duda，模式分类(Pattern 

Classification)，第二版，2001年，John  Wiley&Sons公司，第259、262‑265页；以及Hastie，

2001年，统计学习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Springer，纽约；以

及Furey等人，2000，Bioinformatics  16，906‑914，其每一个均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当

用于分类时，SVM将给定的一组二元标记数据训练集与一个与标记数据最大距离的超平面

分开。对于无法进行线性分离的情况，SVM可以与“内核(kernels)”技术结合使用，后者会自

动实现到特征空间的非线性映射。SVM在特征空间中找到的超平面对应于输入空间中的非

线性决策边界。

[022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评分器152包括多个完全连接层以及二元或多分类逻辑回归

代价层，其中多个个完全连接层中的全连接层馈入二元或多分类逻辑回归代价层。逻辑回

归算法揭露在Agresti，分类数据分析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1996年，第5章，第103至144页，John  Wiley&Son，纽约，在此引入作为参考。

[0229] 框220。参考图2B的框218，将多个分数136中的各自的分数与多个训练对象中的相

应的训练对象的相应的癌症类型的比较用于至少调整第一过滤器的权重以及第二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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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从而训练网络架构，以在多种癌症状况下为物种分类癌症类型。然后，根据训练数据

(例如，训练对象124的癌症类别)验证，网络架构138在癌症状况分配中的错误，通过神经网

络的权重进行反向传播，以便训练网络架构138。例如，在这种反向传播中，调整网络卷积层

中各个过滤器的过滤器权重。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鉴于训练数据，利用AdaDelta自适应学

习方法(Zeiler,2012“ADADELTA:an  adaptive  learning  rate  method(自适应学习方法)”

CoRR,vol.abs/1212.5701,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以及Rumelhart等人所提供的反向传播

算法(1988年，“神经计算：研究的基础(Neurocomputing:Foundations  of  research)”)，

ch.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by  Back‑propagating  Errors,第696‑699页,Cambridge,

MA,USA：MIT  Press，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通过随机梯度下降来针对网络架构138做出的

癌症状况分配中的错误来训练网络架构138。

[0230] 以这种方式，网络架构138学习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第一及第二卷积层内的

参数，当它们在输入中的某些空间位置处看到某种特定类型的特征时激活。卷积层中每个

过滤器的初始权重是通过针对训练集训练卷积神经网络而获得的。因此，网络架构的操作

所产生的特征要比以往用于对癌症状况进行分类的特征更为复杂。

[0231] 框222。参照图2B的框222，现在根据框202至220进行训练的网络架构138可用于使

用从测试对象获得的生物样品中游离核酸的序列读数信息来将测试对象分类为多种癌症

状况中的癌症状况，作为至训练的网络架构的输入。

[0232] 此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从中获取生物样品或通过本文所述的任何方法或组合

物对其进行治疗的训练或测试对象可以是任何年龄的，并且可以是成人、婴儿或儿童。在某

些情况下、对象(例如，患者)为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

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

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

95、96、97、98或99岁、或在一定范围内(例如、约2至约20岁、约20至约40岁、或约40至约90

岁)。特定类别的对象，例如，可以从本公开的方法中受益的患者是对象，例如，40岁以上的

患者。另一特定类别的对象，例如，可以从本公开的方法中受益的患者是小儿患者，他们的

慢性心脏病风险较高。此外，从中获取样本或通过本文所述的任何方法或组合物治疗的对

象，例如患者，可以是男性或女性。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任何公开的方法还包括基于对测试

对象是否患有癌症的确定来提供对象的治疗干预或成像。

[0233] 实施例1：甲基化状态向量的产生。

[0234] 图22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方式的流程图，其描述了对cfDNA的片段进行测序，以获

得甲基化状态向量的一过程2200。

[0235] 参照步骤2202，从生物样本中获得cfDNA片段(例如，如以上结合图2所讨论的)。参

照步骤2220，处理cfDNA片段，以将未甲基化的胞嘧啶转化为尿嘧啶。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对

DNA进行亚硫酸氢盐处理，其将cfDNA片段的未甲基化胞嘧啶转化为尿嘧啶而不转化甲基化

胞嘧啶。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诸如EZ  DNA  MethylationTM
–Gold、EZ  DNA 

MethylationTM–Direct或是EZ  DNA  MethylationTM–Lightning  kit(从Zymo  Research 

Corp取得(Irvine,CA))的商业试剂盒进行亚硫酸氢盐转化。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未甲基化

的胞嘧啶向尿嘧啶的转化是使用酶促反应完成的。例如，此转化可以使用可商购的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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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未甲基化的胞嘧啶转化为尿嘧啶，例如APOBEC‑Seq(NEBiolabs，Ipswich，MA)。

[0236] 从转化的cfDNA片段，制备测序文库(步骤2230)。任选地，使用多个杂交探针将测

序文库富集2235个cfDNA片段或基因组区域，这些信息可告知癌症状态。杂交探针是短的寡

核苷酸，其能够与特别指定的cfDNA片段或靶区域杂交，并富集那些片段或区域以用于随后

的测序及分析。杂交探针可用于对研究人员感兴趣的一组指定的CpG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

深度分析。一旦准备好，就可以对测序文库或其一部分进行测序，以获得多个序列读数

(2240)。序列读数可以是计算机可读的数字格式，以由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及解释。

[0237] 从序列读数，基于序列读数与参考基因组的比对，确定每个CpG位点的位置及甲基

化状态(2250)。每个片段的甲基化状态向量，指定了片段在参考基因组中的位置(例如，如

每个片段中第一个CpG位点的位置所指定的位置，或另一个类似的度量标准)，片段中的CpG

位点的数量，以及片段中每个CpG位点的甲基化状态(2260)。

[0238] 实施例2：获得多个序列读数。

[0239] 图23是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用于制备用于测序的核酸样本的方法2300的流程图。

方法2300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步骤。例如，方法2300的任何步骤可以包括用于质量控制或本

