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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在介绍这份《课程论⽂》的内容之前，我先介绍下这门课程的建设历史和基本体系。这门课程源于

2016 年起开设的研究⽣《⽣物⽂本挖掘与知识发现概论》，每年春季授课。2020 年对⽣物信息专业本科⽣

增开。2021 年起，作为本硕贯通课程开设。课程⼤纲和课程相关资源请在课程⽹站https://hzaubionlp.
com/course-bionlp-and-kd/获取。在近⼏年教学对实践过程中，逐渐稳定成如下⼀些顺序讲授的章节，

包含基础的词汇篇，进阶的语法篇，和若⼲现代⼀些的⽅法。

从实际授课情况来看，讲解内容的深度和⼴度不可避免地与当年选课同学的前期知识储备密切相关，

实际上往往能覆盖的内容并不如计划中那么宽⼴。因此，我把原来⼀些很难讲授得到的内容在 2022 的讲

授计划和 Course Note 中都相应删减了。这样做有⼀些益处，⼀是可以缩减这个⼩册⼦的⽂字篇幅，⼆

是集中精⼒加强 NLP 在⽣物⽅⾯的知识挖掘，也就是把⽣物信息学的⼿段讲得更细致⼀些。

在这个思路的影响下，当前修订版的章节有了较⼤的变化，⼀是原来的奇异值分解和潜在语义分析

就被拿掉了，序列标注⽅法 HMM 和 CRF 被拿掉了，LDA 主题建模被拿掉了，图嵌⼊和知识图谱被拿

掉了。这些内容，相应地会在我⾯向⼤数据和计算机类本科⽣的《⾃然语⾔处理》中被部分的讲到，但

是就不在当前这门课中出现了。

抽丝剥茧后，简略的章节分布（及课程实验安排）如下：

□ 《BioNLP 和课程介绍》

□ 《词汇计算基础》主要介绍终端命令和语料库的基本词汇学调研和展⽰。所搭配实验是针对语料

⽂本的词汇学分析。

□ 《本体和本体富集》主要介绍 GO，HPO 和 PTO 三类本体。所搭配实验室针对该三类本体的富

集分析，对⽬标基因集合进⾏本体条⽬相关性分析。

□《PubMed 实体识别和 Shell 编程》开始涉及到⽣物实体 NER 的结果收集。所搭配的实验是针对

特定主题（例如 AD，Covid-19 等疾病）的 PubTator ⽂本标注展开⽣物信息学知识发现。

□ 《依存树分析》开始涉及到实体间的语法关系，便于做更精准的关系抽取。继续相应上述实验的

⼀些⽅法进阶的要求。

□ 《定制化⽣物医药语料库》介绍⼀个典型的⽣物医药领域定制化数据库——AGAC 语料库——的

开发和应⽤。

□ 《词表⽰和词嵌⼊》介绍⽣物实体的向量化，以及有监督下的实体识别技术。所搭配实验是针对

AGAC 语料库的 Transformer 模型实现。

对于选课同学，有如下⼀些学习资料可资利⽤：⼀是这门课程的全程 Course Note 可在课程页⾯获

取，⽹址为https://hzaubionlp.com/course-bionlp-and-kd/；⼆是往年的⼀系列《课程论⽂装订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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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序

包括⼿头这份 2022 年的资料。通过 Course Note，读者可以全盘温习课程讲授时的幻灯⽚内容；通过课

程论⽂，则可以回顾往年和当年同学们各⾃掌握的⼀些 NLP 技能、知识发现和探索的努⼒。

这个学期的课程论⽂完成时间还是较为充⾜的——从 4 ⽉ 8 号第⼀次提交短⽂，4 ⽉ 18 ⽇提交长

⽂初稿，5 ⽉ 22 ⽇提供教师修订意见、组间互评意见，再⾄ 5 ⽉ 6 ⽇提交修订版，以及 5 ⽉ 9 ⽇提⾼

终稿——整个完成时间⼀⽉有余。

经过不懈的努⼒，同学们最终完成了课程论⽂，于 5 ⽉ 9 ⽇截⽌⽇前顺利提交上来。今年的论⽂多

有学⽣间的努⼒合作，⽂字质量⼏经修订后普遍较有提⾼。当下把这 14 篇同学们的作品集结在这个⼩册

⼦⾥，顺道浅浅地回顾⼀下课程论⽂撰写的过程。希望在回顾中能认真总结，在总结中能提取经验，在

经验中能找到未来各⾃的突破⽅向。

依据同学们⾃主选题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我把 14 篇课程论⽂分成了六个部分，分别与语料库词汇

学、富集分析、特定领域实体挖掘、PubTator ⽂献标注加⼯分析、嵌⼊计算和序列标注有关。

在每篇论⽂的前⾯，罗列了该课程论⽂的参考 GitHub 项⽬链接，⽅便⽇后更多读者（往往是作者

们的师弟师妹们）查询和参考。接着，论⽂初稿中收集到的⽼师评语和互评建议，也以截图的形式附在

⽂前，⽅便读者们回溯课程论⽂研究的过程。为了控制篇幅，每篇论⽂的附录部分都被截取掉了，但这

不影响论⽂的可读性。

2022 年春天，在实验室胡⽟雪⽼师的指导和助教彭钱钱同学的协助下，这门课程的很多实验数据和

材料也都搬到了学院 ITC 教学平台，教学过程由此也更为流畅——感谢这两位同事和同学。还另外感谢

欧阳思卓同学帮助制备的 PubTator 标注分析的脚本，这个脚本也在这个课程论⽂集中被很多同学提及。

同样感谢 2022 年春选课的同学们。

夏静波

2022 年，五⽉，武汉，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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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概貌

– Jingbo Xia

2.1 课程论文及其选题安排

论⽂列表：

李中占，刘雅⽂，黄雅芹《针对 AGAC 语料库的序列标注⽅法探讨》

张世龙，⾼飞宇，严晶《图表⽰学习在 Covid-19 ⽂献挖掘和知识发现中的应⽤》

陈佳⾬，吴欣然，刘孟⽉《针对帕⾦森疾病的⽂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谢沛霖，李龙堃，李林烨《针对⽼年痴呆症的⽂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圆歆（研），向⾹磊（研），齐欣宇（研）《基于⽔稻基因与性状的⽂本挖掘》

徐琪，姚岭君《Pubmed 数据挖掘在 Covid-19 研究课题的应⽤》

周诗佳，王超逸，祝匡正《嵌⼊计算在⽔稻⽂本分析中的应⽤》

孙元辉，胡馨⽉，蒙静雯《针对⾃闭症的⽂献挖掘与知识发现》

吴超，郭⾬青，冯思⾬《⽣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探索》

邱秦天（研），常洪（研），李凯（研）《针对 Covid-19 的⽂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成⽂卓，谢宇凡，宋⾼远《⽔稻基因-性状的⽂本挖掘》

张可欣（研），李万相（研），李晟（研）《⽔稻基因-性状关联挖掘》

樊亚鑫（研），靳哲（研），郑孟卓（研）《I 型糖尿病⼈体表型本体 HPO 的富集分析》

段绪雯，张哲康，王泽林《GO 富集分析在结直肠癌研究课题的应⽤》

3



4 2. 课程论⽂概貌

2.2 论文要求

2.2.1 课程论文内容要求

我们在论⽂模板中明确给出了课程论⽂的要求。

• 课程论⽂不同于⼀般的学术论⽂，并不强调突出 Novelty 或者 Contribution，⽽是强调反映学⽣在

课堂所学所思，强调原创，⿎励观点和经验上的“主观性”。

同时，课程论⽂也对撰写的章节内容有要求，在实⽤此模版进⾏论⽂撰写时，请删除说明部分，但务

必请保留本模板中的所有 section 设置，并按照每个章节的撰写要求进⾏撰写（允许在当前 section
中增加 subsection，允许在每⼀个 subsection 内⾃由增加 subsubsection）。

• 请务必使⽤中⽂撰写！！！

• 请在每个⼦章节（Subsection）的标题中列出撰写者，作为个⼈贡献的主要判断依据。

• Codes availability: http://github.com/xxxxx, 若课程作业有⾃主开发的 GitHub 项⽬，请务必

在此处给出链接。（并请在附录给出 Readme.md 的⽂字部分，或者给出便于读者了解代码使⽤的

描述。

• 图⽚不超过 3 张；表不超过 3 个；代码不允许出现在正⽂，仅允许出现在附录；短⽂ 4-8 页（不写

后记）；长⽂ 10-15 页 (其中后记⾄少 2 页)；参考⽂献和附录不纳⼊页码统计。严格控制版⾯。请

使⽤默认的页边距、⾏距和字号。

更详尽和完整的课程论⽂要求请下载模板 tex ⽂档 (https://hzaubionlp.com/course-bionlp-and-kd/)。

2.2.2 课程论文提交要求

课程论⽂有 5 个提交时间节点。

1. 短⽂提交⽇期：（4 ⽉ 8 ⽇ Friday），请打印纸质稿，当⽇带⾄课堂。

2. 长⽂初稿提交⽇期：(4 ⽉ 18 ⽇ Monday)，请打印纸质稿，当⽇带⾄课堂。

3. ⼩组互评意见提交⽇期：(4 ⽉ 22 ⽇ Friday)，当⽇分发表格，现场填写、提交。

4. 长⽂修订稿提交⽇期：(5 ⽉ 6 ⽇ Friday)，请打印纸质稿，当⽇带⾄课堂。

5. 长⽂终稿提交⽇期：（5 ⽉ 9 ⽇ Mondy）。请提交论⽂电⼦档和纸质版。建议按照 5 ⽉ 6 ⽇得到

的互评建议对长⽂进⾏最后的修订和润⾊；

电⼦版提交事项：长⽂终稿的电⼦版请发送到 xiajingbo.math@gmail.com，在邮件标题中烦请告知

组号，截⽌时间为 5 ⽉ 9 ⽇ 10:00am（上午）；

纸版提交事项：如相较 5 ⽉ 6 ⽇提交版本并⽆进⼀步修订计划，可以以 5 ⽉ 6 ⽇版本作为⼩组论⽂

终稿版本；如有修订，请于 5 ⽉ 9 ⽇将终稿纸质版带到课堂。

按照课程论⽂的 Tex 模板，严格遵照模式进⾏撰写。

课程论⽂ 3 ⼈成组合作撰写 (⿎励研究⽣和本科⽣成组，⿎励本学院和外院成组)。

http://github.com/xxxxx
https://hzaubionlp.com/course-bionlp-and-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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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探索

在这个部分，我们请同学们用⼀些基本的词汇学探究⽅法，调查 GENIA、CRAFT、AGAC
外加 2 个其他的⽣物医药专属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和区别。

– Jingbo Xia

项⽬要求：

收集和⽐较 GENIA、AGAC、CRAFT 等 5 个以上的⽣物医药⽂本语料库，从词汇层⾯分析和⽐较

他们的异同。

建议：可⼴泛使⽤ TTR，词云，主题分析等⽅法和⼿段。

WordCloud 代码参考：https://github.com/bionlp-hzau/Tutorial4WordCloud-Basic
相关论⽂⼀篇：

吴超，郭⾬青，冯思⾬《⽣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探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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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探索

3.1 《生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探索》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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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探索》

吴超1, 郭雨青1，冯思雨1

1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语料库在坣坯坲坰坵坳圩是指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

规模电子文本库圬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资

源，研究者们可以借助计算机分析工具，进行相

关的语言理论及应用研究。为了探索生物医药语

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本文选取了均坅坎坉坁，坁均坁坃，

坃坒坁坆坔，坎坃坂坉疾病语料库以及坐坨坥坮坯坃坈坆地圱语

料库五个生物医药文本语料库，通过坔坔坒，词云，

主题分析等方法对五个语料库的特征进行比较和

分析。

关键词: 语料库，主题分析，词云，主词句分

析，词类分析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冯思雨）

在学习过生物信息学数学基础以及生物信息

学原理课程之后，选课之前浅要了解了《自然

语言处理》的课程介绍，自然语言处理在坎坡坴坵坲坡坬

坌坡坮坧坵坡坧坥 坐坲坯坣坥坳坳坩坮坧圬坎坌坐圩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

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它是研究能实现

人与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

理论和方法。本人想要进一步对生物学和信息技

术相结合的课程进行学习，同时又可以对自己学

习到的相关编程知识进行实际应用，因此认为选

择这门课是一个可以锻炼与提高自己的机会。

生物医药行业一直被称为“永不凋落的朝阳

产业”，一方面由于圲圱世纪以来，生物技术的蓬

勃发展带来了技术的革新，另一方面人口老龄

化加剧以及各种恶性疾病亟待治疗手段。但是，

一方面从生物医药本身来说，其一大重要特点在

于其研发周期长：从临床前至研究上市，一般需

要圵－圱地年，并且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也向我们

发出催促：如何缩短药物研发周期？另一方面，从

国内外对比来看，圲圱世纪以来我国生物医药科技

水平虽蓬勃发展但与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

存在差距。

据此我们对于生物医药相关语料库进行分析，

以探寻当今生物医药研究趋势，并对当前语料库

的应用领域进行探索与思考，同时对语料库的特

征进行比较与分析。坛圱坝

1.2 该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冯思

雨，郭雨青）

算法圱：坔坹坰坥 坔坯坫坥坮 坒坡坴坩坯 在坔坔坒圩

坔坔坒是一种有用的衡量复杂性的方法，它记

录了词汇丰富程度或词汇的多样性。使用到的公

式是

坔坔坒 圽
坡坭坯坵坮坴 坯坦 坵坮坩坱坵坥 坷坯坲坤坳

坡坭坯坵坮坴 坯坦 坴坯坴坡坬 坷坯坲坤坳

其中坔坯坫坥坮 为文章所用单词总数，包括标点的字

数，坔坹坰坥 为文章中不重复单词的数量。依据停用

词列表，对数据预处理，之后对于圵个生物医药语

料库进行复杂性分析获得了语料库整体的坔坔坒值。

为了减少实验误差以及增加结果的可信度，需

要对圵个语料库随机抽样然后进行非参数检验比

对圵个语料库之间的坔坔坒差异。

算法圲：抽样分析

抽样的基本概念是：所考察对象的某一数值

指标的全体构成的集合看作总体，构成总体的每

一个元素作为个体，从总体中抽取一部分的个体

所组成的集合叫做样本，样本中的个体数目叫做

样本数量。由于五个语料库的所含有的词数不同，

在计算简单的坔坔坒时，没有做到控制变量，因此，

为了消除这种影响，本文采用坒语言的坓坡坭坯坬坥函数

进行了随机抽样后再进行坔坔坒的比较分析。

圱

8 3. ⽣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探索



图 圱场 自绘：实验流程图

算法圳：词云图绘制

数据可视化的意义是帮助人更好的分析数据，

信息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表达方式。对数

字罗列所组成的数据中所包含的意义进行分析，

使分析结果可视化。其实数据可视化的本质就是

视觉对话。数据可视化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

借助图形化的手段，清晰有效地传达与沟通信息。

词云图即对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予

以视觉上的突出，形成“关键词云层”或“关键词

渲染”。在坒语言中载入包坪坩坥坢坡坒和坷坯坲坤坣坬坯坵坤分别

对语料库文本进行分词以及对于关键词用词云图

展示出来。主要过程如下：首先读入数据，建立

模型分词，使用坳坥坧坭坥坮坴开始分词，最后用坴坡坢坬坥查

看词频统计，制作词云图。

算法圴：主题模型（坌坄坁）

坌坄坁即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是一种无监督算

法，它为每个文档的每个定义的主题分配一个值。

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是一种将句子映射到主题的技

术。它根据我们提供给它的主题提取某些主题集。

坌坄坁 算法循环遍历每个文档，并将文档中的每个

单词随机分配给 坋 个主题中的一个。这种随机分

配已经给出了所有文档的主题表示和所有文档的

单词分布以及所有主题的单词分布。坌坄坁 将遍历

每个文档中的每个单词以改进这些主题。但是这

些主题的表示并不合适。所以我们必须改进这个

限制。为此，对于每个文档中的每个单词和每个

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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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坔，我们计算：文档 坤 中当前分配给主题 坔

的单词的比例；主题 坔 的分配在来自这个词的所

有文档中的比例。将单词重新分配给一个新主题，

我们以坐在主题 坔 坼 文档 坄圩 乘以 坐在单词坼 主题

坔圩的概率选择主题 坔，这实质上是，主题坔生成的

单词的概率。在多次重复上一步之后，我们最终

达到了一个大致稳定的状态，即分配是可以接受

的。最后，我们将每个文档分配给一个主题。我

们可以搜索最有可能被分配到某个主题的单词。

算法圵：秩和检验

秩和检验又称为块坩坬坣坯坸坯坮检验圬是一种非参数

检验，用于判断两个独立样本是否来自具有相同

分布的总体。对于两样本问题圬一个直观的方法是

将两个样本组合成一个有序的样本圬不管每个值是

来自哪个总体，从小到大给样本赋秩。检验统计

量就是那些来自其中一个总体观测值的秩和。如

果这个和太小在或者太大圩 圬就意味着来自这个总体

的值趋向于比来自另一个总体的值小在或者大圬根据

具体情况而定圩。因此圬如果与一个样本相关的秩趋

向于比与另一个样本相关的秩大，则两个总体没

有差异的零假设可能被拒绝。其统计量坒的计算公

式如下：

z 圽
R− µR

σR

σR 圽

√
n1n2 在n1 圫 n2 圫 圱圩

圱圲

µR 圽
n1 在n1 圫 n2 圫 圱圩

圲

1.3 语料库分析方法补充：（本章节作者：

吴超）

圱圮词长分析：

圱圮平均词长（坭坥坡坮 坷坯坲坤 坬坥坮坧坴坨圩是指语料库中

单词所包含的字母平均数。一般来说，平均词长

越长，文本越深奥复杂；词长越短，文本越浅显

易懂。使用工具块坯坲坤坳坭坩坴坨圵圮地圮载入需要研究的语

料库，可以通过软件中块坯坲坤坬坩坳坴功能，来得到各个

语料库中的平均词长，根据平均词长的多少，我

们可以比较得出结论，那个语料库的词汇比较复

杂，那个语料库的词汇使用的都是简易词汇。

圲圮主题词分析：

主题词分析又称为频度分析。最常用的主题

词分析方法就是高频词分析的方法。在语料库

中分析中，在单篇或多篇文本中具有超高复现

频率的词称为主题词，利用块坯坲坤坓坭坩坴坨坔坯坯坬坳软件

中的坋坥坹坷坯坲坤坳功能，提取出其中排在前面的关键

词。

圳圮词类分析场

词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法分析单位，通

常被认为是衡量某一文学作家或作品的重要依

据。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对不同的语料库进行

此类分析，我们可以首先使用坔坲坥坥坴坡坧坥坥坲圲针对不

同语料库分别进行自动词性赋码处理，接着使

用坁坮坴坣坯坮坣圳圮圲圮圱的坃坯坮坣坯坲坤坡坮坣坥功能，运用正则表

达式分别检索各个语料库各种词类的信息。通过

对词类的统计，我们可以根据名词，动词的占比

来分析副词和冠词的占比，我们从语法上可以推

断，名词动词的使用增多必然导致相应的冠词和

副词的数量上升。

2 特征分析与探索

2.1 五种语料库的介绍（本章节作者：郭

雨青，吴超）

语料库语言学作为一种研究语言的方法，是

一种由语料库驱动的语言学。其采用计算机科学

技术圬用大体上‘自上而下圧的方法开辟了崭新的、

具有变革意义的研究方向。其横跨语言和计算机

两门学科圬属于交叉学科。它以真实语言使用中的

语言事实为基本证据圬凭借现代计算机技术圬采用

数据驱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圬对语言、语言交际

和语言学习的行为规律进行多层面和全方位的研

究圬从而给语言学工作，者带来了一种新的理念，

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和发展圬现代语料库语言

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外语料库语言学的发

展始于圲地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中国语料库语言学

研究也有近圳地个年头。

本文我们选用了五个生物医药类语料库进行

探索与分析，均坅坎坉坁语料库是一个语义标注的

生物文献语料库，在均坅坎坉坁项目的范围内被编

译和标注。是为均坅坎坉坁项目编写并标注的最初

的生物医学文献集合。这个语料库是为了发展

和评估分子生物学信息检索及文本挖掘系统而

创建的。这个语料库包含圱圹圹圹条坍坥坤坬坩坮坥的摘要，

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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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摘要是由坐坵坢坍坥坤按照坨坵坭坡坮、坢坬坯坯坤 坣坥坬坬坳以

及坴坲坡坮坳坣坲坩坰坴坩坯坮 坦坡坣坴坯坲坳三个医学主题词（坭坥坤坩坣坡坬

坳坵坢坪坥坣坴 坨坥坡坤坩坮坧 坴坥坲坭坳）为搜索条件搜索到的。这

个语料库已经被按照不同级别的语言信息、语义

信息进行标注。最初始的均坅坎坉坁语料库标注类别

以及对应的资料如下：词性标注、句法标注、术

语标注、事件标注、关系表述、共指标注。它旨

在提供高质量的参考材料，让坎坌坐技术为生物信

息学服务，并为文本挖掘系统的评估提供黄金标

准。坁均坁坃语料库是用于挖掘突变引起的改变的

基因注释语料库。坃坒坁坆坔语料库收录了圹圷篇可

公开获取全文的生物医学期刊文献，并将这些

文章在语义和句法上都作了详尽的注释以作为

自然语言处理在坎坌坐圩社区的生物医学研究资源。

坃坒坁坆坔收录了圹圷篇可公开获取全文的生物医学

期刊文献，并将这些文章在语义和句法上都作了

详尽的注释以作为自然语言处理在坎坌坐圩社区的生

物医学研究资源。坃坒坁坆坔基于圹个常用的生物医

学本体，从这圹圷篇文献中识别了所有的生物学实

体，这些本体包括：细胞类型本体，小分子化合

物本体在坃坈坅坂坉圩，坎坃坂坉分类法，蛋白质本体，序

列本体，坅坮坴坲坥坺 均坥坮坥数据库的条目，以及基因本

体在均坥坮坥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圩的三个子条目。坃坒坁坆坔语料库

已被广泛应用于对文本挖掘工具的性能测试中。

我们还找了另外两个语料库：坎坃坂坉疾病语

料库和坐坨坥坮坯坃坈坆语料库。坎坃坂坉疾病语料库包

含圷圹圳篇 坐坵坢坍坥坤 摘要，列出了 圶圸圹圲 条疾病提

及，与 圷圹地 个独特的概念相关联，对疾病名称及

其概念进行充分标注，可作为生物医学自然语言

处理社区的研究资源。每个 坐坵坢坍坥坤 摘要都由两

个注释者手动注释，其中提到疾病及其在医学主

题词 在坍坥坓坈圿圩 或在人类孟德尔遗传 在坏坍坉坍圿圩 中

的相应概念。坎坃坂坉 疾病语料库包含 坐坵坢坍坥坤 文

档（标题和摘要）中所有句子的注释，这是促进

开发将疾病与治疗、原因或其他类型信息联系起

来的复杂信息检索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该语料

库提供了四大类疾病提及的注释：特定疾病（即

透明细胞肾细胞癌）、疾病类别（即囊性肾病）、

综合提及（即前列腺癌、胰腺癌、皮肤癌和肺癌）

和修饰符（即遗传性乳腺癌家族）。疾病标准化注

释指南的设计目的是允许灵活匹配 坍坥坓坈（疾病

分支）和 坏坍坉坍 概念，同时保留特定提及的真实

含义。当前的语料库由几个注释者多次审查，并

描述了注释类别的精确尺度。坎坃坂坉语料库可以作

为开发更准确的疾病名称识别和规范化机器学习

系统的基础，并促进对与疾病有关的生物医学知

识发现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坐坨坥坮坯坃坈坆是第一个

用于编码详细表型信息的注释语料库。语料库的

独特异构组成已被证明有利于训练能够从一系列

不同文本类型中准确提取表型信息的系统。虽然

我们标注的范围目前仅限于一种疾病，但取得的

有希望的结果可以刺激进一步提取其他疾病的表

型信息。

2.2 语料库最近理论发展及分析方法 (本

章节作者：郭雨青）

本文主要通过坔坔坒，词云，主题分析的方法

对语料库的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坔坹坰坥 坔坯坫坥坮圭

坒坡坴坩坯 在坔坔坒圩圬一种有用的衡量复杂性的方法，它

用来记录词汇丰富程度或词汇的多样性圻词云又叫

文字云，是对文本数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

词”在视觉上的突出呈现，形成关键词的渲染形

成类似云一样的彩色图片，从而一眼就可以领略

文本数据的主要表达意思。主题分析在自然语言

处理在坮坡坴坵坲坡坬 坬坡坮坧坵坡坧坥 坰坲坯坣坥坳坳坩坮坧圬坎坌坐圩领域被称

为“主题建模”在坴坯坰坩坣 坭坯坤坥坬坩坮坧圩圬是目前该领域最

引人瞩目的一个发展趋势。把主题建模应用于文

学文本分析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罕见，而在国外已

经形成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本文基于上述五个

生物医药文本语料库，运用主题分析的技术挖掘

其中的特征，然后进行有效性检验，并对选取的

五个语料库进行比较和分析。同时探讨生物医药

语料库在生物医药领域中的实际应用问题。

2.2.1 国内外语料库发展现状

首先我们将视线投向国外，从圲地世纪圶地年

代开始，国外的语料库经历了从第一代逐渐发

展到现今的第三代，美国计算机协会发起建

立坁坃坌圯坄坃坉语料库，其收集的语料来源广泛，而

且采用了统一的标准通用标注语言和坔坅坉文本编

码倡议标准。在圲地世纪圸地年代末圹地年代初，美国

宾州大学开始对百万词级的语料进行句法和语

义标注，把线性的文本语料库加工成为表示句

子的句法和语义结构的树库，建立了宾州大学树

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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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在坐坥坮坮坔坲坥坥坂坡坮坫圩。到圱圹圹圳年已经完成了对圳地地万

词的英语句子进行了句法结构标注。在圲地地地年，

完成了约圱地万词、圴圱圸圵个句子的第圭一版中文树库。

随着发展，第三代语料库的语料从开始的单语种

发展到多语种，规模从开始的百万级发展到亿级、

万亿级，选取的文本从抽样发展到全文。

国内的语料库自圱圹圷圹年开始建立及其可读的

语料库后发展迅速起来，从早期以手工方式建立

起来的语料库到现在由于计算机以及外语教学等

方面的普遍运用与发展，我国国内出现了双语语

料库以及一些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现如今建

立的语料库已经达到了圷圭圸亿字。总体来看，当今

语料库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

但是，现如今国内语料库的发展方面依旧存

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第一点语料库建设的规

范问题，其存在分词的标准没有完全统一和确定，

文本的属性规范没有完全成熟化。第二点是总体

的发展不平衡，资源难以共享。第三点是研究价

值有限，现今的语料库大多功能单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圬网络资源的充分

利用圬以及语料库分析工具的不断完善圬在努力建立

超大型的、综合性的语料库的同时圬建立更多的、

具有专业性的和相对较小的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

将是未来语料库语言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尽管目

前学科专业语料库建设和研究中存在一些普遍性

问题圬如低层次语料库重复建设圬软件开发不足圬系

统的理论研究欠缺以及语料库在圮外语教学中的应

用尚欠发达等圬但这些问题通过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完全可以解决。

2.2.2 主要方法与思想

本文通过坔坔坒，词云，主题分析的方法对语

料库的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同时，我们深刻认

识到生物制药产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占据

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生物制药等一批高新

技术产业是保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高我国的

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物质

技术基础；发展生物制药产业是确保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的需要；生物制药产业是推进生物技术普

及发展的驱动器，生物制药产业高度发展，对推

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就业

机会、保护生态环境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在对语料库的特征进行探索的同时，

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索语料库在生物医药方

面的应用。我们知道小分子药物最常见的作用机

制是通过与细胞表面、细胞核或细胞质中受体结

合发挥作用。受体是一种大分子，负责激活细胞

间或细胞内的化学信号，其除了受到小分子药物

的调控外，突变对其也有影响，同时小分子药物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受体发生作用。因此我们想

要通过对坁均坁坃语料库中的标注信息的探索捕捉

到突变对靶向蛋白的影响，在不同的环境下突变

的类型或者说突变的层面，以及小分子药物作用

的途径。药物的开发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和临床

研究等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并且药物在我们生

活中的影响非常深入，圱圹圶圱年的药物事件“反应

停”。导致了成千上万的畸胎，波及世界各地，受

害人数超过圱圵地地地人。手直接连在躯干上，形似海

豹，被称为“海豹肢”，这样的畸形婴儿死亡率

达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药物对人类和社会生活有

着重大的影响。同时，在新药研发上圬国内制药企

业圭直以仿制药为主，新药研发积极性不高，这已

是困扰我国医药产业深层次发展的关键问题，而

药物的开发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场一是提高

国家人口的健康水平，降低医药成本支出，提高

国家生产力圻二是作为高科技工业部门圬其发展将大

力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对生物医药方

面的深入探索是非常有必要的，而生物医药语料

库大多是有关某个生物药方面的文献汇总，具有

很大的价值，因此对生物医药语料库的探索也具

有很大的意义。坛圲坝

2.3 算法实践和代码编写设计子章节实验

初步设计 (本章节作者：冯思雨）

2.3.1 算法任务描述

将收集五个生物医药类语料库，分别

是均坅坎坉坁、坃坒坁坆坔、坁均坁坃、坎坃坂坉疾病语料库

以及坐坨坥坮坯坃坈坆语料库，对于收集到的语料库进

行去除停用词数据预处理、坔坔坒总体分析，抽样

分析、词云分布绘制以及具体主题分析。基于此

再进行相关拓展分析，对语料库进行深度探索，

将流程代码整合在一起，以更加方便便捷的对于

同类数据惊醒处理，以及希望对药物重定向以及

相关突变有关有所助益。

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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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实验初步设计

此次实验将使用坌坩坮坵坸，坒圭圴圮地圮圳，坰坹坴坨坯坮圳圮圷。

在坌坩坮坵坸中实现对语料库数据去除停用词以

及分词的相关预处理，在坒中实现处理后数据的

导入，对于数据进行词频统计最后绘制词云图，

在坰坹坴坨坯坮中实现坌坄坁主题分析处理。

在坌坩坮坵坸中，通过将语料库的非字符全部转换

为换行符，将语料库内所有大写字母转为小写字

母，将语料库的内容处理后进行排序去重操作，

得到原始语料库文本一词一行的分词后，将处理

后语料库存入新文本。同时对于生物医药相关停

用词列表依据实验语料库内容进行更新，可以得

到适合本实验的停用词列表。基于该列表，对于

分词处理的新文本进行过滤，实验数据预处理完

毕。

在坒语言中，针对处理后语料库数据，统计

相关词频，使用块坯坲坤坣坬坯坵坤函数绘制词云图，可视

化关键词，从关键词中初步看出该语料库相关主

题。

在坰坹坴坨坯坮中，导入坌坄坁的相关包，将预处理

后数据再一次进行相关预处理：将文本转换为

规范形式之后将一个单词缩减为它的词干，不加

后缀和前缀，并且删除不添加任何逻辑意义的单

词，最后将文本分解为“坴坯坫坥坮坳”，再进行主题分

析坌坄坁模型的测试。

2.3.3 实验步骤

步骤圱：总体坔坔坒

在坌坩坮坵坸中，对于圵个语料库，第一步首先分

别从各个语料库整体坔坔坒入手，去除停用词之后

查看语料库的总词数作分母，再将去重之后的总

词数作分子，计算各自的坔坔坒比值，分别获得圵个

语料库整体坔坔坒值。

步骤圲：抽样坔坔坒

由于总体坔坔坒没有重复试验，为了减少实

验误差以及增加可信度，使用坳坡坭坰坥坬函数对于导

入的语料库随机抽样，获得随机抽样的坔坔坒平

均值。为了使抽样的坔坔坒接近每个语料库总体

的坔坔坒值，我们对五个语料库均抽取总词数

的圸地圥，每个语料库均抽取相同的组数，对于抽

取的总词数和去重之后的词数进行坔坔坒值得计算，

最后对于抽样坔坔坒作出秩和检验，通过数值直观

看出语料库之间坔坔坒的差异，看出语料库词汇的

多样性与否。

步骤圳：词云绘制

我们对于去重后的语料库文本在坒中进行词频

统计，统计之后再进行词云图绘制，根据出现词

频以及主题关键程度，对于不同的词高亮处理以

便直观显示出来，根据不同的关键词，我们可以

初步分辨相关语料库主题。

步骤圴：主题分析

采用坌坄坁主题模型，将文档集中的每篇文档

的主题以概率分布的形式给出，从而通过分析一

些文档抽取出它们的主题出来后，便可以根据主

题进行主题聚类或文本分类。根据坌坄坁模型需要

进行相关数据处理，构建字典，以及测试集，以

便对于模型测试，得出结果。

对于实验步骤在实际实验之时可以依据具体

情况进行修改与优化。

2.3.4 实验结果初步介绍

圱圮 首先我们对圵个生物医药语料库做了总

体坔坔坒分析，并且将相关值与语料库对应列在相

关表格中，以便直观对比。

圲圮 我们对于圵个语料库进行了抽样检验，进行

了抽样坔坔坒的平均值的计算，附于下面表格中以

与总体坔坔坒进行比较。

圳圮 其次我们对圵个语料库作出了处理之后得到

相关可视化词云图以及折线词频图，将图附下以

直观表示圵种语料库主题。

圴圮 最后我们下载了坌坄坁相关包，依据其相关

需要预处理数据，进行主题分析。

2.4 TTR实验具体步骤(本章节作者：冯

思雨，郭雨青）

2.4.1 步骤1：实验材料准备

均坅坎坉坁语料库是为均坅坎坉坁项目编写并标注的

最初的生物医学文献集合。这个语料库是为了发

展和评估分子生物学信息检索及文本挖掘系统而

创建的。这个语料库包含圱圹圹圹条坍坥坤坬坩坮坥的摘要，

这些摘要是由坐坵坢坍坥坤按照坨坵坭坡坮、坢坬坯坯坤 坣坥坬坬坳以

及坴坲坡坮坳坣坲坩坰坴坩坯坮 坦坡坣坴坯坲坳三个医学主题词（坭坥坤坩坣坡坬

坳坵坢坪坥坣坴 坨坥坡坤坩坮坧 坴坥坲坭坳）为搜索条件搜索到的。通

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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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发表的文章，我们进入均坅坎坉坁官网，进入其数

据可获得网站，进行下载语料库压缩包，但是发

现该网站仅仅代管均坅坎坉坁之前更新版本，于是

进入均坅坎坉坁的均坩坴坨坵坢网页寻求最近更新版本并下

载。

坁均坁坃语料库是用于挖掘突变引起的改变的

基因注释语料库，我们直接根据课程官网上有

关坁均坁坃语料库介绍进行，使用老师已给的实验

数据中的坁均坁坃语料库的内容进行。

坃坒坁坆坔、坐坨坥坮坯坃坈坆语料库：坃坒坁坆坔收录

了圹圷篇可公开获取全文的生物医学期刊文献，并

将这些文章在语义和句法上都作了详尽的注释以

作为自然语言处理在坎坌坐圩社区的生物医学研究资

源。两者我们都是根据在坐坕坂坍坅坄上相关语料库

的发表论文中找到其代码发表的官网，进入并且

在官网下载其所有的数据压缩包。

坎坃坂坉疾病语料库包含 圷圹圳 篇 坐坵坢坍坥坤 摘要，

列出了 圶圸圹圲 条疾病提及，与 圷圹地个独特的概念

相关联，对疾病名称及其概念进行充分标注，可

作为生物医学自然语言处理社区的研究资源。

我们直接根据坎坃坂坉官网上对疾病语料库分类进

入坎坃坂坉官网，下载其所有的训练集，测试集等数

据。

由于坃坒坁坆坔和坐坨坥坮坯坃坈坆语料库都是文献加

注释构建的语料库，我们将所有文章合并为整体

的坴坸坴文件进行处理。

至此我们获得所有数据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2.4.2 步骤2：使用TTR进行丰富度分析的算法

实现

我们通过坴坹坰坥 坔坯坫坥坮 坒坡坴坩坯 在坔坔坒圩：一种有用

的衡量复杂性的方法，它记录词汇丰富程度或词

汇的多样性。其中，坔坯坫坥坮 形符是指文章所用单

词总数，包括标点的字数；坔坹坰坥 类是指文章中

不重复单词的数量；坔坔坒即二者相除：类符数与

形符数之比，用这个值来表示丰富度的大小。为

了使结果更加具有可信度，我们还进行了抽样分

析，并对结果进行非参数检验来对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

第一步，我们首先在坌坩坮坵坸环境下，获得总

体坔坔坒的值，第二步，为了使结果更加可信，我

们使用坒语言对语料库进行随机抽样。其中使用简

单随机抽样的方法。简单随机抽样是指从数据总

体中任意抽取指定数量的数据作为样本，其中每

个可能被抽取中的样本概率相等。可以用坒语言中

的坳坡坭坰坬坥函数进行随机抽样。抽取方法分为：重

置抽样，不重置抽样。

下表先把总体坔坔坒跑出来，对于坔坔坒值作出

了表格，显然发现其中坁均坁坃和坃坒坁坆坔语料库的

丰富度较高，坐坨坥坮坯坃坈坆语料库次之。丰富度有了

直观的数据表示。

表 圱场 表头文字是关于五个语料库的名称，词类，
词的容量和它们之间的比 在表中数据通过坌坩坮坵坸对
语料库的处理得来，使用了老师课上给个代码圩
坃坯坲坰坵坳 坔坹坰坥 坔坯坫坥坮 坔坔坒
均坅坎坉坁 坃坯坲坰坵坳 圱圵圸圱圴 圴圷圳圶圳圸 地圮地圳圳地圴
坁均坁坃 坃坯坲坰坵坳 圷圲地圵 圵圹圳圱圵 地圮圱圲圱圵地
坃坒坁坆坔 坣坯坲坰坵坳 圲圲圶圲圴 圶圵圲地圵圱 地圮圱地圹圹圷
坎坃坂坉 坤坩坲坳坥坡坳坥 坣坯坲坰坵坳 圱地圵圲圹 圱圷圹圱圴地 地圮地圵圸圷圸
坐坨坥坮坯坃坈坆 坃坯坲坰坵坳 圴地圵圳 圳圶圸圵圴 地圮圱地圹圹圷

但是由于总体坔坔坒受限于文本大小的限制，

反映不是很准确，我们于是采用了抽样且计算平

均坔坔坒的方法，对于圵种语料库进行了再次对比。

这次我们使用了抽样函数抽取每个语料库

的圸地圥圬抽取圵地地地组之后的平均坔坔坒值对比，发现

由于抽取组数较多且使用同样比例抽样，各个语

料库的坔坔坒值皆有所下降，且此时坐坨坥坮坯坃坈坆语

料库成为坔坔坒最高的语料库，与总体坔坔坒有所不

同，我们猜想应该是由于坐坨坥坮坯坃坈坆语料库的次

数不多，所以在广泛抽取中坔坔坒值占优势，毕竟

抽取的越多，坔坔坒值会逐渐减小，所以产生相关

结果。由此可见还是使用抽样坔坔坒相对而言实验

比较较严谨。

2.4.3 步骤3：检验

对于圵个语料库进行正态性检验，发现圵个语

料库的坰圭坶坡坬坵坥都显著大于地圮地圵，符合正态性检验，

同时我们也构建了语料库两两之间进行方差同质

性检验，发现他们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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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圲场 各个语料库使用抽样函数抽取圸地圥圬抽取圵地地地组之后的平均坔坔坒值对比圩
坃坯坲坰坵坳 坔坔坒在坢坥坦坯坲坥圩 坔坔坒在坳坡坭坰坬坥圩
均坅坎坉坁 坃坯坲坰坵坳 地圮地圳圳地圴 地圮地圳圲圴圱圳
坁均坁坃 坃坯坲坰坵坳 地圮圱圲圱圵地 地圮地圹圹圴圶圱
坃坒坁坆坔 坣坯坲坰坵坳 地圮圱地圹圹圷 地圮地圳圳圶圲圹
坎坃坂坉 坤坩坲坳坥坡坳坥 坣坯坲坰坵坳 地圮地圵圸圷圸 地圮地圵圶圱圷圶
坐坨坥坮坯坃坈坆 坃坯坲坰坵坳 地圮圱地圹圹圷 地圮圱地圴圴圸圶

表 圳场 各个语料库使用抽样函数抽取圸地圥圬抽
取圵地地地组之后的平均坔坔坒值对比圩

坃坯坲坰坵坳 坰圭坶坡坬坵坥
均坅坎坉坁 坃坯坲坰坵坳 地圮圱圹圲圱
坁均坁坃 坃坯坲坰坵坳 地圮圲圲圳圴
坃坒坁坆坔 坣坯坲坰坵坳 地圮圳圲圶圵
坎坃坂坉 坤坩坲坳坥坡坳坥 坣坯坲坰坵坳 地圮圴圴圹圸
坐坨坥坮坯坃坈坆 坃坯坲坰坵坳 地圮圳圷圹圷

2.5 语料库词云实验步骤（本章节作者：

吴超，冯思雨）

2.5.1 步骤1：语料库折线图绘制

该图为圵个语料库使用块坯坲坤坬坥坳坳软件，去掉停

用词，数字等，绘制得到的关于语料库的折线图，

坘轴从左到右，我们可以看出排名一次递减的关键

词，通过对排名在前的关键词我们可以推断，该

语料库和什么研究有关，或者说主要收集了有关

哪一方面的文献资料。

以坁均坁坃为例，从图中我们看出，排名

前十的有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坭坵坴坡坴坩坯坮坳，坭坵坴坡坴坩坯坮， 坬坯坳坳，

坧坥坮坥圬坣坥坬坬坳圬坭坵坴坡坴坩坯坮圬坶坡坲坩坯坵坳圬坥坸坰坲坥坳坳坩坯坮圬坰坲坯坴坥坩坮，从

这些词中我们发现关于突变一词在出现了多次，

再根据坧坥坮坥圬坣坥坬坬坳圬坥坸坰坲坥坳坳圬坰坲坯坴坩坥坮等词，我们可以

推断出坁均坁坃语料库与基因突变，蛋白表达有关。

2.5.2 步骤2：语料库词云图

同样以坁均坁坃语料库为例，从图中可以直观

看出坁均坁坃词云是由如上折线图中排名靠前的关

键词组成，同时也验证了折线图是按词的出现频

率高低来绘制的。从词云中，我们能够直观的分

析出这个语料库大概与什么有关。折线图和词云

图一方面从词频趋势，另一个以关键词大小，二

者都详细表示了该语料库的有关内容。

2.6 用主题建模方法进行关键词分析实验

步骤(本章节作者：郭雨青）

2.6.1 主题分析概念与主要方法

主题模型（坴坯坰坩坣 坭坯坤坥坬）是以非监督学习

的方式对文集的隐含语义结构（坬坡坴坥坮坴 坳坥坭坡坮坴坩坣

坳坴坲坵坣坴坵坲坥）进行聚类（坣坬坵坳坴坥坲坩坮坧）的统计模型。

主题建模是自然语言处理在坎坌坐圩中用于训练机器

学习模型的一种方法。它是指从文档中逻辑地选

择属于某个主题的单词的过程。

主题建模最常用的三种技术是：潜在语义

分析在坌坓坁圩：潜在语义分析在坌坓坁圩的目的是利用

词语周围的上下文，以捕获隐藏的概念或主题。

坌坓坁最初是用在语义检索上，为了解决一词多义

和一义多词的问题。概率潜在语义分析在坰坌坓坁圩：

概率潜在语义分析在坐坌坓坁圩模型其实是为了克服

潜在语义分析在坌坓坁圩模型存在的一些缺点而被提

出的。坌坓坁 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可

以把坕坫和坖坫的每一列都看成是一个话题，但是

由于每一列的值都可以看成是几乎没有限制的

实数值，因此我们无法去进一步解释这些值到

底是什么意思，也更无法从概率的角度来理解

这个模型。潜在狄利克雷分配在坌坄坁圩：潜在狄利

克雷分配在坌坄坁圩是坰坌坓坁的贝叶斯版本。事实上，

理解了坰坌坓坁模型，也就差不多快理解了坌坄坁模

型，因为坌坄坁就是在坰坌坓坁的基础上加层贝叶斯框

架，即坌坄坁就是坰坌坓坁的贝叶斯版本。本文采用的

是坬坤坡模型。

2.6.2 LDA的原理

关于坬坤坡的原理，可以将其比做一个有两个参

数坡圬坢控制的机器，当我们确定主题数量后，就可

以通过设定机器上这两个参数的值来控制机器的

工作状态，最终随机生成一篇文档，这篇文档事

随机生成的，新文档和原文档没有关系，通过对

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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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圲场 自绘：从左到右圬从上至下分别为坃坒坁坆坔圬坐坨坥坮坯坃坈坆圬坎坃坂坉圬均坅坎坉坁圬坁均坁坃折线图

图 圳场 自绘：由图示分别为各个语料库词云图

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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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生成的新文档与原文档的相似性，来判断这个

