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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近年来高通量基因表达谱数据的涌现，集成多个不同实验条件的表达谱数据，并挖掘在多数据源都保守的基因共

表达团，成为预测基因功能或者调控关系的方法之一． 但是，常用的方法通常仅简单地集成不同表达谱数据并推导保守基因
共表达团，这样可能会导致结果中出现并非真正在多数据源保守的共表达团． 提出一种结合最小哈希与局部敏感哈希的新方
法，可以高效地寻找在多表达谱数据源中真正保守的基因共表达团． 结果分析证明，相比过去的方法，现提出的方法可以获
得更加功能相关和调控相关的基因共表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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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１４１０

随 着 测 量 ｍＲＮＡ 表 达 水 平 的 微 阵 列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技术的发展，近年来涌现了大量高通量
基因表达谱数据． 这些数据使得我们可以获得大量
基因在同一个实验条件或者时间点的相对表达量，
因此成为生物信息领域用于挖掘未知基因功能，或

模式，但事实上它们的功能并不相关． 此外，芯片
实验中的噪音也可能会导致对基因表达相关性估计
的误差． 因此，简单地通过一个表达谱数据中基因
的共表达模式来预测基因功能或者调控的关系，会
引入不可预料的误差． 考虑到有意义的生物模块倾

者推测基因间的转录调控关系的重要数据源． 基于
共享一个生物通路，或者属于相同蛋白质复合物的
基因倾向于共调控的假设，许多研究都致力于从大
规模的基因表达谱数据中推导共表达的基因团，从
而预测基因的调控模式，或者未知基因的生物功能
等． 从表达谱数据中寻找基因共表达团的方法，可
以看做是从该表达谱数据代表的基因共表达网络中
寻找比较稠密的子图． 基因的共表达网络被定义
为，图中的一个点代表表达谱数据中的一个基因，

向于在多个独立的实验条件下被激活，并且，由于
数据噪音或者其他偶然因素导致的基因之间的高表
达相关，不太可能在多个实验条件下都保守． 因
此，集成多个不同实验条件的表达谱数据，并挖掘
在多数据源都保守的基因共表达团，可以降低对基
因调控关系或者功能预测的误差．

如果两个基因之间共表达，则在图中对应的两点之
间连接一条边． 判断两个基因是否共表达的方法有
很多种，最常用的方法是首先计算基因的表达相关
性，再判断该表达相关性的值是否大于一个事先设
定的阈值，或者用统计方法计算该表达相关性是否
显著的高［１， ２］．
然而，在一些研究中指出［３］，相似的基因表达
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基因的功能相关，反之亦然．
例如，即使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也可能有多个代
谢通路同时被激活． 因此，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处

在这个“综合共表达网络”的图中，每一个点代表
一个基因． 如果两个基因在多个表达谱数据中都有
较高的表达相关性，也就是说这两个基因在多数据
源中保守共表达，则在图中对应的两点之间连接一
条边． 基于该网络寻找的基因共表达团，比从单数

于不同代谢通路的基因有可能彼此呈现相似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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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多表达谱推导保守基因共表达团的方法
中，最常见的是首先集成不同表达谱得到一个“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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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源出发寻找的基因共表达团更加可靠． 但是，在

是不同边代表的基因对可能在不同的数据源高表达

一些研究中已经指出

，这类方法有一个主要的

相关． 因此从“综合共表达网络”得到的共表达

缺点，那就是从“综合共表达网络”得到的基因共
表达团，并不一定真正是在多个共表达网络中都保

团，无法保证该团所有的边都在相同或相似的数据
源出现，也就是说，不能确保这个团代表的多个基

守的共表达团． 因为虽然该网络上的每一条边都代

因之间的共表达关系，是在多数据源中共同出现的

表着对应的两个基因在多数据源中高表达相关，但

（图 １）．

相对更合理的方法，是要求共表达团的边在相
似的共表达网络中出现，也就是寻找在多个表达谱
数据对应的共表达网络中频繁出现的子图． 由于数
据规模的原因，直接在多个共表达网络中搜索多次
出现的子图的计算时间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本文