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其他实验室测定方法的定量子步骤。

[0240] 在框2302中，从对象提取核酸样本(DNA或RNA)。样本可以是人类基因组的任何子

集，包括整个基因组。可以从已知患有或怀疑患有癌症的对象中提取样本。样本可以包括血

液、血浆、血清、尿液、粪便、唾液、其他类型的体液或其任何组合。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于

抽取血液样本(例如，注射器或指尖点刺(finger  prick))的方法的侵害性比用于获取可能

需要手术的组织活检的过程的侵害性小。提取的样本可以包含cfDNA及/或ctDNA。对于健康

个体，人体可以自然清除cfDNA及其他细胞碎片。如果对象患有癌症或疾病，则提取样本中

的ctDNA可能以可检测的水平存在，以进行诊断。

[0241] 在框2304中，准备测序文库。在文库制备期间，通过衔接子连接将独特的独特分子

索引(unique  molecular  identifiers,UMI)添加至核酸分子(例如DNA分子)。UMI是短核酸

序列(例如4‑10个碱基对)，其在衔接子连接期间被添加到DNA片段的末端。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UMI是退化(degenerate)碱基对，其充当独特标签，可用于鉴定源自特定DNA片段的序列

读数。在衔接子连接后的PCR扩增过程中，UMIs与连接的DNA片段一起复制。这提供了一种在

下游分析中鉴定来自相同原始片段的序列读数的方法。

[0242] 在框2306中，从文库中富集靶向的DNA序列。在富集期间，杂交探针(在本文中也称

为“探针”)用于靶向并拉下(pull  down)信息丰富的核酸片段，提供是否存在癌症(或疾

病)、癌症状况或癌症分类(例如，癌症类型或起源组织)。对于给定的工作流程，可以将探针

设计为与DNA的靶(互补)链黏接(anneal)(或杂交)。靶链可以是“阳性”链(例如，转录成

mRNA，然后转译成蛋白质的链)或互补的“阴性”链。探针的长度范围可以是10s、100s或

1000s个碱基对。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基于基因组设计探针，以分析怀疑对应于某些癌症或

其他类型疾病的基因组(例如，人或另一生物的)特定突变或靶区域。此外，探针可以覆盖靶

区域的重叠部分。

[0243] 图24是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用于获得序列读数的过程的图形表示。图24描绘了来

自样本的核酸片段2000的一个示例。在此，核酸区段2400可以是单链核酸区段，例如单链。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核酸区段2400是双链cfDNA区段。所示的实施方式描述了核酸片段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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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2405A、2405B及2405C，其可以被不同的探针靶向。具体地，三个区域2405A、2405B及

2405C中的每一个在核酸片段2400上包括重叠位置。在图24中将胞嘧啶(“C”)核苷酸碱基

2402描绘为示例重叠位置。胞嘧啶核苷酸碱基2402区域2405A位于区域2405A的第一边缘附

近、区域2405B的中心以及区域2405C的第二边缘附近。

[024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于基因组设计一种或多种(或全部)探针，以分析怀疑对应

于(例如，人或另一生物的)基因组的特定突变或靶区域，其怀疑与某些癌症或其他类型的

疾病相对应。通过使用靶向基因组而不是测序基因组中所有表达的基因(也称为“全外显子

组测序”)，方法2400可用于增加靶区域的测序深度，其中深度是指样品中给定的靶序列被

测序的次数。增加测序深度会减少所需的核酸样本输入量。

[0245] 使用一种或多种探针的核酸样本2400的杂交导致对靶序列2470的理解。如图24所

示，靶序列2470是杂交所靶向的区域2405的核苷酸碱基序列。探测。靶序列2470也可以称为

杂交的核酸片段。例如，靶序列2470A对应于第一杂交探针靶向的区域2405A，靶序列2470B

对应于第二杂交探针靶向的区域2405B，并且靶序列2470C对应于第三杂交探针靶向的区域

2405C。假定胞嘧啶核苷酸碱基2402位于杂交探针靶向的每个区域2405A‑C内的不同位置，

则每个靶序列2470在靶序列2470上的特定位置处包括对应于胞嘧啶核苷酸碱基2402的核

苷酸碱基。

[0246] 杂交步骤之后，捕获了杂交的核酸片段，并且也可以使用PCR进行扩增。例如，可以

富集靶序列2470，以获得可以随后测序的富集序列248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富集的序

列2080从靶序列2470复制。分别从靶序列2470A及2470C扩增的富集序列2480A及2480C还包

括位于每个序列读数2480A或2480C的边缘附近的胸腺嘧啶核苷酸碱基。如下文所用，相对

于参考等位基因(例如：胞嘧啶核苷酸碱基2402)发生突变的富集序列2480中的突变核苷酸

碱基(例如，胸腺嘧啶核苷酸碱基)被认为是替代等位基因。另外，从靶序列2470B扩增的每

个富集序列2480B包括位于每个富集序列2480B附近或中心的胞嘧啶核苷酸碱基。

[0247] 在框2408中，从富集的DNA序列(例如，图24中所示的富集的序列2480)生成序列读

数。可以通过本领域中的已知方法从富集的DNA序列获取测序数据。例如，方法2300可包括

次世代测序(NGS)技术，包括合成技术(Illumina)、焦磷酸测序(454Life  Sciences)、离子

半导体技术(Ion  Torrent测序)、单分子实时测序(Pacific  Biosciences)、通过连接测序

(SOLiD测序)，纳米孔测序(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或双端测序(paired‑end 

sequencing)。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具有可逆染料终止子的合成测序进行大规模平行测

序。

[024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本领域中已知的方法将序列读数与参考基因组比

对，以确定比对位置信息。比对位置信息可以指示参考基因组中与给定的序列读数的起始

核苷酸碱基以及终止核苷酸碱基相对应的区域的起始位置及终止位置。比对位置信息还可

包括序列读数长度，其可从起始位置及终止位置确定。参考基因组中的区域可以与基因或

基因的片段相关。

[0249] 在各种实施方式中，序列读数由表示为R1及R2的读数对组成。例如，第一读数R1可

以从核酸片段的第一末端测序，而第二读数R2可以从核酸片段的第二末端测序。因此，第一

读数R1及第二读数R2的核苷酸碱基对可以与参考基因组的核苷酸碱基一致地对齐(例如，以

相反的方向)。从读数对R1及R2获得的比对位置信息可以包括参考基因组中对应于第一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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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R1)的末端的起始位置以及参考基因组中对应于第二读数(例如，R2)的末端的终止位