模型的好坏。通过设置不同的参数，得到很多的

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找到最优模型，也就是找到

最佳的两个参数值。坡和坢分别控制一个狄利克雷

分布，首先，坡随机生成文档对应主题的多项式分

布ジ，第二步，ジ随机生成一个主题坚，第三步，

坢 随机生成主题对应词语的多项式分布テ，第四

步，综合主题坚和主题对应词语分布情况テ生成词

语坷，如此循环生成一个文档，包含坭个词语，最

终生成坫个主题下的坮篇文档。这个模型的训练采

用的是吉布斯采样（均坩坢坢坳圩均坩坢坢坳抽样是马尔可夫

链蒙特卡尔理论（坍坃坍坃）中用来获取一系列近

似等于指定多维概率分布（比如圲个或者多个随机

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观察样本的算法。

2.6.3 基于LDA主题模型的关键词提取算法实

现

坌坄坁的最大特征是自动将文档编码分类为一

定数量的主题，其中主题的数量需要人为指定，

运行坬坤坡模型就得到每个主题下词语的分布概率以

及文档对应的主题概率。

本文采用坌坄坁主题模型，坌坄坁模型是一种主

题模型，它可以将文档集中的每篇文档的主题以

概率分布的形式给出，从而通过分析一些文档抽

取出它们的主题（分布）出来后，便可以根据主

题（分布）进行主题聚类或文本分类。同时，它

是一种典型的词袋模型，即一篇文档是由一组词

构成，词与词之间没有先后顺序的关系。坛圳坝

坌坄坁由坂坬坥坩圬 坄坡坶坩坤 坍圮、 坎坧圬 坁坮坤坲坥坷 坙圮、

坊坯坲坤坡坮于圲地地圳年提出，是一种主题模型，它可以

将文档集 中每篇文档的主题以概率分布的形式

给出，从而通过分析一些文档抽取出它们的主

题（分布）出来后，便可以根据主题（分布）进

行主题聚类或文本分类。同时，它是一种典型

的词袋模型，即一篇文档是由一组词构成，词

与词之间没有先后顺序的关系。它的目的就是

根据给定的一篇文档，反推其主题分布，一种非

监督机器学习技术，可以用来识别大规模文档集

（坤坯坣坵坭坥坮坴 坣坯坬坬坥坣坴坩坯坮）或语料库（坣坯坲坰坵坳）中潜藏

的主题信息。无需标注数据，采用了词袋（坢坡坧 坯坦

坷坯坲坤坳）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每一篇文档视为一个

词频向量，从而将文本信息转化为了易于建模的

数字信息。

本文用坰坹坴坨坯坮编程语言进行操作。第一步，

进行数据预处理。在被模型使用之前，文档必须

通过以下每一个步骤进行预处理场坎坯坲坭坡坬坩坺坡坴坩坯坮

圭将文本转换为标准圯规范形式；坓坴坥坭坭坩坮坧圭将一

个单词缩减为它的词干圯词根，没有后缀和前缀；

坓坴坯坰坷坯坲坤坲坥坭坯坶坡坬 圭删除不添加任何逻辑意义的单

词；坔坯坫坥坮坩坺坡坴坩坯坮——将文本分解为“坴坯坫坥坮坳”，即

单词和短语。

这有助于模型识别单词并将它们分配到正确

的主题上。第二步，构建字典。预处理的输出文

本用于构建字典和语料库，这些语料库反过来成

为主题建模的坌坄坁模型的输入。第三步，测试准

确性。相干矩阵用于检验模型的准确性。主题一

致性是一种基于人类可解释性比较不同主题模型

的度量方法。相干性得分为主题的可解释性提供

了一个数值。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吴超）

3.1.1 课程论文构思

由于我们小组整体代码水平不高，我们首先

选择了代码实现较少的论文课题，确认题目以后，

我们刚开始无从下手，参考了往年学长学姐的课

程论文，才有了一点点思路，经过小组讨论后，我

们了解小组成员比较擅长的领域确定了大致的分

工，接下来我们开始查找资料了解国内外语料库

发展现状及应用，了解坌坡坔坥坘的使用，下载所欲

要的五个语料库，然后根据老师给的建议确定我

们最终要做出什么结果，并确定了处理语料库的

基本方法和手段，比如坔坔坒要通过抽样的方法进

行分析等。这些我们都在上面概括圱圮圲节，圱圮圳节例

举出，所以在此不做过多阐述。

3.1.2 撰写过程

我们论文分别从摘要，概括，特征分析与探

索，后记，附录四个大的方面根据坬坡坴坥坸模板撰写，

在特征词汇与探索这个板块我们好像一直在遇到

问题的路上，我们如同跨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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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装下载坬坡坴坥坸的环境和编译器开始，我们就一

直在踩坑，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我们最大的

问题还是编写代码的问题。在从初稿到长文的一

步步推进中，我们从一开始只能大致的讲出本文

的主题和大概思路，到能够开始上手编写代码，

一步步去推进度，之前在代码的编写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也逐渐找到方法解决，并且我们也不再固

步自封，去参考学长学姐的论文，我们发现，学

长学姐的论文中，在坔坔坒分析中采用的是每个语

料库随机抽取圵地地地次然后计算平均数来进行比较

与分析。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根据老师的建议，

通过抽取语料库相同比例词数，来比较与分析五

个语料库的坔坔坒。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郭雨

青）

参考主要代码来源于学长学姐上传代码，以

及文章：坎坌坐实战：用主题建模分析网购评论和

基于语料库词汇特征分析中相关代码。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吴超）

我们小组选的论文题目是《生物医药语料库

的词汇学探索》，对应自然语言处理课程开头，在

这个时代生物医药挖掘尤其显得重要，我们知道

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无数文献上传、发表，也许其

中某两篇文献刚好关联，它们之间联系结合在一

起，说不一定就是一个新的成果，新的知识被发

现，新的药物由此就产生，我们知道无数伟大成

果都是偶然之间产生的，正是基于这一方面的因

素我们刚开始接触就选择了与课程开头相关的论

文选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实

验课都和我们所选课题有关，第一个实验课是计

算和比较语料库均坅坎坉坁和坁均坁坃的坔坔坒，分析其

语言丰富度的差异圬坔坔坒它代表着一个语料库词汇

量的丰富程度，不多由于词汇容量的不同，会显

得不准确。

第 二 个 实 验 是 绘 制 比 较 语 料

库均坅坎坉坁和坁均坁坃的词云，这个实验可以直

接汇出一个文本的关键词的图形，能够直观地看

出该文本的关键信息，是直观了解语料库的有效

方式圮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郭雨青）

我深刻知道自己对于代码的撰写能力不

强，当老师说这篇论文的选题对于代码的

要求不高时，我还是感到幸运的。但是在进

行实践的时候还是遇到了诸多问题，例如，

在坰坹坴坨坯坮的坉坄坌坅下载坌坄坁包时，一直失败，搜索

结果说我的坰坹坴坨坯坮的版本不对，不能下载这个

包，问了小组成员，她说用坓坰坹坤坥坲就可以解决

了，于是我用坡坮坡坣坯坮坤坡来下载，满怀期待的等待

结果，没想到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问题是我

的坣坨坡坮坮坥坬不对，没有这个坰坡坣坫坡坧坥，我只能继续在

网上搜索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坃坄坓坎中看到了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说，几乎每一步代码

的实现都会有或大或小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

出现耗时耗力，是拖慢进度的主要原因。经过这

次的代码操作，我能感觉到我们小组的选题的代

码不难，我知道具体该怎么去实现，但是总会遇

到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在之前学习的时候

没有加强练习，没有积累经验，所以才会导致现

在频频出错。

代码还是得多练，多自己操作，经验是很重

要的，这是我最大的体会。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郭雨青）

冯思雨同学：算法思路汇总，坔坔坒抽样分析

算法实现，坌坡坔坥坘编写论文吴超同学：所需语料

库的下载，词云图的绘制，后记及附录部分的撰

写郭雨青同学：主题建模分析，语料库相关文献

搜索，论文内容检查修订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郭雨青）

目前本篇论文的缺点在于没有将整体的代码

过程脚本化。在前期还存在的一个缺点是，由于

对论文的排版和一些要求不熟悉，导致一些错误，

比如关键词的个数过多，论文作者右上方的数字

标记错误等细节问题的出现。论文的优点在于对

语料库的背景介绍详细具体，不仅着眼于国内语

圱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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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也将视线投放到了国外语料库的发展。并

且分工比较明确，小组成员根据各自擅长的地方

来进行论文的撰写。

3.7 假设多出30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吴超）

如果多出三十个工作日，我们将尝试进一步

分析各个语料库之间的差异。我们深刻认识到目

前本篇论文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第一周，我

们会将对五个语料库进行比较和分析的流程更加

具体化和详细化，其具体化和详细化体现在：一

是使用多种方法进行主题建模，然后分析比较这

几种方法的优劣；二是用更多的方法（比如平均

词长，词类分布，词频分布）来对各个语料库之

间进行对比。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我们将尝试使用软

件坷坯坲坤 坬坩坳坴对每一个语料库的词长进行分析，使

用坷坯坲坤坳坭坩坴坨 坴坯坯坬软件中的坫坥坹坷坯坲坤功能对主词句

分析；通过下载使用坔坲坥坥坴坡坧坧坥坲 圲圬坁坮坴坃坯坮坣圳圮圲圮圱中

的坣坯坮坣坯坲坤坡坮坣坥功能统计各个语料库中的词汇使用

情况，比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有实际意义的

词，还有冠词，连词等在文中实际起支撑作用而

无实际意义的词的所占比列，将它们放在在一张

表中进行对比，可直观看出各个语料库中实词所

占的比例，为了体现实验的严谨性，因为各个语

料库之间的词汇容量都不一样，虚词作为连接行

文不可缺少的一员，难免会过多出现，为了避免

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按比例抽取样本，重新组

成各个语料库之间的子样本，每个语料库做三组，

通过计算它们中词类的占比，求平均值进而对比

实词和虚词所占比例，根据实词所占各自文本大

小来判断各个语料库的词汇丰富度。剩余的几天

我们会进行细节上面的检查，比如词语使用是否

规范恰当，句法是否通顺合理，论文格式是否正

确等。

参考文献

坛圱坝 野人创业圮 圲地圲地医药行业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

趋势分析圮 知乎圬 圲地圲地圮

坛圲坝 坢坯坫坥坧坯坯坤圮 基于语料库词汇特征分析圮 原创力

文档圬 圲地圱圸圮

坛圳坝 坂坩坮坧 论智圮 坎坬坰实战：用主题建模分析网购评

论圮 知乎圬 圲地圱圸圮

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的局限性还未以单独的章总结出来，

在长文终稿中将展示出来。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本研究工作尚未发现任何潜在风险，没

有学术不当，抄袭，侵权的行为，我们承诺如果

后续有引用的数据，代码，我们都将说明来源，并

提供相关网址圮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本文摘要较全面的概括了本文的工作，

我们目前基本基本完成了五个语料库的特征分析，

包括坔坔坒，抽样坔坔坒圬词云绘制与分析，主题建模

分析（主题建模现在处于代码实现阶段，期望能

在长文最终稿中系统完成这部分内容）。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尚未产生自己的数据。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工作介绍并使用了已有的数据，在前

面圲圮圱章节“五种语料库的介绍”中有说明。

本工作使用了已有的方法，比如词云分析，

坔坔坒等，前面圱圮圲节“算法基本原理”有提到。

圱圲

3.1. 《⽣物医药语料库的词汇学特征探索》 19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使用的已有数据和方法尚未介绍相关使

用条款，我们后续工作将加以改进。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答：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的基本统计结果已经

在前面圲圮圳圮圴章节，“实验结果初步展示”及圲圮圵章

节“关于部分语料库词云关键词的折线图展示及

分析”中呈现。

4.1.8 本工作是否使用了代码计算，如果有，是

否介绍了运行环境和运行时间？如果有，

青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在“算法实践和代码编写设计子章

节实验初步设计”中有相关介绍相关运行环境，

未介绍运行时间，目前编写出的代码暂未完全整

理好，待终稿汇总之后附上。

4.2 某些关键代码（本章节作者：冯思

雨）

1 #代码来源：

2 #https : // github . com/Bing−nai / z i r an code .

g i t /

3

4 #对于个语料库抽样进行抽样5###

5

6 x1<−data . frame ( )

7 x2<−data . frame ( )

8 a1<−data . frame ( )

9 a2<−data . frame ( )

10 #抽样#####

11 A=t (A)

12 f o r ( i in 1 : 500 ) {
13 x<−sample (A[ , 1 ] , s i z e =652051 , r ep l a c e=TRUE,

prob=NULL)

14 x<−data . frame (x )

15 x1<−nrow (x )

16 x2<−nrow ( d i s t i n c t ( x ) )

17 a1 [ i , 1 ]<−x1

18 a2 [ i , 1 ]<−x2

19 }
20 #计算抽样的一组##TTR###

21 a<−a2/a1

22

23 #同理完成##b , c , d ,组的抽样e###

24

25 #正态性检验#####

26 shap i ro . t e s t ( a [ , 1 ] )

27 shap i ro . t e s t (b [ , 1 ] )

28 shap i ro . t e s t ( c [ , 1 ] )

29 shap i ro . t e s t (d [ , 1 ] )

30 shap i ro . t e s t ( e [ , 1 ] )

1 #代码来源：自制

2 #加载停用词表，去停用词，提取关键词##

3 #加载停用词表

4 stopwords = [ l i n e . s t r i p ( ) f o r l i n e in open

( ”C:\\ Users \\Administrator \\Desktop\\
stopword . txt ” ) . r e a d l i n e s ( ) ]

5 t e x t s p l i t = j i e b a . cut ( t ext )

6 t e x t s p l i t n o = [ ]

7 f o r word in t e x t s p l i t :

8 i f word not in stopwords :

9 t e x t s p l i t n o . append (word )

10 t e x t s p l i t n o s t r =’ ’ . j o i n ( t e x t s p l i t n o )

#类型分

为 l i s t s t r
11 #基于 t f−提取关键词 i d f

12 pr in t ( ”基于TF−提取关键词结果：IDF” )

13 keywords = [ ]

14 f o r x , w in an l s . e x t r a c t t a g s (

t e x t s p l i t n o s t r , topK=20, withWeight=

True ) :

15 keywords . append (x ) #前关键词组成的20 l i s t

16 keywords = ’ ’ . j o i n ( keywords ) #转为 s t r

17 pr in t ( keywords )

18

19 #画词云#

20 wordcloud = WordCloud(

21 #设置字体，不然会出现口字乱码，文字的路径是电脑的字体一般

路径，可以换成别的
22 f ont path=”C:/Windows/Fonts/ simfang . t t f ” ,

23 #设置了背景，宽高

24 background co lor=”white ” , width=1000 , he ight

=880) . generate ( keywords ) #为字符串类

型keywords

25 p l t . imshow( wordcloud , i n t e r p o l a t i o n=”

b i l i n e a r ” )

26 p l t . ax i s ( ” o f f ” )

27 p l t . show ( )

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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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O，HPO 等本体和富集分析

我们通常是从 GO 了解本体及其注释的，那么何为富集呢？富集分析中的“富集”，通常指

⼀个被选定的基因群体，是否较为“显著”地整体与⼀个对应表型产⽣关联性？传统情况下，GO
富集分析中，首先用或⼲或湿的实验⼿段获得⼀个基因集合，然后用超⼏何检验等检验⽅法判

断该集合是否与某 Gene 本体的条目“显著相关”。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我们介绍了 GO 和 HPO
两个实体，⼀个关注基因分⼦层面，⼀个关注⼈类疾病表型层面。这两个⽣物本体虽然关注对

象的宏观、微观层次不同，但是围绕它们已经均发展了较为充分的（基因-本体条目关联性）背

景数据，这为富集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在这个选题上的表现吧。

– Jingbo Xia

项⽬要求：

⾃由选择 GO 富集，或者 HPO 富集的课题。若选⽤ GO 富集，可选⽤ TopGO 的 R 包，如果选⽤

HPO 富集，可选⽤ HPO 富集的往年参考代码，也可以⾃编。

提⽰：请仔细揣摩课堂讲授的富集分析理论。相关代码采⽤ R 代码较为容易实现。

参考的刘彤师兄 HPO 富集项⽬：https://github.com/tongliu-liu/HPO-enrichment-analysis
参考的 GO 富集项⽬：https://github.com/bionlp-hzau/Tutorial_4_GO_Enrichment
相关论⽂两篇：

樊亚鑫（研），靳哲（研），郑孟卓（研）

段绪雯，张哲康，王泽林《GO 富集分析在结直肠癌研究课题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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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 型糖尿病人体表型本体 HPO 的富集分析》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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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HPO 的富集分析与科学文献知识发现

樊亚鑫 1，靳哲 1，郑孟卓 1

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糖尿病是一种由于胰岛素缺乏而引起的高血

糖代谢紊乱综合征。该疾病主要是通过免疫破坏胰

腺细胞而导致的。目前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尚不清

晰，可能是由于遗传作用和/或环境作用所致，严
重时可导致视网膜病变、肾衰竭等并发症，甚至会

导致死亡。本实验基于人类表型本体 HPO 对 I 型
糖尿病和 II 型糖尿病相关差异基因进行富集分析，
发现在 I型糖尿病中，上调基因主要富集在致病微
生物感染、B 细胞免疫缺陷等疾病表型，表明 I 型
糖尿病与某些并发症相关联；下调基因主要富集在

维生素 B6水平降低、维生素 K降低、叶酸浓度降
低、前白蛋白水平降低等性状表型，表明这些基因

通过参与某些生理代谢过程造成某些生理指标水

平的降低，继而与 I 型糖尿病相关联。在 II 型糖
尿病中，相关上调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肠道病变表

型性状上，进一步强化了 II 型糖尿病与其并发症
的联系；最后，本实验通过 PubTator 工具抓取近
三年与糖尿病相关的文献摘要 38874 篇并获得基
因（gene）、表型性状（description）等相关关键词
注释，为糖尿病的 HPO 富集分析结果提供强有力
证据支持。通过本次实验，我们将糖尿病与 HPO
注释的疾病表型联系起来，有利于未来对 I型糖尿
病和 II 型糖尿病发病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
挖掘。

关键词:I 型糖尿病，II 型糖尿病，文献挖掘，
HPO，PubTator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樊亚鑫）

选修生物文本挖掘与知识发现概论这门课的

目的是因为听说这门课能学到有关生物信息学的

有用的知识与技能, 而且授课老师幽默风趣, 认真
负责。

HPO（Human Phenotype Ontology）译为人
类表型术语集。HPO 是描述人类疾病表型特征的
标准词汇表，每个术语描述了一种异常表型。HPO
数据库大大方便了研究人员对疾病的表型进行医

学研究。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的数据，截
止到 2019 年，在 20 岁到 79 岁的人群中，共有约
4.63 亿糖尿病患者。中国糖尿病患者数排名第一，
总人数约为 1.164 亿人。全球全因死亡率中，大约
11.3 % 与糖尿病相关，仅 2019 年，大约有 420 万
成人（20-79 岁），相当于每 8 秒就有 1 人因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而死亡。每年中国因糖尿病而导致的

死亡人数约为 83.4 万。因为糖尿病给人类尤其是
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因此我们选择糖尿病的
HPO 富集分析这一课题。在课上我们还学到了一
些文本挖掘技能，例如使用 PubTator 在 PubMed
摘要中自动进行快速检索和关键字词的注释，对我

们的 HPO 富集分析结果加以论证。

1.2 糖尿病简介（本章节作者：郑孟卓）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是指由于遗
传和环境共同作用导致胰岛素分泌缺陷或生物作

用受损，继而引发血糖、蛋白质等一系列生理代谢

指标紊乱的综合征 [1]。目前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
率为 11%左右，估算糖尿病患者数量为 1.14亿人，
且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达 35%[2]。根据发病机制
的不同，糖尿病可分为 I 类糖尿病、II 类糖尿病、
妊娠期糖尿病和其他类型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常常

表现出多饮、多尿、多食和消瘦等临床症状，临床

上常常根据血糖、尿糖和血脂作为临床检验指标。

目前，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后，糖尿病成为第三

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如若长期控制不

佳，可能导致高血压、脑血管病等多种并发症，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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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可导致死亡。目前所知与糖尿病发病密切相关

的主要三大生活方式因素为：饮食结构、日常运动

量、吸烟与否。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改善地区的

糖尿病患病情况。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及
预测表明 1994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为 1. 20
亿，1997 年为 1. 35 亿，2000 年为 1. 75 亿，2010
年为 2. 39 亿，2025 年将突破 3 亿，并且糖尿病
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不少国家儿童 II 型糖尿
病患病率已占到糖尿病儿童总数的 50%-80%。根
据卫生部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每天新增糖尿病患者

3000 例，每年增加大约 120 万例糖尿病患者，未
来 5-10 年我国糖尿病患者病例数将超过印度，成
为世界上糖尿病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和预期寿命，为患者及

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医疗和经济负担，我国糖尿病的

防控管理面临巨大挑战。

II 型糖尿病常发病于成年人，又称为非胰岛
素依赖型糖尿病，主要是胰岛素抵抗以及胰岛素的

代偿性分泌不足所致。其发病原因可能是胰岛素抵

抗（insulin resistance），造成身体不能有效利用胰
岛素，进而继续导致胰岛素分泌的减少，无法满足

身体需要。肥胖、年龄和遗传有可能是导致 II 型
糖尿病的诱因。研究已明确糖尿病发病相关的致

病单基因位点主要包括胰岛素基因突变、胰岛素

受体基因突变、葡萄糖激酶基因突变和线粒体基

因突变并且种族患病率、阳性家族史和孪生子患

病率都有可能是 II 型糖尿病的遗传机制。但是目
前对于 II 型糖尿病的详细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大
多数患者主要是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来帮助控制血

糖浓度，一些患者需要进行胰岛素注射来降低体内

血糖。此外，II 型糖尿病容易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心脏病、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严重时可导致死

亡。流行病学研究表明，II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因素
和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可以显著减低具有糖尿病发

生风险个体的糖尿病发病率。

I 型糖尿病常发生于青少年或儿童期，又称为
青少年糖尿病或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其主要特征

是胰岛素分泌不足，甚至几乎不产生胰岛素，需要

每日注射一定剂量的胰岛素来维持其正常水平。I
型糖尿病的主要病征为“三多一少”——多饮、多

尿、多食及消瘦。人们普遍认为 I 型糖尿病是一种
多因素导致的自身免疫疾病，即某种目前尚不清楚

的原因（可能为病毒）通过分子模拟作用，在有遗

传自身免疫反应调控失常倾向的人体中形成了针

对胰岛 � 细胞的抗体，但是对于 I 型糖尿病的病因
尚不清晰，且该疾病目前尚无法治愈，只能通过注

射胰岛素、低糖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来控制正常血

糖水平，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3]。通过大规模随
机对照实验（RCT）以及对不同组学数据的分析
挖掘可能有利于对 I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的理解
和认知。此外，I 型糖尿病患者常常伴有多种并发
症，例如高血糖症、酮症酸中毒、高血压、白内障

等等，严重情况下并发症可导致死亡。

1.3 HPO 人类表型本体简介（本章节作

者：郑孟卓）

2008 年，德国柏林查理特医科大学成立了
人类表型本体项目（Human Phenotype Ontology,
HPO），采用本体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对来自医学
文献的表型信息进行结构化归纳，提供了人类疾病

中表型异常的标准词汇，并对表型相关词汇建立

分层关系 [4]。目前，HPO 中包含超过 13,000 个
术语以及超过 156,000 个遗传疾病的注释信息。此
外，HPO 为涉及人类表型分析的计算生物医学研
究提供基础，通过将人类表型与蛋白质相互作用、

代谢和信号转导途径等数据源直接联系起来，使

人类表型现象与细胞的分子病理生理学相互关联。

未来，HPO 还会将其资源扩展到精准医学、癌症
和复杂疾病，特别是以非孟德尔遗传为特征的先天

性心脏畸形的研究中 [5]。

1.4 文献抓取及自动化注释工具 Pubta-
tor 介绍（本章节作者：郑孟卓）

Pubtator Central (PTC,https://www.ncbi.
nlm.nih.gov/research/pubtator/) 是给一种用
于查看和检索生物医学文章摘要或全文中的生物

概念注释的网络服务。PTC 每日晚间进行文献更
新，截至 2019 年，共包含有 300 万篇全文文章及
2900 万篇摘要。PTC 一共支持六种概念类型，并
在可视化界面以不同颜色显示出来，分别是：基

因/蛋白质（Gene/Protein）、遗传变异（Mutation）、
疾病（Disease）、化学物质（Chemical）和细胞系
（Cellline）[6]。在进行类别标注的过程中，Pubtat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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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实体与标准数据库匹配，并对实体的标准

ID 进行显示说明 [7]。通过在线界面、RESTful 网
络服务或 FTP 可以将其以 XML、JSON 和 tab
delimited等多种方式下载。截至 2019年，Pubtator
为大约 3亿次请求提供了摘要注释服务，使其能够
用于开展第三方研究，如生物定位支持、基因优先

排序、遗传疾病分析以及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未

来 Pubtator 还将支持更多的概念类型，例如细胞
成分（cellular components）、细胞类型（cell types）
和组织（tissue）等，为文献挖掘工作提供更强有
力支持 [6]。

1.5 富集分析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靳

哲）

基因 (蛋白) 常见的功能分析方法有：代
谢信号通路 (Pathway) 和 GO(Gene Ontology)
分析，另外还有 COG(Clusters of Orthologous
Groups)、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和 GSEA(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等。本研究所用富集方法是 GO 富集
分析，GO 分析是将基因分门别类放入一个个功能
类群，分别从分子功能、参与的生物途径及细胞中

的定位对基因产物进行了标准化描述，一个基因对

应有一个或多个 GO term（GO 功能），一个 term
对应多个 gene，GO 注释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分
子生物学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生物
学过程（Biological Process，BP）和细胞学组分
（Cellular Components，CC），通过这三个功能大
类，对一个基因的功能进行多方面的限定和描述。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超几何分布。超几何

分布是统计学上一种离散概率分布，它描述了从有

限 N 个物件 (其中包含 M 个指定种类的物件) 中
抽出 n 个物件，成功抽出该指定种类的物件的次
数，其中抽出不放回。可能性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PQ =
CQ

M ∗ CK−Q
N−M

CK
N

N：HPO 背景数据集中所有 gene 数目; M：
HPO背景数据集中某个 Term的基因数目；K：差
异表达基因数目；Q：该 Term 在差异基因中对应
的基因数目。但计算得到的 p 值并不一定是显著
高的，所以需要引入超几何分布，利用 p-value 来

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接受显著的 p 值。根据超
几何分布关系，GO分析也会对涉及的 GO返回一
个 p-value，小的 p 值表示差异基因在该 GO 中出
现了富集。P 值计算公式如下：

p = 1−
x−1∑
i=0

P (i) = P (x) + P (x+ 1) + · · ·+ P (K)

从而通过累计概率计算 p-value，当 p<0.05
时，拒绝原假设，认定结果显著，并且 p-value 越
小则富集效果越显著。此外，需要用 FDR 错误控
制法对 p-value 作多重假设检验校正，FDR 错误
控制法是 Benjamini 于 1995 年提出一种方法, 通
过控制 FDR(False Discovery Rate) 来决定 p 值的
域值, 减少假阳性发生次数。因此，FDR 的计算公
式如下：

qvalue =
pvalue ∗ n
rank

pvalue：超几何分布方法计算得到 p 值; n：超
几何分布方法得到的数据量（pvalue 数）; rank：
pvalue 从小到大排序后的次序

1.6 研究意义（本章节作者：樊亚鑫）

我们基于超几何分布和 FDR 校验计算原理，
设计算法以实现一型糖尿病的差异表达基因在

HPO 术语上的富集，来挖掘 I 型、II 型糖尿病
的差异基因和疾病表型之间的联系，并与已知的

症状表型相比对以验证富集的准确性，同时寻找

与糖尿病有关联的潜在分子信息。最后我们使用

PubTator在 PubMed摘要中自动进行快速检索和
关键字词的注释，使用 PubTator 下载到的最近三
年与糖尿病相关的摘要文本，使用老师在实验课提

供的代码提取文本中与我们使用 HPO富集到的表
型的关键词相匹配的摘要及句子数目。为我们富集

到的表型信息提供证据。

2 糖尿病富集分析

2.1 数据（本章节作者：靳哲）

此课程项目的基因数据来自 NCBI 网站有
关糖尿病的论文文献：Low gene expression lev-
els of activating receptors of natural kill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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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G2E and CD94) in patients with fulminant
type 1 diabetes[8]。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Beta-cell enriched tissue obtained by laser cap-
ture microdissection from subjects with type 2 di-
abetes[9]。然后通过 NCBI 的 GEO2R 工具进行
GO 分析可视化，得到差异化基因表达数据集。背
景数据集来源于 HPO 官网最新版本的数据，数
据链接：http://purl.obolibrary.org/obo/hp/
hpoa/genes_to_phenotype.txt。糖尿病文献的数
据来自 PubTator，该工具整合了 PubMed 文献数
据库中收录文献的摘要中包含的实体信息。

2.2 任务描述（本章节作者：靳哲）

在正常的数据集和两种糖尿病的数据集中通

过 GEO2R 找出差异基因并可视化，然后计算出
对应的 N,K,M,Q 值，找出在 HPO 条目上富集的
差异基因。利用 R 包 fdrtool 对 p 值进行校正，选
取 p 值小于 0.05 的 HPO 子集，使用 R 包 ggplot
可视化。

然后通过 NCBI 上的 edierct 工具抓取
PubMed 中糖尿病相关文献的 PMID 号，第一
次抓取糖尿病文献的总数达到了 646410 篇，总数
过多。刚开始想着用多线程去处理，但这样虽然

加快了处理速度，但也减少了程序的休息时间, 与
课堂上老师强调要缓慢爬取相矛盾，然后想着把

PMID 号分为三部分，让三个人分别跑，但由于服
务器都在逸夫楼，并且通过计算这样的话耗时也

要十几天，所以选取的是 2020 至今的糖尿病文献，
共抓取文献 38874 篇，然后利用 PubTator 获得与
PMID 对应的文献信息，过滤所得文件中的标题、
摘要等部分，分别提取出实体信息存入以其实体名

称命名的文本中。

再根据自己写的 python 脚本统计实体词汇的
词频并绘制词云, 并挑选与糖尿病显著相关的基
因，查找富集的 I 型、II 型糖尿病基因是否出现在
基因的实体文本中，出现次数是多少，再将对应的

性状用 python 脚本从收集的文献找出，其间可以
进行模糊搜索。

2.3 实验设计（本章节作者：靳哲）

(1) 软硬件条件：window10;R:version4.0.5

(2) 数据集：I 型糖尿病差异表达基因数据来
自 GSE44314 数据库，先将五个健康的对照组和
五个患有 I 型糖尿病的患者各分为一组，再通过
GEO2R 找出差异基因形成的数据集。II 型糖尿病
数据集来自 GSE20966 数据库，分别将十个健康
的对照组和十个患有 II 型糖尿病的患者各分为一
组，再通过 GEO2R 找出差异基因形成的数据集。
背景数据集则直接在 HPO 官网下载。

(3) 数据集处理：对差异表达基因数据集用
p<0.05,|logFC | > 1 进行筛选。格式转换将基因集

的原有格式转化为 HPO 需要的 Entrez 格式。
(4) 实施：先计算出对应的 N,K,M,Q 值，然

后对基因集计算 p 值，然后进行 FDR 校正，再筛
选 p 值小于 0.05 的 HPO 子集使用可视化画出条
状图。代码运行采用 R 语言编写和运行。

(5)获取 PMID;使用 edirect工具中的 esearch
命令获取与 Covid-19 相关的 PMID。

(6)获取实体信息;通过 PubTator获取 PMID
对应文献摘要及识别得到的实体信息。再使用正则

表达式过滤所得文件中的标题、摘要等部分，分别

提取出六类实体信息存入以其实体名称命名的文

本中。

(7) 文本信息挖掘：按照排序找出与糖尿病显
著相关的基因，对其进行 HPO 富集分析，统计出
现次数较多的疾病与化合物，了解哪些疾病与糖尿

病休戚相关，判断化合物的功能。

2.4 结果与分析

2.4.1 I 型糖尿病上调基因 HPO 富集分析结果
（本章节作者：樊亚鑫）

I 型糖尿病患者上调差异表达基因 HPO 富
集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其中差异表达最显著的
是 B 细胞活化缺陷 (Defective B cell activation),
减少 CD95 诱导的淋巴细胞凋亡 (Reduced CD95-
induced lymphocyte apoptosis), 甲真菌病 (Ony-
chotillomania), 睡眠-觉醒倒置 (Sleep-wake inver-
sion), 接种后荨麻疹 (Post-vaccinnation measles)。

在差异化基因最显著和拥有最多富集的差异

化基因的疾病中, 最显著的是 B 细胞活化缺陷
(Defective B cell activation), 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
了 B 细胞在疾病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例如，B
细脱耗竭，延迟了新近诊断为 I型糖尿病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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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胰岛抗原反应性 B 细胞耐受性损失发生
在疾病早期，一些胰腺 CD20+B 细胞与 beta 细
胞损失有关。虽然 B 细胞在 I 型糖尿病的重要性
越来越明显，这些细胞究竟是如何促进疾病及其

合并症，如糖尿病肾病，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在

所有富集到的疾病中, 大部分由微生物感染所致。
这也与糖尿病经常与一些微生物感染引发皮肤病,
结核病等相关并发症这一既定事实相符合。有研

究发现睡眠太少会降低胰岛素敏感, 增加患糖尿病
风险, 同时我们富集到睡眠-觉醒倒置 (Sleep-wake
inversion) 这一条目, 这可能表明黑白颠倒的作息
与糖尿病患病相关。

2.4.2 I 型糖尿病下调基因 HPO 富集分析结果
（本章节作者：郑孟卓）

I 型糖尿病患者下调差异表达基因 HPO 富集
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其中差异表达最显著的是叶
酸浓度降低 (Reduced bold folate concentration),
前白蛋白水平降低 (Decreased prealbumin level),
维生素 B12 缺乏症 (Vitamin B12 deficiency), 底
维生素 K 含量 (Low levels of vitamin K)。

在差异化基因最显著和拥有最多富集的差异

化基因的疾病中, 最显著的是叶酸浓度降低 (Re-
duced bold folate concentration),2020 年 7 月 31
日，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和德克萨

斯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糖尿病方面的顶级杂志

《Diabetes Care》上发表了叶酸和维生素摄入与糖
尿病间相关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叶酸及维生素

B6 的摄入量与糖尿病的患病率呈负相关性，且这
种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叶酸参与调控高半胱氨酸水

平，胰岛素敏感性和全身性炎症而产生的。另一方

面, 本实验富集到低水平前白蛋白条目, 前白蛋白
值 (PA) 是反映肝损伤及储备功能较理想的指标：
PA 值较低可能具有肝胆系统疾病：肝炎、肝硬化、
肝癌。当肝脏发生病变时，肝功能的异常干扰了糖

原的分解和异生以及葡萄糖的生成和利用，引起糖

耐量异常，血糖升高, 长期以来可能会导致糖尿病
的发生。

图 1: I 型糖尿病差异表达基因 HPO 富集分析柱
状图。图片来源 R: 自绘

2.4.3 II 型糖尿病上调基因 HPO 富集分析结果
（本章节作者：樊亚鑫）

II型糖尿病患者上调差异表达基因 HPO富集
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其中差异表达最显著的是肠
道水肿 (Intestinal edema), 视网膜静脉阻塞 (Reti-
nal vein occlusion), 碳酸氢盐消耗性肾小管酸中毒
(Bicarbonate-wasting renal tubular acidosis),近端
肾小管酸中毒 (Proximal renal tubular acidosis)和
麻痹性肠阻塞 (Ileus)。糖尿病往往合并肠道病变，
最常见的症状是腹泻、便秘、腹胀，严重的会出

现肠梗阻。糖尿病性肠病是糖尿病晚期并发症之

一 [10]。其发病原因可能与血流障碍引起肠壁部缺
血及维生素缺乏, 以及严重损伤了内脏自主神经有
关。大多在糖尿病发生后数年出现，亦可见于糖尿

病早期，甚至出现于糖尿病尚未确诊前。糖尿病控

制后, 腹泻随之好转。其次糖尿病合并便秘也常发
生。我们富集到了肠道水肿和麻痹性肠阻塞两种肠

道疾病，可能是患者由于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肠

道水肿的这个疾病和患者的肾脏和肝脏协调有着

很大的关系的，患者如果出现了功能失调的症状都

可能会经常水肿的产生，而糖尿病患者大多患有肾

脏上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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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 diabetic retinopathy,DR)
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视网膜静脉阻塞 (
retinal vein occlusion, RVO) 也是常见的致盲性
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糖尿病由于糖代谢紊乱和蛋

白质、脂肪、电解质等代谢异常, 可引起多种微
血管并发症,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最常见的一种,
DR 由于血管的损害及血液成分和血液流变性等
因素变化, 易引起其他视网膜血管的病变，其中
以视网膜静脉阻塞较常见。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
症之一。无论是 I 型还是 II 型糖尿病，30%～40%
的患者可出现肾脏损害，而 II 型糖尿病中约 5%
的患者在被诊断为糖尿病的同时就已存在糖尿病

的肾脏损害。我们推测富集到的碳酸氢盐消耗性肾

小管酸中毒和碳酸氢盐消耗性肾小管酸中毒两个

表型是由于患者肾脏病变而引起的疾病。

2.4.4 II 型糖尿病下调基因 HPO 富集分析结果
（本章节作者：郑孟卓）

II 型糖尿病患者下调差异表达基因 HPO 富
集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在此研究中将相关下调
基因富集到食管痉挛（Esophageal spasms）、痛
风（Odynophagia）、含铁血黄素尿液（hemosider-
inuria）、特异性抗多尿抗体水平降低（Decreased
specific anti-polysaccharide antibody level）等条
目。其中富集到的最显著的条目是苍白球铁富集

（Iron accumulation in globus pallidus）。前人研究
表明，缺铁性贫血是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

的独立影响因素；同时，糖尿病患者血糖升高明显

时，糖尿病具有渗透性利尿作用，会出现多尿症

状，与尿液一同排除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也会增

多，进而造成患者贫血；另一方面，治疗糖尿病药

物可能会影响胃肠道的吸收，会影响血液原料的

吸收，导致患者出现贫血症状。这些现象表明铁

富集相关基因的下调导致的血液中或组织中的铁

元素含量下降可能与 II 型糖尿病相关联。其余富
集到的条目，例如嗅叶发育不全（Olfactory lobe
agenesis）、特异性抗多糖抗体水平降低（Decreased
specific anti-polysaccharide antibody level）等，通
过文献搜索等方式目前尚未发现与 II 型糖尿病具
有显著关联，但是二者可能存在潜在或间接关系，

后续阶段可以通过文本挖掘的方法进一步探讨这

些富集条目与 II 型糖尿病之间的关联。

图 2: II 型糖尿病差异表达基因 HPO 富集分析柱
状图。图片来源 R: 自绘

2.4.5 实体词频统计（本章节作者：靳哲）

通过对各类实体词频的统计，可以发现物种

实体显著富集在“人”，“老鼠”，“斑马鱼”等物

种上，科学家们在人类男女性别中开展了丰富的

研究，并且以年龄为依据，在幼儿、儿童、青年、

老年人等中也开展了丰富的研究；疾病实体显著

富集在“Covid-19”，“高血压”、“肥胖”、“心血
管”、“中风”、“癌症”、“炎症”、“低血压”，可

以发现 Covid-19 与关联密切，这是由于 2019 年
后新冠疫情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影响巨大，加上搜

集的是 2020 年至今的文献，所以挖掘的数据会有
一定偏向性，糖尿病挖掘出来的其他症状与普遍

认知吻合；基因实体则如图三所示，显著富集于

“Sglt2”、“Fgf21”、“leptin”，“Pcsk9”等词汇上，
可以推测这些基因与糖尿病密切相关，并且可能是

导致糖尿病的相关基因；化合物实体显著富集在

“葡萄糖”，“胰岛素”，“脂质”，“维他命”，“甘油

三酯”上，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针对这些化合物的药

物来治疗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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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因词频词云。图片来源：python: 自绘

2.4.6 I 型糖尿病 HPO 富集条目的 PubTator
验证（本章节作者：樊亚鑫）

得到 HPO 富集结果后，我们使用 PubTator
下载了 38874 篇糖尿病相关文献的摘要进行证据
验证，验证我们得到的条目是否有文献支持。在

集到的 HPO 条目的相关基因中，我们发现 HLA-
DQA1、HLA-DQB1、CASP8，ALPL 等基因出现
频率及对应条目相对较多，因此详细了解了其功

能，发现其与糖尿病的发展密切相关。另外 ZNFX1
基因虽然没有在摘要中被找到，但是其富集到的

HPO 表型却多次在糖尿病相关文献的摘要中出
现。HLA-DQA1、HLA-DQB1 基因的某些变异，
造成患者的免疫系统损害，影响胰腺中产生胰岛

素的细胞，影响胰岛素的分泌，导致 I 型糖尿病
的症状和体征。与 HLA-DQA1、HLA-DQB1 相关
的 HPO 条目有血液中叶酸浓度的降低（Reduced
blood folate concentration），维生素 D 水平降低
（Low levels of vitamin D），维生素 B12 缺乏症
（Vitamin B12 deficiency），维生素 K含量低（Low

levels of vitamin K），支气管炎（Bronchitis），口
腔炎（Stomatitis），甲状腺炎（Thyroiditis）。其
中维生素 D 在 463 篇文献摘要中的 1458 个句子
中提及，维生素 B12 缺乏症在 78 篇文献摘要中共
230 句话中出现，维生素 K 含量在 65 篇文献 138
句话中被提到，甲状腺炎在 81 篇文献摘要的 172
句话中出现。详细情况请参看下表。

维生素 B 家族，可以改善血糖，减少神经病
变，防治并发症。研究显示，叶酸的摄入量与糖尿

病的患病率呈负相关性，且这种负相关可能是由于

叶酸参与调控高半胱氨酸水平，胰岛素敏感性和全

身性炎症而产生的 [11]。原发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功能减退是 I型糖尿病的常见合并症，直接影响维
生素 B12 代谢。基础研究结果显示，维生素 K 通
过使骨钙素羧化，还可促进胰岛素分泌，调控胰岛

素信号及 � 细胞增殖相关基因表达，改善胰岛素敏
感性与糖代谢。缺乏维生素 D 容易使人得 I 或者
II 型糖尿病。在一篇文章摘要中这样写到：免疫细
胞中都已经检测到了 1�，25-二羟基维生素 D3 的
活性受体。在人体和动物试验中已经证明缺乏维生

素 D 会影响胰岛素的合成，这表明缺乏维生素 D
在 II 型糖尿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 [12].各种炎症是
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我们在摘要文本中找到了多

篇介绍支气管炎，口腔炎，甲状腺炎与糖尿病之间

的文献。这些文献摘要验证了我们所找到的表型与

糖尿病的相关性。

有研究发现，高血糖可直接导致活体心肌细

胞调亡, 在糖尿病患者和动物模型中都可观察到心
肌细胞死亡，通过抗氧化剂或调亡信号途径的特

异性抑制剂抑制心肌细胞死亡，可以明显的阻止

糖尿病的心脏毒性, 因此心肌细胞死亡在糖尿病性
心肌病变中有重要作用。蛋白酶 CASP8 同时具有
诱导和抑制细胞死亡的功能：它可以诱导死亡受

体，比如 TNFR1 来诱导细胞凋亡，同时也可以
通过激酶 RIPK3 和 MLKL 来抑制细胞坏死 [12]。
与 CASP8 基因相关的 HPO 表型有缺陷 B 细胞
活化（Defective B cell activation），52 篇文献摘
要中 105 句中出现。

减少 cd95 诱导的淋巴细胞凋亡（Reduced
CD95-induced lymphocyte apoptosis），在文献中
[11] 提到。富集到的表型与其基因功能有密不可分
的关联且与 I型糖尿病休戚相关。ALPL通过调节
L-型钙离子通道调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成
脂分化平衡，大量研究表明高糖环境会抑制间充质

干细胞的成骨分化，由于高糖微环境抑制间充质干

细胞的成骨分化会使得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的发

生率和骨折的风险比血糖正常者明显增高。我们富

集到与 ALPL 基因相关的 HPO 表型有磷酸乙醇
尿症（Phosphoethanolaminuria）和恒牙过早脱落
（Premature loss of permanent teeth）。早有研究证
实，磷酸乙醇尿症也发生在代谢性骨疾病下。因此

富集到的表型与基因功能和糖尿病均有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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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FX1 是一个干扰素诱导基因（interferon
stimulated gene, ISG），定位于线粒体外膜上。病
毒感染后，ZNFX1 通过 ARM 和 P-loop 结构域
结合病毒的 dsRNA，并与定于线粒体的接头分子
MAVS 相互作用，激活 I 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发
挥抑制 RNA 病毒复制的功能 [13]。我们富集到与
ZNFX1 基因相关的 HPO 条目有严重的病毒感染
（Severe viral infection），在 68篇文献摘要中出现。
持续发烧（prsistent fever），在 493篇文献中出现。
虽然病毒感染并不会直接促进糖尿病的产生，但当