了标准化，缺失数据超过 ５０％的基因被丢弃． 剩
余的所有基因被纳入计算． 最终，每一个文件包含
５ ３９７ 个基因，以及 ７～５６ 个表达谱数据点． 所有
的文件一共有 ３１２ 个数据点．

［２， ５］

提出了一种可扩展的高效方法：首先基于随机算
法——
—最 小 哈 希 （ｍｉｎ－ｈａｓｈｉｎｇ） 与 局 部 敏 感 哈 希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ｈａｓｈｉｎｇ）结合的方法来降低搜索空
间，然后应用普通的图聚类算法寻找最终的结果．
在结果分析中发现，应用该方法寻找到的基因共表
达团，比“综合共表达网络”方法得到的结果具有
更加显著的生物意义．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数据集

我们集成了来源于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ｇｅｎｏｍｅ－ｗｗｗ５．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以及 ＮＣＢＩ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ｍｎｉｂｕ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ｇｅｏ／）
的有关酵母（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的 １０ 套表达
谱数据，并根据试验条件将这些数据划分为 ２０ 个
表达谱文件，每一个文件包含相似或相关
的实验条件 （详细数据见本文网络版附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ｉｂｂ．ａｃ．ｃｎ／ｃｎ／ｃｈ／ｃｏｍｍｏｎ／ｃｒｅａｔｅ＿ｐｄｆ．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０８００１６＆ｆｌａｇ＝１）． 所有的表达谱数据经过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寻找多数据源保守共表达团的方法．
本文提出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多个表达谱数
据对应的共表达网络中频繁出现的子图，也就是在
多表达谱数据源中保守的基因共表达团． 该方法可
分为下列 ３ 个步骤（图 ２）：（１） 每一个表达谱数据推
导出相应的共表达网络；（２） 利用最小哈希和局部
敏感哈希的方法，将在相似数据源中出现的共表达
边聚类，形成候选的保守基因共表达团；（３） 删除
候选保守基因共表达团的假阳性边，并采用图聚类
方法进行聚类．
下面详细介绍这 ３ 个步骤．
（１） 共表达网络的生成
假设共有 ｍ 个不同的表达谱数据，为了得到
相应的共表达网络，需要判断每一个表达谱数据中
任意两个基因之间是否显著高表达相关． 具体方法
如下：
首先采用当前广泛使用的皮尔逊（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系数来计算基因之间的表达相关性． 为了判断该表
达相关值是否显著的高，我们将该值转换为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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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 ｖｅｄ ｓｕｂｇｒ ａｐｈ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 ｋｓ”ｍｅｔｈｏｄ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ｆｏｕｒ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１），ａ 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ｅｄｇｅ （ｄ１，ｄ２，ｄ３，ｄ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ｆ ｏｎｅ ｅｄｇｅ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ｔｅｍ ｉｓ “ １”，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ｓ “ ０” ．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２），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ｒ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ｈａ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ｈａｓ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ｔｗｏ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３）， ｇｒａｐ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ｔｏ ｇｅｔ ｔｗｏ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ａｌｌｙ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形式
ｒ１＝ !（ｎ－ ２）ｒ２／１－ ｒ２
上述公式中，ｒ 表示两个基因之间的皮尔逊表
达相关性，ｎ 表示计算这两个基因的表达相关性所
使用的数据点数． 转换后的 ｒ１ 值服从自由度为 ｎ－ ２
的 ｔ 分布． 如果两个基因之间的 ｒ１ 值大于预设的
ｐ－ｖａｌｕｅ 对应的 ｔ 分布值，则认为这两个基因显著表
达相关，在对应该表达谱数据的共表达网络中，连
接这两个基因之间的边被赋予权重“１”，表示这条
边出现，否则为“０”．
我们建立了一张“共表达表”，来存储共表达
网络的边在不同数据源中出现的情况． “共表达
表”的每一行代表一条边，每一列代表一个表达谱
数据． 表中第 ｉ 行第 ｊ 列的元素，ｃｉｊ（１≤ｉ≤ｍ，１≤
ｊ≤ｎ２），表示第 ｉ 条边在第 ｊ 个表达谱数据中的权重
取值，“１”表示该边出现，也就是该边对应的基
因对高表达相关，否则为“０”． 通过上述方式，
我们将 ｍ 个共表达网所有边的信息用一张二进制
表存储． 实际情况中，可以仅记录保守共表达边的
信息．