置。换句话说，参考基因组中的起始位置及终止位置代表核酸片段所对应的参考基因组中

的可能位置。可以生成具有序列比对图(sequence  alignment  map,SAM)格式或BAM(二进

制)格式的输出文件，并将其输出以进行进一步分析，例如上面结合图2所述。

[0250] 实施例3：循环游离基因组图谱研究(Cell‑Free  Genome  Atlas,CCGA)队列。

[0251] 来自CCGA的对象(NCT02889978)在本公开的实施方式4中用作训练对象。CCGA是一

项基于cfDNA的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早期癌症检测研究，此研究从141个地点招募了15,

000名人口统计学平衡的参与者的9977名。从招募时定义，患有新诊断的未经治疗的癌症对

象(C，病例)以及没有诊断出癌症的对象(非癌症(NC)，对照)采集血液。这项预先计划的亚

研究包括878例病例、580个对照及169个分析对照(n＝1627)，涵盖20种肿瘤类型及所有临

床分期。

[0252] 通过以下方法分析所有样本：(1)成对的cfDNA以及白细胞(WBC)‑靶向测序(60,

000X，507个基因组)；联合判定者(joint  caller)删除了WBC衍生的体细胞变异及残留的技

术噪声；(2)成对的cfDNA及WBC全基因组测序(WGS；35X)；一种新颖的机器学习算法，生成与

癌症相关的信号评分；联合分析确定了共享事件；以及(3)cfDNA全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

(WGBS；34X)；使用异常甲基化片段生成标准化分数。在靶向测定中，非肿瘤WBC匹配的cfDNA

体细胞变异(SNVs/indels)占NC所有变异的76％，且占C  65％。与体细胞镶嵌性(例如克隆

性造血)一致，WBC匹配的变异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是以前没有报道的非典型功能丧

失突变。去除WBC变体后，规范的驱动(driver)体细胞变体对C具有高度特异性(例如，在

EGFR及PIK3CA中，0NC分别具有C的11及30个变异)。同样，在用WGS检测到的8个具有体细胞

拷贝数改变(SCNAs)的NC中，有4个来自WBC。CCGA的WGBS数据显示了高碎片水平及低碎片水

平的CpG(比例为1：2)；其中一个子集用于计算甲基化分数。在所有试验中，只有不到1％的

NC参与者观察到一致的“癌样(cancer‑like)”信号(代表潜在的未诊断癌症)。在NC与第I至

III期与第IV期之间观察到增加的趋势(非同步每Mb的SNVs/indels[平均数±标准差]NC：

1.01±0.86，第I‑III期：2.43±3.98；第IV期：6.45±6.79；WGS评分NC：0.00±0.08，第I‑

III期：0.27±0.98；第IV期：1.95±2.33；甲基化评分NC：0±0.50；第I‑III期：1.02±1.77；

第IV期：3.94±1 .70)。这些数据证明了实现>99％的浸润性癌症特异性的可行性，并支持

cfDNA分析有望用于早期癌症检测。

[0253] 实施例4：用于基于重新归一化(Re‑Normalized)箱计数的癌症分类的卷积神经网

络。

[0254] 参照图3及图4以及图6至图21，提供了用于在人类的多种不同癌症状况中对癌症

状况进行分类的示例。来自CCGA数据的总共1764个训练对象(示例3)在此示例中用作训练

集。对于1764名训练对象中的每个训练对象，获得以下信息：(i)各个训练对象的癌症状况

124；以及(ii)基因型数据构建126，其包括如上文实施例3中概述的，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多

个染色体中每个各自的染色体128的基因型信息。

[0255] 在此示例的某些部分中，人类基因组由多个箱代表。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代

表人类基因组的不同部分。用于每个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126中的每个各自的人类

染色体的基因型信息包括用于多个箱中的每个各自的箱的一箱计数。如以下针对特定附图

所详述的，每个各自的箱计数代表在各自的箱中产生的基因型信息，其是从从相应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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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测得的，并映射到由各自的箱所代表的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区域

上。例如，使用训练对象的生物样本测得的序列读数映射到特定的箱代表的人类基因组区

域。

[0256] 对基因型数据构建126中的箱进行方差过滤以进行B得分计算，从而将用于每个对

象的箱数量从约30000个减少到约25000个。上面结合图2A的框202描述了这种删除

(pruning)箱的形式。

[0257] 接下来，将每个箱的箱值重新归一化，以使其在预期分布上“对齐(align)”。

[025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因型数据构建126还为每个箱提供遮蔽布尔(mask 

Boolean)值，其与是否可以通过白细胞引起的箱的箱计数来解释箱的箱计数偏差有关。其

他细节可在于2018年3月13日提交，标题为“识别拷贝数畸变(IDENTIFYING  COPY  NUMBER 

ABERRATIONS)”的美国专利第62/642,506号找到，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合并于此。

[0259] 为了得分分析，在训练集中将所有类型的癌症分层，但是只有乳癌、肺癌、子宫癌、

结肠直肠癌、黑素瘤及肾癌具有单独的标签。其他癌症类型一起标记为“其他”。

[0260] 将训练集的多个基因型数据构建中的每个基因型数据构建126格式化为包括相应

的一个或多个向量132的相应的向量集130，从而创建多个向量集。

[0261] 将向量集提供给包括第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网络架构138，其又由包括第一

卷积层302的第一多个层组成，所述第一卷积层302与包含第一组过滤器权重的第一卷积层

相关联148(图1B)，用于顺序地接收多个向量集中的向量130。此网络架构还包括评分器

152。更具体地，图3示出了在此示例中使用的网络架构138。如图3所示，在每个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140内，网络路径140的多个层中除最终层之外的每个层的输出用作到多个层中的另