全身胰岛素敏感性已经降低时，例如在糖尿病前期

的肥胖者由于肝脏已经产生胰岛素抵抗，感染便会

通过增强骨骼肌的胰岛素抵抗最终压倒代偿性的

胰岛素分泌，此时患者将产生糖尿病高血糖的临床

表现 [14]。

表 1: 显著基因对应的 HPO 富集条目出现在文章
的数量。数据：运算得出

Gene HPO 富集条目 quantity
ALDOB Persistent fever 493

HLA-DQB1 Low levels of vitamin D 463
HLA-DQA1 Thyroiditis 81

CASP8 Defective B cell activation 52
ALPL Rickets 13

2.4.7 II型糖尿病 HPO富集条目的 PubTator
验证（本章节作者：郑孟卓）

在利用 PubTator 获取 PMID 对应文献摘
要及识别得到的实体信息中，CFTR、CYP1B1、
FOXP3 等在 HPO 富集到的基因及其表型性状出
现了多次，表明这些相关基因及其表型与 II 型糖
尿病确实存在相关关联，为上述 II 型糖尿病 HPO
富集结果提供有力证据支持。

在上一节 II型糖尿病富集结果中，将 CYP1B1
基因富集到视网膜静脉阻塞（RVO，Retinal vein
occlusion）表型性状上。在利用 pubtator 获取的
文献中，共有 43 篇摘要 56 条语句描述相关信息。
CYP1B1 基因纯和突变可能是 PCG、RVO 等一
些常见眼部疾病的重要遗传因素；除此之外，在一

项 GWAS 研究中鉴定出 31 个基因位点与脂肪形
态相关联，其中 CYP1B1 基因通过影响脂肪生成
进而在脂肪形态形成中发挥作用，并可能进一步导

致肥胖引发的 II 型糖尿病 [15]。另一方面，在一

项从 2003 年 1 月至 2005 年 12 月的全国性配对
队列研究中发现，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患者发生

RVO 的风险显著升高（发病率比 =1.91，95% 可
信区间 [CI]=1.75-2.08），表明糖尿病与 RVO 发病
情况呈现正相关关系，进一步为 II 型糖尿病与视
网膜静脉阻塞的紧密联系提供证据支撑 [16]。

在 HPO 富集结果中，ALDOB 基因富集到近
端肾小管酸中毒（Proximal renal tubular acidosis）
条目中。在利用 pubtator 获取的文献中，共有 5
篇摘要 5 条语句描述相关信息。糖酵解功能障碍
是糖尿病肾病（DKD）足细胞损伤的重要发病机
制，研究发现 ALDOB 基因过表达可能导致细胞
骨架重塑和肾损伤，在体外抑制 ALDOB 基因可
调节 FBP 水平和抑制 RhoA/ROCK1 途径使足细
胞免于细胞骨架重塑 [17]。不仅仅是近端肾小管酸
中毒，II 型糖尿病患者多种肾病发病风险较高。糖
尿病肾病（DKD）和非糖尿病肾病（NDKD）的发
病机理不同，在临床诊断上，肾动脉阻力指数 RI
在二者的鉴定中具有潜在作用 [18]。通过 HPO 富
集分析，FOX3 基因和 CFTR 基因富集到肠梗阻
（Ileus）表型性状。在利用 pubtator抓取的文献中，
共有 15 篇摘要 26 条语句描述相关信息。研究表
明，调节性 T 细胞的主要转录因子 FOXP3 突变
可引起免疫失调、肠病等罕见的单基因原发性疾病

[19]。CTRF 基因编码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器
（CFTR），其基因突变可导致囊性纤维化疾病，并
形成囊性纤维化糖尿病（CFRD）。此外，研究发现
肠道疾病，例如炎症性肠炎（IBD），和 II 型糖尿
病（T2DM）之间存在共性，可能是由于肠道微生
物组定制及其代谢物对器官影响导致，进一步揭示

II 型糖尿病与肠道微生物组之间的潜在关联 [20]。

根据富集分析结果，SLC2A2 基因富集到慢性
酸中毒（Chronic acidosis）表型性状中。在所获取的
38874篇糖尿病相关文献中，共有 561篇文献 1035
条语句与此条信息相关。研究表明，SLC2A2 基因
突变可引起范科尼-比克尔综合征（FBS, Fanconi
Bickel Syndrome）及 II 型糖尿病（T2DM）。FBS
患者常表现出肾性过多丢失而产生的全氨基酸尿、

葡萄糖尿等有机酸尿，通常与糖尿病共同发生 [21]。
另一方面，糖尿病酸中毒（DKA）不仅仅发生在
患有 I 型糖尿病的年轻人群，也会发病于患有 II
型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中并且较为常见，严重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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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危及生命，II 型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应
当更加警醒避免酸中毒现象的发生 [22]。以上证据
来源于 PubTator 抓取的文献信息，对于前一小节
中 II 型糖尿病 HPO 富集结果提供进一步证据支
持，有利于进一步发掘 II 型糖尿病与特定基因/表
型性状的潜在关联。

表 2: 显著基因对应的 HPO 富集条目出现在文章
的数量。数据：运算得出

Gene HPO 富集条目 quantity
SLC2A2 Chronic acidosis 561

FOX3,CFTR Ileus 15
ALDOB renal tubular acidosis 5

2.5 实验结论（本章节作者：樊亚鑫）

首先我们在正常的数据集和 I 型、II 型糖尿
病的数据集中通过 GEO2R 找出差异基因并可视
化，然后计算出对应的 N,K,M,Q 值，再利用 R 包
fdrtool 对 p 值进行校正，选取 p 值小于 0.05 的
HPO 子集，使用 R 包 ggplot 可视化。得到 I 型、
II 型糖尿病患者上调和下调差异表达基因 HPO
富集分析结果。查找相关研究验证, 并与我们富
集到的症状表型比对以验证富集的准确性，同时

寻找与 I 型糖尿病有关联的潜在分子信息。发现
其上调基因主要富集在致病微生物感染、B 细胞
免疫缺陷等疾病表型，表明 I 型糖尿病与某些并
发症相关联；下调基因主要富集在维生素 B6 水
平降低、维生素 K 降低、叶酸浓度降低、前白蛋
白水平降低等性状表型，表明这些基因通过参与

某些生理代谢过程造成某些生理指标水平的降低，

继而与 I 型糖尿病相关联。II 型上调基因是肠道
水肿 (Intestinal edema), 视网膜静脉阻塞 (Reti-
nal vein occlusion), 碳酸氢盐消耗性肾小管酸中毒
(Bicarbonate-wasting renal tubular acidosis),近端
肾小管酸中毒 (Proximal renal tubular acidosis)和
麻痹性肠阻塞 (Ileus)，下调富集到富集到食管痉挛
（Esophageal spasms）、痛风（Odynophagia）、含铁
血黄素尿液（hemosiderinuria）、特异性抗多尿抗体
水平降低（Decreased specific anti-polysaccharide
antibody level）等条目。接下来我们编写 shell 脚
本通过 PubTator 获取 PMID 对应文献摘要及识
别得到的实体信息。再使用正则表达式过滤所得

文件中的标题、摘要等部分，分别提取出六类实体

信息存入以其实体名称命名的文本中。使用老师

在实验课提供的代码提取文本中与我们使用 HPO
富集到的表型的关键词相匹配的摘要及句子数目。

为我们富集到的表型信息提供了证据。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樊亚鑫）

首先我们考虑队伍三人都是生物背景的学生,
基于人体表型本体 HPO的富集分析对于我们来说
是相对熟悉的领域且代码要求不高, 对我们来说难
度适中。接下来我们了解到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的数据，截止到 2019年，中国糖尿病患者数
排名第一，总人数约为 1.164 亿人。全球全因死亡
率中，大约 11.3% 与糖尿病相关，仅 2019 年，大
约有 420万成人（20-79岁），相当于每 8秒就有 1
人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而死亡。每年中国因糖尿病

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 83.4 万。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和预期寿命，为患者及社

会带来了极大的医疗和经济负担，我国糖尿病的防

控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我们决定做糖尿病的人

体表型 HPO 富集分析。我们先了解糖尿病的相关
知识如糖尿病的致病机理及分型, 然后学习 HPO
数据库的使用以及富集分析算法的原理, 了解完
相关背景知识后我们在 ncbi 数据库上找到了糖尿
病 I 型患者与正常人的转录组数据, 并使用 GEO
在线分析工具 GEO2R 得到差异表达基因, 筛选
p<0.05,|logFC | > 1 的基因为差异表达基因我们共

得到 148 个差异表达基因，使用 Excell 表格筛选
p<0.05,|logFC | > 1 的差异表达基因为上调基因,
我们共得到 57 个上调基因 p<0.05,|logFC | > 1 的

差异表达基因为下调基因，共得到 91 个下调基因。
得到上调和下调两个基因集后分别进行 HPO富集
分析。我们在 HPO 官网上下载 HPO 官网最新背
景数据集，使用往届师兄师姐的代码得到我们的富

集结果并导出表格，绘制出条形图。得到结果图后

我们分析了相关表型与 I型糖尿病的关联，挖掘一
型糖尿病的差异基因和疾病表型之间的联系，与已

知的症状表型相比对以验证富集的准确性。在得到

老师的指导后，我们了解到可以使用 PubTator 下
载与糖尿病相关的文献，从文献中挖掘出与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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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及基因相关的知识，来验证我们得到的 HPO
富集结果，于是我们使用老师课上提供的代码使用

我们富集到的 HPO 条目作为关键词，统计匹配到
的文章数目，查看摘要，找出其与糖尿病的联系，

验证了我们得到的 HPO 富集结果的准确性。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郑孟

卓）

（1）HPO 最 新 背 景 数 据：http:
//purl.obolibrary.org/obo/hp/hpoa/genes_
to_phenotype.txt
（2）基因表达数据论文来源：Low gene expres-

sion levels of activating receptors of natural killer
cells (NKG2E and CD94) in patients with fulmi-
nant type 1 diabetes
（3）R脚本代码参考：2020年《生物文本挖掘

与知识发现概论》论文集—-寨卡病毒感染人体胸
腺上皮细胞 HPO 富集分析. 刘彤

(4) 文献发现代码参考 2021 年《生物文本挖
掘与知识发现概论》论文集—-Covid-19 科学文献
知识发现. 孙阳, 黄紫嫣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靳哲）

在刚开始选题时，我们三个其实并不知道什么

是 HPO，对富集分析也知之甚少。当上完老师讲述
的课程后，我们才明白富集分析的算法和原理。其

中论文选题是糖尿病 HPO 富集分析，不同与 GO
富集分析，背景数据是课程上讲述的 HPO project
提供的数据集，糖尿病的基因集则来自 NCBI 上。
糖尿病作为各个国家中的高发病，目前在 PubMed
上共有 64 多万篇文献，其中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
信息供以研究，因此在本项目中我们进行了糖尿

病科学文献的知识发现。在获取文献 PMID 号时，
我们使用的是老师推荐的 edirect 工具，然后用课
堂里的 shell 脚本抓取文献，最后用 python 脚本
找出与性状或基因相关联的句子进行证实。

3.4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靳哲）

靳哲：课程论文撰写、latex 排版、文献提取、
PubTator 知识发现、PMID 及文献抓取、Python

脚本编写、绘制词云图及显著基因分析。

樊亚鑫：课程论文撰写、富集分析数据获取、

处理、可视化、富集分析结果分析、实体信息分析。

郑孟卓：课程论文撰写、摘要及校对、内容简

介、富集分析结果分析、实体信息分析。

3.5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郑孟卓）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如下:
（1）根据已有差异表达基因数据进行 HPO 富

集分析，发现了 I 型糖尿病和 II 型糖尿病的上调
基因和下调基因分别富集到相关表型性状上，为 I
型和 II 型糖尿病的机制发现和解读奠定一定的基
础，具有相应的生物学意义；

（2）利用 PubTator 抓取与糖尿病相关文献及
其注释信息，为 HPO 富集分析结果中的 gene/de-
scription 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缺点如下：（1）本论文缺点
是代码运用较为简单，并且富集到的生物学条目需

要进一步进行生物学实验验证。

（2）I型糖尿病数据集来源和 II型糖尿病数据
来源不是一项科学研究，其数据和差异表达结果可

能存在异质性，理想情况下应寻找包含 I型糖尿病
和 II 型糖尿病的大样本数据。
（3）某些 HPO 富集到的基因/表型性状在文

献中没有提到或提到次数较少，分析可能是由于利

用关键词严格限定通过 PubTator抓取的文献数量
有限，导致分析有所遗漏；亦或是该基因/表型与
糖尿病可能存在的潜在关联尚未挖掘得到，需要进

一步的科学研究发现。

3.6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靳哲）

第 1 周：首先我们会将老师指出的问题进行
修改，由于上次富集分析针对的是 I 型糖尿病患
者和健康人群，而糖尿病主要是分为 I 型和 II 型，
并且 II 型患者占糖尿病宗患者的绝大多数，因此
会把 II 型患者和健康人群的数据进行差异分析并
富集，找出上调、下调基因的异同然后展开讨论。

第 2 周：做糖尿病科学文献的知识发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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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BI 上的 edierct 工具抓取 PubMed 中糖尿病相
关文献的 PMID，然后转化为纯文本格式。并且由
于 PubTator 整合了 PubMed 文献数据库中收录
文献摘要中的实体信息，可以借此获得与 PMID
对应的文献信息，过滤所得文件中的标题、摘要等

部分，分别提取出实体信息存入以其实体名称命名

的文本中。

第 3-4 周：对获得实体进行知识挖掘，统计统
计基因实体出现频率并画出词云图，找出与糖尿

病显著相关的基因，并再次对其进行 GO 富集分
析，比较与之前分析结果的异同。并且获得糖尿病

相关的生理生化指标，找到出现次数较多的化合物

并查阅其功能，从而对糖尿病的预防与治疗起到一

定帮助。

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请

指出相关章节。

答：在基因集数据来源上我们并没有选择基因

芯片数据，自己去做基因差异分析，去筛选 p 值
和 log，得到上调下调基因，而是选择已经筛选好
的基因集。此外抓取文献数目由于时间限制，并没

有选择全部文献。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无任何潜在风险，因此没有在文中提及。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可以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无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有，详情请见第 2 章 2.1 小节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1.GEO 使用条款：除非另有说明，否则
NCBI Web 服务器上的文档和文件可以免费下载
和复制。但是，本网站上的某些材料（如摘要）可

能受美国和外国版权法的版权保护。对于此类材

料，提交的作者或出版商保留复制或再分发的所有

权利。复制这些文件可能需要许可。所有复制，再

分发或商业使用此信息的人都应遵守版权所有者

主张的条款和条件。

2.HPO 使用条款：以下所有许可证限制都适
用于 HPO 项目提供的所有文件：�HPO 词汇表、
注释文件、工具和文档均可免费使用。�HPO 受版
权保护以保护词汇表的完整性，这意味着 HPO 词
汇表的更改需要由 HPO 开发人员完成。但是，任
何人都可以在三种情况下下载 HPO并使用本体或
其他 HPO 文件。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答：本文使用到的 HPO 背景数据集中包含超
过 13,000 个术语以及超过 156,000 个遗传疾病的
注释信息。我们使用 GEO 在线分析工具 GEO2R
得到共 148 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包括 57 个上调
基因和 91 个下调基因。

4.1.8 本工作是否使用了代码计算，如果有，是否

介绍了运行环境和运行时间？如果有，青

指出相关章节。

答：使用了代码计算，在 2.3 实验设计章节我
们介绍了实验的软硬件条件。

4.2 某些关键代码

代 码 来 源：https://hub.nuaa.cf/
tongliu-liu/HPO-enrichment-analysis/
blob/master/HPO-enrichment-analysi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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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O富集分析

王泽林1, 张哲康2

1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2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肺癌现在位列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首位,致死

率也是首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中国随着人

均寿命延长,城市化加快,吸烟习惯,职业暴露,环境

污染,遗传易感性等因素的影响,肺癌的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肺癌呈现出早期预

后良好,晚期致死率高,进展快的特点。今早发现对

降低肺癌致死率非常重要,肺癌的早期诊断是个难

题,早期肺癌不容易被感知或发现。本研究将分析

肺癌与早期肺癌的特异性基因集HPO,筛选差异表

达基因的表型,从中汇总分析试着从分析,从中获

得关于肺癌的人类表型特征,并获得早期肺癌的差

异。

关键词: 肺癌, HPO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张哲康）

肺癌是起源于肺部支气管黏膜或腺体的恶性

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群健康和

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近50年来许多国

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

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

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肺

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长

期大量吸烟与肺癌的发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已

有的研究证明：长期大量吸烟者患肺癌的概率是

不吸烟者的10～20倍，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

肺癌的几率越高。此外，吸烟不仅直接影响本人

的身体健康，还对周围人群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导致被动吸烟者肺癌患病率明显增加。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

《世界癌症报告》2020 版数据显示，肺癌的发病

率居全球第二，而死亡率仍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

中国的新发癌症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均为全球第

一，其中肺癌死亡人数远高于其它癌种。与欧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癌症的死亡率高，5 年、10

年生存率较低。究其原因，是我国癌症的早期诊

断率较低。癌症患者早、晚期诊断的 5 年生存率

相差巨大，早期诊断者生存率可达到 70%～90%，

而晚期则骤降至 12%。早期肺癌并没有特征性的

临床症状，所以大多数患者出现明显症状而就诊

时已经处于中晚期。

2019年9月，英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结合血

液检测和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CT）的新型检测

技术，可更早、更准确地检测出肺癌，有助于患

者尽早开始治疗。

2022年3月，肺癌领域创新药物布格替尼正式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单药适

用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

转移性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

本研究通过对肺癌细胞和人体正常细胞的

差异表达基因进行传统富集分析即 ORA（Over-

Representation Analysis），同时进行简单的GO富

集分析，将得到差异化基因的功能相关图进行结

合分析，观察其差异表达基因所富集到的HPO子

集，与已知的临床症状进行比较，从而验证本研

究实验数据和分析方法的正确性。同时重点研究

肺癌细胞基因层面的发病机理，为早期诊断肺癌

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GO分析可以帮我们找到提交的基因集中各

个基因是否有共同的GO条目，或者有没有共同

的上级GO条目，可以发现某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基

因（比如在某条共同的通路中起作用)。在对数据

可视化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富集气泡图，在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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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X轴： RichFactor，富集因子，是指前景基因

集中属于这个term的基因的数量/背景基因集中富

集在这个term中所有基因的数量；

Y轴：Go term名称；

气泡颜色：q − value（也可以用p − value绘

图)，代表富集显著程度，在这个图形当中，颜色

越红代表q − value越小，富集程度越高；

气泡大小：数量，前景基因集中属于这

个term的基因数量。气泡越红越大，富集的基因

数目越多，富集越显著；

为了寻求改进我们探究了几种基因功能富集

分析方法。ORA 法的大致内容是使用基因数目

信息设置阈值进行筛选得到差异表达基因，计算

得到的基因列表与通路中的基因集重叠基因数目，

以统计检验的方式检验这个数目是否显著高于随

机，结果稳健可靠。缺点在于，该方法仅关注到

基因的数目信息，需要设置阈值人为筛选差异基

因，因此阈值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关键基是

否被漏选使其灵敏性下降，同时该方法也未能关

注到基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FCS 在 ORA

的基础上做了改良，输入值为根据基因表达水平

差异值打分排序后的基因表达谱，并且通过统计

模型它能够将待测基因集分数转化为功能集分数，

纳入基因表达值属性。PT 法则弥补前两者缺陷，

考虑通路中基因位置属性，例如上下游基因改变

对通路影响明显不同等。GO 等注释数据库中基

因功能集中不包含任何拓扑结构信息，仅提供了

可能属于同一通路的所有基因列表。所以，PT 方

法不能被用于 GO 通路的富集分析。NT 法顾名

思义，是一种基于生物网络拓扑结构的富集分析

方法，与传统方法比较，NT 法考虑了系统层面基

因重要性程度和关联信息，大大提高了预测结果

准确度。

1.2 该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张哲

康）

人类表型术语集（Human Phenotype Ontol-

ogy,HPO），旨在提供人类疾病中用于描述表型异

常的标准词汇。HPO每个术语描述了一种表型异

常，如房间隔缺损（atrial Septal defect）。HPO目

前正在利用从医学文献，Orphanet,DECIPHER

和OMIM数据库获得的信息进行开发，目前包含

约11000项名词和超过115000项关于遗传性疾病的

注释。HPO数据库还提供了一套针对约4000种疾

病的注释（annotations）。

编写R程序，将差异表达基因匹配到背景

数据集中，采用phyper函数计算p值，筛选p-

value的HPO子集。

（p值计算方法如下）超几何分布：

PQ =
CQ

M ∗ CK−Q
N−M

CK
N

(1)

超几何分布是统计学上一种离散概率分布。

它描述了从有限N个物件（其中包含M个指定种类

的物件）中抽出n个物件，成功抽出该指定种类的

物件的次数（不放回）。

N：HPO 背景数据集中所有 gene 数目; M：

HPO 背景数据集中某个 Term 的基因数目；K：

差异表达基因数目；Q：该 Term 在差异基因中对

应的基因数目;

在进行生物学统计分析的时候P值是需要进行

校正的。因为P值的阈值是人为规定的，无论是多

小的P值，也仅仅能代表结果的低假阳性，而非保

证结果为真。即使P值已经很小（比如0.05），也会

被检验的总次数无限放大。比如检验10000次，得

到假阳性结果的次数就会达到 5%10000=500次。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引入多重检验来进行

校正，从而减低假阳性结果在我们的检验中出现

的次数。

我们使用相对温和的FDR校正，这种校正方

法不追求完全没有假阳性结果，而是将假阳性结

果和真阳性的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举个例子，

我们最开始设定的情况中进行了10000次检验，这

次我们设定FDR¡0.05，如果我们的检验对象为差

异表达的基因，那么在10000次检验中假如得到

了500个基因，那么这500个基因中的假阳性结果

小于 500*5% = 25 个。

FDR矫正公式：

q乶乡乬乵乥 =
p乶乡乬乵乥 ∗ n

rank
(2)

pvalue：超几何分布方法计算得到 p值; n：超

几何分布方法得到的数据量（pvalue 数）; rank：

pvalue 从小到大排序后的次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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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R 校正的目的就是控制 q 值通过多重检

验校正减少假阳性发生次数。在 R 中可以使用

fdrtool 包对P 值进行 FDR 校正。

该函数计算的基本思想就是使用经验贝叶斯

方法，假设研究的对象分为两部分（null, non-

null），可理解为显著和不显著两部分，从二者的

混合分布中计算出null部分所占的比例。此外，开

发该包的作者集成了多种方法，可分析的对象种

类比较多，使其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2 数据背景与实验设计（本章节

作者：王泽林）

2.1 数据来源

依 据HPO官 网 的genestophenotype.txt数

据,以及NCBI论文Genomic analyses based on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in situ reveal early

lung cancer signature,对肺腺癌和早期肺腺癌的基

因特征做分析。

数据中包含两个基因集。第一个基因集为肺

癌特异性基因集,包含107个基因,由肺癌侵袭的组

织对RNA-seq差异性表达分析获得。第二个基因

集为早期肺癌特异性基因集,包含20个特征基因。

早期肺癌基因集来自于第一个基因集,使用从癌症

基因组图谱 (TCGA)肺腺癌样本中获得的数据集，

随机森林的特征选择将此20个肺癌特异性基因确

定为早期肺癌特征,在对三个独立的组织样本数据

集进行盲分类时，这些特征基因在区分早期肺癌

和正常病例方面始终保持98%的准确率。

2.2 实验设计思路（本章节作者：王泽

林）

早期肺癌救治率高,晚期肺癌预后差。防治肺

癌得重中之重是早期肺癌得筛查。因此本文得研

究将以早期肺癌特征为中心,研究早期肺癌得表型

特征以筛查早期肺癌。

本文旨在利用和肺癌全程和早期肺癌的特异

性基因集进行HPO富集,依据不同的基因集判断癌

症发展过程中的HPO差异,结合GO富集,经一部分

析肺癌进程中的表现特征,得出早期肺癌得表型特

征。

2.3 本文方法和课堂内容的联系

本文完成了课堂内容中HPO部分的代码复

现,结合了富集分析部分得课堂内容,结合生物学

意义分析了肺癌和早期肺癌的HPO含义。

2.4 本文方法和课堂内容的创新

本文结合医学资料,对HPO富集结果的背后的

临床意义做了更多探讨。

2.5 临床医学背景资料（本章节作者：王

泽林）

肺器官的特殊性,如空间大神经少,缺少直接的

感知。肺癌的直接临床症状有:咳嗽,咯血,胸闷胸

痛,发热,喘鸣,体重下降,呼吸困难,声嘶,吞咽困难。

何纳氏征。

癌作用于其他系统引起的肺外表现,称之为副

癌综合征。其包括:

(1)某些可出现一些少见症状或体征

(2)不是肿瘤的直接作用或转移引起的

(3)它可出现于肺癌发现之前或之后，也可同

时发生

(4)发展一般与肿瘤的进程平行,即在肿瘤经手

术,放疗,化疗后退缩或消灭时,副癌综合征随着好

转或消失,在肿瘤复发或转移时出现

(5)这类症状和体征表现于胸部以外的脏器，

故称为肺癌的肺外表现又称伴癌综合征

2.5.1 副癌综合征产生机制

(1)肿瘤产生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或多肽类

激素或其前体

(2)肿瘤导致自家免疫反应

(3)肿瘤血管丰富及基底膜破坏,抗原组织物质

进入血流、毒素入血,正常生理性功能或其它毒性

现象的异常启动

2.5.2 副癌综合征意义

在肿瘤尚未暴露之前即有本征，可成为早期

诊断的线索，有利于提高治愈率.因治疗肿瘤，本

症可消失，如再出现，则提示肿瘤的复发，故有

利于监测肿瘤的复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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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副癌综合征

异位内分泌综合症:肿瘤细胞分泌一些具有生

物活性的多肽或胺类激素，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甲状旁素、降钙素、抗利尿激素、5-羟色胺等，使

肺癌病人表现出特殊的内分泌障碍,包括：抗利

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症,异位ACTH综合症,高钙血

症,类癌综合症,异位促性腺激素综合症,低血糖等

骨骼系统副癌综合征 :肥大性骨关节病,多见

于肺癌特别是鳞癌，也见于局限性胸膜间皮瘤和

肺转移癌,多侵犯上下肢长骨远端,受累关节肿胀、

压痛、长骨远端骨干的x线显示骨膜增厚，新骨形

成，コ骨显像呈现病变处有核素浓聚

神经肌肉综合症: 小脑皮质变性 ,周围神经病

变 ,脊髓小脑变性 ,多灶性脑白质病,多发性肌炎

,肌无力综合征

皮肤病变: 皮肌炎,黑棘皮病,皮肤粘膜黑色素

斑,掌跖部位的红斑性角化症.

2.5.4 副癌综合征和早期肺癌特异性基因

的HPO富集关系和区别

HPO为人类疾病中描述表型异常的标准词

汇的人类表型术语集.对早期肺癌特异性基因集

的HPO富集,获得了与早期肺癌基因鱼贯的疾病表

型.

副癌综合征为早期癌症的临床特征,但是描述

不规范,更倾向于描述癌症的表面现象,具有临床上

的指导意义.同时部分症状为占位引起的并发症,并

不在基因上有所体现,因而在本实验中未能富集得

到.

3 算法实践和代码编写（本章节

作者：王泽林）

3.0.1 任务描述

根据实验目标获取基因集合，依据数学公式

原理对数据集的p−value进行计算，再利用FDR校

正得到q − value，通过q − value来筛选 HPO 子

集。

3.0.2 获取数据并处理

在NCBI搜索相关文献，下载附录资料，并对

获取的表格进行整理。

3.0.3 计算

用p − value计算并对p − value进行矫正，选

取q− value ≤ 0.05的HPO子集，使用R包ggplot可

视化。

3.1 实验条件

个人电脑,window 10,R,python

3.2 流程步骤

(1),对HPO数据集做处理,保留需要的信息;

(2),筛选和肺癌相关的HPO;

(3),对基因集矫正,FDR矫正,再次筛选;

(4),用ggplot进行可视化;

(5),对数据集对比分析;

(6)对基因集做GO分析

3.3 结果分析（本章节作者：王泽林）

3.3.1 肺癌基因背景结果图表（本章节作者：王

泽林）

此 基 因 集 基 于 差 异 表 达 分 析， 鉴 定

出107个AIS特 异 性 基 因.与 这 些 基 因 相 关 的

重要功能包括血管生成和ECM-受体相互作

用，它们与癌症发展高度相关.HPO富集分

析,得到其中表达的性状.Elevated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肺动脉压升高”； Lack of fa-

cial subcutaneous fat”面部皮下脂肪不足”；

Shell teeth”贝壳牙”； Hyperlipoproteinemia”高

脂蛋白血症”； Increased red cell sickling ten-

dency”红细胞镰刀倾向增加”；Priapism”阴茎异

常勃起”；Glomerular deposits”肾小球沉积物”；

Hyperactive bowel sounds”肠音亢进”；Pilonidal

sinus”毛窦”；Aplastic pubic bones”再生障碍性耻

骨”；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tarsal bones”跗骨

发育不全/发育不全”；Occipital meningocele”枕

部脑膜膨出”；Anteriorly displaced genitalia”前

移位的生殖器”；Aplasia/Hypoplasia involv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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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肺癌特异性基因集HPO富集

the carpal bones”累及腕骨的发育不全/发育不

全”；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5th finger”第五

指发育不全/发育不全”；Hyperxanthinemia”高

黄嘌呤血症”；Pleural lymphangiectasia”胸膜淋

巴管扩张症”；Thyroid lymphangiectasia”甲状

腺淋巴管扩张症”；Microcytic anemia”微细胞

性贫血”；Fingerpad telangiectases”指垫毛细血

管扩张症”；Gastrointestinal telangiectasia”胃肠

道毛细血管扩张”；Palate telangiectasia”腭毛

细血管扩张”；Nasal mucosa telangiectasia”鼻粘

膜毛细血管扩张”；Spinal arteriovenous malfor-

mation”脊髓动静脉畸形”；Tongue telangiecta-

sia”舌头毛细血管扩张”；Nail bed telangiecta-

sia”甲床毛细血管扩张症”；Brain abscess”脑脓

肿”；Pregnancy exposure”怀孕暴露”；Decreased

adipose tissue around neck”颈部周围脂肪组织

减少”；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pubic bone”耻

骨发育不全/发育不全”；Dentinogenesis imper-

fecta limited to primary teeth”仅限于乳牙的

牙本质发育不全”；Periapical bone loss”根尖周

骨丢失”；Pigment gallstones”色素性胆结石”；

Reduced xanthine dehydrogenase activity”黄嘌呤

脱氢酶活性降低”；Pericardial lymphangiecta-

sia”心包淋巴管扩张症”。

3.3.2 早期肺癌结果图表（本章节作者：王泽

林）

此基因集中包含在早期肺癌中即可有

显著差异表达的基因,被认为是早期肺癌诊

断特征.用于进一步验证和分析这些基因可

以作为早期肺癌的特征。通过HPO富集分

析发现其中有Elevated pulmonary artery pres-

sure”肺动脉压升高”； Lack of facial subcuta-

neous fat”面部皮下脂肪不足”； Pilonidal si-

nus”毛窦”；Aplastic pubic bones”再生障碍性耻

骨”；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tarsal bones”跗

骨发育不全/发育不全”； Occipital meningo-

cele”枕部脑膜膨出”；Anteriorly displaced geni-

talia”前移位的生殖器”；Aplasia/Hypoplasi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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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早期肺癌特异性基因集HPO富集

volving the carpal bones”累及腕骨的发育不

全/发育不全”；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5th fin-

ger”第五指发育不全/发育不全”；Decreased adi-

pose tissue around neck”颈部周围脂肪组织减

少”；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pubic bone”耻骨

发育不全/发育不全”；Abnormal finger flexion

creases”手指弯曲褶皱异常”；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phalanges of the toes”脚趾指骨发育不

全/发育不全”；Long ear”长耳朵”；Carpal bone

aplasia”腕骨发育不全”；Aplasia/Hypoplasia in-

volving the pelvis”骨盆发育不全/发育不全”；

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femur”股骨发育不

全/发育不全”；Aplasia/Hypoplasia of metatarsal

bones”跖骨发育不全/发育不全”；Increased pul-

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肺血管阻力增加”；

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sacrum”骶骨发育不

全/发育不全”；Prolonged bleeding time”出血时

间延长”；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fibula”腓

骨发育不全/发育不全”；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phalanges of the hand”手指骨发育不全/发

育不全”；Decreased serum complement C4”血清

补体C4减少”；Abnormal bowel sounds”肠鸣音

异常”；Dark urine”黑尿”；Generalized lipodys-

trophy”全身性脂肪营养不良”； Abnormality

of the endocrine system”内分泌系统异常”；

Primary congenital glaucoma”原发性先天性青

光眼”；Congenital pseudoarthrosis of the clav-

icle”先天性锁骨假性关节病”； Intestinal bleed-

ing”肠出血”； Lupus anticoagulant”狼疮抗凝

剂”； Anteverted ears”前倾的耳朵”； Aplasia

of the ulna”尺骨发育不全”； Elbow ankylo-

sis”肘关节强直”；Venous malformation”静脉畸

形”；Ectrodactyly”电致性”；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ulna”尺骨发育不全/发育不全”；Broad

clavicles”宽锁骨”；Abnormality of skeletal mus-

cle fiber size”骨骼肌纤维大小异常”；Discoid

lupus rash”盘状狼疮疹”；Contractures involv-

ing the joints of the feet”涉及足部关节的

挛缩”；Atlantoaxial dislocation”寰枢椎脱位”；

Phocomelia”四肢畸形”；Aplasia/Hypoplasi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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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ving the metacarpal bones”涉及掌骨的发

育 不 全/发 育 不 全”； Diastema”牙 间 隙 大”；

Decreased calvarial ossification”颅 骨 骨 化 减

少”；Prominent sternum”胸骨突出”；Oliguria”少

尿”；Gastrointestinal infarctions”胃肠道梗死”；

Narrow foramen obturatorium”闭孔狭窄”；Hand

oligodactyly”手少指。

3.4 表型与基因对照分析（本章节作者：

王泽林）

结合生物学意义可知,其中部分症状,仅为基因

表征,与肺癌症状无关。

”第五指发育不全/发育不全””腕骨发育

不全””脚趾指骨发育不全/发育不全””跗骨

发育不全/发育不全””腓骨发育不全/发育不

全”,由WNT7A调控,该基因是 WNT 基因家族的

成员，该家族由编码分泌信号蛋白的结构相关

基因组成。这些蛋白质与肿瘤发生和几个发育

过程有关，包括在胚胎发生过程中调节细胞

命运和模式。该基因参与女性生殖道前后轴

的发育，在子宫平滑肌模式和成人子宫功能

的维持中也起着关键作用。该基因的突变与

Fuhrmann和 Al-Awadi/Raas-Rothschild/Schinzel

phocomelia 综合征有关。

HPO中还富集到了黑尿Dark urine的症状，结

合百度可知有非常多的人对“肺癌黑尿”一关键

词做了搜索，但是在学术文库如NCBI，知网中均

无找到相关报道，这可能是临床中难以收集和观

察到的症状。黑尿症状和盘装狼疮疹由SPP1基因

导致。该基因也是重要的肺癌标志基因。SPP1产

生一种多功能和分泌型整合素结合糖蛋白，分泌

型磷蛋白Ⅰ，被发现在不同的组织和细胞类型中

表达。SPP1的生物学功能是多变的，特别是在

某些生理和病理条件下，包括耐药性、细胞增

殖、侵袭、存活、干细胞样行为和肿瘤转移。有

证据表明，SPP1在多种肿瘤相关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例如增殖、侵袭、迁移、血管生成和转

移。SPP1在转移过程中促进上皮-间质转化并调

节肿瘤微环境有利于转移。在实验和临床研究中，

SPP1已被证明与不同肿瘤的进展和预后相关。最

近的研究表明，SPP1的过表达可用作许多人类

癌症预后不良的指标，例如肺癌、胃癌、结肠直

肠癌和前列腺癌。研究表明，SPP1通过与整合素

或 CD44 受体相互作用来调节肿瘤发生，随后激

活Wnt信号传导。或粘着斑激酶 (FAK)/P-糖蛋白

(P-GP) 信号转导通路。

CAV1基因会导致面部皮下脂肪不足和黑

棘皮。Cav1基因定位于7号染色体,CAV-1蛋白

相对分子质量约为21000-24000之间。负责编

码Caveolin-1（CAV-1）蛋白，该蛋白又被称为

窖蛋白-1，属于嵌膜蛋白质Caveolin家族成员

之一，该家族包括3种蛋白质，分别是Caveolin-

1， Caveolin-2以及Caveolin-3。其中CAV-1蛋白

由178个氨基酸组成，有两种异构体，分别为CAV-

1ケ和CAV-1ゲ。除此之外，CAV-1蛋白是一个拥

有着多种功能的膜信号蛋白，目前，CAV-1已经被

发现参与包括G蛋白、酪氨酸激酶在内的多种信号

转导过程。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CAV-1 可以通

过调节 TGF-ゲ信号通路促进细胞外基质（ECM）

生成，产生炎症抑制，最终促进纤维化的发生。

肺动脉高压,甲床毛细血管扩张,脑脓肿,脊髓

动脉畸形,舌头毛细血管扩张,鼻黏膜毛细血管扩

张,与ACVRL1有关,该基因编码 TGF-ゲ配体超家

族的 I 型细胞表面受体。它与其他 I 型受体在丝

氨酸-苏氨酸激酶亚结构域、激酶结构域之前的富

含甘氨酸和丝氨酸的区域（称为 GS 结构域）和

短 C 末端尾部具有高度相似性。编码的蛋白质，

有时称为 ALK1，与其他密切相关的 ALK或激活

素受体样激酶蛋白具有相似的结构域结构，这些

蛋白形成受体丝氨酸/苏氨酸激酶的亚家族。该基

因的突变与 2 型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有关，也

称为 Rendu-Osler-Weber 综合征 2。

前倾耳朵和牙间隙大,由基因HMGB3导致,该

基因编码一个蛋白质家族的成员，该家族包含一

个或多个高迁移率基团 DNA结合基序。编码的蛋

白质在维持干细胞群中起重要作用，并且可能在

肿瘤细胞中异常表达。该基因的突变与小眼症有

关，综合征 13。该基因在多条染色体上有许多假

基因。选择性剪接导致多个转录变体。该基因为

肺癌标志性基因,对肺癌细胞增殖,凋亡和迁移有影

响。

TEK基因会导致肠出血，静脉畸形，肠道梗

阻，毛窦症状，该基因编码的受体属于蛋白酪氨

酸激酶 Tie2 家族。编码的蛋白质拥有一个独特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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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外区域，其中包含两个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

三个表皮生长因子 (EGF) 样结构域和三个纤连蛋

白 III 型重复序列。配体 angiopoietin-1 与该受体

结合并介导在胚胎血管发育中起作用的信号通路。

该基因的突变与皮肤和粘膜的遗传性静脉畸形有

关。选择性剪接导致多个转录变体。TEK的缺陷

与遗传性静脉畸形有关；TEK信号通路似乎对静

脉形态发生中的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通讯至关重

要，除了促进血管生成外还促进肿瘤细胞生长。

黄嘌呤脱氢酶活性降低和高黄嘌呤血症，

为XDH基因导致，该基因编码得黄嘌呤脱氢酶属

于参与嘌呤氧化代谢的含钼羟化酶组，基于其执

行机械上不同功能的能力，已将编码的蛋白质鉴

定为兼职蛋白质，黄嘌呤脱氢酶可以通过可逆的

巯基氧化或通过不可逆的蛋白水解修饰转化为黄

嘌呤氧化酶。黄嘌呤脱氢酶的缺陷会导致黄嘌呤

尿，可能导致成人呼吸应激综合征，并可能通过

氧代谢物依赖性机制增强流感感染。

有一个p − value较高（0.3 ≤ p − value ≤
0.6），被排除表型的基因HS6ST2,会导致”Febrile

seizures”等症状,该基因编码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

糖是细胞表面、细胞外基质和基底膜的普遍成分，

并与各种配体相互作用以影响细胞生长、分化、

粘附和迁移。该基因编码硫酸乙酰肝素 (HS) 磺

基转移酶基因家族的成员，该家族催化硫酸盐向

HS 的转移。S6ST2的异常表达可促进多种人类癌

症的进展,其中包括卵巢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胰

腺癌。

其中 ,在临床中有可能使用和肺癌相关的症状

有”肺动脉压升高””面部皮下脂肪不足”,手指毛细

血管扩张,这些症状易于观察。

3.5 HPO结果分析（本章节作者：王泽

林）

从中可知,相比于肺癌的整体特征,早期肺

癌存在着部分的区别。其中早期和全程都有的

特征有Elevated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肺

动脉压升高” ;Lack of facial subcutaneous fat

“面部皮下脂肪不足” ; Pilonidal sinus“毛

窦” ;Aplastic pubic bones“再生障碍性耻骨”

;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tarsal bones“跗骨

发育不全/发育不全”;Occipital meningocele“枕

部脑膜膨出”;Anteriorly displaced genitalia“前

移位的生殖器” ;Aplasia/Hypoplasia involving

the carpal bones“累及腕骨的发育不全/发育

不全”;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5th finger“第

五指发育不全/发育不全” ; Decreased adipose

tissue around neck“颈部周围脂肪组织减少”

;Aplasia/Hypoplasia of the pubic bone“耻骨发

育不全/发育不全”。

在基因集2中富集得到的表型和癌症相关性性

更低,这可能是由于基因集太少引起得。对于早期

肺癌表达的表型,结合医学含义,早期诊断中需要注

意的有肺动脉压升高,面部皮下脂肪不足,甲状腺淋

巴管扩张症,贝壳牙,红细胞镰刀倾向增加,指垫毛

细血管扩张症。

指垫毛细血管扩张症和甲床毛细血管扩张症

在临床上称之为杵状指,意为手指成杵状,第一指节

膨胀,甲床周围围绕红晕,是肺部肿瘤的特征,因血

液含氧量降低。指端末梢因缺氧而血管膨胀,是一

种非常明显的症状。但是杵状指为指尖毛细血管

扩张到很明显的程度后在临床中观察得到,出现此

症状时多为晚期。面部皮下脂肪不足和颈部周围

脂肪组织减少即是消瘦的表现,与肿瘤影响供氧和

血糖有关。

3.6 GO分析（本章节作者：王泽林）

分析部分如图所示。

其中,早期肺癌特异性基因集中,较肺癌特异

性基因集,GO富集结果大致相同,涉及的生物学过

程,蛋白质过程,基本一致,参与途径完全一致,这反

应了早期癌症和癌症全程中并没有生物学过程上

得差异。GO分析得到得主要差异为分子功能中

早期肺癌特征基因集富集到了低密度脂蛋白颗粒

受体活性和分子接头活性,具体为血小板生成素受

体MPL。

查阅资料可知,肺癌的常见症状有血小板增

高。但是因为导致血小板增高的因素太多,临床

实际上不以血小板作为鉴别。采用其他分子标志

物做肿瘤鉴别。

3.6.1 GO结果分析（本章节作者：王泽林）

数据集合1中的AIS特异性107个基因,鉴定出

由93个蛋白质编码基因和14个长链非编码RN.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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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由pantherdb网站在线生成

9

48 4. GO，HPO 等本体和富集分析



些基因相关的重要功能包括血管生成和ECM-受体

相互作用，它们与癌症发展高度相关，并有可能

导致无烟肺癌。此外，12 个 AIS 特异性 lncRNA

通过潜在地调节 ECM-受体相互作用途径参与肺

癌进展.

数 据 集2中 早 期 肺 癌 特 征 中,有 两 个 是

lncRNA,BLACAT1 CTD-2527I21.15.它们同时也

与膀胱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有关.

3.7 附属部分:词云（本章节作者：王泽

林）

词云结果如图所示

3.7.1 任务描述

利用python脚本从NCBI获取标题摘要，并生

成词云。

共爬取5000篇涉及lung cancer的论文的标题

与摘要部分。

结果如图所示:

3.7.2 结果

因没有足够时间和linux服务器资源，不能调

用已有的shell脚本，做的较为匆忙，此实验仅为

简单尝试，属于过手的实践体验，获得了一些文

章摘要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因为文章筛选关键词

没有筛好，也没能执行好文本处理，没能很好的

实现关键词富集，得出的结果不佳，仅作展示。

4 讨论（本章节作者：王泽林）

4.1 医学部分

中期晚期肺癌预后差生存率低,因此早发现早

诊断时重中之重.而早期肺癌因为没有扩散,占位的

症状并不明显.同时癌症多为局部肿瘤的的基因变

异,并不一定改变全身的代谢模式.

所以,最直接的防治措施时按时体检,利用影像

学筛查,结合血液检查肿瘤标志物,做到肺癌的尽早

发现.除肺癌外,其他癌症也是如此.

4.2 HPO富集部分

HPO基于基因集进行分析,这意味着不仅需要

基因集数据,还需要所研究的疾病和基因高度相

关.肿瘤中,尽管基因突变占主要因素的,但是突变

的基因对应的表型改变和癌症关系并不特别显著.