（２）

共表达边的聚类
如前所说，直接寻找在多个共表达网络中频繁
出现的子图是不可行的． 因此，在这一步，首先将
相似数据集中出现（权重为“１”）的边聚类以降低
搜索空间． 在每一个结果类中，边都被确保在相似
的数据集中出现，因此这些边构成的子图是同时出
现在相似数据集的子图． 从这些子图中再应用普通
的图聚类方法，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保守
基因共表达团．
如果将“共表达表”的每一行看做一个集合，
集合的元素是该行对应的边在不同数据集下的权
重． 我们仅关心两条边是否出现在相似的数据集
中，也就是仅关心两个集合之间“１”元素的相似
度． 因此采用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度定义两条边的权重相
似性． 设 Ｃｉ 表示边 ｉ 的权重集合，Ｃｊ 表示边 ｊ 的权
重集合，则 Ｃｉ 和 Ｃｊ 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定义为：
Ｓ（Ｃ， Ｃｊ）＝ ｜Ｃｉ∩Ｃｊ｜
｜Ｃｉ∪Ｃｊ｜
如果直接聚类的话，需要比较“共表达表”里
任意两行的相似性，一共需要比较的次数是
Ｏ（ｎ４ｍ），其中，ｎ 是基因的个数，ｍ 是表达谱数据

２００８； ３５ （８）

陈兰等： 一种从多表达谱数据挖掘基因共表达团的新方法

·９１７·

的个数． 由于基因的个数 ｎ 往往在 １０３ ～１０４ 的范
围，这样的计算复杂性是无法承受的． 因此，我们

文网络版附录）． 经过该步骤以后，每一个候选集
合的行向量之间的相似性都满足了要求． 由于每一

采用了结合最小哈希和局部敏感哈希的高效近似聚
类方法． 该方法在大规模数据集的规则挖掘中曾被

个行向量代表的是连接两个基因之间的共表达边，
因此每一个候选集合可以看做一个图，该图由集合

采用［６］． 下面简单介绍该方法的思想．

内所有行向量代表的边构成． 通常认为寻找稠密的

采用最小哈希方法的目的是将“共表达表”内

基因共表达团能消除更多的噪音． 因此，可以采用

任意两行之间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估计值转换成海明

普通的图聚类方法在每一个候选集合对应的图中寻

距离估计值． 首先，随机交换原共表达表的各列，

找稠密子图． 这些稠密子图就是在多数据源中保守

这样得到一张随机表． 然后从左到右搜索每一行第
一个等于“１”的元素，记录该元素的列位置作为
该行数据在这次随机扰动过程中得到的最小哈希值
ｈ（Ｃｉ）． 对原共表达表的任意两行向量，它们在一次
随机扰动中分别得到的最小哈希值 ｈ（Ｃｉ）和 ｈ（Ｃｊ）与
这两行向量之间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 Ｓ（Ｃｉ ， Ｃｊ）有下列关

的基因共表达团． 本文采用了 Ｆｒｅｙ Ｂ 和 Ｄｕｅｃｋ Ｄ
等提出的“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方法来寻找每一个
候选集合对应图的稠密子图［６］． 本文采用的子图稠
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定义为： ｄｅｎｓｉｔｙ＝２ｍ／（ｎ（ｎ－１）），ｍ 是子图
边的数目，ｎ 是子图节点的个数．
１．２．２ “综合共表达网络”方法的实现． 为了将本