一层的输入。所述多个层包括第二卷积层306。第一卷积层302包括至少第一过滤器146，其

包括一第一组过滤器权重148。第二卷积层306包括至少第二过滤器146，其包括一第二组过

滤器权重148。如图3进一步所示，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还包括一第一池化层304及一

第二池化层308。

[0262] 响应于将多个向量集130中的各自的向量集130输入到网络架构138中，执行一程

序。所述程序包括：(a)将一第一多个输入值输入到所述第一卷积层302中，作为所述各自的

向量集中的多个值的一第一函数；(b)使所述第一卷积层将一第一多个中间值馈入所述第

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所述第一多个中间值被计算作为以下的一第二函数：(i)

至少所述第一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一多个输入值；(c)使所述第二卷积层从所述第

一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另一层馈入一第二多个中间值，作为以下的一第三函数：(i)至少

第二组过滤器权重；及(ii)所述第二卷积层306接收的多个输入值；以及(d)使所述第一卷

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一最终层将来自所述最终层的多个值馈入所述评分器152。所述程序

还使所述第一池化层304将计算为所述第一多个中间值的一第一池化函数的一第三多个中

间值从所述第一卷积层302馈入所述第二卷积层306。所述程序还使所述第二池化层将计算

为所述第二多个中间值的一第二池化函数的一第四多个中间值从所述第二卷积层馈入从

第二卷积层308馈送到评分器152，如图3所示。评分器152为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

量集130提供k维分数。所述k维分数中的每个元素代表与所述各自的向量集相关联的训练

对象具有在所述多个癌症状况中的一相应的癌症状况的一概率或可能性。

[0263] 在此示例中，评分器152使用22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中的每一个的最终层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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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一化指数函数，对多个向量集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集计算k维分数，每条路径代表22条

人类常染色体(autosomal  chromosomes)之一。这在图3中示出。网络架构138包括22个卷积

神经网络路径，每个针对22条常染色体人类染色体中的每条染色体。在此示例中，每个向量

集130中的每个向量132由对应的不同人类常染色体的基因型信息组成。此过程的输入步骤

针对各自的向量集130中的每个各自的向量132将各自的向量输入到代表与各自的向量132

相关联的染色体的各自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第一卷积层302中。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

径140的最大池化层308将不同的多个值馈入评分器152。

[0264] 以这种方式，从评分器获得多个得分。多个分数中的每个分数对应于多个向量集

中的向量集130向网络架构138中的输入。将多个分数中的各自的分数与多个训练对象中的

相应的训练对象的相应的癌症状况124(在此示例中为癌症类型)进行比较，以调整每个卷

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第一及第二卷积层(302、306)的过滤器权重，从而训练网络架构138，

以在人类的多种癌症状况中对癌症状况进行分类。

[0265] 图4示出了与图3的网络架构138中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中的染色体相关的过

滤器权重148。也就是说，在图4中水平显示了一染色体的第一卷积层302的过滤器权重148。

将第一过滤器的一组过滤器权重中的每个过滤器权重与第一卷积层302卷积，这意味着在

一组过滤器权重中的权重与卷积层302中的对应元素的值之间取点积。如图4所示，过滤器

146的一组过滤器权重包括22个权重，每个权重的值均在值范围内，其中值的范围在低值

(浅色)与高值(深灰色)之间灰阶。因此，在对过滤器进行卷积时，获取过滤器的一组过滤器

权重的每个权重与第一卷积过滤器302的对应元素的点积。图4表示使用训练对象的数据训

练后的过滤器权重。

[0266] 图6以假阳性率与真阳性率的一接收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形式示出了使用训练对象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

型数据构建的图3所示的网络架构的模型性能。每个这样的基因型数据构建均包括单轨箱

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所述单轨箱计数表示从获自训练对象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

测得的序列信息中测得的序列读数的数量，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由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

表的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部分。对于这些箱计数，白细胞对箱计数的贡献尚未被遮蔽。因

此，图6示出了网络架构138针对训练集中的每个各自的训练对象确定正确的癌症类型的能

力。ROC曲线显示图3中描述的网络架构138具有与B评分分类器的性能一致的性能。B评分分

类器描述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题为“用于选择、管理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统

(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 ,Managing ,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739号中，其通过引用合并于此。图7示出了基

于癌症类型(a  cancer  type  by  cancer  type)的图6的网络架构的性能。也就是说，在图7

中，基于癌症类型(a  cancer  type  by  cancer  type)，提供了对于训练集中的所有训练对

象具有乳癌、肺癌、子宫癌、结肠直肠癌(Crc)、黑素瘤、肾癌或其他癌症(CCGA训练集中的其

他任何癌症)的图3的网络架构138的真阳性率。图8示出了图6在基于癌症分期(a  cancer 

stage  by  cancer  stage)的网络架构的性能。即，在图8中，提供了上述网络架构138在确定

训练集中的训练对象的癌症类型的真阳性率作为CCGA训练集中的未定义分期(NI)、分期0、

分期I、分期II、分期III及分期IV(与癌症类型无关)的一函数。

[0267] 图9以假阳性率对真阳性率的ROC曲线的形式，说明了使用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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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单轨迹形式(22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图3的网络结构的性能，所述基因型数据构

建包括以单轨迹箱计数的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所述单轨迹箱计数代表从训练对象获得的

生物样品中的游离核酸中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序列读数映射

到由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的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部分上，其中白细胞对箱计数的贡献

已被遮蔽。ROC曲线显示，遮蔽白细胞对箱计数的贡献，使图6中观察到的基线值提高了约

3％，图6中没有遮蔽白细胞的贡献。图10示出了基于癌症类型的图9的网络架构的性能。也

就是说，在图10中，各自地对于训练集中患有乳癌、肺癌、子宫癌、结肠直肠癌(Crc)、黑色素

瘤、肾癌或其他癌症(CCGA训练集中的任何其他癌症)的所有训练对象，基于癌症类型按一

癌症类型提供了用于图9的上述网络架构的真阳性率。图11示出了图9的网络架构在癌症分

期的基础上的性能。也就是说，在图11中，提供了图9的网络结构在确定训练集中的训练对

象的癌症类型时作为CCGA训练集中未定义的分期(NI)、分期0、分期1、分期II、分期III及分

期IV癌症(不考虑癌症类型)的函数的真实阳性率。

[0268] 图12示出了使用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126的各种轨迹网络架构的模