部 分 肺 癌 的 标 志 性 症 状 如 咳

嗽cough,在HPO虽然有记载,但是与之相关的

基因并不能与肺癌相联系.生物体是个复杂系统,基

因到表型的关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可能HPO更适合用于遗传病的诊断.对于癌症

的HPO富集分析需要更完整更细致的基因集,需要

得到具体的上调和下调关系.

5 后记

5.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王泽林）

起先选定的主题关键词是HPO和肺癌,然后在

结合课程内容的部分里,我认为HPO富集分析是要

从其中发现有价值的内容。而癌症最重要的是尽

早发现而不是治疗,因此我把搜寻的目标放在早期

癌症特征上。在大量阅读和筛选文章的过程中,我

找到了这篇描述早期肺癌基因特征的文章和对应

数据集。

撰写过程主要是对代码的流程复现,然后结合

富集出来的结果,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对于早期肺

癌和肺癌全程的表型区别,同时结合医学内容,对获

得的结果进行解读。

撰写过程中,我负责的代码部分。有人面向对

象编程,而我实力比较菜,只能面向百度编程,查询

了大量的网页,主要的代码编写方式为复制黏贴,但

是还是感觉从中学到了很多。

比较遗憾的是因为初期对HPO和nlp的理解不

够,项目期除的设计并不完善,后面还出现了赶进度

和水字数的问题。

5.2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张哲康）

这次课程学得迷迷糊糊的，思路不是很清晰，

在看了学长的论文之后大概有了一些想法，最初

想做一下简单的词汇学，语料库方面，但是因为

10

4.2. 《GO 富集分析在结直肠癌研究课题的应用》 49



图 4: 文本词云。本图自绘，绘图工具：python

是信息学院学生，没办法选太简单的题目，于是

又往其他方向选择，最终因为代码能力很弱选择

了有学长项目借鉴的富集分析。

选择富集分析也算是比较符合自身的兴趣，

一直以来我就认为生物信息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处理繁杂庞大的生物实验数据，来让人类生活得

更好。尤其是应对人类疾病方面，基于我们本科

阶段的水平，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学习各种学术

论文使用基因芯片数据，并对基因数据进行差异

化分析后对上调基因下调基因分别富集分析，因

此我们就做了很基础的直接从NCBI下载数据进

行富集分析。这次课程论文的学习过程中很有收

获，加深了对富集分析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实

践经验，尤其是使用LaTex模板撰写科技论文的

练习。LaTex撰写科技论文很折磨很麻烦，确实没

有word撰写文章简便，往往写一段报错一段，还

是各种各样的奇葩错误，在各种网络交流社区上

的经验往往也不起作用，只有删掉重写或者一字

一字的排错。但是，它有一种格式化的美感，写

出来的文章十分地规范，检查错误比word容易得

多，不会因为出现某个段落参数的细微差别而与

整个文章要求格格不入。强烈建议学校把LaTex的

学习加入到科技论文写作的课程中。

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生物信息学上知识储

备的不足，能力的不足，有一些好想法，比如富集

分析之后可以结合依存树算法进行文本挖掘，研

究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自身代码能力的

不足，只能放弃这个idea，看在以后的学习研究中

能不能把这个遗憾弥补上。

5.3 所参考主要资源

算法的来源为往期学长的论文.其中参考最多

的是liutong师兄的论文

参考HPO数据库对基因部分的注释,参考肿瘤

学人卫版教材（ISBN号：9787117266857）

5.4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张哲康）

文本挖掘处理文本数据本身，我们试图回答

诸如词汇的频率、句子长度、某些文本字符串

的存在或不存在等问题。本质上，文本挖掘通常

是NLP的前奏。

文本分析涵盖的范围广泛，通常包括应用统

计分析、机器学习和其他一些高级分析技术，但

通常被认为等同于文本挖掘。

一切信息都可以通过传感器转化成文本数据

的形式，所以这体现了文本挖掘与分析的重要

性，我们做的就是将统计语言模型应用于文本

数据，以发现和分析文本中的主题。我们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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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HPO部分的复现，自己重新走一遍富集分析流

程，加深对课程的理解和实践能力。就是课程中

的文本分析部分，我的理解生物信息学侧重点就

是文本分析，因此R语言和生物统计学知识是我

们整个学习阶段的重中之重，统计模型无处不在，

统计分析无处不在。

5.5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王泽林）

我尝试了一些原创的代码但是最终发现还是

前几届学长留下的代码好用，自己写的代码可读

性差，命名不规范。主要操作是在师兄代码的基

础上简单修改路径。关于R的装包部分非常的折

磨，其中参考了一部分csdn上关于装包的教程。

python脚本和词云主要参考网络。

5.6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张哲康）

王泽林：数据查找，代码实现,结果解读

张哲康：论文撰写，可视化,算法公式

5.7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王泽林）

本文的优点是其中生物学意义的发掘相较于

简单的文本挖掘，我们还参考了直接的医学书籍

包括肿瘤学其中的结论，对癌症的认识有更深入

的了解，可以帮助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警惕癌症，

保障自身健康。

本文的缺点是缺乏足够的原创性，创新性和

深入性。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代码能力太弱了，

即使学长们的代码不是那么简洁好用，也比我们

自己写的代码要好用得多。富集分析流程也比较

简单，也比较相似，大家基本上都是走的相似的

流程，没法开辟出新的富集分析流程。因为我们

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没有更深层次的富集分析。

通常学术论文对疾病的富集分析都还有蛋白质-蛋

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分析，甚至更深入地基因-药物

靶点分析，并给出相关的治疗建议。前面提到过，

我们没有芯片来做一组自己的数据来原创一篇文

章，也没有精通各种生物信息学工具的能力来完

成上述流程，与正规的学术论文比较起来，我们

的课程结果就显得相当地简单幼稚。

本文的优点是其中生物学意义的发掘.相较于

简单的文本挖掘,我还参考了直接的医学书籍,包括

肿瘤学.其中的结论,即使脱离了这门课也能成为一

个用的上的生活常识

5.8 假设多出30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王泽林）

如果能多出30个工作日,将对具体的临床病例

数据库,对具体的病例做集合整理,然后从中整理词

汇,检索其中对人类表型的描述。

这里遇到的一些问题是,目前对于基因研究的

数据库很多,对于实际的临床病例诊断的数据库很

少。部分医院有内部病例数据库,但是需要深度合

作才能获取访问权限。

还可以具体完善GO富集分析,GSEA富集分

析,KEGG分析。

5.9 过程中的收获（本章节作者：王泽

林）

HPO的含义是人类表型本体,其中人类表型二

字的含义和症状一词很像,但是HPO所获得的的表

型是基因造成的直接性状.富集的得到的表型本体

有着非常直接的生物学意义,需要结合其他课程中

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理解和判断.需要查询大量的资

料才能理解其中含义.

HPO聚焦于基因和表型,但是基因到表型之间

还有着很远的内容,隔着蛋白质和组织器官层次的

差异. 过程中的得到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意义,癌

症离生活并不遥远,注意留心早期症状非常重要.能

够早期筛查出癌症,非常有意义.

5.10 过程中的收获（本章节作者：张哲

康）

经过本次课程的学习对生物信息学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富集工具的原理其实就是计数，对

上1个基因就是1，2个基因就是2，它们在“平等的

对待每一个基因”。然而，在真实的生命活动中，

每一个基因都起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某些必须基

因的失调会导致细胞的死亡，因此这些基因相较

于其他基因可能对生命活动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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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找出这些特殊的基因呢？我们需要借助一些

公开的数据库过滤掉不相关的信息。如何过滤？

富集分析有众多工具可供选择，虽然这些软件背

景数据库、软件功能等都有诸多差异，但是这些

工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利用超几何检验/二项检

验等统计学方法计算显著值。我们需要学会使用

这些工具，从这些工具中富集到的功能条目中找

到我们感兴趣的信息和通路，然后进行后续的结

果分析和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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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业领域的基因和表型文本挖掘

这个章节和前面⼀章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同样是围绕着基因和表型之间的关联进⾏展开。⼀

个较⼤的区别在于，农业领域的表型本体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这在同学们的论⽂中，尤其在张

可欣，李万相，李晟三位研究⽣同学所在的第 12 组论⽂中，介绍得比较充分。

– Jingbo Xia

项⽬要求：

希望同学们能关注和采集⽔稻的基因、表型本体，对 PubMed 挖掘下来的⽂献进⾏匹配搜索。考虑

到直接使⽤ PubTator 标注，是不能直接获取⽔稻基因的，这个课题需要做⼀个⽔稻基因名称的匹配。1。

相关论⽂ 3 篇：

张可欣（研），李万相（研），李晟（研）《⽔稻基因-性状关联挖掘》

⼽圆歆（研），向⾹磊（研），齐欣宇（研）《基于⽔稻基因与性状的⽂本挖掘》

成⽂卓，谢宇凡，宋⾼远《⽔稻基因-性状的⽂本挖掘》

1相关的⽅法在和同学们沟通的过程中有交流到，指向相对⽐较明确的词典匹配途径是通过 OryzaBase 提供的字典匹

配http://viewer.shigen.info/oryzavw/maptool/MapToo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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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水稻基因-性状关联挖掘》

课程论⽂ GitHub ⽹址：https://github.com/zkxinxin/BioNLP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zkxinxin/Bio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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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基因-性状关联挖掘

李晟 1, 张可欣 2，李万相 3

1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430070，武汉，湖北，中国
2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430070，武汉，湖北，中国

3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430070，武汉，湖北，中国

摘要

水稻是全球约半数人口的主食，也是我国的主
要粮食作物，拥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研究它的农
业价值一直是农作物产业的研究热点。目前最大的
生物学医学文献数据库 PubMed 中收录的文献数
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海量程度, 如何利用先进
的文本挖掘技术辅助水稻研究人员去发现文献内
水稻基因与复杂性状的关联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在
这里，课题通过使用 pubtator 工具对 PubMed 水
稻文献摘要进行基因实体标注得到 GO 集，并在
文献摘要中共句匹配性状本体词典得到基因、性状
实体对（GO-TO pairs），并对这些共显的句子采
用依存树分析来确定基因与性状的真正关联。通过
对获得的 GO-TO pairs 进行干旱与抗病性状分析，
并通过 GO、pathway 富集分析我们完成了对水稻
基因型与表型的知识发现。所使用的数据和代码可
在 github（https://github.com/zkxinxin/BioNLP）
访问。

关键词: 水稻, 基因，性状，依存树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李晟）

水稻是我国和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2021
年我国水稻产量 21284.3 万吨，国家出台了许多
相关政策，促进水稻的优良品种培育来提高产量。
水稻育种就是培育具有新的或者改良性状的品种。
而育种的本质, 就是聚合有利基因或有利基因型集
合。1966 年 IR8 基因的发现促使了抗倒伏的矮杆
水稻品种的成功培养，研究发现 sd-1 控制水稻的

株高，从高杆到矮杆，解决了不抗倒、不耐肥的问
题，缩短了生育期，提高了产量。到 19 世纪 70 年
代，研究发现水稻“野败”细胞质基因和雄性不育
恢复基因 Rf3 和 Rf4，通过选育后，品种大大增
强了分蘖力，提高了耐肥能力，大幅提高了产量。
由此可见，基因的研究对水稻育种起着重大的积
极作用。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积累了海量
生物数据，越来越多的水稻基因被研究者挖掘，如
何从大量的基因中选出关键基因成为了一个难点，
真正可供育种工作者利用的信息相对有限。故本项
目建立水稻基因与性状的关系网络以尝试改善这
一难点，对培育具有显著优良性状的水稻品种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在查找相关文献与数据时，发现这一领域目前
还有巨大的空缺，符合要求的数据库只有课程提供
的 PTO（Plant Trait Ontology）词汇表和水稻功
能基因数据库（FunRiceGenes），前者包含了 1554
个性状实体（Trait Ontology，TO），后者包含了
3300+ 的基因信息，而 HPO(Human Phenotype
Ontology) 含有 13000 多个实体，156000 多条注
释，差距巨大。

在水稻基因与性状这片荒漠上，做淘金人是一
项挑战，相信随着课题的进行会对 bioNLP有着全
新的认识，学习更多的科研技巧，领略先进的生信
理念，是真正值得做的事情。

1.2 所用算法基本原理

1.2.1 生物医学命名实体识别（本章节作者：张
可欣，李万相, 李晟）

命名实体识别 (NER) 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自然
语言处理任务，也是问答、主题建模、信息检索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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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相较于普通领域的命名实体识别，生物医
学实体通常由很长的词汇，数字和字母缩写组成，
造成词汇分割困难及一义多词的情况。在过去的
十几年，命名实体识别任务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目
前生物医学命名实体识别的方法主要分为浅层机
器学习和深层神经网络的方法。浅层机器学习方
法主要包括，隐马尔可夫模型（HMM），最大熵模
型（ME），支持向量机（SVM）等 [1]。但是传统
的浅层机器学习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工特
征的设计，人工特征和领域知识在提高模型性能
的同时也导致整个模型的鲁棒性和泛化能力下降。
为了减少复杂的人工特征，有相关研究利用词向量
结合浅层机器学习方法进行生物实体识别，以及
使用深层神经网络的方法如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
（BLSTM）等。

本项目使用 pubtator 工具进行实体识别，
PubTator[2]是一个基于Web的系统，用自动文本
挖掘工具来辅助生物处理，用于协助 biocuration。
PubTator 与少数现有工具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
类似于 PubMed 的界面，并配备了多种文本挖掘
算法，以确保其自动结果的质量，并通过对两个外
部用户组的正式评估，PubTator 被证明能够提高
手动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解决了将生物医学文献
中的知识手动整理到结构化数据库中非常昂贵且
耗时，难以跟上文献的快速增长的问题。

基因实体是对水稻基因及蛋白产物的生物学
功能进行注释。性状实体主要是对水稻各类表型性
状的概括，它提供了一个描述水稻个体或群体表型
特征的术语集合。结构上，性状实体是服务于基因
实体的，它反映的是基因的表型特征。

1.2.2 抽取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本章节作者：张
可欣）

面对文本数据内各种生物学关系，关系抽取的
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从基于实体名称共现频次的统
计归纳的方法到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工具对
句子进行句法和语义分析的方法，还有以一系列关
联规则为基准的关系抽取方法 [3]。共现分析方法
主要是统计文献中实体共同出现的频次，并以此建
立实体之间关系的衡量的标准，从数量角度来衡量
分析实体之间的关系。自然语言处理以文献中句子
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使用词性标注（POS）、模

式匹配、依存树分析等方法对包含生物学实体的句
子进行语法和语义层面的分析，提取出了共现分析
方法难以明确的实体间相互关系。

本项目采用共句分析与依存分析抽取实体间
的相互关系。

1.2.3 依存分析及可视化（本章节作者：李万相）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技术是与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有关的所
有技术的统称，其目的是使计算机能够理解和接受
人类用自然语言输入的指令，完成从一种语言到另
一种语言的翻译功能。

从字词级别的分析（分词、命名实体识别、词
性标注、同义词分词、字词向量等），句法级别的
分析（依存文法分析、词位置分析、语义归一化、
文本纠错等），到篇章级别的分析（标签提取、文
档相似度分析、主题模型分析、文档分类和聚类）
都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体系。本文主要涉及到了
其中的英文分词，词性标注，依存分析等几个方面
的技术，用来完成从摘要句子到基因性状实体，再
到共句和依存分析的实验目标。

分词是将句子、段落、文章这种长文本，分解
为以字词为单位的数据结构，方便后续的处理分析
工作，但会遇到由于具有多种形态，需要词性还原
和词干提取，符号对于分词结果的影响等问题。

词性标注是在给定句子中判定每个词的语法
范畴，确定其词性并加以标注的过程，其是语料库
语言学中将语料库内单词的词性按其含义和上下
文内容进行标记的文本数据处理技术，也被称为语
法标注、词类消疑。词性标注是语义分析的预处理
步骤，也是自然语言处理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

依存关系由核心词（head）与依存词（depen-
dent）表示，每个核心词对应其成分的中心。依存
分析具有更自由的语序（free word order），这种跨
越语序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谓词（predicate）与
论元（argument）之间的关系，常被应用于指代消
解（coreference resolution）、问答系统（question
answering）和信息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
等领域。

依存树（dependency tree）是一种具有单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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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根节点，每个节点都有且仅有一个入度，从根
节点到每个节点，都有且仅有一条的路径的有向
图，用来表示句子中实体的依存关系。

在本次实验中，获取精准的实体注释较为困
难，并关注于水稻基因与性状的关系，利用依存
树建立的依存关系更有利于分析水稻“性状–基因”
关系。

分词，词性分析和依存分析都是本次实验中极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较好的分词算法可以得到更精
确的分词结果，有助于进行词性分析，并为依存分
析进行预处理，使得下一步的共句分析和实体-性
状关联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Stanza:
目前已有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有很多，也有很

多可以直接应用于依存分析等，类似于 CoreNLP，
Stanza，均具有进行较好的分词，词性分析与依存
分析能力，综合比较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性能与本次
实验的需要，选定自然语言处理比赛中排行第一的
斯坦福大学 NLP 小组创建的 Stanza 包作为本次
实验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Stanza是一个 Python自然语言分析包，它包
含可以在管道中使用的自然语言分词工具，可以
将包含人类语言文本的字符串转换为句子和单词
的列表，生成这些单词的基本形式，词性和形态特
征，给出句法结构依赖解析，并识别命名实体。

Stanza 具有（1）使用 Python 语言实现，需
要较少的设置项；（2）用于稳健文本分析的完整
神经网络管道，包括标记化、多词标记 (MWT) 扩
展、词形还原、词性 (POS) 和形态特征标记、依
赖解析和命名实体识别；（3）支持 66 种语言的预
训练神经模型等优点，较为适合本次实验使用。

依存分析:
句法分析（syntactic parsing）是自然语言处

理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它是对输入的文本句子进行
分析以得到句子的句法结构的处理过程。依存关系
分析，又称依存句法分析（dependency syntactic
parsing），简称依存分析，作用是识别句子中词汇
与词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属于浅层句法分析。

依存树可视化:
CoNLL 是 NLP 中 TSV 格式的常规名称，它

起源于自然语言学习会议上组织的一系列共享任
务（因此得名），并拥有一些独立于 CoNLL开发的

“CoNLL”格式，例如 CoNLL-U 等。本次实验的
CoNLL 格式包含 ID （当前词在句子中的序号）；
FORM（当前词语或标点）；LEMMA（当前词语
（或标点）的原型或词）；CPOSTAG（当前词语的
词性（粗粒度））；POSTAG（当前词语的词性（细
粒度））；FEATS（句法特征）；HEAD（当前词语
的中心词）；DEPREL（当前词语与中心词的依存
关系）八项，作为依存分析的文件结构。

Dependency Viewer 是由南京大学自然语言
处理研究组完成，主要为了可视化显示 CONLL
格式依存树的工具。其主要功能包括：（1）以水
平图或树状图的形式显示依存树（2）实时编辑依
存树（3）将依存树的图形显示保存为图片（支持
EMF 矢量图）（4）对比显示另一种依存标注结果，
可视化显示两种标注不一致的地方（5）检索满足
特定条件的句子，方便定位和错误查找（6）统计
分析依存文件并打分等。

1.3 结果总览（本章节作者：李晟）

本课题下载了 37141篇与水稻相关的文献，通
过 pubtator 工具进行文献基因实体（Gene Ontol-
ogy，GO）初步识别，再根据水稻基因命名习惯提
取 pubtator 无法识别的基因实体，挖掘水稻相关
文献中的基因实体，得到了包含 8956 个水稻基因
的数据库。小组研究了这些 GO 与课程中提供的
TO的共句关系，得到了 34585个同时包含 GO与
TO 的句子并将共句的 GO 与 TO 做成基因、性
状实体对（GO-TO pairs，GTP）词典。随后对这
些句子进行了依存树分析，得到了大量的依存树以
进一步获取 GTP 的真正调控关系，最后小组人工
判断了出现频率大于 10 的前 129 个 GTP 的调控
关系，然后对 GTP 进行了生物学意义分析。

2 实验报告

2.1 数据与代码来源（本章节作者：张可欣，
李晟）

本项目的文本数据来源于 pubmed 检索“水
稻”主题词 (Oryza sativa) 下载所有相关的英文文
献，并得到每篇文献的 PMID。使用 PubTator 生
物文本挖掘工具对每篇文献进行实体标注，获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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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实体数据。

本项目的性状本体数据来源于夏静波老师提
供的水稻性状本体图谱 [4]，里面包含 1554个水稻
性状实体，每一个实体（term）都包括 id，name，
synonym 等，可以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得到每一
个性状实体数据，初步考虑保存为字典数据格式，
因为有良好的映射关系，方便之后匹配。

共句分析代码部分来自于老师上课提供的
keyQueryPubtatorSizhuo20220425.py 脚本，由李
晟改写，加入命令行、批量查询、进度条功能，另
外该脚本改为两个版本，一个为适合同时查询词较
少、计算机并行计算能力弱的版本，一个加入了进
程池功能的，适合多核计算机运行的版本。剩余代
码都为小组成员独立编写，放在 github 主页公开。

2.2 实验思路

2.2.1 数据的搜集与前期处理（本章节作者：李
晟）

在 PubMed 中搜索水稻（oryza sativa l），以
可以下载 abstract 为筛选条件，批量保存所有文
献的 pmid 和摘要。查阅 PubTator 的 api 帮助后，
发现可以根据 pmid 直接用 curl 命令，以 json 格
式下载实体类型与其位置，既然可以得到特定格式
的文本，则可以自己编写脚本提取所需信息，课上
应该也会提供参考代码，将所有的 GO 存储为一
个文件。

在这部分预测会碰到基因命名的问题，多个基
因有不同的名词或缩写，但本质上是一个基因，而
symbol id 是唯一的，所以在得到 GO 后要多一步
转化操作，可以参考 FunRiceGene 数据库进行转
化，也可以下载水稻参考基因组写脚本提取 id，还
可以使用 R 包进行转化。另外大概率会出现实体
识别不准确的问题，这是受 PubTator 局限的，在
完成整体实验后，若有余力，可以探索更精准的方
法开展实体识别、分类、关系提取，这需要取调研
各种算法的优劣以及适用范围。TO 写脚本直接从
课程 GitHub 中提取，也可以从 FunRiceGene 数
据库中提取，可能二者有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2.2.2 GO 与 TO 的关系挖掘（本章节作者：张
可欣、李晟）

在考虑 GO 实体与 TO 实体关联时，我们查
阅资料发现生物学医学文献通常在一句话内表述
了生物学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信息，而如果选择分
析整篇摘要势必增加了挖掘的信息量，其中不乏许
多无关的信息。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挖掘水稻相
关文献内基因与性状之间的关联，因此我们打算选
择摘要内使用句号分割的句子作为文本挖掘的分
析单元，并在完成此操作后尝试分析整篇摘要的实
体关联，以此发现是否不同的文本单元在进行文本
挖掘时具有不同的效果与性能。

具体步骤可以这样实施：首先需要把所有含有
GO 的摘要提取出来，在这些含有 GO 的摘要中
遍历性状本体，提取出同时含有 GO 和 TO 的摘
要作为研究材料。初步想法根据位置关系判断二
者的相关性，在同一个句子里的实体定义为强相
关，在同一个摘要但不在同一个句子里的实体定义
为弱相关，这一步通过 python 语言可以实现。得
到许多 GO 与 TO 对，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初步结
果，后续使用更高级的方式（如语义分析，依存树
分析，CRF 等）进行分析。

2.2.3 依存树分析（本章节作者：李万相）

为解决 GO 与 TO 的关系挖掘过程中由于手
动匹配导致的分词结果不理想，匹配结果不够精
细，且需要对匹配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等问
题，需要对存在 GO 与 TO 对的句子进行进一步
的处理。通过老师的讲解和查阅资料，选择依存树
和依存分析作为更进一步数据处理的方法。不仅可
以得到词性，中心词，依存关系等关键信息，还可
以对共句的 GO 与 TO 对进行优化，筛选出更为
准确的共句关系对和依存关系对。

对初步得到的所有含有 GO 与 TO 对的句子
进行遍历，并使用工具依存分析，得到每一个句子
的依存分析结果，并存储为特定的数据格式用于
后续的实验。对得到的依存分析结果，进行更为
精确的 GO 与 TO 对匹配，可以通过 Dependency
View工具的 Search功能，对查询的实体进行正则
匹配等实现。最后对得到的精确的 GO 与 TO 对
进行依存分析，可以通过 Dependency View 工具
和手动筛查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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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实验思路 (本图用 AI 绘制);B:networks 示意图 (来自网站 [5]);C: 依存树示意图（采用下载的摘要
句子及 Dependency Viewer 绘制）

2.2.4 实验结果展示（本章节作者：李晟、李万
相）

实验中得到的基础数据可以用表格的方式
展示，如实体出现的频率、实体对出现的频率、
PubMed 下载的文献的 TTR 等，还可以利用词云
进行可视化展示，worldcloud 网上也有很多教程，
实施起来比较简单。进一步的基因与性状的关系
展示通过构建基因与性状的关联网络，示例图如
图1B 所示。

依存树可视化：

依存树以树为结构，是表达句子中实体的依存
关系的常用数据结构。将依存树可视化，可以更直
观的展示句子中的依存关系，更清晰的表达句子

中水稻“性状–基因”的关系，对于水稻“性状–基
因”关系的分析有促进作用。

Dependency View：由南京大学 nlp 实验室制
作的一个依存句法可视化工具，可以将结构化的依
存树库直观地展示为依存树的树形结构图，有利于
观察和分析。生成图如图1C 所示

2.3 实验记录

2.3.1 下载文献并提取基因实体（本章节作者：李
晟）

数据下载与初步处理:
使用 eutils 的 esearch 板块搜索 Oryza s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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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包含 37141 个 pmid 的 xml 格式文件，提
取信息后，调用 pubtator 的 api 下载所有文献的
题目、摘要和实体信息。

写脚本提取出所有摘要句子，用 wordcloud
实验课上的代码进行分析，所有文献摘要共有
9539553 个词，去停用词后剩 6705952 个词，去
特殊符号后剩 5481428 个词。

下一步提取实体信息。Pubtator使用手册称实
体分为六类，但是经统计后，摘要集中的实体分为
了 13类，分别是“CellLine”,“Chemical”,“Chromo-
some”,“Disease”,“DNAAcidChange”,“DNAMu-
tation”,“Gene”,“GenomicRegion”,“ProteinAcid-
Change”,“ProteinMutation”,“RefSeq”,“SNP”
,“Species”, 去重计数后，每类实体数分别为 251，
19725，41，6349，24,117,4246,5,48,596,21,10,8423。

基因实体只收集到了 4246 个条目，这还是未
去除“同基因不同名”的数量，可见对于基因实体
的注释相关研究十分缺乏。

在阅读了许多摘要后，发现水稻基因命名方式
为 OsXXXXX, 故以正则表达式提取 Os 开头的基
因，得到了 6240 个结果；后面分析的时候发现了
许多 miRNA基因的命名为 osa-miRXXX，提取后
得到 270 个基因。

构建基因实体名词与 id 字典:
下一步需要去除“同基因不同名”的条目，在

研究过程中，发现 pubtator 提取的信息中第六列
就是一个唯一的 id，在 ncbi 中检索可以直接搜索
到对应的基因，尝试后，发现 pubtator 给出的 id
并不是水稻的基因，有来自于人的、小麦的等等，
返回到对应摘要中检查，摘要中确实描述的水稻的
基因，所以肯定不能直接使用这个。

小组最初想出了两个方法。方法一使用爬虫在
ncbi 中搜索 pubtator 给出的 id，若物种信息不为
水稻则删除该条目。经讨论大家觉得这种方法存在
会丢失大量信息的问题。方法二，以 pubtator 给
出的基因实体名和水稻物种名（Oryza sativa）为
关键字，在 ncbi gene 数据库中检索，预期得到水
稻的基因 id，尝试后，发现这样检索仍然会出现非
水稻基因。联想到研究猪参考基因组注释文件的
经历后，想出解决办法：下载水稻参考基因组注释
文件（GCF 001433935.1 IRGSP-1.0 genomic.gff），
提取出所有的基因 id 组成参考 id 数据集，若通过

esearch 检索到的 id 在参考 id 数据集中，则将其
记录。

在研读 eutils 的使用手册时，发现 eutils 的
esearch 板块可以实现上述操作，故尝试使用 curl
url 的方式提取 id，但是始终报错，无法通过 curl
下载 xml 结果，查阅资料后，发现 Biopython 包
中也可以使用 esearch，并自带解析 xml 结果的命
令，故写脚本进行检索，经讨论后，让 esearch 最
多输出 20 条 id，然后判断这些 id 是否来自水稻。

上述结果中，普遍存在一条基因实体保留了多
个 id 的情况和无法检索到 id 的情况，经讨论后，
决定多个 id的实体取第一个 id，无法检索到 id的
非 Os 实体使用原 pubtator 给出的 id，为了区分，
能检索到的实体的 id 加前缀“Y”，无法检索到的
实体的 id 加前缀“N”，无法检索到的 Os 命名基
因以原名作为 id，miRNA 以原名作为 id。有了唯
一的 id，便可以进行去重，最后得到 8956 对 gene
name—gene id 作为基因实体库，去重了 1800 个
基因，去重效果显著。另外，Os 命名基因大大的
补充了我们的基因库，基因库的质量较高。

2.3.2 水稻基因与性状实体硬匹配（本章节作者：
张可欣，李晟）

GO TO 共句关系（个）
osmads1 development 60
osbzip23 drought 48
oslea3 drought 45
osnrt2 nitrate transport 34
osmyb4 cold 33

表 1: 基因-性状共句关系示例

预处理提取水稻性状实体:
在 课 程 网 站 获 得 老 师 github 上 传 的

水 稻 性 状 数 据�https://github.com/bionlp-
hzau/TOMapping/RTO-1.0.obo） ，因为每一
个实体的信息都通过’[term]’ 分割，因此对此进
行筛选初步统计得到 2051 个性状实体。之后针
对每一个 term 内部的 id,name,synonym 等形式，
将其整理为嵌套列表，初步考虑提取其所有的性
状实体的 name 作为性状实体字典 keys，将性状
实体的同义词（synonym）放进列表里作为字典
values。可能因为性状实体 name 的重复性，在经
过字典键值的存储后性状实体的数量较之前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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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 GO TO
35412299 la,gr,se,tor disease,heat,Magnaporthe oryzae
35411594 ubiquitin,actin,cat,glutaredoxin,ph,ubi,la,gr,se,ck,tor iron deficiency
35411551 cat,ph,la,se,nin phenotype
35410159 pod,gi,la,gr,gh,se trait,quality
35409802 la,se heat,water stress

表 2: 同时包含基因和性状实体的摘要信息汇总

少，整理得到 2045 个水稻性状实体。

实现基因实体与性状实体硬匹配:

为了实现之后水稻基因实体和性状实体的共
句显示和依存树分析，首先我们针对所有的摘要数
据做对基因实体和性状实体字符串的匹配，将摘要
里同时存在基因和性状实体作为初步判断基因 A
和性状 A 有直接关系的第一步，此步骤有助于帮
助我们熟悉下载得到的水稻文献数据，并为之后发
现实体间关系存在减少一部分数据量。

在此过程中，考虑到水稻性状实体大多是由词
组组成，因此这对匹配任务造成了困难。经讨论后，
初步考虑先对 pubtator 返回的 37141 篇文献摘要
做基因实体的硬匹配，即针对每个基因 Id 对应的
多个基因 symbol，合并为一个一维列表数据，统计
得到 8956 个水稻基因实体，使用改写后的 query
脚本提取出所有含 GO 的句子，然后在这些句子
中匹配 TO，最后得到 34585 个句子。之后，将结
果整理为 PMID，基因实体集，性状实体集，这样
的格式写入 txt，其文本的前五行可见表2。将 GO
与 TO 对做成词典，得到 11689 个 GTP，并统计
其频率,TO 与 GO 词云展示如图2A,GTP 网络展
示如图2B。实验至此，我们为后面做共句显示和
分词提供了前期数据准备。

在做 GO匹配时，我们使用了老师课上提供的
脚本，原始脚本只支持两个关键词的搜索，于是增
加了批量检索的功能。当在 77Mb 的文本中，检索
10个词耗费 18s，检索 200个词时，耗费 3min52s，
检索 6000个词时，耗费 10h32min，因为没有使用
很高效的算法，所以词语多起来后速度大大变慢，
为了提高运算速度，增加了多进程运算功能，算法
也做了适应于多进程运算的调整，变得不适合少量
词语检索。综上，不带多进程功能版本适合少量词
检索，带多进程功能版本适合大量词检索。

GO 匹配一开始用‘in’做匹配，后来发现产
生了大量污染，如 lif 基因本体会把‘life’提取出

来，但是用正则表达式匹配（加上单词边界），又
会造成丢失一些信息，最后我们选择丢失信息量
较少，也可以避免大量污染的方法，对单个且为纯
字母的 GO 加上单词边界，提取出句子，再对 TO
进行 mapping，得到包含 GTP 的句子，同时将句
子打上对应的 GO 与 TO 标签。检查句子时，发
现了有的低质量 GO，如‘as c’，由 pubtator注释
为 GO，最后用我们这套方法做匹配会得到一些无
关信息，如‘was carried out’被识别并抽取，故
将所有匹配到的句子进行清理，剔除与其标签不能
完全匹配的句子，最后得到了非常干净的数据。

检查 GTP时，频率最高的是‘superoxide dis-
mutase——smut’，有 332 词，远高于其它 GTP，
分析后发现是做 TO匹配时用的是 find命令，‘dis-
mutase’一词中含有‘smut’，造成了污染，只能将
这一对删除。另外，对频率较高的 GTP人工分析，
发现了很多明显不是基因的词，如‘l-1——growth’
为 37 次，查询后发现 l-1 为单位，被 pubtator 注
释为 GO；如‘cas9——trait’为 24 次，cas9 为
基因编辑工具，应当剔除。将频率大于 10的 GTP
人工筛选，得到了我们的 hit GTP 129对，用于后
续重点分析。

2.3.3 句子分词及依存树分析（本章节作者：李
万相）

环境配置:
实验中首先使用 pip 安装 Stanza 包，由于网

络原因，无法通过网址直接下载语言库及自然语言
处理模型，选择在 github 上分别下载相同版本英
文语言库及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并放置到本地的项
目中。

依存分析处理:
对于已经进行预处理的 23431 个句子进行自

然语言处理，在 Python 中调用 Stanza 包，建立
管道，按行读取文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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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共句的 GO 与 TO 词云 (使用课堂提供代码绘制);B:GTP 关系网络 (使用 python networkx 包绘
制)；C：依存分析结果展示 (来自 Dependency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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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获取 Sentence（Stanza 中对于单个句子
处理结果的数据结构）结构的结果，包括 text（单
词实体），lemma（原始文本），upos（粗粒度词性），
xpos（细粒度词性），feats（句法特征），head（中
心词），deprel（与中心词的依存关系）等信息；

采用 python 编写脚本将得到的 Document，
Sentence，Word等 Stanza自带的格式文件转化为
CoNLL格式文件，以方便导入 Dependency Viewer
中进行可视化展示，共句分析和依存分析。

依存树可视化和分析:
最后在 Dependency Viewer 中进行可视化展

示和数据统计，并采用 Dependency Viewer 中的
Search功能进行精准的共句统计，由于软件分析依
存关系只能分析直接依存关系，无法分析基因-性
状关联等虽然存在依存关系，但含有过多修饰词的
情况，所以选择选取其中共句较多的一部分进行人
工筛选，分析工具关系的基因-性状对中有多少含
有依存关系，得到实体-性状关联分析等实验结论。

2.4 实验结果讨论

通过对共句关系和依存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有关于 development，growth，drought和 disease
resistance的基因-性状对较多，分别 3969对，3721
对，3200 对和 1575 对，本次实验，我们将针对
drought性状和 disease resistance性状的共句情况
和依存情况进行分析。

2.4.1 drought（干旱）性状分析（本章节作者：
李万相，李晟）

drought性状包含 drought tolerance（耐旱性，
910 对），drought resistance（抗旱性，124 对），
drought response（干旱反应，74 对）等情况。基
因-drought 性状对的的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Os-
bZIP23（50 对）、OsLEA3（36 对）、SNAC1（25
对）、AP2（23 对）、miR408（11 对）等基因与
drought 性状存在较多的共句关系，初步认为这些
基因可能对 drought性状有较大的影响。通过对共
句结果中的每个句子进行依存树可视化，并观察去
除修饰词后的句子主体、句子结构、中心词等情况，
进行人工筛查和分析，判断所分析的基因-性状关
联是否确有依存关系，还是仅为共句关系，并未表
达出基因对性状有一定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大

部分共句的基因-性状对，确实是更为具体的依存
关系，表达出了基因对性状有一定影响。同时，也
包含部分共句的基因-性状关联仅为共句关系，并
无依存关系，没有进一步分析它们的必要。

为验证上述分析的结论，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可知：OsbZIP23 是一个 bZIP 类的转录因子，其
主要通过 ABA 依赖的信号转导途径调控干旱胁
迫响应基因的表达，从而正调控水稻的抗旱性 [7]；
OsLEA3 基因可由缺水和盐胁迫诱导表达, 过表
达该基因提高了植物的耐旱与耐盐性 [?]；超表达
SNAC1 的转基因植株在大田干旱胁迫条件下能提
高结实率, 在水稻抗逆遗传改良中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 [8]；AP2 基因家族存在于植物中，庞大的成
员广泛参与植物响应外界环境胁迫和生长发育相
关的转录调控 [9]；提高 miR408 基因的表达量，可
以改善多种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种子大小 [10]。

2.4.2 disease resistance（抗病性）性状分析（本
章节作者：李万相，张可欣）

本次实验主要对 disease resistance（抗病性，
1088对）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WRKY45
（31 对）、NPR1（16 对）、OsWRKY13（11 对）、

OsSGT1（10对）等基因与 disease resistance性状
存在较多的共句关系，并对它们 drought 性状类
似的筛选和依存分析。其中 WRKY45 与 disease
resistance 性状的依存关系数量明显更多，证明其
可能对 disease resistance 性状有较大的影响。

为验证上述分析的结论，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可知：WRKY45 是水稻水杨酸信号通路中的重要
转录因子，介导化学诱导的对多种病原体的抗性
[11]），已有研究表明它在真菌和细菌抗病性中起
着关键作用 [12]。NPR1 是在水稻水杨酸信号通路
下游中起防御作用的一种转录辅助因子，目前研究
证明在病原菌入侵的情况下，NPR1单体被释放并
进入细胞核，在那里它激活防御基因转录，这已在
拟南芥、大米、水稻等双子叶植物得到证实 [13]。
此外，OsWRKY13 是水稻对细菌和真菌病原体的
抗性的激活剂，一项研究推断它似乎是病原体诱导
的水杨酸盐依赖性防御途径和其他五种生理途径
的串联点 [14]。全身获得性抗性（SAR）是植物中
的一种自然病害反应，OsSGT1作为水杨酸葡萄糖
基转移酶，能催化游离水杨酸转化为水杨酸 O-�-葡

9

64 5. 农业领域的基因和表型⽂本挖掘



GO TO 共句关系（个） 依存关系（个）
OsbZIP23 drought 50 43
OsLEA3 drought 36 31
SNAC1 drought 25 23

AP2 drought 23 19
miR408 drought 11 11

WRKY45 disease resistance 31 28
NPR1 disease resistance 16 13

OsWRKY13 disease resistance 11 11
OsSGT1 disease resistance 10 9

表 3: 基因和性状共句及存在依存关系示例

图 3: A: 人工依存树分析示意图 (图片来自 Dependency Viewer 结果);B:GO 与 pathway 富集结果 (图片使
用 PANTHER 网站绘制 [6])

萄糖苷（SAG），有研究表明其基因可能通过诱导
水稻植物中 SAG 的上调来促进水杨酸信号传导机
制 [15]。

通过查阅文献得到的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可
知，我们通过实验分析得到的基因-性状关联是真
实可靠的，且已经得到过实验验证。这证明了本文
所采用的 pubtator 数据采集，实体识别，GO 与
TO 的关系挖掘，依存分析结合的水稻基因-性状
关联挖掘方法是有效的。

2.4.3 GO 富集分析（本章节作者：张可欣）

GO 全称 Gene Ontology ，中文解释为基因
本体论。GO 分析中一共分为三个 ontology，分
别描述基因的参与的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
BP）、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 MF）、细胞成

分（cellular component，CC）。细胞组成（cellular
component，CC）：一般用来描述基因产物的发
挥作用的位置，比如一个蛋白可能定位在细胞核
中，也可能定位在核糖体中；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BP）：描述的是指基因产物所联系的一
个大的生物功能，或者说是它们要完成的一个大
的生物目标，例如有丝分裂或嘌呤代谢；分子功能
（Molecular Function，MF）：主要是指基因产物分
子所执行的任务，例如一个蛋白质可能有一个转录
因子或是一个载体蛋白。

在得到水稻的基因本体数据后，我们通过
PANTHER[6] 在线网站做了 GO 富集分析与
pathway 富集分析。在对所有的 GO 实体去掉重
复项后我们得到 4104 个基因，但是因为水稻基
因命名的特殊性与基因实体名称的复杂性。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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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d 做 GO 富集缺少了很大一部分信息，最
后只能有效利用 819 个基因做富集分析。得到的
GO 富集分析可视化见图3B 中的 (a)、(b)、(c) 所
示，从分子功能富集我们可以看出富集最多的前
两项为催化活性 (catalytic activity) 与结合功能
(binding)；从生物学过程富集可以看出富集最多
的前三项为细胞过程（cellular process)、生物学调
控（biological regulation）、代谢过程（metabolic
process）; 从细胞组分可以看出富集最多的为细胞
解剖学实体（cellular anatomical entity）、蛋白复合
物（protein-containing complex）。得到的 pathway
富集分析可视化见图3B 中的（d）所示，其中可以
看出富集最多的一项为 EGF 受体信号通路（EGF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其次为 ATP 合成通
路（ATP synthesis）。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李晟，张可欣）

从短文到长文再到终稿，论文终于看起来像是
一篇学术文章了。最开始写短文时，大家都不知道
要做些什么，只是在查资料，把我们的想法一股脑
堆在短文里，草草填充了四页纸，那时候思路还不
够清晰。随着课程的进行，对 bioNLP 有了更深的
认识，老师也给我们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与指导，
我们在长文提交之际，完成了数据的收集以及初步
的处理，由于我们太关注于工程的实施，没有太按
照学术论文的模板去写长文，导致了字数不够、格
式不正确的问题，我认为长文部分我们做的已经
很好了，但是字数怎么都凑不到 10 页，写文章就
疯狂的凑字数，后来老师提醒我们没有关注实际
的生物问题，并从多个角度举例为我们提建议。因
此，在后续加上对生物问题的讨论后，我们的论文
篇幅达到了要求并突出了科学意义。总的来说，经
过这次课程论文的撰写，我们将老师课上讲的东西
运用到实际问题，打开了我们科研的新思路，并在
截止日期的时间紧逼下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

最后这次长文终稿，在实验课上互评后，大家
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结果也呼之欲出，虽然也碰
到了一些问题，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本项目。第一章
我们介绍了水稻基因与性状关联挖掘的选题意义，

本主题的研究背景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知识，
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概述总览；第二章我们以实验报
告的形式进行撰写，介绍了我们的数据来源、代码
来源，在未进行实验时计划的实验思路，以及在具
体实施时的实验过程记录；第三章后记对我们的项
目进行总结并评价，写写遇到的问题、优缺点以及
主观上的一些东西。

在其中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小组也遇到了很多
细节性的问题，很值得讲的一点是大家都没有回避
问题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集思广益。虽然我们目前
刚刚迈入科研的大门，但是通过这次课程论文的训
练，我们对于工程和科学的融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识。同时，尽管我们的小组成员背景各不相同，组
队时大家也没有太熟悉，但是从撰写短文到长文初
稿到长文终稿，大家也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去使这篇
课程论文尽量做的更好，并在这段时间里相处得更
融洽。这里面涉及的很多细节是我在完成这门课的
作业时收获的很宝贵的东西。在此最后的终稿结束
之时，我还是要感谢夏老师和我的小组成员，我能
感觉到大家都对这篇课程论文付出了很多热情和
精力，在研究生课题压力繁重的情况下高效完成论
文，熬夜一两点整理论文细节文本，都是让我非常
感动的地方。虽然这门课教会给我们的技术没有那
么多，但是我深切的体会到了小组合作的精神和克
服困难的勇气。

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用 curl 命令下载网页数
据始终报错。在 curl 下载 eutils 的 api 返回的网
页时，总是报错“查询和关键词不能为空”，可能是
因为 api 返回的结果并不是 xml 文件，最后这个
bug 无法解决，于是改用 Biopython 包中的 eutils
命令，最后成功爬取目标数据。