系［６］．
Ｐｒ［ｈ（Ｃｉ）＝ｈ（Ｃｊ）］＝ ｜Ｃｉ∩Ｃｊ｜ ＝Ｓ（Ｃｉ ， Ｃｊ）
｜Ｃｉ∪Ｃｊ｜
重复上述随机扰动过程 ｋ 次，对应原共表达表
的每一行可产生 ｋ 个独立的最小哈希值 ｈ１ （Ｃｉ）…
ｈｋ（Ｃｊ），由此可产生一个最小哈希表，每一行包含
的是对应原共表达表相应行的 ｋ 个最小哈希值． 该
方法可以保证最小哈希表中任两行向量之间的海明
距离，是原共表达表对应两行向量之间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
似性的一个良好的估计［６］．
局部敏感哈希是一个高效的相似搜索算法，广
泛地被应用在各种领域中，包括基因组大规模的序
列比对［７］． 该方法的思想是，如果两个数据向量足
够的相似，那么，随机抽取这两个数据向量中的一
部分，这一部分数据会以很高的概率相同． 基于这
样的思路，我们的实现如下：
从上一步得到的最小哈希表中，任意抽取 ｒ
列，针对每一行 Ｃｉ，把这 ｒ 列数据的值连接起来作
为该行的一个哈希关键字． 独立重复上述过程 ｌ
次，每一次，拥有相同哈希关键字的行被聚类到一
起，作为候选集合． 每一个候选集合内的行，由于

文挖掘多数据源保守基因共表达团的方法与传统的
“综合共表达网络”方法进行比较，针对相同的数
据集，本文也计算了“综合共表达网络”方法得到
的结果． 计算方法如下：对 ｍ 个表达谱数据采用
上述相同的方法生成对应的 ｍ 个共表达网络． 连
接两个基因的共表达边，如果在多个共表达网络
（≥３）中都被赋值为“１”，则认为是保守的共表达
边． 所有保守的共表达边可以构建成一个“综合共
表达网络”． 该网络集成了所有共表达网络的综合
信息． 接着，对“综合共表达网络”直接进行图聚
类，挖掘稠密子图作为最终的保守基因共表达团．
依然采用“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方法来进行图聚
类［６］． 以下的讨论中，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称
本文挖掘多数据源基因共表达团的方法为“多网络
频繁团”方法，“综合共表达网络”方法简称为
“综合网络”方法． 而“保守基因共表达团”也简
称为“基因共表达团”．

２
２．１

计算结果及讨论
参数的选择及实现

用表达谱数据文件构建相应的共表达网络时，
局部值相同，因此有可能彼此的相似度大于我们感
我们设定判断两个基因是否显著高表达相关的
兴趣的阈值．
ｐ－ｖａｌｕｅ 为 ０．０００ １，因为用该参数得到的共表达网
（３） 保守基因共表达团的生成
络规模适中． 在≥３ 个数据源里显著高表达相关的
由于局部敏感哈希方法的思想是用一定的结果
边称为保守共表达边． ２０ 个表达谱数据文件共得
不精确性换取时间的节省，因此需要检查每一个候
到 ３５７ ５４６ 条保守共表达边，约占整个共表达网络
选集合，去除假阳性数据，也就是与其他行的相似
所有可能边数的 ２．５％． 由于“多网络频繁团”和
度没有达到规定阈值的行向量． 针对每一个候选集 “综合网络”方法在构建共表达网络这一步是完全
合，我们迭代的删除与整个集合相似性最低的行， 相同的，所以两个方法得到相同的保守共表达边．
直到剩余行的相似度大于阈值为止（详细方法见本
在“多网络频繁团”方法中使用了最小哈希结

·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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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 ｏｇ．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２００８； ３５ （８）

合局部敏感哈希的方法将相似数据集中出现的保守

暗示着基因之间的功能相关 ［１， ３］． 因此，为了验证

共表达边聚类． 由于该方法的随机性，需要设定参

结果类的生物功能意义，我们从 ＳＧＤ 数据库［８］下载

数来控制其假阳性和假阴性数据的产生（详细参数
设定见本文网络版附录）． 对产生的每一个候选集

了 已 知 酵 母 基 因 的 Ｇｅ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ＧＯ）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注释． 本文采用超几何分布的统计方法（详