型性能，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126包括以箱计数形式表示的游离核酸数据，所述箱计数代表

从自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

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由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的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的区域上。特别

地，图12显示了遮蔽来自白细胞的游离核酸数据(遮蔽、不遮蔽)，以及显示来自白细胞数据

的游离核酸数据，作为与白细胞以外的细胞的游离核酸数据的一分开轨迹(双轨迹，其中有

44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而不是简单地不包括白细胞血液数据(单轨迹，其中有44个卷积

神经网络路径)。

[0269] 图13以一ROC曲线的形式示出了使用各自的训练对象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的以单

轨迹形式的图3的网络架构的头对头(head  to  head)模型性能，所述基因型数据构建包括

代表从自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

数量的呈箱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所述序列读数映射到由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的

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区域，其中白细胞对箱分数计数的贡献被遮蔽(黑线)，从而使用一B评

分分类器对同一训练对象进行分类(灰线)。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标题为“用于选择、管

理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统(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 ,Managing ,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739号中描述了基

于B评分分类器的分类，其通过引用合并于此。图13涵盖了训练集中的所有1764个对象。

[0270] 图14示出了相对于B得分分类器，在图3的整个基于卷积网络的网络架构的训练群

体中，以单轨迹形式，作为癌症分期的一函数的真阳性率的一散点图比较。对于图14，各自

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126包括箱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所述箱计数代表从自

训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本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序列

读数映射到由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各自的箱代表的物种的基因组的区域，其中白细胞对箱得

分计数的贡献已被掩盖，提供给图3的网络架构，以评估这些对象的癌症类型。将这种网络

架构在这些条件下的性能与本示例相同训练集的B得分分析进行比较。在图14中，按癌症分

期划分了数据。图14指示结合了B得分以及来自图3的网络架构138的分数的一分类器可能

是有利的，因为B得分正确地分类了网络架构138没有正确分类的一些对象，反之亦然。

[0271] 图15示出了通过包括训练对象的箱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的各自的训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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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基因型数据构建、一网络架构的模型性能如何与此类训练对象中的体细胞拷贝数变化

(SCNAs)的数量相关联。参见、例如美国专利公开第2014/0100121号、于2013年3月13日作为

申请号13/801,748提交、其在此通过引用并入、以公开确定体细胞拷贝数变化计数。

[0272] 图16及图17示出了通过各自的训练对象的基因型数据构建126，在逐个训练对象

的基础上，通过遮蔽白细胞对箱计数的影响如何影响训练集中的训练对象的网络架构138

的模型性能，所述基因组数据构建126包括单轨迹箱计数形式的游离核酸数据，其代表从训

练对象获得的生物样品中的游离核酸测得的测序信息中的多个序列读数的一数量，所述序

列读数映射到由各自的箱表示的物种的基因组的不同区域上。图16示出了遮蔽导致网络架

构138分数在百分之五十的时间中沿正确的方向(黑圈)移动。图17显示了训练集中前八位

最具戏剧性的变化。

[0273] 图18及图19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图3的网络架构138如何能够识别

特定对象中的体细胞删除。更具体地，图18示出了以单轨模式运行网络架构138，其中提供

了来自图3中所示的网络架构138中的22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中的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

径140中的第二池化层308的各自的输出(每个染色体一个)。也就是说，图18提供了22个卷

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池化层308的输出。因此，在图18中，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有两列。

各自的染色体的第一列是池化层308的输出，因为它涉及对来自与各自的染色体相关联的

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池化层308的第一过滤器的输出进行池化。各自的染色体的第二列是

池化层308的输出，因为它涉及对来自与各自的染色体相关联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池化

层308的第二过滤器的输出进行池化。如图18所示，每列包括29个元素，每个元素的值均在

值范围内，其中值的范围在一低值(浅色)与一高值(深灰色)之间的灰阶。图18说明了对应

于染色体2、8及13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3个区域(1802、1804、1806)，其中对于特定对

象而言，池化层的输出相对较低，构成了图18中显示的值的基础。转到图19，这三个区域与

用于图18的训练对象的染色体2、8及13上的缺失相关，这是由映射到这些染色体的成对序

列读数的平均片段长度减少所确定的。

[0274] 图20及图21示出了图3的网络架构138如何能够辨别特定对象中的体细胞拷贝数

变化。参见、例如美国专利公开第2014/0100121号、于2013年3月13日作为申请号13/801748

提交、其在此通过引用并入、以公开确定体细胞拷贝数变化计数。更具体地、图20示出了以

单轨迹模式运行网络架构138、其中、提供了来自图3所示的网络架构138中的22个卷积神经

网络路径140中的每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中的第二池化层308的相应输出。各自的染色

体的第一列是池化层308的输出、因为它涉及针对来自与各自的染色体相关的卷积神经网

络路径的池化层308的第一过滤器的输出进行池化。各自的染色体的第一列是池化层308的

输出、因为它涉及针对来自与各自的染色体相关联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池化层308的第

一过滤器的输出进行池化。一各自的染色体的第二列是池化层308的输出、因为它涉及针对

与各自的染色体相关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的池化层308的第二过滤器的输出进行池化。如

图20所示、每列包括29个元素、每个元素的值在值范围内、其中值的范围在一低值(浅色)及

一高值(深灰色)之间灰阶化。图20示出了对应于第4号染色体的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一

特定区域(2020)、其中池化层的输出对于构成图20中所示的值的基础的特定对象相对较

低。转到图21、此区域与一训练对象的显着体细胞拷贝数变化有关、这是由映射至第4号染

色体的序列读数的一增加的数量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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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5] 实施例5：癌症分类表现的卷积神经网络。