在构建 GO 字典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基
因注释、去重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了字典的质量，
pubtator 给出的结果实在是太不准确，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我们使用了爬虫等方法，结果都不理想。
最后给出了我们自己的构建规则，以 pubtator 给
出的基因实体名和水稻物种名（Oryza sativa）为
关键字，在 ncbi gene数据库中检索，得到输出 id；
下载水稻参考基因组注释文件（GCF 001433935.1
IRGSP-1.0 genomic.gff），提取出所有的基因 id 作
为水稻基因 id 参考，最后打上’Y’ 或’N’ 标签。在

11

66 5. 农业领域的基因和表型⽂本挖掘



写终稿阶段，我们发现了很多 Os命名格式的基因，
以及 miRNA 基因，但是结果我们已经做完了，再
去分析这些可能面临时间不够的问题，但是我们觉
得这些基因非常重要，还是得研究，好在最后分析
完了，并且得到了不错的结果。

在给摘要做分句时，发现没有很好的分句手
段，若简单的以’.’作为分割符会产生大量的错误，如
分割物种名称中的点，数字中的小数点等，python
的 nltk 包也是用这种方法分词。尝试用正则表达
式做分割，发现要设计的条件太过复杂且实现效果
不好。后来发现做句意分析的 Stanza 包自带分句
功能，且效果比上述操作都要好，故改变策略，先
把所有同时含 GO 与 TO 的摘要筛选出来，最后
全部进行句意分析，这样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信
息。

在使用 stanza 包的过程中，遇到直接下载英
文语法包存在错误，url 无法访问等问题，经过大
量查找资料，最后通过在 github 下载外部语法和
模型，然后将其导入 python 中解决。

依存分析出结果后，我们发现 TO词组会被拆
成单个的词，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分析，同时科研
论文的句子都十分复杂，写脚本自动化分析难度极
大，最后大家决定取 hit GTP，结合 Dependency
View 进行人工分析，判断所分析的基因-性状对是
否确有依存关系，还是仅为共句关系，最后得到了
一批高质量的 hit GTP。这一问题虽然我们尽力进
行了解决，但是解决的方式并不完美，对依存树分
析的结果解读未实现自动化。虽然我们也查阅了一
些博客和关系挖掘的文献，但在有限时间内还没找
到高效的解决手段。

3.2 所参考的主要资源

本项目参考的性状本体数据来源于夏静波老
师提供的水稻性状本体图谱 [4]，里面包含 1554
个水稻性状实体，每一个实体（term）都包括 id，
name，synonym 等。

共句分析代码部分来自于老师上课提供的
keyQueryPubtatorSizhuo20220425.py 脚本，由李
晟改写，加入命令行、批量查询、进度条功能，另
外该脚本改为两个版本，一个为适合同时查询词较
少、计算机并行计算能力弱的版本，一个加入了进
程池功能的，适合多核计算机运行的版本。剩余代

码都为小组成员独立编写，放在 github 主页公开。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水稻的选题背景和自然语
言处理的专业知识我们主要通过查阅文献和博客
等方式进行搜集，所参考的内容已在参考文献列
出。在实验进行过程中，有技术上未解决的问题主
要在 CSDN, 博客园等网站查询自学。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李晟）

项目中词云绘制、GO 富集分析使用了实验课
《词云展示》、《本体富集分析》教授技能。

PubMed、pubtator 的使用来自于《PubMed
文献实体识别》的技能。

3.4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李晟）

李晟：数据的收集与清理，GO 的匹配，论文
的排版

张可欣：GO 与 TO 的匹配，词典的制作

李万相：依存分析，依存结果解读

3.5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李晟）

优点：文章数据量大；基因本体收集得多，并
进行了清理，在数据分析这块内容详细，且对 GO
实体消歧将自然语言处理与生物信息学相结合；形
成了 pipeline，撰写了脚本；在判断共句显示后，
进行了依存树分析，并人工核对依存分析结果（相
对可靠）。

缺点：因为依存树结果复杂，没有找到并提出
批量分析依存树结果的方法；受时间和能力所限，
小组心有余而力不足，找到的一些 TO 质量不高，
没有精力去清洗，故未做补充，因此造成 TO收集
不足；水稻的各种实体识别太过复杂，对各种算法
的理解也不够，因此没有进一步研究命名实体识别
的其它方法。此外，对于实体间的关系挖掘，除了
依存树还有其他的算法可以实现，但是因为时间问
题，没有进一步了解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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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本章节作者：李晟）

前两周搜集更多的实体，查阅联系实体识别的
手段，后两周做共句分析、依存分析，研究批量分
析依存树结果的手段，或者换一种挖掘实体间关系
的方法。此外，更深层次的聚焦生物学问题，将文
本挖掘得到的信息运用于真正有实际科学意义的
知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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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于水稻基因与性状的文本挖掘》

课程论⽂ GitHub ⽹址：

https://github.com/geyuanxin/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geyuanxin/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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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稻基因与性状的文本挖掘

戈圆歆 1, 向香磊 1，齐欣宇 1

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430070，武汉，湖北，中国

摘要

水稻是重要的粮食作物，拥有着悠久的种植历
史，是大多数人的主食。然而当今气候变化加剧，
温室效应日益严重，地球环境正在遭到破坏，人口
数量不断增加，可利用的土地不断减少。不断地改
良作物，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是我们在未来几十
年应该解决的问题。目前对于植物的研究越来越
多，与水稻有关的文献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为我
们提供了大量可以利用的数据。水稻基因与性状关
系的研究对于改良作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
许多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为了进一步研究水稻基因
和性状之间的关系，本项目将着手于从水稻有关的
文献进行数据挖掘，提取水稻性状和基因有关的信
息，然后通过基因富集、词云等数据分析方法对数
据进行处理，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 寻找基因和性
状之间的对应关系。

Codes avabilitity：https://github.com/
geyuanxin/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

关键词: 水稻，基因，性状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戈圆歆）

通过师兄师姐的介绍，了解到这门课程可以让
我们学习到新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对以后的
学习以及研究可能会有所帮助。相比较于数据挖
掘，生物文本挖掘的方向更细化，它聚焦于生物文
本的研究，更加关注生物专业词汇，更加强调数据
挖掘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是一门更加专业化的课
程。作为生物信息学的学生，这门课程对我们是非
常有帮助的。与自然语言处理的快速发展相比，生
物文本挖掘的发展还在缓慢发展，主要原因还是
在于可挖掘的文献数量有限。自然语言处理是计

算机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它研究能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进行有
效沟通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自然语言处理并不是一
般地研究自然语言，而在于研制能有效地实现自然
语言通信的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其中的软件系统。

由于生物小组成员中有正在研究水稻基因的
同学，对该课题比较感兴趣，且可能对正在研究的
课题有所帮助，对我们有新的启迪，所以我们小组
选择了这个课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搜索到的大量
论文的文本，挖掘出水稻各种基因与性状之间的关
系，了解现阶段研究的大体方向，找到水稻的一些
热点基因，对挖掘出来的信息做一些统计分析工
作，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发现一些新的信息。希
望能够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指导。

1.2 该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戈圆歆，
齐欣宇，向香磊）

1.2.1 富集分析

基因功能富集分析，是指借助各类数据库和分
析工具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在数据库中与我们要研
究的生物学问题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基因功能类别。
它的统计原理是用超几何分布型来检验一组基因
（共表达或差异表达) 中某个功能类的显著性，通
过离散分布的显著性分析、富集度分析和假阳性分
析, 得出与实验目的有显著关联的、低假阳性率的
及靶向性的基因功能类别。即把我们挑出来的基因
归类，看哪些基因的功能和我们的研究相关，然后
做检验，根据 P 值判断这个相关性是随机的，还
是显著的。

做富集分析需要作为输入的数据分别为前景
基因和背景基因。前景基因通常是指实验组和对
照组之间表达量发生显著变化的差异基因。但做
富集分析，是为了了解我们所关注的基因被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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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哪些通路当中，主要富集在了哪些通路当中。
所以，除了差异基因，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基因
集去做富集分析。背景基因通常指该物种参考基
因组上的全部基因。所谓富集，就是比较某个 GO
term 里的基因在前景基因所占的比例是否显著高
于这个 GO term里的基因在背景基因所占的比例，
然后根据 p<0.05，判断是否有显著富集。

背景基因除了可以选择使用 GO term 里的基
因，也可以使用 Plant Trait Ontology(PTO)数据，
这个数据库主要是植物的基因，正在快速发展当
中。可以使用这两个数据都做富集，再分析比较。

1.2.2 依存关系与依存树

依存关系分析，又称依存句法分析（depen-
dency syntactic parsing），简称依存分析，它是指
识别句子中词汇与词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依存
句法是由法国语言学家 L.Tesniere 最先提出，他
指出了词语之间在句法上的搭配关系，这种搭配关
系是和语义相关联的。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用词与
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描述语言结构的框架称为依
存语法（dependence grammar），又称从属关系语
法。利用依存句法进行句法分析是自然语言理解的
重要技术之一。依存分析方法分三种，一是基于规
则的方法，二是基于统计的方法，三是基于深度学
习的方法。目前深度学习成为各个研究方向的热
门，与传统方法相比，传统的特征表示主要采用人
工定义原子特征和特征组合，而深度学习则把原子
特征进行向量化，在利用多层神经元网络提取特
征。

依存关系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直接在句子
上标出依存关系箭头及语法关系，另一种是将句
子表达为树状结构，即依存树 (dependency tree)。
面对一个语句，首先将其进行一个简单的短语分
段，然后将短语分词进行词性标注，然后生成短语
句法树，进而转换成依存树。常用的句法树转依存
树的工具有 penn2malt、Stanford Parser 和 LTH。

1.2.3 词频分布验证齐夫定律

齐夫定律是美国学者 G.Zipf 于 1935 年提出
的词频分布规律，主要内容是：在自然语言的语料
库里，一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面的
排名成反比。所以，频率最高的单词出现的频率大

约是出现频率第二位的单词的 2 倍，而出现频率
第二位的单词则是出现频率第四位的单词的 2 倍。
这个定律被作为任何与幂定律概率分布有关的事
物的参考。

1.3 研究思路（本章节作者：戈圆歆）

本文预计有以下思路：1.使用 PubTator，EDi-
rect 这两个工具从 NCBI 上提取水稻基因-性状相
关的文献、摘要，获得大量可分析和挖掘的文本。
使用 chemical，disease，gene，mutation，species五
种表格查询。搜索关键词是 oryza sativa 和 gene，
使用 pubtator在 PubMed上搜索了 19948篇文献
标题以及 19925 篇摘要。2. 从老师和师兄提供的
网站下载水稻基因本体以及性状本体，包括 4184
个基因和 2084 个性状。3. 编写 python 脚本，处
理并分析获取的文本数据，根据句号分割文本，获
得注释文件以及摘要文件。将摘要文件分句子分
析，基于基因本体和性状本体的数据，匹配到句子
当中，做共句显示，找到了性状和基因同时出现的
句子，并认为这些基因和性状具有相关性，将其一
一对应起来。4. 通过处理得到的摘要文本使用上
课学习的 python 脚本绘制词云。基于注释文本统
计基因和疾病出现的频率，绘制词频表。5. 找出有
代表性的部分句子，应用依存树与依存关系来处
理文本并分析句子中基因和性状的关系。6. 分析
获得的基因，了解热点基因以及热点的研究方向。
并将获得的基因作为前景基因做富集分析，可视
化富集结果，统计分析基因与表型之间的关系。7
. 基于通过共句显示分析找到的基因与性状，将其
对应起来，并使用 Cytoscape 绘制基因-性状的网
络关系图，对分析结果可视化，并发现知识。具体
流程见图 11。

2 （第七章算法）在水稻基因与性
状研究方向的应用

2.1 使用工具介绍（本章节作者：齐欣宇）

本文通过 Edirect 和 PubTator 工具提取水稻
有关的文献摘要构建语料库，尝试针对 gene 和
PTO 进行挖掘，并通过词云分析和 cytoscape 作
图来展示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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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流程图。图片来源自绘

2.1.1 EDirect

Entrez Direct（EDirect）是一种从 UNIX终端
窗口访问 NCBI 的互连数据库集（出版物，序列，
结构，基因，变异和表达等）的高级方法。它是由
NCBI 提供的，从命令行参数中获取搜索词，有着
自己独特的检索语法和查询理念。esearch、efetch
和 xtract 是 Edirect 重要的命令，esearch 能从
NCBI 中检索符合条件的记录，efetch 通过指定数
据库和查询条件来更精确的检索，xtract 能将 xml
结果根据需要转换为各种形式的表格形式，方便后
续的可视化。

2.1.2 PubTator

PubTator,现在也叫 PubTator Central（PTC）
是一个 Web 服务，用于查看和检索全文生物医学
文章中的生物概念注释。PTC 提供来自最先进的
文本挖掘系统的自动注释（GeneTUKit、GenNorm、
SR4GN 和 DNorm 等），用于基因、蛋白质、遗
传变异、疾病、化学物质、物种和细胞系，所有这
些都可以下载导出供后续分析使用。PTC 注释了

PubMed（2900 万篇摘要）和 PMC 文本挖掘子集
（300 万篇全文文章）。

2.1.3 语料库

使用以上两个工具构建了本研究所需的语料
库。

语料库指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
本库。借助计算机分析工具，研究者可开展相关的
语言理论及应用研究。语料库是语料库语言学研
究的基础资源，也是经验主义语言研究方法的主
要资源。应用于词典编纂，语言教学，传统语言研
究，自然语言处理中基于统计或实例的研究等方
面。语料库包含的重要特征是 1. 语料库中存放的
是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真实出现过的语言材料，因
此例句库通常不应算作语料库；2. 语料库是承载
语言知识的基础资源，但并不等于语言知识；3.真
实语料需要经过加工（分析和处理），才能成为有
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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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词云

词云是数据可视化很好的展示方式。词云可
以对海量文字内容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的
视觉突出，即出现越多的“关键词”字体越大，能
够方便读者迅速的抓取关键内容。目前可以通过
python、R 等编程调取许多设计优美的词云包如
wordcloud、pyecharts 和 wordcloud2 等，自定义
设置自由，使用非常方便。

2.1.5 Cytoscape

Cytoscape 是一个基于 Java 的开源软件平台，
用于可视化复杂网络并将其与任何类型的属性数
据集成。许多应用程序可用于各种问题领域，包括
生物信息学、社交网络分析和语义网络。Cytoscape
源自系统生物学，用于将生物分子交互网络与高
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和其他的分子状态信息整合在
一起，其最强大的功能还是用于大规模蛋白质-蛋
白质相互作用、蛋白质-DNA 和遗传交互作用的分
析。Cytoscape 可以通过基因和性状为节点，关系
为边，作出丰富的关系网络图。

2.2 算法基本公式（本章节作者：戈圆歆，
齐欣宇，向香磊）

2.2.1 富集分析

N 为所有基因中具有 pathway/GO term 注释
的基因数目；k 为 N 中差异表达基因的数目；m
为所有基因中注释为某特定 pathway/GO term 的
基因数目。

P (x) =
Cm

x × �CN−m
k−x

CN
k

(1)

p = 1−
x−1∑
i=0

P (i) (2)

上述即计算 p 值的公式, 基于 p<0.05，判断是否
有显著富集。

2.2.2 齐夫定律

r 表示一个单词出现的频率，f(r) 表示排名为
r 的单词出现的频率

f(r) ∝ 1

rα
(3)

f(r) ∝ C

rα
(4)

log(f(r)) = log(C)− alog(r) (5)

将方程改成一个适当的等式（4），其中 c 为常数，
对两边同时取对数，重写方程从公式 (5) 可以看到
频率方程的对数对于排名 r 的对数即为一条斜率
为-a 的直线。

2.3 算法应用

2.3.1 数据获取（本章节作者：向香磊）

本次实验首先使用了 PubMed 的 API 服务。
E-utilities 使用结构化 URL 来搜索和检索请求的
数据。URL 请求 NCBI 服务器提供信息，并以特
定格式返回。你得到的信息，以及它的格式，取决
于你如何构造 URL。

E-utilities,URL 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基本
URL：这是 E-utilities服务器的地址。每个 URL都
以 https://eutils.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
开始。第二部分是 utility name. 这是你正在使用
的特定工具的名称。共有九种 E-utility，每一个
都执行特定的功能：ESearch：在单个数据库中搜
索文本查询，并检索匹配的唯一标识符（UID）列
表。在 PubMed 中，ESearch 检索 PMID 列表。
ESummary：检索每个 UID 的文档摘要。EFetch：
检索每个 UID 的完整记录。EPost：上传 UID
列表以备日后使用。ELink：检索相关或链接记
录的 UID，或链接 URL。EInfo：检索有关单个
数据库的信息和统计信息。检索文本查询的拼写
建议。ECitMatch：在 PubMed 上搜索一系列引
用字符串。EGQuery：在所有数据库中搜索文本
查询，并返回每个数据库中查询的结果数。九种
E-utility 中的每一个都以文件扩展名“.fcgi”结
尾（代表快速公共网关接口）修改参数，构建我
们需要的 URL。设置数据库为 pubmed，关键
字为 oryza sativa 和 gene。我们构建的 URL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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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utils.ncbi.nlm.nih.gov/entrez/
eutils/esearch.fcgi?db=pubmed&term=oryza+
sativa+gene. 网页结果显示总共有 19948 篇文献
与水稻有关。

使用 curl 命令并保存上述 URL 的搜索结果。
将搜索结果进行处理，使用 grep命令筛选出 pmid，
将 19948 篇文献的 pmid 保存下来。接下来使用
PubTator工具。PubTator是一个在线的辅助生物
精选的文本挖掘工具，为多种文本挖掘方法集成，
可以自动识别生物实体，又采用尖端的机器学习
和深度学习技术来消除概念歧义，以提高准确性。
使用 PubTator 工具可以根据 pmid 提取出文献的
摘要和注释。访问https://www.ncbi.nlm.nih.
gov/research/pubtator-api/publications/
export/pubtator?pmids=35365089, 通过修改
pmids 的值，抓取 19948 篇文献的所有摘要和注
释。在抓取过程中，发现有 23 篇文献没有注释，
故总共抓取了 19925 篇文献。

2.3.2 数据预处理（本章节作者：向香磊）

由于 PubTator 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对水
稻的注释不准确。所以我们还需要对我们所抓取的
数据进行预处理，才能用于后续分析。

funricegenes：水稻功能基因数据库。在过去
的 15年里，水稻功能基因组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该数据库比较全面、准确的包含水稻的相关基因信
息。包括 2800 个基因和 5000 个不同的基因家族
成员。在 39045个注释蛋白编码水稻基因中，该数
据库占 19.2%。并且还包括 214个基因相互作用网
络。https://funricegenes.github.io/我们从该
网站下载了水稻的基因词典。总共包含 4184 个基
因，每个基因的名字有三种格式，分别是 Symbol，
RAPdb，MSU。对于每一篇文章，我们将文章的摘
要和基因词典匹配，得到了每篇文章对应的 pmid
和所含的 gene。

水稻的性状词典，我们是在姚师兄的推荐
下从 GitHub 上面下载的。https://github.
com/bionlp-hzau/RiceTraitOntology/blob/
master/RTO-1.0.obo总共有 2048 个性状。对于
每一个性状，包含 id，对性状的描述和同义词相
关的信息。得到性状词典后，我们将文章的摘要和
性状词典匹配，得到了每篇文章的对应的 pmid 和

所含的性状。

得到性状和基因词典后，我们还尝试了水稻的
性状和基因的共句显示。我们将文章的所有摘要合
并，然后按照’。‘的格式将文章分成句子。然后针
对每一个句子进行分析。如果一个句子同时含有性
状词典和基因词典中的元素，我们就将该基因和其
对应的性状以字典的形式输出。字典的键分别为
gene 和 trait，值为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的基因
和性状。然后将所有的字典输出。这样就得到了同
时在一个句子中出现的基因和性状。经处理后，我
们总共找到了 860 个句子同时含有基因和性状。

2.3.3 依存树应用尝试（本章节作者：齐欣宇）

前面已经获取了 19925 篇文献，并得到了
抓取的相关注释，提取到了感兴趣的内容，但
我们仍然好奇于依存分析在语句分析中的作用，
于是选取了三句摘要尝试进行依存树的分析。
选取了 StanfordCoreNLP 自然语言处理包，它
是一个集成的语言分析工具集，支持多国语言。
[1]StanfordCoreNLP 能够给出基本的词形、词性，
并且能够标记句子的结构，语法形式和字词的依
赖，指明那些名字指向同样的实体，指明情绪，提取
发言中的开放关系等。StanfordCoreNLP 由 java
编写而成却可以在 python 的环境下调取运行使
用。

由于挖掘的文献都是英文文献，于是导入了相
应的英文语言包。使用 word_tokenize、pos_tag、
ner 和 dependency_parse 分别对句子进行分词、
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和句法依存分析。另外，
利用 nltk 包的 corenlp 和 Tree 可以生成依存树的
展示图片 [2]。如图 2c 所示，这里所用到的示例
语句为：Twelve drought-responsive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belonging to photosynthesis pathway,
response to oxidative stress, stress signalling and
others. 其中，drought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关键词，
依存树能很好的将句子进行分割处理，更加直接的
展示句子中词之间的关系。

2.3.4 富集分析（本章节作者：戈圆歆）

获得了从同一个句子中提取到的水稻基因和
性状字典之后，编写了一个 python 脚本，将来自
于同一个句子的基因与性状一一对应起来，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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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文本文件，包含两列，第一列是基因，第二
列是同一篇文献中相关的疾病。并提取所有基因，
得到基因列表。

获得基因列表后，可以对这些基因做富集分
析。一个生物过程通常是由一组基因共同参与，而
不是由单个基因独自完成，富集分析通常是分析一
组基因在某个功能节点上是否相比于随机水平过
于出现。我们抓取的文献以水稻和基因做关键词，
然后又基于已有的水稻基因和形状本体词典对抓
取到的文献的所有句子做了筛选，那么由此获得标
注的基因很可能大多数都与水稻的相关性状相关
联，对这个基因列表做富集分析就有可能知道这
些基因调控的哪些生物过程，并且进而与表型产
生了关联。所以接下来我们做了 go 富集分析，使
用 DAVID 网站，上传得到的基因列表，共有 39
个基因，该基因列表是由 symbol 体系命名，基于
funricegene 获取的基因实体将其转换为 RAP 名，
再做富集。

从 DAVID 网站上下载富集结果，文件中包
括富集到的 GO term，P value，三种 GO 富集
的模式——biological process(BP),cellular compo-
nent(CC),molecular function(MF)，富集到该通路
的基因个数及其他信息。基于这些信息，我们使用
R 包，pheatmap 和 ggplot2 两个工具画出了图 2，
对数据进行可视化。使用 pheatmap 包做了热图，
图 2a，将富集到的所有条目的 pvalue 从小到大排
序，并取负对数，以对数值作为热图颜色的深浅，
对数值越大，pvalue越小，即富集到的该通路越显
著，在图中颜色就越深。可以看到富集到的最显著
的通路是 RNA 7-甲基鸟苷帽结合、真核翻译起始
因子 4F 复合物、携带 NLS 的蛋白质进入细胞核、
细胞质核周区、核输入信号受体活性、核定位序列
结合、细胞壁大分子分解代谢过程、几丁质分解代
谢过程、细胞生长、多糖分解代谢过程、胞质溶胶、
几丁质酶活性等等。这些生物过程都是水稻生命活
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基因的调控过程，到各种
物质的代谢过程，再到细胞基本结构的代谢，这些
生命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着水稻性状。说
明我们从这些文献摘要中提取到的基因对水稻很
多生物过程都是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的。图 2b 使用
ggplot2，基于 term，pvalue，count 这三个信息绘
制了气泡图，泡泡越大，表明富集到该通路的基因

个数越多，颜色越红，p 值就越大，越显著。

2.3.5 词云（本章节作者：向香磊）

使用实验课所提供的绘制词云的代码，输
入为经过数据预处理的文本文件。首先导入包
nltk。NLTK 是一个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分
析的综合性 python 库。它提供了一些常用的语
料库：比如，stopwords: 停用词库，punkt: 包含
了很多预先训练好的 tokenize 模型等。首先使用
word_tokenize 分词包，将文本句子分成单词。然
后经过大小写转换，将所有的大写字母转化为小
写，这样可以避免相同的单词由于字母大小写的原
因而被误认成两个单词。使用停用词库 stopwords，
常见的停用词有‘arabic’,’azerbaijani’,’danish’等
等。同时使用 punctuation 包，将文本的标点符号
去除。将这些经过处理后的文本，统计单词出现的
频率，使用 word_cloud 包绘制词云。

2.3.6 Cytoscape 作图（本章节作者：齐欣宇）

经过前面数据处理，已获得了基因和性状对应
的列表，将此列表进行去重，共得到 330 个基因
及其对应的性状关系表。于是分别将基因和性状
作为两个 node 节点，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为 edge
边，得到 Cytoscape标准的三列输入数据格式，导
入 Cytoscape 软件之后，利用它自带的 network
analysis 功能得到了网络的 degree 值，degree 值
越大，代表此节点所连接相关的网络越多越复杂。
于是，凭借 degree 值来设置节点的大小和颜色的
深浅 [3]，美化构建的网络图，使其更加直观见图
2b。由图中网络的疏密展示情况，可以找到所关
注的词条。点击局部，便可以清晰看到相应的基
因或者性状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其他性状或者基因。
格外关注了比较大的节点，例如基因 bel，它是细
胞色素 P450 家族中的单加氧酶基因，根据统计，
它与 71 个性状词典相关，此外，还有 xa21、v2、
sh4、sd1、pikh、p26、OsBADH2、Os8N3、gp1、
gh1、FLO4 和 chi11 这些基因关联的性状数量较
多。在性状上，bacterial、phenotype、pathogen、
heat、growth、drought、disease、resistance、disease
和 development表现显著，关联基因较多。但是互
作关系图依据的是基因与性状出现的次数，但并不
能表示次数少的本体就不重要，而显著的本体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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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热点有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2.3.7 词频表（本章节作者：戈圆歆）

我们已经获取了 19925 篇文献摘要的注释文
件，注释文件第一列是文件 ID，第二列及第三列
是标注的字符出现再摘要中的起始和终止位置，第
四列是实体，第五列是实体类别，包括疾病，物种，
基因等等。基于第五列的实体类别，使用 pandas
读取文件，将第五列不是基因类别的行去除，只保
留含有 gene 的行。再将从 funRiceGene 中下载的
水稻基因本体词典与筛选出来了 gene 行做比对，
去除掉可能注释有误差的、不是水稻基因的行，最
后保留下来的就是抓取的摘要中所有的水稻基因，
然后统计所有基因出现的频次，提取前十的基因。
然后再重新对注释文件处理，筛选掉实体类别不是
disease 注释的行，统计所有疾病出现的频次，提
取前十的疾病，得到下面的表 1。

表 1: 前十的基因和疾病词汇及出现次数
gene counts disease counts

NPR1 65 stress 2739
PEPC 42 infection 1663
PR-5 41 abiotic stresses 1322
phyA 38 toxicity 648

OsrbcL1 38 cold stress 465
LFY 38 infected 456

NADP-ME2 37 death 352
TIG1 35 hypersensitive 246
RIF1 35 blast disease 162
Ehd2 34 dehydration 159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向香磊）

本次课程项目选择的对象是水稻，研究水稻基
因与性状的相互关系。研究重点放在了如何从文本
中挖掘出水稻基因与性状的关系。在撰写论文之
前首先需要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数据。采用 pubmed
的 API 服务，我们学习了如何根据自己的目的去
构建 URL，通过构建 URL 我们可以设置筛选条
件，从而搜索到我们需要的文献。这和网页搜索
的目的一样，只不过更加便利，方便 linux 操作和

保存输出。最后使用了 Pubtator 工具。Pubtator
工具可以根据 pmid 提取文章的摘要和注释。由于
PubTator 对水稻的注释不可靠，故我们需要从其
他地方寻找基因词典和性状词典。然后再结合词典
和文本数据匹配，寻找其潜在关系。最后再对文本
进行可视化，关键字提取，依存树构建，富集分析
等方法分析文本数据。

本次论文的撰写由三个组员共同完成，采用的
方式是在线 LateX，使用老师所发的模板。我们线
下讨论，围绕我们所选的题目，理清楚我们的先后
操作流程，明白我们每一步所做的目的，参考论文
模板和往年的课程论文进行人员分工。论文的摘
要由向香磊完成。概况的选题说明由戈圆歆完成。
围绕着课题，我们选择了我们可能会用到的算法，
包括上课所讲授的富集分析概率的计算方法，依
存树构建，词云绘制等。此部分由小组成员共同完
成。研究思路，也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大致流程，
经过小组讨论后，由戈圆歆汇总撰写，向香磊使
用 AI 软件绘制研究流程图。我们在完成此项目会
使用 EDirect,PubTator,语料库，词云，Cytoscape
等工具，工具的介绍由齐欣宇撰写。算法的基本公
式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和
词云由向香磊完成，依存树分析和 Cytoscape 由
齐欣宇完成，富集分析由戈圆歆完成。在撰写过程
中，每个人负责自己工作的内容，包括代码的实现
和图片的编辑展示。本次撰写特别感谢邱洋推荐的
在线编辑 Overleaf 工具，此工具支持多人同时在
线编辑同一文档，支持 Latex 格式，特别方便，高
效。由于之前没有使用过 Latex，在初次使用的时
候，也遇到了很多挫折。比如图片插入和大小的调
节，表格的插入，文本的排版，参考文献的引用等
方面。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戈圆歆，
齐欣宇，向香磊）

PubMed 中 URL 的 构 建 方 法：https:
//dataguide.nlm.nih.gov/eutilities/
how_eutilities_works.html。Pubtator 的
使 用 参 考：https://www.ncbi.nlm.nih.gov/
research/pubtator/。水稻基因本体数据的
获 取：https://funricegenes.github.io/
geneInfo.table.txt。水稻性状本体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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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c

图 2: 水稻基因可视化图 a. 水稻词云图。b. 水稻基因与性状网络图。其中，显著基因如 del、xa21 和 v2 等
与显著性状 pathogen、heat 和 growth 等表示出的节点较大，网络线更复杂。c. 依存树句法分析展示。图
片来源自绘

8

78 5. 农业领域的基因和表型⽂本挖掘



图 3: 富集分析 a. 热图（按 p 值排序）。b. 气泡图。图片来源自绘

获 取：https://github.com/bionlp-hzau/
RiceTraitOntology/blob/master/RTO-1.
0.obo。依存语句分析和依存树生成参考：
https://blog.csdn.net/maxMikexu/article/
details/105459045和https://blog.csdn.net/
qq_39971645/article/details/106326879。
Cytoscape 作网络图参考 Cytoscape 官方教
程：https://cytoscape.org/documentation_
users.html。做 GO 富集使用的是网站 DAVID：
https://david.ncifcrf.gov/home.jsp。GO
富集后的可视化代码分为两个部分，参考《使
用 R 语言 ggplot2 包绘制 pathway 富集分析
气泡图（Bubble 图）: 数据结构及代码》链
接:https://blog.csdn.net/tuanzide5233/
article/details/82141817, 做出了图 2a，图 2b
是由本实验室师姐传授的经验。词频的统计是查
询 python 代码实现的。词云的绘制参考夏老师实
验室所提供的代码。NLTKpython 包的使用方法：
https://www.nltk.org/.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戈圆歆）

在这个项目中使用的方法主要都来自于课堂
上讲授的内容。首先，使用了课堂上讲述的 pub-
tator 工具，再 Linux 终端输入命令语句，抓取了
PubMed 中关于水稻和基因的文献摘要 19925 篇
以及注释。区别是小组成员自己写了 python 代码
将摘要部分与注释部分分开保存成了两个文本文

件用作后面的分析, 并对句子进行了分析，找出了
同时出现基因和性状的句子。并通过老师和同学的
帮助找到了提供水稻基因本体和性状本体的网站。

接下来是依存树分析，我们从摘要中抽取了部
分含有基因和疾病的语句做了相关依存树的分析，
使用 StanfordCoreNLP 包，并可视化。然后对于
从上述文本文件中提取到的基因做基因富集分析，
背景基因使用的是 DAVID 网站中提供的。课程当
中的介绍的 PTO 数据集可用作新的背景基因，但
是我们还没有尝试。

词云的绘制我们使用了实验课程当中提供的
python 代码，输入了抓取到的所有文献摘要。对
于词频的统计，我们没有使用提供的代码，因为数
据太过庞大，程序运行时间过长，我们就改用了其
他方法。直接从注释文件中统计了基因与疾病出现
的次数，并列出了前十的基因与疾病。同时，我们
还使用了 Cytoscape 做出了基因与疾病之间的网
络关系图。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向香磊，戈圆歆，齐欣宇）

数据预处理部分，首先要弄清楚 pubmedURL
的构建方法，通过修改关键词的方法筛选出我们需
要的文献。筛选结果包含很多内容，包括 UID，注
释，描述等其他内容。这里我们采用了 curl 命令，
这样可以把网页内容以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对于
初始的文本内容，我们需要进行处理. 我们使用了
夏老师上课所介绍的 grep 和 sed 命令，只保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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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得到 pmid 之后，我们便可以不断的替换掉
pubtator 中的 pmid，将抓取的内容保存下来，这
部分代码的实现参考了夏老师上课所讲的 shell 脚
本。

从 Github 上面下载得到性状词典，从 fun-
ricegenes 上面下载出基因词典。使用 open 函数，
按行读取文件的每一行。针对每一行，依次判断基
因词典和性状词典中的每一个元素是否在这一行
中，若在则输出，同时输出文章的 pmid。这样就
可以得到每一篇文章所包含的基因和性状。其次
针对共句显示，采用了相同的思路撰写代码。按
照’。‘的格式划分成句子，针对每一个句子，依次
判断是否含有性状和基因，若同时含有，则输出。
将来自同一篇摘要，同一个句子的基因和性状一一
对应起来，基于从同一个句子中提取到的基因和性
状的词典，使用 numpy 将数据文本读进来，依次
遍历每一行，并提取基因和性状生成两个列表，使
用两个 for 循环依次提取两个列表中的一个元素，
获取两个列表所有的排列组合情况，并不断追加到
新的数据框中，就获得了基因与性状一一对应的数
据。

GO数据的可视化部分，实现图 3a的代码，是
在师姐的帮助下自己完成的，首先生成一个两行对
应列数 (term 的个数) 的矩阵，将 GO term 赋值
给矩阵的第一行，P 值赋值给矩阵的第二行，将 P
值取对数，然后使用 pheatmap 绘制热图。图 3b
的实现，使用了 ggplot2，并参考了网上查找的部
分代码，首先从 DAVID 富集得到的结果文本中取
出 term列和 pvalue列，分别作为 y轴和 x轴，再
取出 Count 列作为气泡的大小，最后绘制气泡图。

在构建依存树上遇到主要问题是 Stanford-
CoreNLP 的下载与环境配置，起初选在在 Linux
环境下载此工具软件，按照官网步骤来发现缺失一
个文件导致不能正确运行命令，于是选择从 Win-
dows 中直接下载软件解压到 python 的 lib 包中，
并将所需要的语言包下载后一起放入同一目录，才
能使得后续命令顺利运行。另外编写了脚本可以实
现每个句子逐一构建依存树，但是不知道程序的运
行难度，设置的可读入句子只有几十句，面对千万
体量的文本可以生成句子分析的文本，但是输出图
片可能会卡死。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向香磊，戈圆
歆，齐欣宇）

向香磊：文章摘要的撰写。数据获取，预处理，
抓取与水稻有关的文献摘要和注释，用于后续分
析。使用 word_cloud 包进行词云绘制。对所得到
的可视化文件和展示图，使用了 AI 软件，对图片
进行合理的修剪和拼接。

齐欣宇：文章使用工具介绍的撰写。依存分析
的原理介绍的撰写。依存关系与依存树分析与绘
制。水稻性状本体词典的获取。数据去重，用于
Cytoscape 网络互作图绘制，水稻基因疾病可视化
作图。课程论文优缺点的撰写。

戈圆歆：文章撰写部分包括选题说明，算法基
本原理部分的富集分析、及词频分布以及它们的
基本公式，还有研究思路，算法应用部分的富集分
析、词频表，以及后记部分的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
的对应关系、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等。工作部分
主要是基于注释文件提取基因与疾病的关系，GO
富集并对结果可视化，对基因和疾病前十的词汇的
统计。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齐欣宇）

本课程论文进行了比较传统的文本挖掘流程
及其分析，因为选取研究对象为水稻，所以文本挖
掘更偏向于生物文本挖掘。本文通过已经非常成熟
的抓取工具结合自己理解对抓取命令进行了独特
的设置，得到了最初的数据，从而使得获取的摘要
具有水稻基因和疾病的偏好性。本小组成员能够针
对研究所需快速的学习并掌握新技能，能够理解
并改进分析代码使其为己所用，从而对文本数据
进一步进行筛选和分析。同时也学习绘图软件和
绘图代码包，使得分析数据更好的可视化，尽可能
多的展示文本处理结果，本文图文结合，更加丰富
充实。此外，本文虽然经由三人撰写，因为交流探
讨得当，分工明确，虽然撰写的小分章可能只是一
人所著，但是实际分析内容大家都有参与。所以每
部分内容衔接得当，并不割裂，有着不错的阅读体
验。

但是，本文仍有不少需要改进和反思的地方。
首先不能保证针对抓取性状词条与基因完全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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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这可能会造成少部分抓取的文本结果不准
确。由于时间不足和能力有限，依存语句分析只挑
选了例句分析应用，并没有在实际数据挖掘中体
现其作用，进一步确定基因与性状的关系，有些可
惜。此外，针对分析得到的结果，并未做更深入的
生物学解释。本文虽然篇幅不长，但是用到的工具
不少，针对每个工具的研究和使用只停留在了最基
本的功能上，其他功能有待日后加深学习。另外，
三人撰写的语言表述风格不同，表述的统一性还有
待多次修正。最后，本文插入图片的清晰度也有待
提高，可能需要人工修图进行后续处理。

3.7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齐欣宇，向香磊，戈圆歆）

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寻找水稻本体词典，撰写代
码，做到更精确的抓取。根据统计结果能够结合文
献及百科知识，了解基因与性状（疾病）的对应关
系，进而更细致的划分文献的发表时间，进而观察
水稻基因相关研究的热点趋势。可以使用 PTO 数
据做背景基因，对 GO富集进行补充。后期可以针
对水稻某一性状挖掘与其有关的基因，寻找影响性
状的因素，尝试利用我们的结果做一些生物学现象
的解释。将基因与性状放回到句子本身，对句子做
出更多的分析，基因与性状的关系可以更加准确。
对于代码的撰写，可以使代码可读性更强，不仅仅
能实现功能，更要简洁，高效。

参考文献

[1] 明的大世界. stanfordcorenlp 安装教程和问题
汇总和简单使用, 2020.

[2] 可爱的小张. 在 python 中打印句法树和获得
最短依存路径 (sdp）, 2020.

[3] cytoscape. user documentation.