合使用“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方法进行图聚类（该

细方法见本文网络版附录）计算每一个类的基因共

方法的参数设定见本文网络版附录），寻找稠密子

享某一个 ＧＯ 注释的概率． 由于一个类的基因可能

图． 本文设定稠密度≥０．２５，并且拥有≥３ 条边的

共享多个 ＧＯ 注释，因此存在统计上的多检测问题

子图为最终寻找的结果，我们称为一个类，也是一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我 们 应 用 了 Ｆａｌｓｅ

个基因共表达团． 由于最小哈希与局部敏感哈希方
法的随机性，为了增加结果分析的稳定性，我们共
计算了 ３ 次结果，下列分析都是取这 ３ 次结果的平
均值呈现． “多网络频繁团”方法平均产生了约
４ ８００ 个类，包含约 １９ ０００ 条边．
而“综合网络”方法对上述保守共表达边建立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方法 ［９］ 对计算得到的概率值做相应
的调整． 如果一个类显著地共享一个或多个 ＧＯ 注
释（ ｐ－ｖａｌｕｅ ＜ ０．０１），我们认为该类的基因是功能相
关的． 计算中，仅考虑拥有至少 ４ 个已知功能注释
的基因的类． 满足该条件的由“综合网络”方法得
到的结果类有 １５７ 个，其中 ４８ （３０％）个类显著功能

的网络直接调用“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方法进行聚
类，寻找频繁子图，对频繁子图的要求同上． 该方
法产生类的数目远远小于“多网络频繁团”方法，
仅有 ２５９ 个类，包含 １４ ４１７ 条边．

相关． 而用“多网络频繁团”方法得到的满足上述
条件的约 ２ ８００ 个类中，平均 ７１％的类显著功能相
关． 这些类显著共享的功能分布在生物的各个过程
中，例如蛋白质翻译，ＲＮＡ 代谢，碳水化合物代
谢，端粒维护与压力响应等．
基于被相同转录因子调控的基因倾向于共表达
的假设［１０， １１］，本文进一步从转录调控的角度探讨上
述方法得到的结果类的生物意义． 我们从
ＹＥＡＳＴＲＡＣＴ 数据库［１２］下载了酵母所有已知实验支
持的转录调控因子与目标基因的调控关系数据． 如

２．２

两种方法的结果类比较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多网络频繁团”方法
产生的类，数量远大于由“综合网络”方法产生的
类，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
ａ． “多网络频繁团”方法对结果类的要求比
“综合网络”方法更加严格． 在“综合网络”方法
中，只要是保守共表达边（无论其在哪些数据集下
保守）构成一个稠密子图，就被认为是一个基因共
表达团． 而“多网络频繁团”方法进一步要求每一
个基因共表达团的边出现在相似的数据集中，也就
是要求这个共表达团本身是多次出现的． 因此在
“综合网络”中的一个类，可能在“多网络频繁团”
方法中被划分为出现在不同数据子集的小类，导致
类数目的增加．
ｂ． “多网络频繁团”方法使用最小哈希和局
部敏感哈希方法的过程中，由于并没有严格限制一
个类内所有的边必须出现在完全相同的数据集里
（这样过分严格的限制往往会导致遗漏许多有意义
的基因关系），因此，同一条边可能依据其出现的
数据集聚类到不同的候选集合，从而该方法允许同
一条边在多个结果类中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
文提出的方法是一种灵活的允许类之间有交集的聚
类方法． 因此，也造成了结果类数目的增加．

果一个类的基因显著地被同一个转录因子调控，我
们认为这个类是一个可能的转录调控模块． 同样，
至少 ４ 个基因有调控关系数据的类才被计算，方法
同上． “多网络频繁团”方法得到的 ３ ８００ 个结果
类中平均 ５９％是可能转录调控模块，该比例远高
于“综合网络”方法得到的结果，仅 ２７％的类显
著被相同转录因子调控．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多网络频繁团”方法
得到的保守基因共表达团，不仅大部分功能相关，
也有紧密的调控关联． 比起“综合网络”方法得到