[0276] 参照图5及图27至图40、提供了在人类的多种不同的癌症状况中对一癌症状况进

行分类的一示例。在此示例中、对图3中所示且在下面的示例6中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的分

类器的表现进行评估。在图27至图41中、评分器152输出二元分类(k＝2)、其中两个输出之

一用于指定“癌症”、而两个输出中的另一个用于指定“非癌症”。此外、在此示例中、“癌症”

及“非癌症”的分数总计为1。因此、图27至图41中的“CNN分数”是“癌症类别”的分数(也称为

阳性类别分数)。

[0277] 图27示出了按癌症类型分类的癌症类型分类的本公开的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的

箱形图、并且指定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使用的每种癌症类型中的训练对象的数量。对

于图27、评分器152返回群体中的每个对象的“癌症”(阳性类别分数)以及“非癌症”的分数

值。这两个分数值的总和为1。因此、例如、在图27中乳癌群体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

器152针对患有乳癌的172位对象中的每位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同样地、图27

中前列腺群体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患有前列腺癌的58位对象中的每位

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

[0278] 图28示出了按侵袭性癌症及非癌症的状态划分的高死亡率癌症：肝胆癌、卵巢癌、

胰脏癌、食道癌、肺癌(HOPEL)的癌症类型分类的卷积网络架构138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

症”。在图28中、对总共99位患有高死亡率癌症的训练对象以及总共362位未患有高死亡率

癌症的训练对象进行评估。对于图28、评分器152返回测试群体中每个对象的“癌症”(阳性

类别分数)及“非癌症”的分数值。这两个分数值的总和为1。因此、例如、图28中所示的是网

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患有HOPEL癌症的99位对象中的每个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

有癌症)。图28中还示出了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未患有HOPEL癌症的362位对象中

的每个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网络架构为未患有HOPEL癌症的对象提供的阳性

类别分数低于确诊为HOPEL癌症的对象的阳性类别分数、表明网络架构能够区分患有HOPEL

癌症及未患有HOPEL癌症。图29示出了针对图28的数据的卷积网络架构138的分数的一ROC。

[0279] 图30示出了本发明的高信号癌症(high  signal  cancers,HiSigCan)的本发明的

卷积网络架构138的分数、HiSigCan被定义为以下的单个原发性侵袭性癌症：ER‑乳癌、结肠

直肠癌、肺癌、胰脏癌、卵巢癌、肝胆癌、胃癌、头颈癌及食道癌。在图30中、对总共199位患有

高信号癌症的训练对象以及总共362位未患有高信号癌症的训练对象进行评估。对于图30、

评分器152返回测试群体中每位对象的“癌症”(阳性类别分数)及“非癌症”的分数值。这两

个分数值的总和为1。因此、例如、在图30中示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患有

HiHigCan癌症的199位对象中的每个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在图30中还示出了

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未患有HiHigCan癌症的362位对象中的每个给出的阳性类别

分数(患有癌症)。网络架构为未患有HiHigCan癌症的对象提供的阳性类别分数低于确诊为

HiHigCan癌症的对象的阳性类别分数、表明网络架构138能够区分患有HiHigCan癌症及未

患有HiHigCan癌症。图31说明了图30的数据的卷积网络架构分数的一ROC。

[0280] 图32及图3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的经组织确认的侵袭

性癌症的本公开的卷积网络架构138的分数。在图32及图33中、对患有侵袭性癌症的第I期

的160位对象、患有侵袭性癌症的第II期的141位对象、患有侵袭性癌症的第III期的70位对

象、34位无信息的对象、以及362位未患有癌症的对象进行了评估。对于图32、评分器152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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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群体中的每个对象的“癌症”(阳性类别分数)及“非癌症”的分数值。这两个分数值的总和

为1。因此、例如、图32中第I期的群体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处于第I期癌

症的160位对象中的每位(在160位对象所代表的所有癌症中)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

症)。同样地、图32中第II期癌症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处于第II期癌症的

141位对象中的每一位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图32所示是随着癌症分期的进展、

阳性类别分数愈高的一总体趋势。

[0281] 图34及图3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划分的高死亡率癌症：

肝胆癌、卵巢癌、胰脏癌、食道癌、肺癌(HOPEL)的癌症类型分类的本发明的卷积网络架构

138的分数。在图34及图35中、对24位患有HOPEL癌症的第I期的训练对象、14位患有HOPEL癌

症的第II期的训练对象、17位患有HOPEL癌症的第III期的训练对象、41位患有HOPEL癌症的

第IV期的训练对象、以及362位未患有癌症的训练对象进行了评估。对于图34、评分器152返

回针对这些图式所测试的群体中的每位对象的“癌症”(阳性类别分数)以及“非癌症”的分

数值。这两个分数值的总和为1。因此、例如、图34中第I期的群体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

分器152针对处于第I期的HOPEL癌症的24位对象中的每位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

症)。同样地、图34中第II期癌症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处于第II期的

HOPEL癌症的14位对象中的每位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图34所示是随着HOPEL癌

症分期的进展、阳性类别分数愈高的一总体趋势。

[0282] 图36及图37示出了按癌症分期划分的高信号癌症(high  signal  cancers ,

HiSigCan)的本公开的卷积网络架构的分数、HiSigCan被定义为以下的单个原发性侵袭性

癌症：ER‑乳癌、结肠直肠癌、肺癌、胰脏癌、卵巢癌、肝胆癌、胃癌、头颈癌及食道癌。在图36

及图37中、对38位患有HiSigCan癌症的第I期的训练对象、49位患有HiSigCan癌症的第II期

的训练对象、39位患有HiSigCan癌症的第III期的训练对象、63位患有HiSigCan癌症的第IV

期的训练对象、10位无信息的训练对象、以及362位未患有癌症的训练对象进行评估。对于

图36、评分器152返回针对这些图式所测试的群体中的每个对象的“癌症”(阳性类别分数)