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没有针对特定的性状分析，分析范围太
大。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无。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可以。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无。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是。使用了 pubtator 对水稻文献的注释
数据，使用了 funricegenes 的基因词典，使用了
github 的性状词典。在数据获取和数据预处理部
分均有说明。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无。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答：是，在第二章节 2.3 算法应用部分做了词
频统计，词云绘制，GO 富集以及相互关系的统计
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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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稻基因-性状的文本挖掘》

课程论⽂ GitHub ⽹址：

https://github.com/Andycwz/Andy_bionlp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 Andycwz/Andy_bio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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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基因—性状的文本挖掘

成文卓 1, 谢宇凡 1，宋高远 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水稻是世界上栽培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小麦
的重要作物，世界上有一半以上人口以水稻作为主
食，中国是亚洲也是世界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多
的国家。对水稻基因与性状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生物
学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文献
数据。因此，整理与挖掘文献中隐藏的信息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对现有的水稻相关文献进行挖掘，我
们可以通过共句显示、依存树算法的分析，从而获
得水稻基因与性状的关联信息，进而揭示水稻的高
频研究性状与高频研究基因，并揭示不同基因与性
状之间的关系，据此做出词云与关系网络，进而从
中获得具有价值的信息。在获得 3w 篇与水稻相关
文献的摘要后，我们选择以抗旱性状为例，找出了
与其有关的基因，并且绘制了与水稻抗旱性相关联
的网络。

Codes availability: https://github.com/
Andycwz/Andy_bionlp

关键词：水稻；抗旱；文本挖掘；依存树算法；
共句显示；关系网络；词云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宋高远、谢宇
凡）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农业产业发展的
逐步形成，我国种业正面临前所未有严峻的挑战。
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具有悠久的种植
历史，广泛的种植面积。水稻不仅仅是食粮，同时
还可以作为酿酒、制造饴糖的原料。同时，水稻对
于世界人民来说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世界有一
半的人口以它为食。水稻主要分布在在亚洲、欧洲
南部和热带美洲及非洲的部分地区。水稻的总产量

排在世界粮食作物产量的第三位，仅次于玉米和小
麦，能维持较多人口的生活。水稻不仅仅是重要的
粮食作物，同时由于其基因组较小且与其它禾本
科作物基因组存在一定的共线性关系，以及它具
有成熟的高效遗传转化体系。如今水稻已经成为
作物功能基因组研究的模式植物。水稻功能基因
组的研究的成果将辐射和带动其他作物功能基因
组的研究，引领作物现代育种的技术前沿。我国通
过连续四个“五年科技计划”设置重大专项资助水
稻功能基因组研究，现已建成较为完备的功能基
因组研究平台，其中包括了大型的突变体资源、全
长 cDNA 文库、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高密度基
因型图谱关联分析、高通量表型组、代谢组及全球
首张高密度育种芯片等研究与应用平台等多个项
目，虽然还有很多方向还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国家
对于水稻性状研究的重视可见一斑。

我们小组通过对 PubMed 文献库中有关水稻
基因的文献进行数据挖掘，想通过文本挖掘的形
式，进一步研究水稻基因和性状的关系。在初步挖
掘出了关联数据之后，我们设想通过词云等可视化
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通过我们挖掘整理出来的数
据，我们能够更好的对其进行生物学分析，得到具
有生物学意义的信息。并且通过对其中的抗旱性状
进行较为详尽的说明分析，了解目前水稻抗旱性状
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通过本项目我们不但能够提
高自己的代码能力以及对算法的理解，同时也能
对自然语言处理课程有进一步的了解，增长自己
处理文本类型数据的能力。最后通过实验学习我
们还能学习到有关水稻基因与性状的生物学知识，
实现了对自己的生物信息学知识水平的多方面提
升。通过本项目实现对个人的全面提高，可谓是一
举多得。

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具有耗水量大
的特点，干旱是影响其生长发育、产量与品质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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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重要非生物胁迫之一．随着世界人口的不
断增多及淡水资源的日渐匮乏，为确保水稻在干
旱逆境中仍能保持高产、稳产，培育具有抗旱性状
的水稻成为了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水稻的众多性状
中。水稻的栽培与生产均需大量的淡水灌溉，中国
拥有大量的水稻种植面积，而近年来全球气候变
化幅度增大，水资源呈现出季节、地域分布不均的
特点，干旱问题日益严重。干旱胁迫会明显地干扰
其正常叶、根系形态等表型的建成，并危害植株细
胞正常的生理生化进程。因此，讨论水稻的抗旱性
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聚焦于抗旱性
状进行详细介绍，我们将对抗旱本体进行研究，找
出其相关的基因本体，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
究，绘制相关的关系网络，用以揭示目前的研究的
要点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1.2 该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谢宇凡、
成文卓）

句法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它是对输入的文本句子进行分析以得到句子的句
法结构的处理过程。对句法结构进行分析，一方面
是语言理解的自身需求，句法分析是语言理解的重
要一环，另一方面也为其它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提
供支持。例如：句法驱动的统计机器翻译需要对源
语言或目标语言（或者同时两种语言）进行句法分
析；语义分析通常以句法分析的输出结果作为输入
以便获得更多的指示信息。要想实现自然语言处
理，首要的就是选择合适的句法分析算法。

本项目主要使用的算法是依存树算法。通过依
存树算法，我们能够对文献摘要的语句进行分词。
将分词结果和训练结果构建成为依存树，依存树的
每个节点代表着一个词语（句子成分），每个边表
示词语（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依存树
算法，我们可以更加有利地提取句子的成分，从而
找到对应的关系网络。对关系网络可视化处理后再
进行进一步的生物学分析，从中得到相应的生物学
意义。

1.3 研究步骤（本章节作者：宋高远）

在夏老师的建议下，我们需要找到水稻的基因
和性状各自的词典，里面会有基因和性状的基本信

息，其中水稻基因的词典我们在 funricegene 中寻
找，水稻性状的词典为 CO_320。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依存树算法在文献中挖掘
的（gene、relationship、trait）三元组，通过 CO_320
找到 synonym、relationship 进行整合，重复的去
掉，有关联的整合在一起。最后可以做成一个基因
互作网络，与 funricegene 中现有的 gene 互作网
络进行对比，观察我们自己挖掘出的结果，从而进
行改正。

在获得水稻的基因和性状本体后，我们利用
Edirect 得到水稻的有关的文献摘要及 PMID 号，
将得到的 PMID 号作为输入文件匹配我们所需要
的基因本体信息（GO）。通过使用 python 脚本匹
配基因信息和性状信息从而得到两者的相互关联；
最后通过可视化工具 Cytosacpe 绘制出关系网络，
从而更好地研究其中的生物意义。

然而在后期的学习发现中，我们发现抗旱性本
身的性状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将工作重点转移
到深挖抗旱性中去，并对抗旱性进行了深挖，绘制
了其关系网，从而挖掘出与抗旱性状相关的基因，
并通过在 funricegene 中进行搜索，进行比对，研
究挖掘的生物学意义。

下图为我们后期的研究思路。

图 1: 后期工作思路（手绘）

1.3.1 水稻基因本体词典 (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funRiceGenes 是以一种半自动化半人工的方
式进行标注，他们通过领域专家人工设计的植物性
状关键词，为水稻基因在文献摘要中提取了植物
基因与植物性状关系，使用 R 脚本下载了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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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包括基因符号、出版文章、MSU 和 RAPdb
参考基因组中相应的基因模型，以及相应基因的简
要总结。

随后从 PubMed 数据库中提取了每个出版
物的摘要、作者的隶属关系和全文，并且他们
的工作成果仍在不断更新之中，它的全称是 rice
functional genes。目前它通过对 7500+ 已发表
文献的文本挖掘，数据库搜集了已克隆的 4100+
的水稻基因相关信息，其中还包括 6100+ 基因
家族的成员，200+ 基因互作网络，这些信息都
可以直接在 funricegene 上全文下载，并且数据
集格式整齐，可以作为我们自行挖掘基因性状
关联之后的参考比对。在 funricegene 的网站中
（https://funricegenes.github.io/），我们可
以在 HOME 界面下载以上所述的基因、基因家族
成员、基因互作网络等信息，funricegene将其格式
做的十分整齐明了，利于查阅；我们可以在 GENE
界面查看所有基因，并且点击一个具体的基因会进
入到一个单独的页面，这个页面包含了该基因的详
细信息，包括该基因在 MSU 和 RAP db 的相关
链接，还有该基因在 PubMed、GenBank 的相关
链接，如果该基因和其它基因有互作关系的话，最
后还会有个 connection，里面包含了与之有互作关
系的 gene，也是十分方便我们查看；我们可以在
FAMS 界面，查看所有的基因家族，点击其中一个
具体的家族，也会进入到一个单独的包含了该基
因家族详细信息的页面，里面也是有对应的 MSU、
RAPdb、PubMed 的相关链接，但是这个只能用
用于观察这个基因家族，并不能看到与之互作的相
关 gene；KEYS 界面中是含有所有和表型或描述
生物过程相关的关键词，点击其中的关键词可以看
到与之相关的基因，这里也可以当作是一种基因和
性状的关联，但是并不会具体显示它们之间有什么
关系，所以这个还是需要靠自己去发现。

PubTator 是用于查看和检索全文生物医学文
章中的生物概念注释的在线软件（即文本挖掘系
统）, 可以为基因/蛋白质、遗传变异、疾病、化
学物质、物种和细胞系等生物学概念提供自动注
释并以不同颜色标注。通过 PMID 号作为输入输
入到 Pubtator 中从而得到我们需要的基因本体信
息。性状本体根据课程网页的数据或者去相应的数
据库下载数据文件。通过其 NAME 进行匹配可以

直接获得。我们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比较不同
数据库带来的区别。

1.3.2 水稻性状本体字典 (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CO_320是目前仅有的公开的 rice trait词典。
里面包含有性状的号码 id、性状的名字 name名称
域 namespace、该性状的同义词 synonym、性状的
定义（解释）def、相关的性状 relationship、父节
点 is_a 等等，例如，有个性状词典为（[Term] id:
CO_320:0001528 name: HfGW_Av_g1000gr syn-
onym: ”THfGW” EXACT namespace: RiceVari-
able relationship: variable_of CO_320:0001135
relationship: variable_of CO_320:0001261 rela-
tionship: variable_of CO_320:0001395）则我们
可以得到这个名为 HfGW_Av_g1000gr 的性状属
于 RiceVariable，id 号为 CO_320:0001528，这个
用于查找其它性状与它的关系（近义词，父子节
点和相关性状等等），synonym 则是它的同义词，
可以与之合并剩下的三个 relationship 则是与该性
状有关的性状的 id 有三个，为 CO_320:0001135、
CO_320:0001261、CO_320:0001395。

1.3.3 提取文献摘要 (本章节作者：谢宇凡）

Pubmed 是一个提供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搜
寻以及摘要的数据库。它提供对于相关生物医学资
讯上相当全面的资源，像是生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Pubmed 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LM) 所属的国
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 于 2000 年 4 月开发
的。其主要收录了期刊、综述、以及与其它类型的
生物学数据。与 MEDLINE数据库相比，PubMed
具有收录范围更广、界面更友好、文献报道速度快
等优点。因此我们的主要数据来源是 Pubmed。

Edirect 是 NCBI 提供的下载文献信息的工
具。利用 edirect 我们就能得到所有的与水稻有
关的文献的摘要，并对所有的摘要文件提取所有
PMID 号。

1.3.4 共句显示 (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在文献的文本数据中，可以通过 python 脚本
的编写，实现对摘要文件的分句。进而利用正则表
达式的形式来实现对基因本体和性状本体的匹配，
从而得到得到两者同句的关联信息，得到的共句显

3

86 5. 农业领域的基因和表型⽂本挖掘



示关系将作为后续的数据来绘制可视化的网络图。
以用来说明基因本体和性状本体的关联关系。

2 数据处理与分析流程

2.1 文献数据的获取与工具（本章节作者：
谢宇凡）

Eutils 工具，全称为 The Entrez Program-
ming Utilities(E-utilities)，由八个服务器端程序
组成的一套编程工具，它提供用于访问 NCBI
Entrez 查询和数据库的稳定接口。通过该工具
我们可以访问 NCBI Entrez 的数据库从而获取
到我们需要的数据。Eutils 工具使用固定 URL
地址的形式进行访问，每个工具都有固定的
访问地址 BaseURL，都从 EutilsURL 开始。其
固定格式为 https:/eutils.ncbi.nlm.nih.gov/
entrez/eutils/esearch.fcgi。在该 BaseURL后
添加我们需要的搜索的数据库和目标能够得到我
们的目标数据，目标数据最终以网页的形式返回。
例如本项目中，先设置搜索的数据库为 pubmed，
即?db=pubmed，同时设置在 pubmed中搜索所有
的与水稻有关的文献，即 &term=rice[mesh]。其
中，rice 是我们要搜索的目标物种即水稻，mesh
是主题词，指定水稻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在得到
的网页中我们可以看到 count 数为 38211，由此
可知 pubmed 中和水稻有关的文献一共是 38211
篇，因此我们只需在上述的 URL 地址后再添加
&retmax=38211 即可得到 pubmed 中所有和水稻
有关的文献的 pmid 号。由于最终得到的 pmid 号
是存在于 html 文本中，无法很好地进行提取，因
此我们通过 Linux环境下的 curl命令将上述 URL
得到的 html 文本重定向输入到 pmid_rice 文件
中，再通过 Linux 命令 cat 读取该文本，grep 命
令匹配相应的文本，即通过 <Id> 这个关键词匹
配所有的 pmid，最后利用 sed（或者 awk 命令，
sed 命令相对而言更为简单便捷），对匹配的所有
<Id> 的行进行分割，提取出 <Id> 和 </Id> 中
间的 pmid 并重定向输出到 pmid.txt 文件中。最
后我们得到的是每个 pmid 单独占据一行的文本
文件，方便后续的操作。

2.2 通过 pubtator的注释分析（本章节作
者：谢宇凡）

在上一步骤中，我们得到了所有和水稻有关的
文献的 pmid 号，利用这些 pmid 号我们不但可以
下载所有有关水稻的文献的摘要部分，我们还能
通过 pubtator 工具直接对文献注释，得到对我们
有用的信息。正常进入 pubtator 工具的网页界面，
其外观和 pubmed 文献数据库十分相似，我们也
能以在 pubmed 上同样的方法检索文献。这也是
pubtator 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Pubtator 的数据
库包含了 pubmed 的全部文献，同时还能自动注
释这些文献中的关键词以及关键词的属性，如该关
键词是基因还是化合物，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基
因本体进而开展进一步的分析。

因为 pubtator 是专为文本挖掘经验有限的生
物研究者的需求而设计的，所以它有几个独特的功
能，将其与现有的注释和文献搜索工具区分开。[1]
首先，pubtator 是一个完全基于网络的系统，在
pubtator网页可以进行文献检索和注释。Pubtator
提供了 pubtator-api工具，该工具类似于 Eutils工
具，pubtator-api只需要通过一串 URL地址，就能
通过 URL 中提供的 pmid 号进行文献搜索。在搜
索到文献后能提取文献的摘要并自动注释，最终返
回的形式同样也是 html 文本。因此我们无需安装
任何的软件或者插件，直接在浏览器上输入 URL
地址就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其次，pubtator是
一个多合一的系统，我们只需要修改 pmid 号，就
能实现检索文献到注释文献的一系列与文献文本
挖掘有关相关步骤，更加简单方便。因此我们输入
的可以是搜索查询，如搜索水稻相关基因。或者直
接用已经得到的 pmid 列表依次输入到 pubtator-
api 工具来获得文献的摘要从而获取我们需要的信
息。最后，pubtator 的能够实现自动识别关键的
生物实体，如基因，化合物等等。因此它在生物信
息分析过程中提供了先进的计算机性能。综上所
示，我们可以发现使用 pubtator 相对而言更加简
便，且更加实用，能有效地提取生物实体信息供我
们进行后续的分析步骤。

2.3 数据爬取（本章节作者：谢宇凡）

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包含了标
题，摘要和实体的信息集合体，其中实体包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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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疾病 (disease)、化学物质 (chemical)、突
变 (mutation) 和细胞系 (celline) 六类，由于这六
类信息中有部分是我们本次项目不需要的信息。这
其中，我们需要的是仅仅只是基因信息，因此我们
需要自己编写脚本对文本进行分割，通过文本分割
以及正则表达式或字符串匹配的形式来提取关键
词。要实现这一目标，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所有的有
关水稻的文献的摘要以及注释信息从网页文本中
提取下来，储存在一个 txt 文件中用来后续的生物
文本挖掘。

对于爬取相关的生物信息（基因本体）的方法，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夏老师在上课时使用的 shell 脚
本在 linux环境下，通过循环的方式批量 curl网页
内容再重定向输入到文本中的方法。但是由于缺少
linux 环境（我们的电脑都没有安装 linux 环境），
而 itc 的虚拟平台有时无法正常访问 NCBI，甚至
它的联网存在问题（无法正常访问外网）。于是我
们借鉴了夏老师上课教授的这种形式以及 shell 脚
本的格式，自己编写了一个简单的 python 脚本对
摘要及注释进行提取。我们通过 for 循环的形式
来，通过输入 pmid 从而实现了 URL 格式的更新。
再调用 requests 包，来获得到当前 URL 地址的网
页内容。将得到的网页内容输入到 abstract.txt 文
本中，文本为属性修改为 a，方便循环的连续输入
且不会覆盖之前的输入信息。

除了以上的步骤，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为
了防止一秒内请求次数过多导致 NCBI 的服务器
对我们的 IP 进行封锁，我们调用了 time 包来实
现循环间歇，即每经历一次循环停止工作若干秒。
夏老师上课时选用的 sleep 时间为 5s 左右，我们
查询了 putator-api 的使用指南，看到了 pubtator
实用信息文档中标明了每个用户每秒发布的请求
不能超过三个，因此我们将停顿的时间设置为 1s，
这样就能防止我们的 IP 被封锁而无法进行后续的
操作。经过计算，共有 38000 篇文献需要下载，大
约需要 38000 秒即 11 小时左右。由于我们没有服
务器可以后台运行，考虑到电脑掉线导致下载失败
会影响到后续的下载，我们决定分批次下载文献，
即一次只下载 2000-5000篇左右的文献。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了整个小组的进展。

2.4 后续数据处理与可视化（本章节作者：
谢宇凡）

有了以上的基因本体信息以及性状本体信息，
接下来要实现的就是对全部文献摘要进行匹配，得
到基因本体和性状本体的共句表达，提取出共句表
达后，利用依存树算法对其进行分析。通过依存树
算法，我们能够对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法结构有更
深的了解，梳理出我们需要的关系联系。依存树算
法对于三元组的分析也是十分有帮助的。

因此，在得到了所有的基因本体信息和性状本
体信息后，我们可以通过依存树原理来编写相应
的 python 脚本对摘要文件进行识别读取以及共句
匹配。最后我们能得到一个基因本体与性状本体两
两匹配的关系，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该基因决定了该
性状的表达。但是由于很多存在一对多或者多对多
的关系网络，因此我们需要绘制相应的关系网络以
及对整个性状本体绘制可视化的词云图来具体分
析其中的性状与基因的关联。具体的分析方法见后
文介绍。

2.5 依存关系（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依存关系是一个中心词与其从属之间的二元
非对称关系，一个句子的中心词通常是动词（Verb），
所有其他词要么依赖于中心词，要么通过依赖路径
与它关联。从该解析树中可以看出依存结构是加标
签的有向图，箭头从中心词指向从属词，即箭头是
从 head 指向 child，每个 Token 只有一个 Head。

2.6 依存树 (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依存关系可以用树形图来表示，表示依存关
系的树形图，叫做“依存树”(dependency tree)。
这种依存树是机器翻译中句子结构的一种形式描
述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依存树中
结点之间的各种关系。而在我们的课题《水稻基
因-性状的文本挖掘》中，研究依存树中节点之间
的各种关系，也就是研究各种“词”之间的关系
（比如会有“xx gene determined xx trait”，“xx

gene is related to xx trait”，“xx triat result from
an interaction between xx gene and yy gene”等表
达），找到其中的关系是我们保证在挖掘文献中的
Gene 信息准确性的关键依赖。但是由于还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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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xx trait result from an interaction between
predisposing genes and enviromental triggers”等
表达方法，此时“predisposing genes”并不是一个
Gene，会有一定的错误；并且参照往年学长学姐
的经验，可能还会产生同义词，大小写等问题，这
都是后面进一步学习之后要想办法规避的。

2.7 关系标签含义 (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通过对夏老师提供的课程讲义中的 Stanford
Dependency Tree 的学习，我们了解到 Stanford
Dependency Tree 是用来提供句子中语法关系的
简单描述。句子中的各个成分通常会被打上标签，
标签表示从属的语法功能，常见的标签有：root
（中心词，通常为动词）、dobj（直接宾语）、nsubj
（名词性主语）、prep（介词）、pobj（介词宾语）、

cc（连词）；其它常用的标签有：compound（复合
词）、advmod（状语）、det（限定词）、amod（形容
词修饰语）。我们学习到的依存关系（支配词 head，
从属词 dependent）有 agent（施动关系，通常在
被动句中）、pobj（介宾关系）、auxpass（被动用
法的助动关系）、nsubjpass（被动的形式主语关系，
dependent 为 head 的承受者）、relcl（从句关系）、
nsubj（主谓关系）、dobj（直接宾语关系）、det（限
定词关系，通常为冠词）、amod（形容词修饰关系）、
nn（名词修饰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 Gene
信息和 TO一般只会出先在 dobj、nsubj、pojb上，
和 root 的关系为主谓关系和动宾关系，还有可能
为介宾关系。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看看

erect panicle type gene had negative effect on
milling quality

图 2: 关系标签示例（手绘）

nusbj（had，erect panicle type gene）
dobj（had，effect）
pobj（on，milling quality）

amod（effect，negative）

2.8 统计词频 (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nltk 的全称是 Natural Language Toolkit，自
然语言处理工具包，在 NLP 领域中，是最常使
用的一个 Python 库。最开始，通过之前和第四
组同学的长文初稿互评，我们打算学习他们统
计词频的思路利用 nltk 库的 word_tokenize 统
计词频（代码来源 https://www.jianshu.com/p/
22117d964baf）。但是发现得到的内容和预想的有
很大区别，里面的高频词根本就没有我们关心的词
汇，除了一些 gene，rice 这种广泛的词汇之外，还
有 nitrogen，growth 这种看似有用但是事实上并
没有指明某一性状特征的词汇，和我们最初的目的
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放弃了通过找高频词汇用以做
一些新发现的想法，转而主动的去关注抗旱性这一
性状。

2.9 筛选关键句子 (本章节作者：成文卓）

于是我们后面的工作都着眼于“drought resis-
tance”。我们首先通过学习思卓学姐的代码，编
写了自己所需要的代码，挖掘同时含有“drought
resistance”关键词和“gene ”关键词的摘要，这
里我们并没有用“gene”而是用“gene ”，是因为
用如果用“gene”，可能会匹配到 genetic 等我们
其实并不关心的摘要。在附录 5.2 中列出了我们的
代码。于是，我们获得了一个同时存在“drought
resistance”和“gene ”关键词的 53 篇摘要，这个
量足够我们做后续的分析了。

在获得需要的摘要之后，然后，我们再利用
nltk 库的 sent_tokenize 进行分句（在附录 5.2 中
列出了我们的代码），以便于我们后面做依存树句
法分析，这里，我们还是找同时存在有“drought
resistance”和“gene ”的句子，排除掉更多的干
扰。

2.10 句法分析和三元组可视化 (本章节作
者：成文卓）

于是，我们得到了同时存在“drought re-
sistance”和“gene ”的 22 个句子。然后
我们对这 22 个句子进行句法分析，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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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参考了谢沛霖同学的代码（代码来
源 https://github.com/Cpillar/bioNLP/blob/
main/dependency_Analysis.py），他在这里做了
一个三元组，经过和谢沛霖同学的讨论，我们觉得
可以编写一个过滤器函数，专门筛选过滤出含有
“drought resistance”或者“gene”关键词的三元组，
然后学习了谢沛霖同学的想法，利用 Cytoscape将
三元组进行可视化，这样会使我们的结果更加明
朗，更容易发现其中的互作关系。

在这里我们列出了得到的三元组关系（篇幅
有限，只列出前 50 行）并进行了三元组的可视化，
如图 3 与表 1 所示。

图 3: 利用 Cytoscape 将三元组进行可视化（电脑
绘制）

2.11 结果分析和水稻抗旱性探索（本章节
作者：宋高远）

在获得三元组和关系网络后，我们可以在 fun-
ricegene中搜索 droughtresistance关键词，通过观

察相关基因，来判断我们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文献中
的结果是否存在差别。

通过在 funricegene 上进行搜索和有限的比较
后，我们发现我们挖掘出的信息，如 dsm2，osh4
等在文献中皆有提及。我们以 dsm2 为例，dsm2
是一个通过增加水稻叶黄素和脱落酸合成来表征
赋予抗干旱和氧化应激能力的胡萝卜素羟化酶基
因。在水稻中的过表达显著提高了对干旱和氧化
应激的抵抗力，增加了叶黄素和非光化学淬灭作
用，DSM2 基因对叶黄素循环的控制和 ABA 合成
有显著贡献，在水稻抗旱性建立中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挖掘数据是正确的，
确实挖掘出了与抗干旱相关的性状。

但是有很多与抗干旱性相关的基因，通过我们
的挖掘并没有获得我们希望获得的性状消息。由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检索条件可能过于严苛，
后续在改进方案中有描述后续改进。

同时我们可以对已经挖掘出的基因，进行进一
步的文献挖掘，从而找到更多相关的关联信息，提
升对水稻抗旱性研究的认知度和探索深度。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宋高远）

水稻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非常重要的粮食
产物，研究水稻一直是科研界的重点领域，由此产
生了大量的文本文献，通过挖掘这些文本内容，可
以获得大量的性状本体和基因本体之间的关联关
系。而目前，气候变化严重，降雨规律性差且分布
不均，水稻的抗旱因素成为检验水稻质量的重要因
素，我们希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掌握 NLP 的初
步运用，绘制水稻性状和基因本体的词云与关系网
络，并聚焦于抗旱性状，进行知识发现与挖掘，希
望能发现水稻研究中重要的研究信息。同时我们在
之前的处理中，使用 funRiceGenes 进行数据处理
分析，并在后期进行分析对比。

在实际操作撰写中，我们本来希望使用 Pub-
Tator，进行基因本体的发现与撰写，后来在夏老
师的指导下发现其数据库不够完善，我们转而从
funricegene 中获得了基因本体，并据此进行了注
释和分析。在爬取生物学数据时，我们因为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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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元组表 (代码分析获得)
head dependency dependent

hd-zip iii gene family as major target of mir166
hd-zip iii gene family as rice plant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drought resistance in both arabidopsi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drought resistance in ric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drought resistance in weedy rice

gene knockout overexpression analysis
gene knockout overexpression ion flux

up-regulation of osnced3 gene in aba biosynthesis
key gene in aba biosynthesis

plant drought resistance known for role of aba catabolic genes
evolutionary signature of drought resistance at gene expression level

osrci2-5 gene improved drought resistance of nipponbare
drought tolerance mechanisms while downregulated cluster
drought resistance mechanisms by unique gene ontologies (gos)
drought resistance mechanisms by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ppis)
drought resistance mechanisms by 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s
drought resistance mechanisms by protein domains
drought resistance mechanisms by metabolic pathways

overexpression of native osbzip46 gene increased aba sensitivity
dsm2 gene contributes to control of xanthophyll cycle
dsm2 gene contributes to aba synthesis
dsm2 gene contributes to both of which

establishment of drought resistance in rice
each gene construct with expression of transgene

drought resistance testing at reproductive stage
drought stress at reproductive stage

important role of gene in drought resistance
gene cluster on chromosome 1

plant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under abiotic stresses
plant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under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plant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under drought resistance improvement
plant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under summary of related work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from laboratory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from conclusions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system from acknowledgement
drought resistance improvement from laboratory
drought resistance improvement from conclusions
drought resistance improvement from acknowledgement

application of gene identified from model plant arabidopsis
drought resistance in crop plant rice

drought resistance of transgenic lines under field conditions
drought resistance in t(2)
drought resistance in t(3) generations
drought tolerance in t(2) gener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drought resistance without yield penalty
over-expressing oslea3-1 gene with appropriate promoters

drought resistance at reproductive stage
overexpression of stress responsive gene snac1 enhances drought resistance

severe drought stress conditions at reproductive stage
candidate gene products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drough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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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环境，并且 itc 虚拟实验平台无法正常访问
至 ncbi，因此我们简单编写了一个 python 脚本进
行了数据的爬取，但这样易导致 ip 的封锁，因此，
我们选择循环间歇工作，并通过分批次下载，完成
了这个问题。时间耗费较长，若有 linux 环境，应
该可以改善这一问题。加快数据的获得和分析。

在之后的依存树算法分析中，我们通过 nltk
来进行统计词频，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之后，大量没
有实际意义的词汇，导致分析数据显得没有实际意
义。因此，我们转而聚焦于抗旱性状，通过课上学
习的方法，获得了水稻抗旱性相关的信息，并使用
nltk 库进行分词。并通过参考谢沛霖同学的代码，
从而对获得的句子进行三元组分析，并进一步进
行了可视化处理。在此之后，我们将挖到的信息与
funRiceGenes 中搜索到的相关基因进行对比，发
现我们的挖掘的基因很多确实与抗旱性有关，但是
很多看起来很重要的基因没有提及，这值得我们重
视并进行改进。同时，我们考虑了进一步进行工作
的可能，通过对已知信息的再挖掘，获得更多相关
信息，为水稻抗旱性的研究建立进一步的网络。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

参 考 代 码 1：https://blog.csdn.net/
sjyttkl/article/details/88699657

目的：学习 nlp 分析，挖掘的系统流程
参考代码 2：https://www.jianshu.com/p/

22117d964baf
目的：学习利用 nltk 库的 word_tokenize 统

计词频

参考代码 3：https://github.com/Cpillar/
bioNLP/blob/main/get_triple.py

目的: 学习句法分析和三元组可视化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宋高远）

本论文选题切合课程中生信文本挖掘的知识
点，通过上课了解的数据获取方法，对水稻相关研
究资料进行获取。并通过学习本体基础知识，获取
性状本体与基因本体字典，对文本信息进行匹配，
从而获得注释信息，进而得知基因本体与性状本体
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上课学习的词云与关系网络设

计方法，对于抗旱性状进行重点关注，进行可视化
解读。

相关章节：

1 Preface
2 Introduction of BioNLP and this Course
3 First Class of Linux and Lexical Analysis
4 R programming and Word Cloud
7 Semantic Annotation with Plant Trait On-

tology
9 Advanced NLP Topic in Dependency Tree

and Shortest Dependency Path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谢宇凡、成文卓）

因为夏老师提供了很多有关的代码，本次实验
需要的代码以及工具相对而言不是很难。在数据爬
取方面需要用到的代码夏老师上课都有介绍，我可
以直接套用（获取 pmid）或者改编成 python脚本
（下载文献摘要及注释）来实现。由于对 linux系统
的不熟练，所以在 linux 环境下运行的代码需要我
不断试错。同时在自己编写代码的时候需要注意
的地方也很多，例如在写下载文献摘要的 python
脚本时，由于担心 python 的 request 包会导致 IP
被封，因此我询问了大数据专业的同学相关的问
题，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request和 curl命令都存在
被封的风险，但是一般情况下有 sleep 命令的话就
不会被封。在得知该情况后我依然不放心，选择了
60 个 pmid 号作为测试，在 python 脚本正确运行
且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后我才放心地运行代码。

其次感受最深的就是实现同一个方法的途径
很多，其实最初我也是准备用夏老师提供的 shell
脚本直接在生物信息学进展的教学服务器上运行
的。但是由于不熟悉 linux环境下的 vim编辑方式
以及后续运行途中反复出现的路径不存在的报错
信息，让我感觉到与其在 linux 环境下死磕不如用
自己擅长的 python 编写脚本来实现相同的目标。
最后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代码是可以不断优化的，在
最初运行下载的脚本时，由于编写的 python 脚本
较为简陋，没有考虑到下载中断这一因素的影响，
因此只能 5000 个 5000 个地分批下载，这是我觉
得后续工作可以优化的环节。后续代码优化：由于
准备的比较仓促，所以在数据获取的代码编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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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编写的较为潦草，问题分析不够充分。在重新
编写代码时，在 CSDN 社区上得到的帮助是我的
linux 环境有问题，所以无法通过 api 获取网页文
件，因此编写 shell 脚本无法实现。只能继续优化
python 代码，python 代码主要存在的一个问题就
是会连接中断，由于没有设置报错命令，导致我无
法得知已经下好了多少篇文献。在第一次尝试下
载 5000篇文献后，由于连接中断我必须修改代码。
于是我想把每个 api 获得的 html 内容放在一个文
本文件中，最后再把所有的文本文件合并得到一个
文本文件。这样不仅能够知道已经下载了多少篇文
献，还不容易出错。于是我修改了代码并添加了合
并文件的代码。在尝试下载 18000篇文献后，由于
频繁的连接中断让我不得不多次手动重启，为了节
省时间，我再次尝试添加 try 命令，在连接中断报
错时自动重连，恢复运行。在多次修改后的代码运
行之后，大约用了半天左右的时间把 38000 篇文
献下载完成并合并整理到了 abstract.txt 文件中。

其实在第四次实验课之前，我们都还没有关于
筛选关键句子和句法分析的思路，所以说第四次实
验课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我们通过学习思卓学
姐的代码，以及夏老师课上的讲解，我们修改了思
卓学姐的代码，用于获取关键的 53 篇摘要，并且
通过和谢沛霖同学进行友好的交流学习，我们编
写了精细化到句子的脚本，后来参考了谢沛霖同
学的放在 GitHub 上的求三元组的代码，然后又和
谢沛霖同学进行了讨论，觉得可以加一个过滤器
进行筛选自己想要的三元组，并且利用 Cytoscape
进行作图分析。

3.5 人员分工

成文卓：组长，依存树算法，数据查找
谢宇凡：组员，数据爬取，代码撰写
宋高远：组员，论文撰写，可视化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宋高远）

本课程论文在选题上贴合水稻的研究热点，并
进一步完成了缺水条件下抗旱性状的关联分析，有
着良好的现实和科研意义。在实验方法方面，本课
程论文较好的完成了一次文本挖掘的完整流程，完
成了寻找本体字典，获得文献摘要，依存树算法，

可视化分析（词云、关系网络）等一系列操作。较
为圆满的完成了流程分析。我们在分析中发现实际
的高频词汇的生物学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转而探
索抗旱性的相关基因，并对相关挖掘信息进行三元
组分析和网络绘制。进一步与 funricegene 中信息
的对比，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但是本论文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在实际的
问题实现上存在不严谨的问题，且在代码的实现上
存在不简洁不高效的缺点，虽然挖出部分了水稻抗
旱性相关的性状，但是通过与 funricegene 中信息
的对比，我们发现可能有一些数据我们并没有挖
出，这是论文完成过程中的遗憾之处。我们在后期
的改进思路中进行了阐述。希望可以在后期的工作
中进行改善。

3.7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宋高远、成文卓、谢宇凡）

对论文的改进，目前有以下几个方向：

1.算法高效化，简洁化重写。这一点可以通过
使用 linux 系统进行。进一步可以思考是否有包可
以进行简洁操作，如果没用，是否可以自己学习撰
写水稻的相关包

2. 尝试分析更多性状，对更多性状进行关系
网络绘制，寻找不同性状关注的不同基因。

3.对发现的词云和关系网络进行人工筛选，发
现错误问题并进行问题分析。

4. 尝试通过更改筛选关键词等方法，观察与
funricegene 中文献内容的差距，并思考改进措施。

5. 尝试深挖已有信息，得到抗旱相关基因与
其他基因，其他性状的联系，绘制关系网络。

周工作计划如下：

1. 第一周：linux 环境建立，改写代码，尝试
建立新的包。

2. 第二周：选取其他基因，查阅相关文献，了
解水稻相关重要研究基因，特别是与干旱相关基因
的特点，并寻找其他重要性状。

3.第三周：对这些性状进行以上处理，获得多
组性状和基因的联系数据。

4.第四周：对已获得联系进行人工筛选，绘制
词云和关系网络，分析差异，并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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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
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本文提及了研究的局限性，详细见 2.2 章节与
3.6 章节。

改进方式详情见 3.7 章节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
在文中被提到？

本研究工作暂无潜在风险。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
作？

本文摘要能较好概括本文工作。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本工作没有产生自己的数据或方法。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
或方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数据已进行获取。

本体字典获取方法详情见 1.3 章节。

论文摘要获取与数据爬取方法见第 2 章。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
介绍了相关使用条款？

数据方法并未找到相关使用条款。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
计结果，例如 train/test/dev？

我们通过统计各种性状的词频，获得了水稻
目前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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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ubTator 文献标注的加工分析

PubTator 是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个 PubMed ⽣物实体标注数据库，经由 PubTator 的

自动注释，PubMed 中的摘要数据和 PMC 中的全⽂数据均获得了较为⼴泛的实体标注——主

要覆盖 Gene, chemical, species, mutation, disease 等⼏个常用类别。1 获取海量的 PubTator 标

注⽂件并非难事，知识的进⼀步挖掘和加⼯，是主要的考验。让我们来尝试进⾏相关的训练吧。

– Jingbo Xia

项⽬要求：

分析 PubTator 数据库提供的⽂本摘要和标注，围绕基因、突变、化合物等核⼼词汇的语法和依存

路径，结合所挖掘的⽣物实体，进⾏知识挖掘和展⽰。

提⽰：使⽤ PubTator 获取相关实体。https://www.ncbi.nlm.nih.gov/research/pubtator/api.
html

使⽤依存树信息，参考项⽬链接：https://github.com/bionlp-hzau/tutorial4dependencytree
相关论⽂五篇：

邱秦天（研），常洪（研），李凯（研）《针对 Covid-19 的⽂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徐琪，姚岭君《Pubmed 数据挖掘在 Covid-19 研究课题的应⽤》

谢沛霖，李龙堃，李林烨《针对⽼年痴呆症的⽂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陈佳⾬，吴欣然，刘孟⽉《针对帕⾦森疾病的⽂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孙元辉，胡馨⽉，蒙静雯《针对⾃闭症的⽂献挖掘与知识发现》

1参见https://www.ncbi.nlm.nih.gov/research/pub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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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针对 Covid-19 的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课程论⽂ GitHub ⽹址：

https://github.com/onlybugs/Bionlp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onlybugs/Bio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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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科学文献知识发现

邱秦天 1, 常洪 1, 李凯 1

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430070，武汉，湖北，中国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是一种感染
了新型冠状病毒而引发的急性流行性传染病。但目
前仍未具有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这也督促
全球的科研工作者们积极的探索，寻找能有效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并且在病毒快速变异
的大环境下，研究的论文都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因
此，使用新的技术来对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进
行整合，内容的获取以及对论文内容进行多样化的
分析，来从中发现对药物研究相关的内容就至关重
要了。

我们主要使用自主搭建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流
程，配合 PubTator进行实体识别来对 PubMed中
收录的 COVID-19 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本文主要
对病毒的相关基因实体进行识别，通过对频率进行
统计，绘制频率的直方图以及绘制对应的词云图。
通过获取频率最高的基因实体出现的次数来得到
核心基因。再使用 NCBI 的 blast 功能进行检索，
得到核心基因的功能，并且对功能进行了解释。而
后对频率较高的人类染色体上的基因进行了 GO
富集分析和 KEGG 通路分析，证实了我们先前的
猜测，并且有了新的发现。最后，我们对基因和化
合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共句分析，得到了一张基
因-化合物互作网络，这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
开发有着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使用 PubTator 进行实体
识别，然后对识别结果使用我们自建生物信息学分
析流程对 COVID-19 的知识发现。最终筛选出一
些和病毒变异相关的基因，探索病毒感染机理的
相关基因以及获取化合物和基因的互作关系等等，
来为 COVID-19 的普适性特效药研发以及其生物
学机制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除此之外，我们还发
现，COVID-19 和糖尿病有着很强的相互关系，它

会加重糖尿病的病情甚至有可能直接引起糖尿病。
课程论文 GitHub 网址:https://github.

com/onlybugs/Bionlp
关键词: COVID-19, 知识发现, 生物文本挖

掘, 实体识别, PubTator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常洪）

当下生物信息正属于热度上升的学科，尤其是
目前世界正处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下，生物科学
日渐热门，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生物信息数据产出。
而生物医学自然语言处理 (BioNLP) 就很好地将
自然语言处理 (NLP) 方法运用于生物数据处理中
以挖掘出蕴含在生物大数据中的生物学意义。通
过 NLP 方法进行实体抽取，基于 Linux、Python、
R 等平台使用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挖掘实体信息，
如构建实体-实体关联性，对获取的实体信息进行
可视化是当下所需要做的热门工作。另一方面，选
修此门课程可以很好地学习到自然语言处理在处
理生物大数据时使用的相关理论算法与技术，也可
以学习相关的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知识。对日后的
科研、工作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自 2019 年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在世界各地
目前已有上亿人感染新冠病毒，新冠相关死亡人
数已达上百万。并且 COVID-19 病毒具有极强的
变异能力，在全球各地都发现了许多的变异毒株，
疫情发生两年多以来，新冠疫情数次卷土重来与
变异导致的感染性上升密切相关，从 COVID-19
大流行开始到 2020 年 10 月，世界各地科学家
已发表的有关冠状病毒的论文多达 87,000 多篇。
在 PubMed 数据库中以 SARS-CoV-2/COVID-
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为关键
词搜索，2019-01 至 2022-04 的文献有 18590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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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年均发文量 46476 篇。对于快速增长的新冠
相关论文数，急需使用文本挖掘等方法获取文献中
潜在的有效信息。

本文在 PubMed 数据库中获取 COVID-19 相
关的文献 PMID，将收集的文献提取 PMID、文
献名、摘要信息，使用 PubTator 抽取文献摘要
中的实体后，使用 NLP 算法抽提自 2019 年后在
PubTator数据库中出现的与 COVID-19相关的化
合物、基因、突变等相关实体，分析相关实体信息
进行知识发现。通过获得的实体信息，完成使用相
关数据库为背景信息进行 GO 分析、KEGG 分析、
获得实体之间的关联构建关联网络等目地。

1.2 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李凯）

本文使用的算法主要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Pubmed，PubTator以及词云技术，并且未来会包
括 GO 和 KEGG 的富集技术等等。这里我们简单
的介绍一下这些技术以及其原理。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
然语言处理是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
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它研究能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
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自然
语言处理主要应用于机器翻译、舆情监测、自动摘
要、观点提取、文本分类、问题回答、文本语义对
比、语音识别、中文 OCR 等方面。我们的处理对
象为生物文献数据，本质上也是种自然语言，而我
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其中的实体识别出来，对识别
到的实体进行知识发现进而探索实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文献数据来自数据库 PubMed，故我们
来简单介绍一下 PubMed。PubMed是一个提供生
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搜寻以及摘要，并且免费搜寻的
数据库。它的数据库来源为 MEDLINE，其核心主
题为医学，但亦包括其他与医学相关的领域以及
生物学领域。我们通过命令行工具抓取符合条件
的文献 PMID，然后使用 PubTator 的 API 接口，
对文献的 PMID 遍历，下载其实体注释信息。

上文我们提到了 PubTator，它是一个基于机
器学习的命名实体识别工具，具有一个在线的网页
版本，同时也提供了 API 接口，这个工具具有很
高的召回率，在文献的实体识别领域具有很大的作
用。它可以快且准确的识别到我们的实体内容，并
且抽提出来方便我们的后续下游分析。PubTator

创建的初始目的是因为文献数据的增长速率过快，
急需自动化的文本挖掘工具来辅助生物文献数据
处理。在实现了自动化处理的优势以外，PubTator
也具有着处理效率高以及处理结果好的优点。

在使用 pubtator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 Linux
操作系统进行文献数据的获取。Linux，全称
GNU/Linux，是一种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
UNIX 操作系统，其内核由林纳斯·本纳第克特·
托瓦兹于 1991年 10月 5日首次发布，它主要受到
Minix 和 Unix 思想的启发，是一个基于 POSIX
的多用户、多任务、支持多线程和多 CPU 的操作
系统。它能运行主要的 Unix 工具软件、应用程序
和网络协议。它支持 32 位和 64 位硬件。Linux 继
承了 Unix 以网络为核心的设计思想，是一个性能
稳定的多用户网络操作系统。在生物信息学分析过
程中，Linux 系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大量的
生物信息学程序都集中于 Linux 操作系统，方便
科研人员进行使用。

词云，又称文字云，是文本数据的视觉表示，
由词汇组成类似云的彩色图形，用于展示大量文本
数据。词云通常用于描述网站上的关键字元数据
（标签），或可视化自由格式文本。在一副词云图中，
每个词的重要性以字体大小或颜色显示。我们在这
项工作中主要是使用 Python 语言来绘制词云图。

Python 是一种解释型、面向对象、动态数据
类型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Python 由 Guido van
Rossum于 1989年底发明，第一个公开发行版发行
于 1991年。在 21世纪的今天，大量编程人员都选
择 Python 语言来做数据分析。因为 Python 语言
简单易学，并且在数据分析和交互、探索性计算以
及数据可视化等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库和活跃的
社区。尤其是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Python拥有
numpy、pandas、matplotlib、scikit-learn、ipython
等优秀的库以及工具，尤其是 pandas 在处理数据
方面有着绝对优势，我们这里就是使用了 pandas
库来进行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在获取到了大量的基因以后，我们对基因进行
富集分析。一个生物过程通常是由一组基因共同参
与，而不是由单个基因独自完成。富集分析的基本
前提假设是，如果一个生物学过程在已知的研究中
发生异常，则共同发挥功能的基因极可能被选择出
来作为一个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基因集合。富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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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GSEA）通常
是分析一组基因在某个功能节点上是否相比于随
机水平过于出现。富集分析原理可以由单个基因的
简单注释扩展到多个基因集合的成组分析。

我们在后续的富集分析和可视化中使用了 R
语言。R 语言来自 S 语言，是 S 语言的一个变种。
S 语言由 Rick Becker, John Chambers 等人在贝
尔实验室开发。R 免费、开放源代码，支持各个主
要计算机系统，并且统计科研工作者广泛使用 R
进行计算和发表算法，故 R 拥有非常全面的统计
学算法包。此外，R还具有一个称为 Bioconductor
的源，它包含了生物信息学的大量的算法库和可视
化函数，是做生物数据分析的不二之选，我们后续
的富集分析以及部分可视化就是基于 R 的。

1.3 COVID-19 简介以及研究进展（本章
节作者：邱秦天）

COVID-19 全称为 Corona Virus Disease
Nineteen，是指首次在 2019 年被发现的冠状病
毒所引起的疾病，其毒株 SARS-CoV-2 是以前从
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冠状病毒是
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可引起感冒以及中东呼吸综
合征 (MERS) 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 等
较严重疾病。冠状病毒分为 α、β、γ 和 δ 共 4 个
属，其中对人类致病的冠状病毒主要集中在 β 属。
SARS-CoV-2 主要通过飞沫、气溶胶、直接接触方
式传播，且在潜伏期就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大多数感染 SARS-CoV-2 的 COVID-19 患者
表现为无症状或轻度症状。但是，也有一定比例的
感染者会表现出呼吸道症状，需要住院治疗，并可
能发展为重症，导致低氧血症性呼吸衰竭，需要进
行有创机械通气的呼吸支持 [1]。COVID-19 患者
的症状差异很大，常见的症状有发烧、咳嗽、呼吸
急促、腹泻、失眠、肌痛或疲劳、氧饱和度下降等，
其中以发烧和咳嗽最为普遍；影像学特征为：胸部
CT 显示肺部出现斑片状阴影或磨玻璃样改变，严
重者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另外，
还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而无症状感染者成为社区
传播的重要原因 [2]。

COVID-19 的感染始于 SARS-CoV-2 与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 2(ACE2) 的结合，ACE2 在体内多
种组织和器官中都有表达，但在肺中的表达较高

[3]。肺泡上皮细胞存在较多 ACE2，SARS-CoV-2
进入肺泡上皮细胞后，引起免疫应答，机体产生过
量的细胞因子，导致细胞因子风暴 [4]，从而在机
体引发局部及全身的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组织及
细胞缺氧等，引起肺损伤、多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肺组织学检查显示，COVID-19患者的临床表现以
呼吸道症状为主，以肺部弥漫性损伤、伴纤维黏液
性渗出为主要病理表现。对于 COVID-19 患者特
别是重症患者而言，可能是过激的免疫反应产生的
大量氧自由基导致肺损伤。

COVID-19作为一种呼吸道感染的疾病，特别
是在疫情初期，没有特效治疗的药物，对它的遏制
特别困难。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我国采取了
包括旅行限制在内的严格控制措施，将疫情限制
在某个主要来源的特定区域。在严格执行旅行限
制及隔离控制干预措施后，明显减少了 COVID-19
的跨地区传播和本地传播。除了这些物理手段之
外，在对病例的治疗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医药在
COVID-19的防治中表现出明显优势。很多中药有
抗病毒、免疫调节、抗炎症等作用，且毒副作用低，
特别是一些药食两用的中药对机体免疫系统具有
双向调节作用，能够通过增强免疫力，提高机体抗
病毒的能力。但是中药的成分往往很复杂，对于其
有效成分、靶向及作用机制上的解析还不够清楚。
因此，积极探索 COVID-19 治疗和预防的方法是
全球科学家研究的热点，以及尽快让抗病毒药物投
入临床是当务之急。

1.4 数据来源及处理（本章节作者：邱秦天）

本课题使用的文献注释数据来自于 PubTator，
该在线网站对 PubMed 文献数据库中收录的文献
的摘要进行了文本注释，包含大量的生命科学领
域的实体以及实体之间关系的信息。以 COVID-
19为关键词，通过 NCBI的 Entrez-Direct工具中
esearch和 efetch命令抓取符合条件的文献 PMID。
截止到 4 月 7 日，共获得相关文献 PMID 的数目
244267 个。

通过编写 Shell 脚本，调用 PubTator 的 API
接口，根据前面获得的文献 PMID，使用 curl 命
令遍历文献 PMID，一一下载这些文献摘要的实
体注释信息。获取的文献摘要实体数据由三部分
组成，分别是文献标题、文献摘要以及识别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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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然后使用 grep 命令和 sed 命令分别将实体列
表和摘要提取出来并分别保存。其中实体类别包
括基因、疾病、化合物、物种、突变、细胞系等一
些种类。摘要信息用于后续对基因、疾病和化合物
三类实体关联分析，比如说，进行共句分析，当三
者或二者同时出现在摘要的同一句话中，即认为
它们之间具有潜在的关联。因此，本课题数据来源
为 244267 篇 COVID-19 相关文献摘要的实体信
息，重点分析实体出现频率、相关基因功能以及各
类实体互作关系等内容，为进一步阐明新冠肺炎的
致病机制提供参考。

2 第三四章算法在 Covid-19 知
识发现研究方向上的应用

在经过了对课题数据，即来自 PubMed 的关
于 COVID-19 的 244267 篇文献进行下载和预处
理，得到的实体数据进行了初始操作以后，我们
将数据导入 Python，并对其实体类型进行了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

我们的实体中，包括了 Disease 类型的实体
1426396个，Species类型的实体 806331个，Chem-
ical 类型的实体有 166009 个，Gene 类型的实体有
140963 个，Cellline 类型的实体有 9213 个，Pro-
teinMutation 有 6028 个，以及实体数量小于一千
的 SNP 类型的实体为 807 个，DNAMutation 类
型的实体为 622 个，Chromosome 类型的实体为
162 个，余下的实体数量均小于 100 个。