首先分析由“综合网络”方法得到的类的生物

的结果类，该方法得到的具有功能相关或者调控关
联的结果类的百分比有明显的提高，也就是说“多
网络频繁团”方法倾向于得到更加功能相关和调控
相关的基因共表达团． 这说明该方法对基因共表达
团的边在相似数据集中同时出现的要求是合理而有
效的． 从结果类中可以发现，一些“综合网络”方
法得到的没有明显生物意义的较大的类，在“多网
络频繁团”方法中依据边出现的数据子集被划分为
多个较小的类，并显著的功能相关或者调控相关．

意义． 过去的研究发现，基因的保守共表达可能会

这说明了寻找真正在不同数据子集中保守的基因共

２．３

两种方法的生物意义比较

２００８； ３５ （８）

·９１９·

陈兰等： 一种从多表达谱数据挖掘基因共表达团的新方法

表达团可以过滤数据中更多的噪音，提高有意义的

４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Ａ， Ｌｉ Ｇｕｏ Ｄ， Ｈｏｓｈｉｄａ Ｙ， ｅｔ ａｌ．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信号的强度，从而使得结果基因团更加具有生物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ａ ｇｅｎｅ 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ａ－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意义．
由于“多网络频繁团”方法得到的大部分结果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０６， ６６（１）： ２３２～２４１
５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类都有显著的生物功能或者调控关联，因此本方法
也可以应用于预测未知基因功能或者基因间的调控
关系． 并且，本文提出的寻找多数据集保守基因共
表达团的方法，采用了最小哈希和局部敏感哈希技
术降低搜索空间，使得总体方法的复杂度即使在大
规模数据集情况下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而该方法可
以应用到不同物种日益增长的表达谱数据集中，挖
掘出更合理的基因共表达团，进一步可靠地推测未
知基因的功能和基因的调控信息．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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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集体土地流转系统研究
洪增林 著
９７８－７－０３－０２２３３８－８ ￥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出版
本书以系统科学等理论为基础，从理论阐述、系统设计、实例分析三个层面，对我国集体土地流转进行
了研究． 特别是以西安市二环内集体土地流转为例，分析了集体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论述了宅基地抵押流
转的可行性，测算了集体土地流转的收益，针对我国集体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书在集体土地流转的系统设计和收益测算等方面有所创新，在宅基地抵押和集体土地依法流转的理论
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适合于基层干部和从事土地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和管理者阅读．

甘肃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丁连生 主编
９７８－７－０３－０２１８４６－９ ￥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出版
本书是对甘肃草业发展历史的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是甘肃几代草业工作者半个多世纪劳动成果的结
晶． 在全面反映一个历史阶段甘肃草原资源及草业发展现状，认真总结分析草业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
问题，借鉴国内外草业发展经验，深刻认识草业所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科学地提出了符
合省情的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这项研究成果，涉及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领域，体制、机制、政策等
诸多层面． 尤其在草原资源保护、草原生态建设、草业经济发展、草业产业化、草业科技教育、防灾减
灾、重大工程及保障体系等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中，把草业与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等紧密结
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甘肃省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决策，指导草业发展及生态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书可作为政府决策及草业行政管理人员和草业科学、农学、资环等领域科技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顾家安 著
９７８－７－０３－０２１５５３－６ ￥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出版
本书旨在描述和阐释海南岛生态环境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的变迁过程、原因及其生态后果，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保护海南岛生态环境的新理念——
—创建海南生态特区． 研究的空间范围是海南岛，研究的主
要对象是植物、动物和气候的变迁，时间上溯到第四纪全新世初，时间跨越上万年． !
本书共分为 ８ 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海南岛第四纪古气候及古生物环境的研究，第二部分是海南岛森
林变迁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海南岛著名林木变迁的研究，第四部分是海南岛外来作物 （植物） 引种史的研
究，第五部分是海南岛野生动物变迁的研究，第六部分是海南岛的气候变迁史的研究，第七部分是对因
海南岛生态变迁而导致的几种主要的生态后果的研究，第八部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和关于海南生态保护及建设的建议．
本研究以历史学叙述为本，开创性地整合了古植物学、古动物学、古气候学、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社会学、现代
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突破了学科之间特别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界线，在环境史研究方
法上具有较大突破．
本书可供从事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科学、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的研究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
参考，也可供热爱自然、关心环境、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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