以及“非癌症”的分数值。这两个分数值的总和为1。因此、例如、图36中第I期群体显示的是

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处于第I期的HiSigCan癌症的38位对象中的每位给出的阳性

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同样地、图34中第II期癌症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

处于第II期的HiSigCan癌症的49位对象中的每位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图36所

示是随着HiSigCan癌症分期的进展、阳性类别分数愈高的一总趋势。

[0283] 图38及图39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癌症分期划分的肺癌的本公开

的卷积网络架构138的分数。在图38及图39中、有12位患有第I期肺癌的训练对象、5位患有

第II期肺癌的训练对象、10位患有第III期肺癌的训练对象、19位患有第IV期肺癌的训练对

象、1位是无信息的、并且对362位未患癌症的训练对象进行评估。对于图38、评分器152返回

了这些图的所测试的群体中每个对象的“癌症”(阳性类别分数)以及“非癌症”的分数值。这

两个分数值的总和为1。因此、例如、在图38中针对第I期群体所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

分器152针对患有第I期肺癌的12位对象中的每个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同样

地、图34中针对第II期癌症所显示的是网络架构138的评分器152针对患有第II期肺癌的5

位对象中的每个给出的阳性类别分数(患有癌症)。图38所示的是随着肺癌分期的进展、阳

性类别分数越高的一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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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4] 图40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实施方式的按子类型划分的肺癌的卷积网络架构的

分数138。

[0285] 图5示出了按癌症分期划分的三阴性乳癌(对雌激素受体(ER‑)、孕酮受体(PR‑)及

HER2(HER2‑)检测为阴性的乳癌)的卷积网络架构138分数。

[0286] 实施例6：卷积神经网络运行时间。

[0287] 在此示例中、提供了本公开的网络架构138的一些度量(metrics)。所有计算都是

在NVidia  DGX站(NVidia  DGX‑Station)深度学习系统上进行的。

[0288] 训练。用于编码网络架构的框架是Tensorflow。参见互联网、网址为https://

www.tensorflow.org/。可训练参数的总数为4094。这包括第一及第二卷积层的第一权重。

训练周期(epoch)的数量为1000。训练批次(batch)中的训练对象的数量为128。平均训练步

骤时间(每个周期)为800毫秒。每个周期有12个步骤。每个周期的平均训练时间为9.6秒。

1000个周期(epoch)的平均训练时间为2.66小时。因此、10倍交叉验证模型的总平均训练时

间为10*2.66小时、总计26.6小时。这些指标假设DGX‑Station具有100％的可用性、并且没

有其他CPU或GPU密集型进程正在运行。训练已分发给Nvidia盒中的所有四个V100  GPU。硬

件针对深度学习进行了高度优化、而传统工作站上的训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数周)。

[0289] 评估。使用的框架是Tensorflow。单个周期用于评估。评估批次大小约为900位对

象。每个周期的步骤为1。每个周期的平均评估时间为10.89秒。所有样本在一个批次中进行

评估、因此只有一个步骤。

[0290] 模型架构是Tensorflow。下面的表1示出了根据此示例使用的网络架构138的模型

架构。

[0291] 表1：在此示例中使用的网络架构138

[0292]

[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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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4] 表1的第1层是用于接收向量集130的一输入层。

[0295] 表1的第2层被示为图3的卷积过滤器层302。网络架构138以双轨模式运行数据、其

中来自22条常染色体的每一条的一生物样本中的白细胞对游离核酸的贡献被路由至22个

不同的第一卷积层302、并且来自22条常染色体的每一条的生物样本中的非白细胞对游离

核酸的贡献被路由至22个额外的第一卷积层302、总共44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以及与这些

第一卷积层302相关联的1012个可训练的权重。

[0296] 表1的第3层被示为图3的最大池化层304、并且没有可训练的参数。

[0297] 表1的第4层被示为图3的卷积过滤器层306。网络架构138以双轨模式运行数据、总

共44个卷积神经网络路径以及与这些卷积神经网络路径140的卷积层306相关联的528个可

训练的权重。

[0298] 表1的第5层被示为图3的最大池化层308、并且没有可训练的参数。

[0299] 表1的第6层及第7层是图3中未示出的处理层。

[0300] 表1的第8层被示为图3的评分器152、并且具有2554个可训练参数。

[0301] 示例7：卷积神经网络表现与其他分类器的比较。

[0302] 下表2提供了图3及示例6的网络架构(表2中称为“CNN”)与B评分分类器(表2中称

为“B评分”)(参见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739号、标题为“选择、管理

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统(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Managing、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以及M得分分类器(在表2中称为“M得分”)(参

见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 ,602号、标题为“异常碎片检测与分类

(Anomalous  Fragment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其通过引用并入于此)的表现

的一比较。在表2中、术语“Inv.Can”代表侵袭性癌症(invasive  cancer)、并定义为组织学

上证实的侵袭性癌症。在表2中、“Sn@95Sp”代表“在95％特异度(specificity)下的平均灵

敏度、Sn@98Sp”代表“在98％特异度下的平均灵敏度”、以及Sn@99Sp”代表“在99％特异度下

的平均灵敏度”。因此、Sn@95Sp例如是一分类器在一特定特异度水平下的平均灵敏度。如表

2所示、灵敏度是一分类器将一个体正确分类为患有癌症的能力。如表2所示、特异度是一分

类器将一个体正确分类为无疾病的能力。因此、表2使用各种特异度截止值(cut‑off 

values)(95％、98％或99％)来评估分类器的灵敏度。

[0303] 表2：卷积神经网络表现与其他分类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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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7]