我们对其中的基因实体，疾病实体以及化合物
实体比较感兴趣，于是我们对这三种实体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

2.1 实体词频及功能研究

2.1.1 基因实体分析（本章节作者：邱秦天）

根据基因实体 ENTREZID 的频率排序，选
取唯一易识别的基因 SYMBOL 做词云展示，如
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基因实体显著富集于
“ACE2”，“spike(S)”，“CRP”，“IL-6”，“RdRp”
等词汇上，可以推测这些基因与 COVID-19 有着
密切的联系，可能是病毒 SARS-CoV-2 的组成结
构基因，也可能是辅助病毒侵入宿主的关键功能基

因，或者是宿主如人类机体对病毒胁迫所响应的免
疫基因。

此外，从文献中获取的 140963 个 Gene 实体，
针对其中出现频率排名前十的基因，通过 NCBI
数据库对其进行检索，得到了这些基因的具体信
息，见表1。经查阅，这十个基因一部分来源于人
类，另一部分来源于冠状病毒，符合大多数文献是
研究病毒如何影响人类的事实。

针对出现频率最高的基因 ACE2，检索文献
得知该基因编码的蛋白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
属于二肽基羧基二肽酶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家
族。ACE2 编码蛋白与其同源物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ACE）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中的
两个不可或缺的调制器，两者之间相互保持平衡对
于维持 RAS 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 ACE2
是冠状病毒表面包膜蛋白的主要结合受体，在宿
主被病毒感染后 ACE2 浓度显著下降，导致 ACE
和 ACE2 之间的表达不平衡促使血管紧张素 II 的
水平不受限制，增加血管的通透性并引起血管收
缩，从而导致急性肺损伤并促进纤维化。这也是
COVID-19患者通常表现为肺功能损伤，呼吸困难
的原因。

有趣的是，频率排名第二的基因为 spike(S)，
即编码的蛋白为刺突糖蛋白。S 蛋白是新型冠状
病毒 SARS-CoV-2 的结构蛋白之一，多个 S 蛋
白以三聚体的形式在冠状病毒表面形成特殊的刺
突型花冠结构。病毒通过 S 蛋白上受体结合域
（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与宿主细胞表面
受体（ACE2）的相应部位特异结合，诱导 S 蛋白
的 S2 亚基螺旋结构发生构象变化，卷曲螺旋折叠
形成发夹样结构，发夹样结构使病毒与细胞膜拉
在一起，最终引起融合，该步骤是病毒感染宿主细
胞的关键。正因为此，S 蛋白是疫苗设计的关键靶
点，其具有保守的功能 motif，如 S2 亚基处结构
域，对 RBD 及 S2 区的研究，将有助于设计病毒
疫苗和开发新的抗冠状病毒药物。

排名第三的为 C 反应蛋白基因，该基因编码
的蛋白具有实别外来病原体和宿主受损细胞的能
力，并通过与血液中的体液和细胞效应系统相互作
用来启动它们的清除，参与多种宿主防御相关功
能。因此，在对组织损伤、感染或其他炎症刺激的
急性期反应中，血浆中这种蛋白的水平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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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该编码蛋白表达量的升高与新型冠状
病毒 SARS-CoV-2 的感染有关，参与了细胞因子
风暴炎症反应。

2.1.2 化合物实体分析（本章节作者：常洪）

在以“Covid-19”为关键词在 pubmed 数据库
获取了 244267 相关文章后，使用 perl 代码将其中
分类为“Chemical”的实体单独分析，统计得到共
获取了 178389 个 Chemical 实体，列出其中统计
频率最高的前十个 Chemical 实体如表1，之后使
用 python 的 wordcloud 包对所有的 Chemical 实
体统计词频后作词云图进行展示如图1。

统计频率最高的为 oxygen，covid-19 的主要
发病机理是炎性分泌物或渗出物大量充斥在肺间
质及肺泡里，从而阻断了新鲜空气进入肺泡与体内
二氧化碳进行交换，导致机体缺氧，甚至多脏器功
能衰竭而死亡。频率次高的为 hydroxychloroquine，
即羟氯喹，是一种用于预防和治疗疟疾的药物，它
还可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狼疮和卟啉症，于
1955 年在美国被批准用于医疗用途。此前欧洲及
美国曾经将此药物作为治疗 covid-19 感染的有效
药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感染新冠后就曾经使用
此药物进行治疗，但目前此药物对治疗新冠的有效
性仍旧具有争议。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新冠肺
炎治疗指南，临床试验表明，羟氯喹确实可以预防
或治疗 2019 年冠状病毒病。但据发表在《nature》
上的文章表示，羟氯喹在实验中并不具有降低病毒
载量，减轻临床症状的作用。

在美国新冠爆发时，与 hydroxychloroquine类
似的还有 remdesivir，即“神药”瑞德西韦，是一
种广谱抗病毒药物，抗病毒的主要机理是能够抑
制 RNA 核酸合成酶的活性。这样能达到使病毒活
性物质核酸的复制受限，使病毒繁殖和扩散受到
抑制而达到抗病毒的作用。而 covid-19 作为 RNA
病毒，理论上瑞德西韦应该对治疗新冠具有有效
性。据 2020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瑞德西韦和干扰
素 IFNB1的联合用药对 MERS有显著疗效。尽管
这一药物还在针对埃博拉病毒的三期临床试验中，
有猜测认为它是现今对 SARS-CoV-2 冠状病毒最
理想的药物。但世卫组织支持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该
药物对该病毒却疗效甚微。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将瑞
德西韦作为治疗新冠的药物。

通过实体挖掘得知和新冠有关的化学物主要
为治疗新冠的药物，这些药物在一些国家被认为有
效，而在另一些地区被认为效果甚微，甚至不具有
治疗新冠的效果，每种药物的治疗机制目前都已清
楚，但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相同药物可能出现不同
的结果，表明在新冠实际的治疗过程中，这些药物
的分子机制还有待研究。

2.1.3 疾病实体分析（本章节作者：李凯）

在对文献实体进行了抽取以后，我们获得了实
体数据表。通过对实体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过滤和
筛选，提取了疾病相关的实体内容，并且使用该内
容绘制了词云图，如图1。

通过词云图，我们可以发现，COVID-19，infec-
tion，mortality，coronavirus disease 2019，anxiety，
Covid-19，infected，death，SARS-Cov-2 infection
等等频率很高，在词云图中占有很大的展示空间。
之后，我们对疾病的实体进行了频率分析，并且对
结果进行了整合汇总，如 covid 和 COVID 作为同
一个实体进行展示，结果如表1。
在对疾病实体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大部分

都是和词云图吻合的，但是大部分疾病都是新冠病
毒已经确认会引起的疾病或者症状。其中包括了
肺炎，发热，引发焦虑，以及对其影响的描述，其
中包括了 COVID-19 具有致死性，以及其死亡率。
此外，在近期的报道中，COVID-19 正在提高其传
染率，故感染词频也具有很高的位次。

在排名前十的实体中，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糖
尿病以及抑郁症。糖尿病是一种非常普遍而又复杂
的疾病，分为三种型。在中国，具有很大量的糖尿
病患者，每七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某
些调查指出，中国有 1.14 亿糖尿病患者。而抑郁
症也是一种特殊的疾病，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
多方面因素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而其生物学
因素主要涉及遗传、神经生化、神经内分泌、神经
再生等方面，但是新冠肺炎的疾病实体表明二者都
和新冠肺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在美国，由于新冠疫
情的出现，美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提高了两倍以
上，并且这个统计还没统计轻度抑郁症患者。此外，
经过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 Yan Xie 团队的
研究发现，在那些从 Covid-19 康复的人中，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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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染新冠后的一年中，精神疾病的发生率比对
照组高出 60%。感染新冠病毒后，1000 人中平均
有 64 人出现了抑郁症、焦虑症、成瘾症或神经系
统缺陷。

此外，我们还发现，新冠肺炎和糖尿病具有非
常高的互相影响作用。在整个新冠肺炎大流行期
间，临床研究发现 2 型糖尿病是严重新冠肺炎疾
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而有研究还表明新冠肺炎
可能让健康人士患上糖尿病。有多项研究表明，糖
尿病是新冠肺炎的高危因素，与新冠肺炎的严重程
度和更高死亡率的风险相关。经文献调研，我们发
现新冠肺炎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引发强烈的、持
续的炎症性“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发病率和死亡
率增加。此外，新冠肺炎可能主动引发糖尿病，因
为二肽基肽酶作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药理学靶标，
而在细胞研究中它被确定为人类冠状病毒的功能
受体。

在此之后，我们对糖尿病和 COVID-19 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2.2 基因的 GO 功能富集分析及 KEGG
通路富集分析（本章节作者：常洪）

在对基因的分析过程中，GO 功能富集分析及
KEGG 通路富集分析是分析基因功能，了解基因
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可以了解到获取到的
大量的基因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基因与基因之间
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关系。高通量的数据的分析，可
以让我们得到很多候选的结果。但是如果只是把结
果这样的平铺开的话，反正不利于我们去发现事情
的本质。所以为了更情况的看清楚这些基因的功
能，我们就使用了富集分析。我们可以把富集分析
理解为在把很零零碎碎的东西，通过一个整体来反
应出来，类似于从微观到宏观的变化。利用富集分
析，我们就可以把很多看着杂乱的差异基因总结出
一个比较整体反应事件发生的概述性的句子。GO
数据库，全称是 Gene Ontology(基因本体)，他们
把基因的功能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是：细胞组分
（cellular component, CC）、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 MF）、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 BP）。
利用 GO 数据库，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目标基
因在 CC, MF 和 BP 三个层面上，主要和什么有
关。除了对基因本身功能的注释，我们也知道基因

表 1: 频率排名前十的实体（基因、化合物和疾病）
Name Description
ACE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spike(S) 刺突糖蛋白
CRP C 反应蛋白
IL-6 白细胞介素 6

RdRp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
TMPRSS2 跨膜丝氨酸蛋白酶 2

Mpro 主蛋白酶
CD4 CD4 抗原
CD8 CD8 抗原

TNF-alpha 肿瘤坏死因子-α

oxygen 氧气
hydroxychloroquine 羟氯喹

remdesivir 瑞德西韦
alcohol 酒精

vitamin d 维他命 D
tocilizumab IL-6 受体单克隆抗体注射剂

water 水
hcq 羟氯喹

omicron 奥密克戎
chloroquine 氯喹

COVID-19 新冠肺炎
Infection 感染
mortality 死亡率
anxiety 焦虑
death 死亡
cancer 癌症

depression 抑郁症
diabetes 糖尿病

pneumonia 肺炎
fever 发热

会参与人体的各个通路，基于人体通路而形成的数
据库就是通路相关的数据库。而 KEGG 就是通路
相关的数据库的一种。其实通路数据库有很多，类
似于 wikipathway，reactome都是相关的通路数据
库。只是因为 KEGG 比较被人熟知，所以基本上
都使用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为了了解 Covid-19 进入人体之后对人体造成
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所有文章中出现的人类基因
实体进行了提取，并以此作为目的基因进行 GO
功能富集分析及 KEGG 通路富集分析。在之前
我们已经得到了 pubmed 数据库中与 covid-19 相
关的 244267 篇文献的标题与摘要，并在其中使用
pubtato 提取出了 2761396 个实体信息，在这里，
我们将所有的 140963 个 Gene 实体过滤出来，并
且去除了出现次数在 10 次以下的基因。过滤之后
剩余 1303 个基因实体，获取这 1303 个基因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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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体词云图。本图自绘，绘图工具：R、Python

的 ENTREZID 之后，使用 R 中的 clusterprofiler
包进行 GO 功能富集分析。在做 GO 富集分析中
使用 DOSE 数据库中的基因作为背景基因，同时
选取 CC、MF、BP 三种数据库进行分析。GO 富
集分析的结果如图2a,b 所示，发现基因富集最多
的在 response to bacterium 通路，即对细菌的反
应通路上。其次为 regulation of defense response
通路，为应对外来感染的防御应答与调控上。cy-
tokine−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为细胞因子 −
介导的信号通路，说明在新冠感染后，对人体内
在细胞因子的信号通路上的基因有影响。positive
regulation of response to external stimulus（对外
部刺激反应的积极调节），response to molecule
of bacterial origin（对细菌源性分子的反应），re-
sponse to lipopolysaccharide（对脂多糖的反应），
leukocyte migration（白细胞迁移），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炎症反应的调节），cellular
response to biotic stimulus（细胞对生物刺激的反
应）均为人体应对外来感染的应答与调控通路。

有趣的是，虽然 covid-19 为病毒，但人体也
表现出了对细菌感染的明显应答反应。例如对脂
多糖的反应。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LPS)
是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外壁的组成成分，主要
由脂质和多糖构成。脂多糖是一种常见的内毒素
(Endotoxin)，在体内可以通过细胞信号转导系统
激活单核巨噬细胞、内皮细胞、上皮细胞等，合
成和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进而引起机
体一系列的反应。其主要作用机理已研究的较为
透彻，当 LPS 进入机体入血后，脂多糖结合蛋白
LBP 可以识别 LPS，与 LPS 单体结合运送至髓
源性细胞表面。髓源性细胞表面的 mCD14 与之结
合，形成 LPS-LBP-CD14 三联复合体，随后将其
转运至 TLR4-MD2 蛋白复合体处，三联复合体在
MD-2 的帮助下与 TLR4 结合，激活 TLR4，使之
二聚体化。TLR4 被激活后，胞内的集团构象发生
变化，将信号传入胞内，从而活化胞内信号转导通
路。信号传至胞内后，激活转接分子髓样分化因
子（MyD88），IL-1R 相关蛋白激酶（IRAK）通过
MyD88 和 MyD88 转接蛋白类似物聚集到受体复
合物中，使 IRAK 磷酸化激活。随后 IRAK 从复
合物中解离，把信号传给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
子 6（TRAF6），使之活化。活化的 TRAF6 通过
激活核因子－ �B 诱导激酶（NIK）和转化生长因
子 � 活化的激酶（TAK1）进行信号转导，激活相
应的 NF-�B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两
条通路。通过这两条通路，最终引起 IL-1、IL-6、
TNF-�、NO 等的释放，形成炎症反应。大量基因
富集到对细菌感染应答的通路上也许预示着新冠
病毒在人体内的感染也导致了大量的细菌感染。细
菌感染则可能导致着许多并发症的爆发，这也是在
新冠疫情中年老体虚伴有疾病的人死亡率较高的
原因。先前已有许多报道说明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
免疫系统衰退进而导致的细菌感染是许多并发症
的罪魁祸首，因此，治疗新冠患者不能只使用抗病
毒药物，也应使用一些抗菌药物，可能会有更好的
治疗结果。

在 KEGG通路富集的结果中（图2c,d），基因主
要富集在一些病毒感染、细胞因子信号以及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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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疾病的通路上。其中 Lipid and atherosclerosis
（脂质与动脉粥样硬化）在此前较少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中。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
冠心病、脑梗死、外周血管病的主要原因。脂质代
谢障碍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基础，其特点是受累
动脉病变从内膜开始，一般先有脂质和复合糖类
积聚、出血及血栓形成，进而纤维组织增生及钙质
沉着，并有动脉中层的逐渐蜕变和钙化，导致动脉
壁增厚变硬、血管腔狭窄。病变常累及大中肌性动
脉，一旦发展到足以阻塞动脉腔，则该动脉所供应
的组织或器官将缺血或坏死。由于在动脉内膜积聚
的脂质外观呈黄色粥样，因此称为动脉粥样硬化。
上海长征医院的梁春教授介绍，我国大规模流调结
果显示，在新冠肺炎感染者中，未报告合并其他疾
病患者的病死率约为 0.9%, 而合并心血管疾病的
患者死亡率为 10.5%，升高了十倍之多。对此，梁
春教授表示，这很可能与冠心病等患者免疫功能较
低、心血管系统不稳定、病毒感染导致炎症、低氧
血症等机制相关。

另外，也有许多基因富集在 AGE−RAGE sig-
na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complications（在糖尿
病并发症中的 AGE−RAGE 信号通路）之中。与
前文对疾病实体的研究结果一直，这里或许通过
AGE−RAGE 信号通路可以对新冠导致的糖尿病
治病机制得到一定解释。高级糖化终产物（AGEs）
是在高血糖的情况下，体内还原糖的醛基和大分
子物质如蛋白质、氨基酸、脂质或核酸的游离氨
基的非酶性糖化产物。这一过程也被称为褐变反
应。RAGE 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一个成员。它
主要负责信号转导和配体结合后的配体诱导上调。
AGEs 的过度沉积会破坏细胞外基质的结构，改
变其生化特性和代谢，并引起蛋白质的共价交联。
AGE 与其受体 RAGE 结合产生 NAPDH 并增强
氧化应激，激活 NF-�B 信号通路，并进一步刺激
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产生，从而对细胞和组织造
成损害。因此，这一信号通路在糖尿病并发症的发
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AGEs 与其受体 RAGE
的结合激活了一系列的信号通路，包括激活蛋白激
酶 C（PKC）、JAK-STAT的酪氨酸磷酸化、PI3K-
Akt、MAPK 和钙信号通路。通过激活 MAPK 和
PI3K-Akt信号通路，NAPDH可被进一步激活，促
进活性氧的形成，激活 caspase-3 和降解核 DNA，

导致神经细胞损伤甚至凋亡。MAPK 信号通路、
PI3K-Akt 信号通路和 NAPDH 的激活可以促进
活性氧的形成，并最终导致 Caspase-3 的激活和
核 DNA 的降解，从而造成神经细胞的损伤甚至凋
亡。AGEs 与 RAGE 的结合导致氧自由基（ROS）
的产生，从而导致 NF-�B 和转录因子激活蛋白-1
（AP-1）的转录增加。NF-�B 和 AP-1 进一步调节
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如 TNF、IGF-1、IFN-�）和
粘附分子（如 ICAM-1、VCAM-1）的表达，导致
细胞功能紊乱。AGE-RAGE 信号传导介导的糖尿
病并发症包括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
病血管并发症和糖尿病足综合征。此外，AGEs 在
大多数与年龄有关的疾病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如阿
尔茨海默氏症、癌症、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高
血压、中风、视觉障碍和皮肤病。由于先前的疾病
实体研究中也发现了糖尿病相关的机制。因此可
以分析 AGE−RAGE 信号通路与糖尿病的相关内
容。

图 2: 基因实体的 GO 功能富集分析及 KEGG
通路富集分析。a,b 为 GO 功能富集结果，c,d 为
KEGG 通路富集结果。本图自绘，绘图工具：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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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因与化合物关联网络构建（本章节
作者：邱秦天）

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部分基因实体（17 个）
和化合物实体（45 个），判断是否在摘要句子中
同时出现，筛选出共句次数超过 50 次的基因-化
合物对，认为此频次以上的基因与化合物之间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设定阈值为频次 50
次时，构建出了一个拥有 47 个节点，61 条边的
关联网络图（图3）。其中，基因 N(nucleocapsid
phosphoprotein) 与化合物 iron、oxygen、water、
chloroquine（氯喹）、lipid（脂质）、alcohol（乙醇），
以及 TMPRSS2-serine（丝氨酸）的共句次数均在
500 次以上，可以推测它们之间有着较大的可能性
存在互作关联关系。例如，这些化合物可能对基因
编码蛋白产生激活或抑制效果，这些关联具有潜在
的研究意义，可以为药物靶点筛选及 SARS-CoV-2
病毒侵染机制的研究提供参考。

COVID-19作为一种新发的传染病，至今尚无
确定的特效药物。对于大多数轻症及无症状感染
者，此疾病具有一定的自愈能力或者不需要特别的
治疗，但是对于一些危重患者来说，情况却很严峻。
有研究表明，即使在积极的治疗情况下，进入 ICU
的 COVID-19 重症患者 28d 内病死率高达 61.5%，
其中有 47.0% 的重症死亡患者并无基础疾病。因
此，迫切需要筛选有效的 COVID-19 药物来降低
病死率。文本挖掘等生物信息学分析工具为药物
筛选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通过 DGIDB数据库对
频率排名前十的部分基因匹配分析基因与药物之
间的作用关系，确定潜在的靶向药物。DGIDB 数
据库是探索药物与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平
台，含有超过 14000 种药物-基因的相互作用，涉
及 2600 个基因和 6300 种靶向这些基因的药物。
用 4 个核心基因，筛选到 14 个潜在药物，可能对
COVID-19 具有一定的对症治疗作用（如表2）。

在这一步的基因与药物相互作用分析中，发
现 ACE2 基因所筛选到的靶向药物 ORE-1001 评
分最高，其作为一种口服小分子化合物，用于治疗
炎症性肠病。此外，ORE-1001 是一种特异性的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 2 抑制剂，研究表明该药物能显
著降低炎症标志物——组织髓过氧化物酶活性。

多项临床实验表明，在 SARS-CoV2的感染过
程中，COVID-19 患者的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计

数显著降低，细胞因子水平却显著升高 [5]，出现
“细胞因子风暴”，使宿主免疫反应过度，造成急
性肺部损伤、多器官衰竭以及不良的预后等严重
的后果 [6]。但细胞因子发挥其生物学功能是需要
通过与靶细胞表面的相应受体结合才能将信号转
导到细胞内部，因此，细胞因子与其受体的相互作
用是重要的治疗靶点。细胞因子及其受体互作网
络极其复杂，需要分析处于核心的细胞因子。在严
重的 SARS-CoV-2 感染病例中，IL-6 水平显著升
高，是最常被检测出来并被报道 [7, 8]，而 IL-6 受
体与 IL-6 结合进一步促进 IL-6 的生物学作用，加
剧“细胞因子风暴”的进程。我们鉴定到的药物司
妥昔单抗可以有效地阻断两者的结合，避免激活信
号传导通路 [9]，可能是 COVID-19 严重感染病例
的有效治疗手段。

针对 TMPRSS2 基因筛选出的药物卡莫司他，
目前也有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断新冠病
毒的感染。已有报道发现，SARS-CoV-2 要进入
细胞，需要与细胞表面的受体（ACE2）结合，然
后诱导病毒包膜与细胞膜发生融合。而刺突糖蛋
白 S，在成熟的过程中会被细胞里面的弗林蛋白
酶（Furin）切割，形成两个亚基 S1 和 S2。但是
S1 和 ACE2 结合以后并不能诱导病毒的包膜与细
胞膜的融合，还需要在 S2 再切一刀，这个过程就
是由 TMPRSS2 来执行的。TMPRSS2 切割之后
会暴露出融合肽（FP），这是一小段氨基酸链，侧
链 R 基团都是疏水性的基团，而且这个侧链一般
要比较长，比较大（常见有 F、W、I 等氨基酸）。
这些疏水性的氨基酸侧链可以插入细胞膜的磷脂
双分子层，从而诱导病毒包膜与细胞膜的融合。于
是聚焦于 TMPRSS2 基因编码蛋白，2020 年 2 月
27 日 Cell 期刊在线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 [10]：新
型冠状病毒（SARS-CoV-2）利用 SARS-CoV受体
ACE2 进入细胞，并利用丝氨酸蛋白酶 TMPRSS2
激活 S 蛋白，其感染可被一种已经过临床验证的
蛋白酶抑制剂阻断。作者在实验中使用卡莫司他
发现，它可部分阻断 SARS-2-S 介导进入细胞的过
程，进一步地发现卡莫司他是通过抑制 TMPRSS2
酶的活性来阻止 SARS-CoV-2 感染肺细胞。因此，
针对 TMPRSS2 这个靶标的新冠药物还是值得期
待的。而且与瑞德西韦不同，瑞德西韦针对的是病
毒的 RdRp，这就存在病毒逃逸突变的情况。卡莫

9

106 6. PUBTATOR ⽂献标注的加⼯分析



司他针对的是宿主的蛋白酶 TMPRSS2，所以一般
不会产生耐药性。

图 3: COVID-19 相关基因与化合物互作网络图。
本图自绘，绘图工具：Cytoscape

表 2: 基于核心基因治疗 COVID-19的潜在药物表
药物 基因 药物基因相互作用 评分

ORE-1001 ACE2 inhibitor 47.74
GSK-2586881 ACE2 inhibitor 31.83
赖诺普利 ACE2 inhibitor 11.37
卡托普利 ACE2 inhibitor 2.45
司妥昔单抗 IL-6 antagonist, antibody, inhibitor 10.18

OLOKIZUMAB IL-6 inhibitor 10.18
CLAZAKIZUMAB IL-6 inhibitor 7.64

PF-04236921 IL-6 inhibitor 2.55
伊斯利莫 IL-6 inhibitor 2.55

SIRUKUMAB IL-6 inhibitor 2.55
卡莫司他 TMPRSS2 inhibitor 21.22
萘莫司他 TMPRSS2 inhibitor 2.89

TREGALIZUMAB CD4 agonist antibody 28.29
伊巴珠单抗 CD4 antagonist, antibody, inhibitor 21.22

2.4 COVID-19 和糖尿病关联分析（本章
节作者：李凯）

上文中我们发现，在 COVID-19 的大量相关
文献里都表述了糖尿病和 COVID-19 之间的关系。
而我国作为糖尿病大国，国内具有大量的糖尿病患
者，因此深入探索糖尿病和 COVID-19 之间的关
系是非常有必要的。上文我们概述了新冠肺炎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引发强烈的、持续的炎症性“细胞
因子风暴”，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但是我们
对具体的引发机制以及相关的基因调控仍旧是匮
乏的，故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糖尿病的专业名词对关于
covid-19 的系列文献进行搜索，这些文献是我们
使用 pubTator 进行抓取的原始文献信息以及原始

的实体数据信息。接下来，我们使用现有代码对文
献中的实体关键词进行了筛选，最终我们得到了
12839 个包含了糖尿病相关的句子，这些句子分布
在了 6602 篇文献当中，我们就这样得到了所有的
糖尿病相关的文本数据。接下来，我们把数据读取
入 python，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在这里使用 pandas 把实体数据读入内
存，然后使用 pandas 自带的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把目光集中于基因实体和化合物实体，在全
部的实体中，我们获得了 1396 个化合物实体以及
1290 个基因实体。接下来，我们对化合物实体和
基因实体进行了统计，取出现次数 top10 的实体
内容在表3中展示。

表 3: 频率排名前十糖尿病相关实体 (基因和化合
物)

Name Description
Insulin 胰岛素
ACE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CRP C 反应蛋白
IL-6 白细胞介素 6

DPP4 二肽基肽酶-4
ACE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CD4 CD4 抗原

Albumin 白蛋白
TMPRSS2 跨膜丝氨酸蛋白酶 2

SGLT2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glucose D-葡萄糖
metformin 二甲双胍

oxygen 氧气
steroid 类固醇

creatinine 肌酐
vitamin D 维生素 D

alcohol 酒精
cholesterol 胆固醇

lipid 脂类
dexamethasone 地塞米松

我们首先对基因的实体进行了分析，排名前
十的基因实体和排名前十的糖尿病相关的基因实
体做了一个差集，我们会发现还剩下胰岛素基因
(197)，二肽基肽酶-4(57)，白蛋白基因（14）以及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13)。而谈及糖尿病则
一定会探讨胰岛素问题以及白蛋白的问题，然后
我们查阅了资料，看看余下的两个基因的功能和
COVID-19 之间的作用。DPP4 是一种体内的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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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的作用是在分解体内的蛋白质。其中一种被
DPP4分解的蛋白质叫做 GLP-1，它是由肠道细胞
分泌的荷尔蒙，GLP-1 可以通过可以刺激胰岛素、
抑制升糖素、抑制胃排空和让胰岛细胞重生的方式
来降低血糖。二肽基肽酶 4(DPP4) 是另一种可能
的冠状病毒受体，在血糖稳态中起重要作用，虽然
尚未得到证实，但 DPP4 也可与 SARS-CoV-2 结
合，影响血糖稳态。

于是我们又探究一下 SGLT2 基因，这是一种
协同转运蛋白，是胰岛素发挥功能的重要系列蛋白
之一。有资料报道发现，SGLT 作用于葡萄糖和钠
的排泄，导致危重患者的渗透性利尿和潜在脱水，
特别是在厌食和呕吐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期间，患
正常血糖的 DKA 的风险似乎更高。除了呕吐和厌
食导致的容积耗竭之外，其他因素可能包括病毒对
β 细胞的直接细胞溶解作用，从而导致内源性胰岛
素分泌减少和炎症反应增加，白细胞介素-6 升高
导致酮症酸中毒。

此外，我们还对糖尿病相关文献以及全部文献
挖掘出的实体之间出现此处都最多的 ACE2 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我们发现，ACE2不仅仅是 COVID-
19 的重要受体，它在胰腺中也有着比较高的表达
量，因此 COVID-19对糖尿病的影响可能和 ACE2
的表达相关。通过知识内容检索，我们发现胰岛
表达 ACE2，促进感染期间的损伤，循环胰腺酶水
平升高，导致了血糖升高，反过来，急性高血糖似
乎上调了 ACE2 的表达，增加了尿 ACE2 的活性，
从而可能导致病毒载量的增加，最终导致糖代谢的
紊乱。

在进行了基因层面的分析以后，我们把目标对
准了化合物层面，在我们找到的 top10 出现次数
的化合物中，我们发现氧气，酒精和维生素 D 是
重叠出现的，并且非重叠出现的实体中，出现次数
最多的药物类化合物是二甲双胍。我们下面就要对
这几种化合物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我们首先探究的化合物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简称 VD）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乃环戊烷多
氢菲类化合物，一组结构上与固醇有关，功能上可
防止佝偻病的维生素，最主要的是维生素 D3 与
D2。一般来说，维生素 D 是促进钙盐的更新及新
骨生成，也促进磷吸收与肾小管细胞对钙、磷的重
吸收，故可提高血钙、血磷浓度，有利于新骨生成

和钙化。但是，在 COVID-19 流行中，糖尿病、高
血压等慢病人群维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率高达 90％，
而长期补充维生素 D 者感染率大幅度降低，住院
抗生素使用率下降 50％，感染性糖尿病足截肢率
低于 5％。在临床观察中，包括对所有抗生素均耐
药的绿脓杆菌肺炎老年患者，恢复抗生素敏感性，
帮助患者获得良好病情控制。在国外，有基础病变
的易感染人群中，维生素 D 越低越容易感染病毒，
感染以后死亡概率也比维生素 D 正常的感染者升
高 64％；而在日常补充维生素 D 的新冠病毒感染
者中，需要氧气治疗或者转为重症进入 ICU 治疗
的比例显著下降 [11]。

我们接下来探索了药物二甲双胍的作用，以及
它对糖尿病和 COVID-19 之间的关系。二甲双胍，
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化学式为 C4H11N5，为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一线药物，特别是针对超重的患者。
而后有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在抑制肿瘤生长，控制炎
症等方面都有显著疗效。在 COVID-19 爆发的两
年以来，二甲双胍多次出现在糖尿病和 COVID-19
相关文献中，足够展示它强大的功效。一些观察性
数据表明，2 型糖尿病患者服用二甲双胍可能会降
低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死亡风险，但尚缺
乏随机临床试验的支持，但是也有人指出服用二
甲双胍的 COVID-19 患者总体死亡率显著降低了
25%[12]。此外，相较于非糖尿病人群，糖尿病患
者死于 COVID-19 的风险增加了 2.6 倍。值得注
意的是，在调整了多个混杂因素后，服用二甲双胍
的糖尿病患者 COVID-19 死亡风险降低 67%，与
整个研究人群的死亡率相似，胰岛素治疗情况则没
有影响糖尿病患者的 COVID-19 死亡率 [13]。

我们又对二甲双胍对 COVID-19 的影响机制
做了探索，我们发现二甲双胍具有多种潜在机制来
对 COVID-19 进行影响，其中包括直接改善血糖
控制，体重和胰岛素抵抗；减少炎症；通过 ACE2
磷酸化来抑制病毒入侵；抑制 mTOR 通路，防止
免疫过度激活；中性粒细胞减少 [12]。但是，这些
猜测仍旧只是可能存在的潜在机制，都有待进一步
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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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常洪）

当前我们正处于疫情阶段，covid-19 是目前每
个人都关注的重点话题，尤其对于生物信息。自新
冠爆发以来，涌现了大量的新冠相关的优秀论文，
因此我们选择对 pubmed 数据库中 covid-19 相关
的论文进行文本挖掘与知识发现。在选择这个课
题之后，我们首先深度思考了一下该项目的细节
信息：这个课题本身是什么意思？最终需要达到什
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通过此课题可以学习到什
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认了课题本身
的意思为通过对 covid-19 相关论文进行文本挖掘，
发现论文中潜在的、隐含的、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
知识。最终需要达成的目的是通过文本挖掘了解
到无法通过阅读单一论文或少量论文而获得的统
计数据、潜在关联等信息。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习老
师的课程内容，完成实验课的上机实践并在课下
利用学习的知识实际上手完成整个课题的分析流
程。在此过程中将理论知识落在实践上，将课本知
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知识。

在课程中老师要求使用 LaTex 撰写论文，因
此在撰写论文之前我们学习了 LaTex 的使用操
作。在实际处理数据前期我们使用以 covid-19 为
关键词检索的 pubmed 数据库中的相关论文，挖
掘 covid-19 相关论文中的基因实体，想通过挖掘
基因实体和统计实体频率的方式了解新冠相关的
主要基因。在此过程中我们使用 NCBI 的 Entrez-
Direct工具中 esearch和 efetch命令抓取符合条件
的文献 PMID，之后使用 pubtator 的 API 接口获
取了这些论文的包含 title、abstrac和 pubtator分
类实体的语料库，使用 perl、grep、sed 命令过滤
掉语料库中的 title、abstract信息仅保留 pubtator
分类的实体。之后使用 python 统计词频找出与
covid-19 高频相关的基因、化合物、疾病，希望通
过了解基因、化合物、疾病在后期能够进一步了解
发现三者之间的关联、相互影响、作用机制等信
息。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邱秦天）

LaTeX的入门文档：https://www.kancloud.
cn/thinkphp/latex

课程论文 LaTeX 撰写模板参考：https:
//hzaubionlp.files.wordpress.com/2022/03/
template4coursepaper-bionlp2022.zip

文献实体信息下载方法参考课堂上老师讲
授的知识，使用 Entrez-Direct 工具中相关命令，
使用方法参考：https://www.ncbi.nlm.nih.gov/
books/NBK179288/

对基因实体频率做词云图的代码参考：https:
//github.com/kiekie233/BioNLP-course/

对实体的资料查询来自于 NCBI 数据库：
https://www.ncbi.nlm.nih.gov/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邱秦天）

我们的课程论文的撰写内容主要对应的是第
三、四、八这三章课程内容，所撰写内容的数据是
通过使用 Linux 命令从 PubTator 中下载下来的，
并且使用 Shell 编程进行数据初步的过滤和提取，
最终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精度。之后是实体词频
的一个词云可视化，针对不同实体用 R 和 Python
分别绘图，代码参考了课程上所讲到的一些内容。
在前期的一些数据处理方面，与课程讲述内容密切
相关，不同点主要是在后续的知识发现方面。通过
进行富集分析和共句分析，能够挖掘出一些隐藏在
数据背后的知识。除了老师在课堂上的启发，更多
的需要小组一起讨论，各抒己见，最终将我们想要
弄懂的问题和知识呈现出来，或者将数据以图片的
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邱秦天）

使用 Linux 系统上的一些命令下载实体标注
信息以及数据预处理时，对正则表达式非常陌生，
只能一个一个符号在百度上搜索，前期比较费时
间。因为就我而言，代码撰写能力较弱，更多的需要
参考老师上课所讲示例和往年同学提交在 GitHub
上的代码，然后分步地实现本项目预期的一些东
西。虽然以模仿为主，但最终还是比较顺利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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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数据。之后在对词云图片绘制方面，本身对 R
语言也比较熟悉，然后也只需要一些简单的 R 代
码，就比较快的完成了这一部分。

此外，随着后续课程的代码讲解，我们也使用
或修改代码进行了富集分析和共句分析，以及从文
献中搜索糖尿病关键词，主要是 R 和 Python 的
使用。经过老师的讲解以及自己的摸索，能够很快
的上手，提取到本项目所需要的东西。总的来说，
希望通过本项目能练手更多相关代码，领悟代码的
魅力，相信投入更多精力亦能实现一个好的展示。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李凯）

摘要：李凯

算法基本原理：李凯

选题说明：常洪

COVID-19 简介以及研究进展：邱秦天
数据来源及处理：邱秦天

基因实体分析：邱秦天

化合物实体分析：常洪

疾病实体分析：李凯

基因的 GO功能富集分析以及 KEGG通路富
集分析：常洪

基因与化合物关联网络构建：邱秦天

COVID-19 和糖尿病关联分析：李凯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 常洪
所参考主要资源：邱秦天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邱秦天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邱秦天

人员分工：李凯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常洪

假如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的撰写
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李凯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常洪）

本文参照夏老师上课所教授内容，使用 NCBI
的 Entrez-Direct 工具中 esearch 和 efetch 命令抓
取符合条件的文献 PMID 之后使用 pubtator 获取
实体，之后使用 shell、linux、python、perl完成了
实体的词频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基因实体进
行了 KEGG 与 GO 富集分析，构建了基因实体与

化合物实体的关联网络，分析了 covid-19 与糖尿
病的关联，较好地掌握了夏老师上课所教授内容。
词频之上进一步的分析中，在 KEGG 与 GO 富集
分析中发现了 covid-19 可能导致细菌感染并引发
一系列并发症，重点发现了可能与 covid-19 导致
糖尿病机制相关的 AGE−RAGE 信号通路，在基
因与化合物关联网络构建中发现了 ORE-100、物
司妥昔单抗、卡莫司他对于新冠的治疗机制与作
用，在 covid-19 和糖尿病关联分析中发现了蛋白
——DPP4、SGLT2、ACE2，化合物——维生素 D，
药物——二甲双胍对于新冠感染者的糖尿病治疗
具有效果。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未在这些知识发现的基础
之上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如发现降低新冠患者糖尿
病发病率的潜在药物，从基因实体中发现 covid-19
进入人体之后造成影响的系统分析，发掘治疗新冠
及其高发并发症的潜在药物，基因、药物、疾病的
联合分析，又或者对于糖尿病或其他某一实体的进
一步具体分析。这些不足与我们的时间有限未阅读
足够相关文献和能力尚且不足有关。这些也将在日
后的科研之后作为我们的经验指导。

3.7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李凯）

COVID-19 是自 2019 年开始出现的全球范围
内的一种流行性疾病，在疫情大幅度爆发开始，全
世界的科研人员对 COVID-19 开始了不断的探索，
各种创新的科研成果不断出现，几年以来出现了上
万篇相关文献。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源中，充满着
各种知识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在这里，我们采用自
然语言处理的方法对相关文献实体进行挖掘，得到
了初步的结论，但是限于时间以及技术问题，我们
无法对数据进行更进一步的挖掘。

假如多出三十个工作日，我们的课程论文应该
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完善，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以及
挖掘到更多的知识内容。首先，我们会在前两周做
一个时间深度挖掘，根据不同年份的不同时间，分
别提取实体信息，并且对实体信息进行更加深入的
挖掘来获取 COVID-19 的变异信息，获得变异方
向，并且对药物的最新研究进行获取，来获得更多
的靶点进行特效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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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周我们会把目光聚焦于糖尿病和
COVID-19之间的关系，过去的挖掘里我们只是找
到了二者之间具有关系，但是并没有详细的揭示具
体机制，我们会获取糖尿病相关文献和 COVID-19
的糖尿病相关文献进行联合挖掘，尝试更好的揭示
COVID-19 对糖尿病的影响机制。

最后一周，我们会整合前几周的工作内容，并
且看看有没有遗落的知识内容，然后几个人一起商
讨一下发掘到的知识的合理性，并且对知识内容进
行进一步的延伸，尝试在已有知识上做进一步的推
理，然后撰写新的结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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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答：无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无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本研究工作无任何潜在风险，故文中未提
到相关事项。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文章的摘要可以较好的概括整个文章的工
作。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2.3 章节产生了基因和化合物关联网络数
据，2.4 章节产生了和糖尿病相关的 COVID-19 文
献的文本和实体数据。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1.2 章节算法的基本原理介绍了已有的方
法，1.4 章节介绍了数据来源。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所使用数据和方法均为公共数据以及公开
发表的方法，未发现使用条款。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答：本文介绍了数据的基本统计结果，如章节
2.1 前面的部分介绍了实体数据的基本统计信息。

4.1.8 本工作是否使用了代码计算，如果有，是否
介绍了运行环境和运行时间？如果有，青
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使用了代码计算，但并未统计运行时
间。

4.2 某些关键代码 (如无可删除，如有请保
留。不纳入页码计算)）

1 # Get pmid
2 esearch −db pubmed −query ”covid−19” | e fetch −

format uid > covid_19_pmid . txt
3 # Get the annotation data through the PubTator

API
4 echo ’ I ␣am␣ curating ␣the␣ r e s u l t . ’
5 f o r pmid in $( cat covid_19_pmid . txt )
6 do
7 echo ${pmid}
8 cur l https ://www. ncbi . nlm . nih . gov/ research /

pubtator−api/ publ icat ions /export/
pubtator?pmids=${pmid} >>
covid_19_annotation_result . txt

9 s l eep 3.1 s
10 done
11 # Extraction of ent i ty
12 grep −E ”^[0 −9]{8}\ s” covid_19_annotation_result .

txt > covid_19_entity_info . txt
13 # Extraction of abstract
14 grep −E ”^[0 −9]{8}\|a” covid_19_annotation_result

. txt | sed −r ”s /.{11}//” >
covid_19_abstract . txt

15 sed −i ’ /^$/d ’ covid_19_abstract . txt
16

17 # Read dat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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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minghong/ bionlp-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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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数据挖掘在 Covid-19 研究课题的应用》

姚岭君 1, 徐琪 1

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
由 2019 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Covid-19”）感
染导致的肺炎。到目前为止，由于 Covid-19 在印
度和美国等地不断变异，全球感染者已接近 5 亿
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 600 万。幸
运的是，各国科学家已经对新冠病毒进行了长达 3
年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规模，相关基因的相互作用机制已逐
渐明晰。不过，文献数量庞杂且稂莠不齐，人工阅
读手段很难提取出有用的信息。NLP 在近些年快
速发展，其拥有的快速检索数据信息和统计方便
高效等优点，为我们分析文献提供了很大帮助。因
此在本文中，我们利用 PubTator提取 Pubmed中
的相关文献的实体信息，再对该信息使用 Python、
R 语言等对数据进行词频统计以及基因关联分析
等操作，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高频突变位点，并对
关联网络进行分析。这对于指导我们研究并应对
Covid-19 及其变异株的威胁非常有帮助。

课程数据及相关代码说明均在 github
中，链接如下https://github.com/minghong/
bionlp-Covid-19

关键词: Covid-19, 文献检索, 词频统计, 关
联分析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姚岭君）

新冠肺炎自 2019 年爆发以来，科学界已发表
的相关研究文献有 24 万篇，我们无法对如此大
量的文献进行人工分析，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使用
BioNLP 的方法处理相关文件就是一个较好的的
选项。因此本项目旨在使用生物医学自然语言处理

的 Covid-19 相关文献，利用 PubTator 中识别文
献实体进行提取，高效挖掘文献摘要中的实体信息
并进行知识发现，为 Covid-19 的研究提供一定的
参考。本项目计划挖掘出与 Covid-19 相关的高频
基因、化合物、人类基因组和 Covid-19 基因组的
突变情况；了解 Covid-19 相关高频基因的功能以
及 Covid-19 相关突变对 Covid-19 侵染造成的影
响。

自然语言处理 (NLP) 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
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它研究能实现人与
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理论
和方法。生物医学文本挖掘（BioNLP）是将文本
挖掘技术应用于生物和医学等领域的文本上，抽
取、分析和挖掘其中蕴含的大量信息，从而发现新
的生物医学知识。近年来，随着数据呈几何倍数的
增长，我们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对数据挖掘及处理。

2018 级学长学姐已经对这项课题进行了较为
广泛的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仅此短
短一年之间，有关 Covid-19 的文献数量翻倍，证
明 Covid-19 的威胁仍然无处不在。特别是德尔塔
和奥密克戎等传染性强的病毒的快速爆发，使我
们认为重新对 Covid-19 文献分析刻不容缓，尤其
是近一年间的数据与 2020 的数据进行比较十分必
要。因此，我们决定继续这项课题，在前人已有的
数据以及代码之上，优化代码检索文献速度，对比
近年来病毒变异的方向与趋势，为抗击新冠疫情作
出贡献。

在信息如此繁杂的社会中，如何对数据进行分
类管理一直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的主流做法
是将数据存入数据库中，并开发网页满足读者的使
用需求。数据库相较于 excel和 txt有一系列优点：
实现数据共享、减少数据的冗余度、实现数据集中
控制等。因此，为了方便其他人能在我们所得结论
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开发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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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数据库，里面存储有有关 Covid-19 的文
献摘要的六类实体信息（基因、化合物、变异、细
胞系、物种、疾病）。