[0318] 示例8：将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分析与其他类型

的分类分析相结合。

[0319] 图42A至图42D描绘了当CNN分析与其他类型的分析结合时对象的一测试的分类表

现。使用两个或多个分类器的交叉验证训练集分数生成组合(集成)模型。每个参与者的训

练集分类器分数(例如CNN分析分数、M分数)均用作通过简单逻辑回归预测训练集中癌症状

态的特征。然后、将经过训练的模型(经过训练的逻辑回归)应用于测试集中、其中测试集分

类器分数是每个模型的输入、而输出是癌症的可能性。

[0320] 大多数组合的分析(使用多个分类模型输出作为输入的逻辑回归模型)显示出在

不同的特异度截止值下的改善。例如、对结合的片段长度以及CNN模型分数进行训练的一逻

辑回归模型显示、在特异度水平高于96％的情况下、与单独的任何一项分析相比、均得到了

持续改进。此外、同时使用M分数以及CNN输出分数作为逻辑回归模型输入的一逻辑回归模

型也显示出、在特异度水平高于95％的情况下、与单独的任何一项分析相比、均得到了持续

改进。

[0321] 图42A显示了本公开的一训练的CNN得分模型针对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第2802

行)；M得分分类器针对同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2806行)、揭露在2019年3月13日提交的美

国专利申请第16/352 ,602号、标题为“异常片段检测及分类(Anomalous  Fragment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以及一逻辑回归模型的表现、所

述逻辑回归模型使用CNN模型以及M得分模型针对同一测试群体的输出分数作为输入特征

(第2804行)。

[0322] 图42B示出了本公开的一训练的CNN得分模型针对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第2818

行)；一长度分类器针对同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第2814行)、揭露在2019年4月1日提交的

美国专利临时申请第62/827,682号、标题为“使用片段长度作为癌症预测因子的系统及方

法(Systems  and  Methods  for  Using  Fragment  Lengths  as  a  Predictor  of  Cancer)”、

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以及一逻辑回归模型的表现、所述逻辑回归模型使用CNN模型以及长

度分类器针对同一测试群体的输出分数作为输入特征(第2816行)。

[0323] 图42C示出了本公开的一训练的CNN得分模型针对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第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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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B评分分类器(箱计数)针对同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第2820行)、揭露在2019年3月

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352,739号、标题为“选择、管理及分析高维数据的方法及系

统(Method  and  System  for  Selecting、Managing、and  Analyzing  Data  of  High 

Dimensionality)”、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以及一逻辑回归模型的表现、所述逻辑回归模型

使用CNN模型以及B评分分类器针对同一测试群体的输出分数作为输入特征(第2822行)。

[0324] 图42D示出了本公开的一训练的CNN得分模型针对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第2830

行)；一等位基因比率分类器针对同一测试群体自身的表现(2826行)、揭露在2011年11月30

日提交的国际公开第WO  2012/071621号、标题为“与癌症相关的遗传或分子畸变的检测

(Detection  of  Genetic  or  Molecular  Aberrations  Associated  with  Cancer)”、其通

过引用并入本文；以及一逻辑回归模型的表现、所述逻辑回归模型使用CNN模型以及等位基

因比率分类器针对同一测试群体的输出分数作为输入特征(第2828行)。

[0325] 尽管在这些示例中使用了逻辑回归形式的一总体预测模型、但是应当理解、在本

示例中公开的多个模型的任何组合(单独的预测模型)的输出可以作为逻辑回归以外的一

总体预测模型的输入。例如、在2019年4月15日提交的标题为“用于癌症检测的多测定预测

模型(Multi‑Assay  Prediction  Model  for  Cancer  Detection,)”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6/

384,784号的(“784申请”)中公开了可以使用用于将单独的预测模型的输出组合为一总体

预测模型的任何技术、其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326] 尽管以上示例的每个利用两个不同分类模型的模型分数作为总体预测模型的输

入、然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来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或10个以上不

同分类模型的模型分数可以用作本公开的其他实施方式中的总体预测模型的输入。

[0327] 结论

[0328] 可以为本文中描述为单个实例的组件、操作或结构提供多个实例。最后、各种组

件、操作及数据存储之间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并且在特定说明性配置的上下文

中说明了特定操作。设想功能的其他分配、并且这些分配可以落在实现的范围内。通常、在

示例性配置中表示为单独的组件的结构及功能可以实现为组合的结构或组件。类似地、呈

现为单个组件的结构及功能可以实现为单独的组件。这些以及其他变型、修改、添加及改进

都落在实现的范围内。

[0329] 也将理解、尽管在本文中可以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等来描述各种元件、但是这些元

件不应受到这些术语的限制。这些术语仅用于区分一个元件以及另一个元件。例如、在不脱

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第一对象可以被称为第二对象、并且类似地、第二对象可以被称

为第一对象。第一个对象以及第二对象都是对象、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对象。

[0330] 本公开中使用的术语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方式的目的、并且不旨在限制本发明。

如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以及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一(a)”、“一(an)”及“所

述(the)”也旨在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示。还应理解、本文所用的术语“及/

或”是指并涵盖一个或多个相关联所列项目的任何及所有可能的组合。将进一步理解的是、

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括(comprises)”及/或“包括(comprising)”时、其具体指定了所

述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及/或组件的存在、但并不排除存在或添加一个或多个其他

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组件及/或其群组。

[0331] 如本文中所使用、取决于上下文、术语“如果”可被解释为表示“当”或“之后”或“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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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确定”或“响应于检测”。类似地、短语“如果确定”或“如果检测到(一确定的状况或事

件)”可以解释为“确定后”或“响应于确定”或“检测到(确定的状况或事件)后”或“响应于检

测(陈述的状况或事件)”、取决于上下文。

[0332] 上述描述包括体现说明性实施方式的示例性系统、方法、技术、指令序列以及计算

机器程序产品。出于解释的目的、对许多具体细节进行阐述、以提供对发明对象的各种实施

方式的理解。然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

实现本发明对象的实施方式。通常、众所皆知的指令实例、方案、结构及技术没有被详细地

示出。

[0333] 出于解释的目的、上述描述已经参考特定的实施方式来进行描述。然而、以上说明

性讨论并非旨在穷举或将实施方式限制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鉴于以上教示、许多修改及

变化是可能的。实施方式被选择及被描述以最佳地解释原理及其实际应用、从而使本领域

的其他技术人员能够最佳地利用实施方式以及具有适于预期的特定用途的各种修改的各

种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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