1.2 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姚岭君）

我们在 Linux 上通过 edirect 工具获取了
PubMed 文献数据库中所有与“Covid-19”标题
有关的文献的 uid，并通过调用 PubTator 的 API
接口，根据文献的 uid，提取了这些文献的实体识
别信息。

本项目的实体识别过程使用的是 PubTator工
具。PubTator 是一款基于网络的医学文本挖掘工
具，可通过使用高级文本挖掘技术来加快人工文献
的管理（例如，注释生物实体及其关系）的工具，
作为一个多合一的系统，其提供了一站式服务来注
释 PubMed 引用。与其他方法相比，PubTator 提
供了已经完成识别的实体数据，

R 语言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软件，并
且它还具有较好的画图功能，可以将结论可视化的
展现在面前，大大加强了结论的可信度以及可读
性。同时，我们利用市面上常见的统计词频网站对
相同数据进行操作，并与 R 语言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期获得正确的结果。

本项目的数据处理部分使用到了 Linux Shell
系统，R 语言、Python 语言以及相关的拓展包。
Linux Shell 可以方便地利用正则表达式快速进行
数据的初步筛选，R 语言以及 Python 语言具有强
大的拓展包生态、绘图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简
洁的语法，使得数据处理过程方便且迅速。

1.3 实验工具及数据来源（本章节作者：姚
岭君）

实验工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获取文献
的 uid，我们再 Linux 环境下使用 esearch 命令获
得。第二部分是获取文献的实体信息，我们编写并
运行了 python 脚本。第三部分是数据分析，我们
主要采取了 R 语言对所得实体信息进行统计和绘
图，从而得到更直观的结论。

本项目的文献数据来自于 pubmed 中的
242769 篇与 Covid-19 有关的文献，文献摘要中
的实体信息来自于 PubTator。

获取的文献摘要实体数据由三个部分组成，第
一个部分是文献的标题，第二个部分是文献的摘
要，第三个部分是文献中识别出来的实体。实体内
容包括基因、化合物、变异、细胞系、物种、疾病
六个种类。本项目的研究将重点围绕实体数据中的
摘要部分以及实体部分进行展开。

数据库采用的是 Access 数据库，因为其属于
office 系统，更方便人们使用。

1.4 本文的方法部分与前人的相同点与区
别（本章节作者：徐琪）

在项目开始之前，我们详细研读了学长学姐在
此课题上所做的文章分析以及代码逻辑，从中提
炼了精华部分，并对一些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进。
其中，我们的文献数据更加充分，与学长学姐的
12 万篇文献相比，我们使用了 242769 篇文献数据
（截止 2022.4.6），是前者的 2 倍，这使我们的结论
更具有说服力。

在代码方面，我们经过测试与估计发现，如果
直接采用学长学姐或者老师教授的代码，获取文
献实体的时间将会达到 60 多个小时，这显然是不
能被接受的。因此，我们重新设计了程序，并采用
的是 python多线程并行计算，分布处理多条数据，
使得运行时间大大缩短。经过运行，设计并优化后
的程序可以将时间压缩到 6 个小时，这无疑大大
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拥有了六类实体信息后，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
进行整合处理。与其他人类似，我们也使用了 R
语言去统计处理这些繁杂的信息。最后通过词频统
计以及关联分析，得到了相应的结论。

最后，我们会把结论与 18 级学长学姐的结论
做对比，这也是我们独有的优势。通过数据对比，
我们拥有明确的目标，也能发现一些全新的观点，
从而掌握病毒的变异趋势，为协助研究 Covid-19
而努力。

我们还为此构建了一个相关数据库，这无疑会
使我们的项目更具有可扩展性和更大的意义。同时
也希望后人能够对我们的结果作进一步补充说明，
我们将不胜感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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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ubmed 文献挖掘及其算法实
现研究》

2.1 实验流程大纲（本章节作者：徐琪）

1、首先使用 Linux 系统爬取所有有关 Covid-
19 的文献 uid 号。

2、使用 Python 利用 Putator 的接口提取文
献标题与摘要。

3、使用 Python 利用正则表达式分别提取六
类实体数据并保存。

4、利用 R 语言对实体数据进行词频统计以及
关联分析。

5、得出相应结论。
6、构建数据库，导入数据。
7、书写论文，总结反思。

2.2 文章实体获取（本章节作者：徐琪）

第一步，是获取文献的 uid 号。在 Linux 使
用 edirect 工具中的 esearch 命令获取与 Covid-19
相关的 uid，并将其存入 txt 格式的文件中。不过，
有些错误会出现，需要对报错信息进行处理，并下
载安装必须的文件，此时才能获取相关的 uid 号。

第二步，是编写 Python 脚本通过 PubTator
接口获取 uid 对应文献摘要及识别得到的实体信
息。因为以前的脚本运行速度过慢，因此需要重新
设计新的 Python 程序提取标题与摘要。在提取实
体过程中，由于 uid 数量过于庞大，串行处理时
间过长，不满足我们的预期，因此我们使用扩展包
concurrent 中的多线程处理数据。遗憾的是，实体
信息过于庞大，在一次性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乱
码的情况产生，并且由于未知原因，在处理过程中
会遗漏大量 uid。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 24 万
条数据不均匀分成 12 份，每份文件约 2 万条 uid，
这样可以保证每一步的数据都是正常的而没有乱
码产生。针对遗漏 uid 的问题，我们使用 Excel 的
countif函数来找到遗漏的 uid，然后将这些 uid重
新放到脚本上运行，直到所有 uid 都被运行。

对于在并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手工筛除数据
信息的步骤，我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计算机在
处理并行逻辑是是未知的，这也是进程的异步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提高人机交互性，确

保数据准确无误。

2.3 实体数据分析（本章节作者：徐琪）

第一步，使用 python 利用正则表达式过滤所
得文件中的标题、摘要等部分以及六类实体信息存
入以其实体名称命名的文本中。为防止出现数据重
复的情况，我们对所有数据进行去重操作，这样可
以保证得到的结果是正确的。

第二步，是对获得实体进行知识挖掘。通过 R
语言编写脚本读取实体数据，按照不同的实体种类
把实体数据拆分开，统计实体词汇的词频并排序，
然后根据词频分别绘制不同实体的词云。统计基
因实体出现频率并使用 ggplot() 命令作出柱状图，
找出其在染色体上的分布情况，息相关。统计基因，
突变，疾病实体出现频率，找出出现次数较多的化
合物，通过文献摘要及 NCBI 相关信息进一步了
解这些化合物的功能，并且与上届学生所做的数据
进行横向比对，找到在这新的一年中 Covid-19 发
生的种种变化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病毒进
行更好的规律性掌握，从而提出较好的防治建议。

2.4 相关基因频词云结果（本章节作者：姚
岭君）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基因，ACE2 与 S 在
出现频率上有着极大的相似度，且分别属于人类和
新冠病毒，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两个基因转录的蛋
白是否存在互作的作用。因此我们查阅了相关文
献，得到的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猜测。周强研究团队
证明了新冠病毒表面 S 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与细
胞表面受体 ACE2 全长蛋白的复合物的存在，但
为后续科学家的靶向药物研究提供了更多信息。该
项研究成果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计算生物学的研究
人员可以在此基础上去构建不同的模型，进而展开
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判断什么样的突变可能会进一
步提高 S 蛋白与 ACE2 的相互作用，从而设计针
对 S 蛋白或者 ACE2 蛋白的药物和抗体；又或者
设计小分子破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都为药
物设计和检测手段开发提供坚实的基础。[1]
在与 2018 级同学的结果进行比较时 [2][3][4]，

我们发现大部分基因是相同，但是在第十个高频
基因出现了一些区别，其命名为“RNA 结合调节
肽”（RBRP），在经过相关文献查阅，我们发现这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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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该肽具有结合 IGF2BP1 的能力，并增强其识
别 RNA上m6A的能力，随后在肿瘤发生中起到致
癌作用发现了之前注释过的 lncRNALINC00266-1
实际上编码了一种未标记的肽 RBRP，该肽在肿
瘤发生过程中具有致癌作用。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
对于非编码 RNA 无法编码蛋白的传统认知，为今
后对非编码 RNA 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5]

RBRP 可以与 m6A 编码器 IGF2BP1 结合，
结合后与 YTH 结构域家族蛋白促进 mRNA 降
解不同，而是使 mRNA 更加稳定。其原理是通过
RBRP与 IGF2BP1的结合，增强了m6AIGF2BP1
对 RNA 的识别作用，如 C-Myc 基因，通过增加
C-Myc 的稳定性和表达，从而促进肿瘤发生。

很巧合的是，我们在对相关疾病进行统计词频
的时候也发现“cancer”居然跃居前十，这不得不
令人展开联想了。但是在我们在这一步进行具体分
析时发现，所谓的联系原来是诸如“疫情下的癌症
患者”等等这种并非机理性的研究，因此我们不再
赘述。

表 1: 基因词频 top9 来源姚岭君自制
基因 功能

ACE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S 刺突糖蛋白

IL-6 白细胞介素 6
CRP C 反应蛋白

TMPRSS2 跨膜丝氨酸蛋白酶 2
Mpro 2 ORF1a 多蛋白
CD4 4 CD4 抗原
CD8 CD8K 抗原

RBRP RNA 结合调节肽

2.5 相关疾病分析（本章节作者：姚岭君）

此外在对 top20的疾病进行统计中，我们发现
了了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anxiety”，“depres-
sion”等心里意义上的负面词语居然取代了许多生
理上的疾病，要知道在去年的前辈们分析时还是
疾病实体富集于“侵染”，“呼吸道”，“致命”，“死
亡”，“糖尿病”，“感冒”，“疼痛”，“气喘”，“急性
肾损伤”，“中风”，“神经”等词汇上

而今年的词汇却开始出现了“压力”，“不
安”，“沮丧”等心理词汇，这无疑说明了在新冠疫
情时期，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在逐步的恶化，这也
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要知道，身体的疾病

还可以治愈，心灵的创伤我们又该如何抚慰呢？如
果这个疫情下的心里问题无法得到我们重视的话，
那么整个社会将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对相关词语在 PubMed 进行进一步探索
时，我们发现了一些比较新的名词，例如：’Long
COVID‘、’post-COVID-19‘等等。这是一个比较
新的趋势，从最初研究新冠病毒的急性期的炎症因
子风暴，到研究新冠病毒的后遗症、心理创伤等长
期影响也可以从间接说明的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下
降，即使康复但是持续影响依然存在。患有“长期
COVID”的患者会出现广泛的身体和精神/心理症
状。汇总的患病率数据显示，10 种最常见的报告
症状是疲劳，呼吸急促，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头
痛，咳嗽，胸痛，气味改变，味觉改变和腹泻。其
他常见症状是认知障碍，记忆丧失，焦虑和睡眠障
碍。除了症状和并发症外，长期 COVID 患者经常
报告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就业问题受损 [表 2]。
这些人可能需要多学科护理，包括长期监测症状，
以确定潜在的并发症，身体康复，心理健康和社会
服务支持。需要有弹性的医疗保健系统来确保高效
和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健康挑战。

表 2: 长期 COVID 症状来源姚岭君自制
部位 症状
心肺的 疲劳

呼吸困难（呼吸急促）
胸痛
心悸
胸闷
喘息

鼻咽 嗅觉丧失
味觉障碍
咳嗽
喉咙痛
耳鸣
痰液产生
鼻炎
腹泻
恶心
食欲不振
呕吐

肌肉骨骼 关节疼
肌肉疼痛

神经心理 记忆丧失

因为对长期 COVID的机制认识不足，治疗方
案目前有限。需要进行长期纵向观察性研究，以充
分了解与长期 COVID-19 相关的症状和并发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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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临床病程、症状群和综合征。这些证
据对于了解长期 COVID 的自然史以及可能需要
的干预措施类型至关重要。对患者生活经历的定
性研究可以提供规划有效护理途径所需的洞察力，
并改善临床结果。迫切需要临床试验来评估针对长
期 COVID的干预措施，以解决本研究中发现的各
种症状和并发症。

因此，应迫切需要社会支持和加强复原力的干
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已被证明在创伤性事件发
生后的一系列人群中有效（例如艾滋病毒感染者），
并且可以由非专业人员进行。因此，它们可能在
COVID-19 幸存者和患者社区中广泛使用。

2.6 高频突变位（本章节作者：姚岭君）

对高频的基因突变位点进行了分析，在预实验
中，我们用最新的 2 万篇文章的数据和一共 24 万
篇文章进行对比，初步发现在最近的 2 万篇文献
数据中 D614G 仍然是变异病毒的主要突变位点，
但是 N501Y 的突变数量几乎已经与 D614G 持平。
这有可能表示有大量病毒的突变是 N501Y 突变。

此外我们还发现 E478K,L452R 的比例明显上
升经分析相关文献我们找到了原因，Delta 变异株
相较于其他变异株，则在 S 蛋白上新增了 3 个重
要突变“L452R”、“T478K”和“P681R”。恰好
Delta 这个名词集中出现在去年 7 月之后出现在文
献中，而其毒株也在去年下半年成为了新冠病毒的
主力军。

图 1: 24 万篇文章高频突变与最新的 2 万篇文章
对比。图片来源 [姚岭君]

N501 位氨基酸是新冠病毒 RBD 蛋白的关键
接触残基之一，直接参与 RBD和 ACE2的结合作
用，而 N501Y 突变增强了 RBD 和 ACE2 的结合
亲和力。N501 属于亲水性残基，病毒结合 ACE2
时，N501靠近 ACE2的 Y41疏水苯环和 K353疏
水烷烃链；但当 N501突变为疏水残基 Y时，Y501
则可以通过疏水作用与 ACE2 中的 Y41 和 K353
更好的配位，改善 RBD 和 ACE2 互作构象，将

表 3: 24 万篇文章突变位点来源姚岭君自制
Mutation Freq
D614G 1034
N501Y 646
E484K 560
L452R 245
K417N 149
G614 122

T478K 97
D614 89

E484Q 88
S477N 64
P681R 63
P323L 62
P681H 58
501Y 58

N439K 51
G204R 46
R203K 45
C19P 45
A1C 42

Y453F 37
Q57H 36
K417T 35
V367F 32
Q677H 30
LS4S 26

P4715L 21
N440K 21
A222V 20
S494P 19
N501 19

N501T 18
L18F 18

C14408T 18
Q675H 17

A23403G 17
V483A 16
Q493R 16
G142D 16
C241T 16
614G 16
G476S 14
G251V 14
A570D 14
R346K 13
H655Y 13
Q493K 12
P314L 12
K26R 12

结合亲和力提高约 0.81kcal/mol，同时使原来不感
染小鼠的新冠病毒毒株获得感染能力。N501Y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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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对于靶向 RBD中和表位的中和抗体的结合效力
影响较小。研究发现，N501 毒株与中和抗体结合
VH-Fc ab8 后（该分子融合表达了可变重链区域
VH 和人类 IgG1 的 Fc 片段），S 蛋白呈现两种构
象即两个 RBD 分子处于“向上”位置和仅有一个
RBD 分子处于“向上”位置。[6]

我们担心上述基因突变的增多会导致新冠病
毒在其他物种的传染力增强，从而导致更严重的
后果。例如 21 年末出现的奥密克戎 RBD 与人类
ACE2 的结合，其比早期新冠毒株的亲和力增强
了 2.4 倍。并且作者呈现了人类 ACE2 与奥密克
戎 RBD 晶体结合的结构图像，阐明了 VOC 中发
现的 RBD 突变如何影响受体识别。N501Y 突变
能够单独增强 ACE2，这可能由于增加形状互补，
引入了酪氨酸侧链和 ACE2Y41 和 K353 侧链。正
如之前观察到的 N501 与 ACE2 复合物中包含 S
结构，奥密克戎 S 残基 Y501 和 ACE2 残基 Y41
形成 T 型 �-� 堆叠作用。K417N 突变使受体识别
抑制约 3 倍，这可能是由于失去与 ACE2D30 的
盐桥。Q493R 和 Q498R 突变分别引入了两个新的
E35 和 E38 盐桥，取代了早期新冠病毒形成的氢
键，从而重塑了与 ACE2 的静电相互作用。通过
对酵母显示的 SARSCoV-2RBD 的深度突变扫描
研究，这两种个体突变都略微降低了对 ACE2 的
结合亲和力。最后，S477N导致引入的天冬酰胺侧
链与 ACE2S19 主胺和碳基之间形成新的氢键。总
的来说，这些突变对奥密克戎 RBD 与人类 ACE2
的结合具有净增强效应，表明结构上位性使免疫逃
逸。[7]

2.7 词汇关联网络 (基因（蛋白) 与（基因）
蛋白互作（本章节作者：姚岭君）

这些突变可能与基因表达的产物会有变化，可
能会产生激活、抑制、失活作用。这些关联具有潜
在的研究意义，可以为药物靶点筛选，covid-19 病
毒突变机制的机器突变趋势提供参考。对此，我们
绘制了蛋白互作关联网络，直观展示它们的关联信
息。

利用 STRING 网站将出现频数大于 100 次
的共 94 个基因进行 KEGG 通路分析和 PPI 网
络分析，将基因输入 STRING 数据库中，然后从
STRING EXPORT通道以“tsv”格式将数据导出，

使用 Cytoscape构建网络，得到了具有 69个节点，
129 个边缘的 PPI 网络这意味着蛋白质之间的相
互作用比从基因组中提取的具有相同大小和程度
分布的随机蛋白质集的预期更多。这种富集表明蛋
白质作为一个群体至少部分地具有生物学联系。

在进行核心基因筛选我们找到了包括 GPT、
CRP、IL1B、ACE、MPO、KNG1、ALB、CXCL8、
CCL2、TNF、IL2、CSF2、KNG1 等。上述基因
大多已被证实是 COVID-19 患者的差异表达基因。
研究表明在疾病早期调控趋化因子 CXCL8 的表
达有助于抑制病毒感染诱发的炎症反应，增强机体
免疫力，降低炎症因子风暴发生率。调节上述核心
基因的表达水平可能在疾病早期起到抑制细胞因
子活化、干预疾病进程的作用。

COVID-19 相关靶点基因进行潜在中西医药
物筛选，其中羟氯喹是一种具有抗炎特性的抗疟
药物，具有广谱的抗病毒活性，因其对 SARS-Co
V-2 表现出较强的体外抗病毒作用而成为首批进
入临床研究的药物之一。

在对 KEGG通路进行统计的时候，排名前 15
位的分别是炎症性肠病，疟疾，血管紧张素系统，
非洲锥虫病，胞质 DNA 传感途径，军团病，糖尿
病。百日咳，类风湿性关节炎，哮喘，IL-17 信号
通路，原发性免疫缺陷，耶尔森细菌感染，Th17
细胞分化，T 细胞信号受体通路。

针对 COVID-19 及其主要症状的关键基因进
行 KEGG 信号通路富集分析发现，通路主要与氧
化应激、免疫调节、肿瘤和炎症反应等相关。其中
有 7 个核心基因参与的典型代表 IL-17 信号通路，
参与了中性粒细胞的浸润及肺部炎症反应，且与
SARS-Co V-2 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机制相关，且
通过干预 IL-17A 通路能缓解炎症反应从而保护肺
泡细胞。TNF 信号通路中的一些促炎因子已被证
实参与 COVID-19 患者的免疫反应过程。Toll 信
号通路参与人体的免疫调节，可通过信号转导通路
诱导许多反应快速的信号通路，AGE-RAGE 信号
传导途径与炎症密切相关，该通路可激活 MAPK
和 NF-�B 途径，干预免疫和氧化应激反应。进一
步表明 COVID-19 的病理机制与炎症反应、免疫
调节、氧化应激等关系密切，以上信号通路以及相
关的其他靶点可能做为缓解细胞因子风暴、减轻肺
泡组织炎症以及抗病毒治疗的潜在治疗靶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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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PI 网络分析。图片来源 [姚岭君]

进一步研究。

其次是 JAK-STAT 信号通路，在炎症反应
时，细胞因子与其受体相互作用增强，进一步激活
JAK，发生 JAK 的自磷酸化以及 STATs 的二聚
化，随后二聚化后的 STATs 进入到细胞核中参与
细胞的免疫调节等生物学过程，进一步促进细胞
因子风暴。因此，通过 JAK 抑制剂治疗由 SARS-
CoV-2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是一种有效策
略。经过检索文献发现鲁索替尼作为 JAK 的抑制
剂，相比其他药物耐受性较好并且在老年人群体中
也适用，可能对 COVID-19 患者出现的免疫反应
过度症状有比较好的效果。

另一条与 COVID-19 症状高度相关的通路是
疟疾相关免疫反应信号通路，疟原虫感染及其治
疗药物均有其特点，最古老的治疗药物为氯喳，后

来逐步改进到磷酸氯喹、羟氯唾等衍生药物。在武
汉、荆州、广州、上海、北京、重庆、宁波等多家
医院进行的试点实验表明磷酸氯喹可以有效地抑
制肺炎的恶化，缩短 COVID-19 的病程。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八版中）》也指出磷酸氯喹可以继续使用，在
临床应用上进一步评价它的疗效。综合分析来看，
磷酸氯喳可以有效地调节与 COVID- 19 相关的病
理学通路。

在进一步的基因与药物相互作用分析中，我们
发现 KIT 基因所筛选到的靶向药物最多且评分最
高。KIT 基因是一种 III 类酪氨酸酶受体，它的表
达异常可能会使宿主细胞发生多种肿瘤。我们经过
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 KIT 与 COVID-19
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伊马替尼是我们鉴定到评分
最高的 KIT 抑制剂，它在针对严重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体外实验中
显示出具有抗病毒活性咧。今年 6月份，国外相关
临床研究显示，一位 38 岁的确诊女性病例在经过
羟氯喋和利托那韦的双重治疗后病情却复发之际，
改用伊马替尼进行治疗后情况好转并顺利出院。这
提示伊马替尼治疗 COVID-19 具有继续进行临床
研究的价值。

2.8 数据库的构建

2.8.1 数据库背景（本章节作者：徐琪）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意义，我们计划构建
一个数据库，里面包含六类实体信息，我们还会开
发一种算法，对新增有关文献的实体信息进行实时
更新的操作，以便后人从纷繁的数据中逃离，专注
于对结果的分析和整合，从而得到更优秀的结论。
此外，我们认为 Covid-19 也可能与其他病毒具有
相关性，此数据库也可以提供给其他领域的研究人
员，便于他们对实体间的联系做进一步探讨。

Access 数据库是由微软发布的关联式数据库
管理系统，它一是可以用来存储数据，二是可用来
进行数据分析和开发软件。

用来存储数据：可作为其它开发工具 (例
如.net、C语言、VB等)的数据库，用来存储数据。

用来进行数据分析：Access 有强大的数据处
理、统计分析能力，利用 Access 的查询功能，可
以方便地进行各类汇总、平均等统计。并可灵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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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统计的条件。比如在统计分析上万条记录、十几
万条记录及以上的数据时速度快且操作方便。

用来开发软件：Access 用来开发软件，比如
生产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等各类企业管理软
件，其最大的优点是：易学！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人员，也能学会。低成本地满足了那些从事企业管
理工作的人员的管理需要，通过软件来规范同事、
下属的行为，推行其管理思想。

Access 数据库尽管并不是很常用，但它与
MySQL 数据库相比更加便捷。因为 Access 数据
库预装于 office 中，几乎所有 windows 系统都会
使用 office，所以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软件安
装上。

2.8.2 数据库预处理（本章节作者：徐琪）

因为此前已经对数据进行处理，所以直接将数
据导入数据库即可。我们并未对错误数据进行清
洗，一方面是因为非常繁琐，另一方面是在 excel
处理大量数据会非常卡顿，因此如果有必要对数据
处理，应该要到数据库里进行清洗。

2.8.3 数据库搭建（本章节作者：徐琪）

数据库搭建往往由以下步骤构成：

一、数据收集

与前文类似，数据库中的数据主要是六类实体
和文献摘要及 uid信息，这些数据应当是完全处理
好的。不过由于 Pubtator 中存在实体标识错误等
问题，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纠错，同时也鼓励用户
提交纠错结果，我们会将相关结果上传。

二、数据库结构设计及优化

直接将 excel 和 txt 文件导入 Access 数据库
即可，目前机制已经相当完善。及时处理报错信
息，向论坛发帖求助，或者请教老师同学。

三、将数据库开源

添加进 github 项目中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姚岭君）

在进行课程论文的构思之前，我首先深度思考
了一下该项目的细节信息：这个项目是什么？目的
是什么？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如何展示
自己的结果？上一届的学生主要是聚焦于基因实
体，以其为出发点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找出显著基
因，并找出与显著基因同时存在于同一篇文献中的
疾病、突变，研究这两者与基因的关系，从而推测
出这些实体与 Covid-19 的关系。但是，我们显然
不能单纯的复制上一届的老路子，既然我无法在统
计词频绘制词云上面进行创新的话，那麽我可以进
行以时间为轴进行横向对比发现数据的差异性，也
可以通过各个词频数量找到基因之间的互作关系。
总之就是大胆提出自己对新 Covid-19 的见解。

总构思延续了上一届的学长学姐的研究思路，
首先我们既然要去做 NLP，那我们就需要足够
数量的论文样本, 那么我们将要如何获取样本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编写 Python 脚本通过
PubTator 接口获取 uid 对应文献摘要及识别得到
的实体信息，并将这些实体进行分类。随后对这些
分类后的实体 (最近 2w 篇，一共 24 万篇，以及
上届前辈的分析结果) 分别进行词频统计，绘制词
云。

然后在对五种实体中的词频结果他们之间进
行分析，并且与上届学生所做的数据和最近 2 万
篇文献数据进行横向比对，找出这其中的变化，并
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找到病毒发展的规律。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徐琪）

完 整 项 目 请 查 看 Github 项 目：
https://github.com/minghong/bionlp-Covid-
19，包含有项目的流程思路、代码和各实体的数
据。项目代码均为原创（除 esserach 命令），数
据（截止日期为 2022.4.6）均是自主从 Pubmed
和 Pubtator 上获取的。

项目初期由于对此课题毫无头绪，我们仔细阅
读了余思克等学长学姐的论文，对我们的后续研
究提供了思路。后续在课堂上，夏老师详细为我们
讲解了如和从 Pubmed 和 Pubtator 上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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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如何对数据分析。不过，遗憾的
是，由于时间冲突和代码速度过长等一系列原因，
我们并未采纳夏老师提供的代码，而是自主利用
python 从相关接口爬取数据。

在实验结果分析阶段，我们与学长学姐的所得
的结论进行比较分析是本文最大的亮点。我们也非
常感激他们在此项工作上所做的努力。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徐琪）

该项目是基于第 8 章 PubMed Terms NER
and Shell Programming 所展开的，所有的数据和
支撑的理论基础都来自于 Pubmed与 Pubtator网
站数据库。我们采用的例子与课堂上的例子是一致
的，均为 Covid-19。这是因为一方面新冠肺炎肆虐
对我们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研究 Covid-19 与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夏老
师和学长学姐已经在此领域有着相当可观的粗数
据以及完善的相关结论，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处理分
析数据是大有帮助的，我们并不希望把精力浪费在
数据处理上，因为这是无聊且毫无挑战性的。

不过，我们的工作也有相当大的原创性。首
先，我们检索了全文中含有 Covid-19 的文献信息，
共 24 万多条，这是远远高于夏老师等人的。其次，
由于使用 Linux 脚本根据 uid 从 Pubtator 爬取实
体信息时间太长，因此我们借鉴了相关思想，使
用 python采用多线程爬取数据，大大减少了时间。
因此，我们的数据和代码均是基于课程内容优化得
到的，更具有原创性。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姚岭君）

代码编辑要注意严谨性，其中包括逻辑严谨性
和细节严谨性。如果在编写代码中出现逻辑错误，
那麽很容易出现写入数据出现及其多的遗漏的现
象，尤其是在编辑多线程并行处理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逻辑上的严谨性。

此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整体数据量实在是过
于庞大，我们必须使用多线程运算去分布处理数
据，只有这样才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可惜的
是，这个代码似乎并没有出栈的功能，我们编纂

的代码会占用较大的 CPU 资源以及极大的内存资
源，以至于造成内存溢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分成
多部份去运行。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姚岭君）

徐琪在代码编纂中主要负责实体获取及将五
种实体进行分类，在论文撰写时负责摘要，步骤，
大纲，实体获取等。

姚岭君在代码编纂中主要负责对分类后的五
种实体进行词频统计并绘制词云，以及对基因在染
色体上的分布进行统计并绘图，在论文撰写时主要
负责总论，以及数据结果分析部分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姚岭君）

整体优点：创造性的利用 python 的多线程调
用 PubTator 的 API 接口，根据文献的 uid，去抓
取了这些文献的实体识别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实
体获取速率。创造性的以时间为轴横向对比不同
时期的论文实体，并且对不同的结果进行分析，去
ncbi进行进一步分析。找出新冠病毒的新发展，新
特点；并据此提出新想法，得到新结论。研究内容
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选题社会热点问题，逻辑
结构严谨。观点表达清楚，论述全面。语言平实简
洁，通俗易懂。在论证过程中也能较好地将专业知
识原理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整体缺点：在理论的深度和部分论据的引证上
还存较大欠缺之处，整体广但不精。受限于小组仅
有两人的人数劣势，整体课程压力较大，我们已经
是马力全开在完成作文了，但是确实能够感到比较
吃力，希望老师见谅。

3.7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徐琪）

第一周，我们会重读课程论文，并着重阅读他
人书写的部分，并共同修改其中不通顺、不连贯的
内容。并和组员讨论项目和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力
图做到尽善尽美。

第二周，我们会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见 4.8）
进行总结反思，并进一步就解决问题做讨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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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超出能力范围，我们会选择请教老师，以期获
得更好的方法。

第三周，将论文交给相同项目的同学，并研究
他们的实验过程及结论，完善相关成果。可以与学
长学姐的论文类似，进行同时期的数据比较，从而
获得差异数据，做进一步的完善。

第四周，将论文的实现思路介绍给项目外的同
学，就他们的反应情况和建议进行汇总整理，并加
以改进。

最后，完善更改论文。

如果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会将数据库开发
为一个网页，从而方便后人进行检索研究。比如将
所有实体信息建立分类，设置网页标签，利用爬虫
技术实时监测 Pubmed 发布相关文献情况，并自
主向数据库中添加新的信息。这将会是更具有意
义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在本学期下半段会学习
Linux 和 web 开发课程，这无疑会对我们开发网
站提供更为系统的方法。

3.8 项目的问题与不足（本章节作者：徐琪）

首先，我们发现由于文章作者的语法习惯等因
素，对同一种类型的数据标注可能不同。例如，针
对 ACE2 这一基因，出现了以下标注：ACE 2(22
次)、ACE)2(4 次)、ACE2(6436 次)、ACE-2(672
次)。很显然，这些数据同属于 ACE2 基因，且各
项出现的次数均不低，理应被归为同一类。但我们
无法手工对这些数据就行纠错，因为过于繁琐复
杂，并且对于有些标识，我们也无法判断其是否属
于同一数据。

其次，老师在课堂上提到过，Pubtator 中存
在着少量的标注错误，人工整理纠错很显然是非常
困难的。这些数据也是复杂且繁多，我们希望后人
从中寻找某些规律，以期用计算机自动对错误进行
纠正。

最后，尽管并行获取数据大大降低了所需的时
间，但交互性太高，我们必须独立的提交十几份数
据，还要进行去重等一系列纠错工作，这并不完全
符合我们的期望。因此，期待后人能够开发出更加
优越的算法。

3.9 该项目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本章节作
者：徐琪）

我们使用了 Linux 的 shell 编程语法、python
和 R 的相关扩展包，这有利于我们对数据进行处
理和提取分析。

在获取数据时，由于串行运行代码和 sleep 会
导致时间过长，因此我们采用高性能并行计算的方
式，采用多线程处理数据，再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
清洗。

数据库构建过程中我们应用了相关操作，将数
据存储起来，便于后人对信息检索。

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综合了药物化学、分子
生物学和遗传学等有关内容，通过查阅网络和参考
书籍等信息，深层次挖掘数据代表的意义。

在论文书写方面，我们也利用科技论文写作和
写作与沟通这两门课教授的知识合理运用于论文
中，之后还会对论文进行润色和修改。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我们利用管理学知识，定
期对进度进行复盘，采取小组讨论，分配每人擅长
的任务，从而确保了论文和项目能按期保质保量的
完成。

3.10 项目反思与总结（本章节作者：徐琪）

通过此项目，大大提高了我编写代码以及数据
处理的能力，但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自己挖的坑
也越来越多，也促使我不断进行学习，比如如何构
建数据库，如何设计网页。总的来说，我能将以前
课程所学的奇淫巧技应用到项目中，本身是一件非
常自豪和有成就感的事。遇到障碍时，我和小组成
员也会进行头脑风暴，也会请教不同项目的同学，
这也推动着我们不断进步。

总的来说，该课程难度确实很大，需要我们自
学。比如，在书写短文时，由于课程进度较慢，老
师是没有给与我们信息指导。我们只能通过阅读学
长学姐的相关文献与数据，从而窥探到如何进行该
项目。同时，在阅读论文过程中，我们也萌生出基
于比较去得出结论的想法，这也成就了我们本篇论
文的一大亮点。

在论文初稿已经相当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发现
论文篇幅不够。因此我们打算进一步构建数据库，
这也是一项具有意义的工作。这促使我们学习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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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和设计网页的方法，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是非
常有帮助的。

在人员合作方面，我认为我们配合的非常好，
小组内交流也比较充分，分工也比较合适。虽然我
们组只有两个人，但我们付出的努力绝对不比其他
组要少，相反，正式由于人少的原因，我们可以更
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长处，弥补对方的不足，从而得
到不错的项目结果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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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有待学习。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实体信息过于庞大，在一次性处理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乱码的情况产生，并且由于未知原因，
在处理过程中会遗漏大量 uid。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将 24 万条数据不均匀分成 12 份，每份文件
约 2 万条 uid，这样可以保证每一步的数据都是正
常的而没有乱码产生。针对遗漏 uid 的问题，我们
使用 Excel 的 countif 函数来找到遗漏的 uid，然
后将这些 uid 重新放到脚本上运行，直到所有 uid
都被运行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比较好的得到宏观数据，但是具体概念有
待观察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利用 r 制作词云，利用 excel 出处理相关
表格等数据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存在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介绍了并行，esearch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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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针对老年痴呆症的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课程论⽂ GitHub ⽹址：

https://github.com/Cpillar/bioNLP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Cpillar/bio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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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症的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谢沛霖 1, 李龙 kun1，李林烨 1

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本挖掘分析阿尔
兹海默症，初步阶段打算以有关的基因和相应的药
物、靶点受体 (蛋白质网络) 等方面来对其进行研
究。基于本项研究, 能够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阿
尔兹海默症发病原因, 相关蛋白的互作机制以及能
延缓发病的习惯、药物，探究其通性。阿尔兹海默
症作为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严重威胁着老年人
的身体健康。因此，建立阿尔兹海默症的相关文本
挖掘与知识发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次项目中，
我们通过时间筛选了至 2015 年以来有关阿尔兹海
默症的 PMID，并通过 PubTator 获取了相关的实
体信息。利用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分词、分句、关
系依存分析等方法对我们所感兴趣的关键词的展
开分析，并以此进行知识挖掘。我们主要关注“基
因”、“药物”之间的关系，通过指代消解、依存树
分析、主谓语分析、进行三元组提取等手段来显示
它们的密切程度和关联性。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
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机制，并以特定的药物（例
如多奈哌齐、卡巴拉丁）作为检索依据，研究其作
用的靶点和作用机理，并成功构建了以药物为核心
的对抗阿尔兹海默症药物知识网络。该知识网络很
好的体现了我们所检索药物的作用以及通性。

课 程 项 目 代 码:https://github.com/
Cpillar/bioNLP

关键词: 阿尔茨海默症，药物，依存分析，指
代消解，三元组，药物知识网络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谢沛霖、李林
烨）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和语言学领域的分
支学科。在许多情况下，学者们需要通过许多不同
的数据库来确定新的研究方向，以识别研究差距
并确定迄今为止尚未研究的领域。检查所有电子
数据库很麻烦，而且经常会遗漏重要的部分。通过
使用网络抓取和自然语言处理来缩短识别研究差
距所需的时间。通过搜索引擎索引的出版物的编
号, 自然语言处理标记化 (Tokenization) 从最高频
率到最低频率对搭配进行排序。因此，自然语言处
理标记化 (Tokenization) 确定了标题中未提及的
关键字集，并将最初的想法确定为研究对象。

阿尔茨海默症（AD）是一种缓慢破坏脑细胞
的大脑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病的不同症状会
变得更加明显。许多人因为阿尔茨海默氏病而死
亡。这种疾病影响到大脑的不同部分，但对控制记
忆、语言和思维能力的大脑区域的影响最严重。目
前，阿尔茨海默症还没有治愈的方法，但有一些治
疗方法可以帮助一些患者消除症状，使他们不至于
受到严重影响。还有一些治疗方法可以延缓疾病的
发展，使大脑的损害不那么快发生。目前，阿尔兹
海默病的研究有许多，其发病机制有胆碱能神经
元假说、αβ 毒性假说、Tau 蛋白假说、胰岛素假
说、自由基损伤假说等。且这些机制与某些个人习
惯有议定的联系，这些习惯可能有助于推迟该疾病
的发生。因此研究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信息，有助
于我们更好更全面的探索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机
制，以及发展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对生物学和医
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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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谢沛霖）

近年来，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高通量
技术的开发以及应用，大批数据库建立，生物学数
据迅速积累。面对海量的生物学数据，传统的实验
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需求，如何快速有效
的存储、分析、利用丰富的生物学数据资源，挖掘
潜在有意义的知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数据挖
掘技术的产生，被广泛应用于数据分析的各个领
域，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快地推动科学研究
的发展。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 也可以称为基于句法分析方法，
通过使用浅层语义分析和深层语义分析技术对实
体之间的语法结构进行分析，然后判断它们之间是
否存在相互关系。浅层分析系统只识别句子中某些
结构相对简单的成分，摒弃了句子复杂关系，因而
可以实现快速分析，获得较高的性能。深层分析系
统则充分的分析整个句子结构的语法特点，最大限
度地展现出语义的内容，具有更高的计算复杂性，
也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本次实验中，首先使用 PubTator 对大体文献
进行初步筛选，通过其快速的获取并分析所需信
息。在初步分析数据能较为可能证明实体相关性
较高的情况下。PubTator 与现有的少数工具不同，
它具有类似于 PubMed 的界面，并且配备了多种
文本挖掘算法以确保其结果的质量。通过对两个外
部用户组的正式评估，PubTator 被证明能够提高
人工策划的效率和准确性。在利用 PubTator 所提
供的标注给予我们的研究思路后，我们使用自然语
言处理中的词频统计、基于关键词的分句、依存树
构建、指代消解、三元组提取，对所获得的数据进
行多角度的挖掘与分析。

2 知识挖掘分析在阿尔兹海默症
研究方向的应用

2.1 核心思路（本章节作者：李龙 kun）

本次实验中，我们小组的实验思路是根据几个
有限的关键词从文献中获取具有相关信息的短句，
并通过语句成分划分构建依存树及寻找最短路径，
从而获得清晰的关系脉络、找出相关性最强的成

分，在此基础上分析后获得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发
病原因及治疗方式等的相关情况。

2.2 实验设计与算法实践

2.2.1 任务描述及使用工具（本章节作者：李龙
kun）

因未学习过多解决相关问题的技能，所以我在
查阅相关资料及学长学姐们的实验报告中进行学
习并总结本次实验的具体步骤。本次实验代码的主
要要求是“摘取信息”，通过使用 shell 命令摘取文
章和重要信息语句，建立最短依存树通过其路径分
析寻找关联性最强的信息。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两
种，Linux Shell 及 Python，最初的文本摘取和定
位词汇是在 linux 系统上进行操作，后续的最短依
存树路径分析用 Python 完成。

2.2.2 基本流程图

2.3 获取 PMID（本章节作者：谢沛霖）

使用 python 编写脚本获取近五年来有关的
PMID。具体使用的 python包为 bs4，这是一个可
以从 HTML 或 XML 文件中提取数据的 Python
库。bs4是依赖 lxml库的，只有先安装 lxml库才可
以安装 bs4库。通过代码程序和 Pubmed的 API调
用，我们总共获取了近八年来（2015-2022）的 70000
余篇相关文献的 PMID, 我们想要分析近几年来阿
尔兹海默症的研究趋势，故我们将 PMID 分为了
两组，分别存储了 2015-2018的有关文献 40000余
篇，2019-2022 的有关文献 30000 余篇。（程序代
码详见附录）

2.4 通过 pubtator获取实体信息 (本章节
作者：李龙 kun、谢沛霖)

命名实体的识别主要有 3个任务：第一，识别
文本中命名实体的边界；第二，确定该实体的语义
类别；第三，不同实体表示同一事物时，选取其中
的一个实体作为该事物的标准。因为命名实体识别
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后续的研究，所以命名实体的识
别是完成文本挖掘、句法分析、信息抽取和信息检
索等更复杂任务的前提，也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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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本流程图本图自绘，绘图工具：亿图图示

在 python 脚本的基础上通过 PubTator 进行
文本挖掘，使用正则表达式过滤所得文件中的标
题、摘要等部分，分别提取出六类实体信息存入以
其实体名称命名的文本中。从文本库中用相关关键
词作为搜素目的，摘取相应词汇以及其对应文本
中的位置。因为逐一提交 Pubtator 的速度实在过
于缓慢（在 sleep=3的情况下预计至少要不停机运
行 30小时）。通过对 Pubtator网站所提供 API进
行分析，我们发现 pubtator 可以以 100 个 PMID
为一组进行分组的提交。这对实体信息的获取有
了较大的提速，并且 PMID 所储存的方式正好可

以使我们使用多台计算机进行 Pubtator 实体获取
的并行进行。在 Pubtator 的 API 返回值方面，我
们根据将采用的分析方式选择了 pubtator 的格式，
并将所有的结果按年份写入了文件之中，以方便
后续的数据分析。此阶段中，我们尽量的将每一年
的文献包含的信息限制在 10000 篇左右。目的是
为了减少某年文献数量过多或过少而产生的噪声。
而选择 10000 篇的原因主要是每年所发表文献的
均值在 10000 篇上下浮动（2022 除外）。

2.5 对获得实体进行知识挖掘 (本章节作
者：李龙 kun、谢沛霖，代码实现：谢
沛霖)

在获取完分析数据之后，我们首先使用了普通
的 shell 命令进行分词，但是发现效果并不好，这
种分词的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浮点数
2.1，会因为替换所有的非数字、字母为空格这一
分词格式，而变成 2 1）这造成了最高频词汇中出
现了很多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这显然给我们的分
析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于是我们换用了 python中的 nltk库作为我们
分析数据的工具，全称 Natural Language Toolkit，
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是 NLP 研究领域常用的一
个 Python 库，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Steven Bird
和 Edward Loper 在 Python 的基础上开发的一个
模块，至今已有超过十万行的代码。这是一个开源
项目，包含数据集、Python 模块、教程等。它所
提供的分词格式和停用词语料库给我们的研究带
来了很大的便利 [1]。但是我们在启用 nltk 停用词
之后仍然发现了诸如 also，using，may，could 等
其实没有较大研究意义的词。于是我们又额外增加
了一个自己的停用词表，将高频词表中那些无意义
的词或数字筛除。

我们通过分词并统计词频之后，绘制了两张表
格（这里只截取了词频统计前 50 的部分信息，见
表一、二）。在对比这两张表的高频词汇后，我们
比较失望的发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事实，在高频词
汇之中似乎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这似乎
引导我们走向了常规的分析思路。但是我们在中
频词汇中发现了‘covid-19’这一词汇，这无疑让
我们有些关注，所以在之后的分析中，我们在阿尔
兹海默症的高频词汇常规分析下，还对‘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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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表 1: 2015-2018 数据, 来自 python 分词统计分析
keywords count
disease 475471
gene 171259
ad 163353

d000544 144944
alzheimer 118033
chemical 115432
species 106794
patients 65648

9606 63277
dementia 55159
cognitive 54706

abeta 50571
mice 33569
brain 33128
tau 32515

impairment 27510
study 25485
10090 23892

d003704 23802
results 23357

d003072 23206
neurodegenerative 22836

memory 22596
diseases 20866
protein 20738

351 20724
amyloid 19576

associated 17877
human 17503
studies 16476
4137 15925

d019636 15668
levels 15416

disorders 15206
clinical 14273

risk 14221
participants 14124
treatment 14117

effects 13581
cells 12666

mouse 12552
model 12461
decline 12100
data 12097

increased 11840
neuronal 11570

expression 11539
role 11229

methods 11226
function 10851

表 2: 2019-2022 数据, 来自 python 分词统计分析
keywords count
disease 382026

ad 154431
d000544 130200

gene 124293
alzheimer 98078

species 77497
chemical 76634

9606 46119
patients 45762
cognitive 44790
dementia 41211

abeta 34454
tau 30310
mice 25442
brain 25092

impairment 21376
study 19476

d003072 18661
neurodegenerative 18240

10090 17829
d003704 17721
results 17620
diseases 15470
memory 15243

4137 15226
351 15051

amyloid 14381
associated 14084

participants 13452
protein 13448
d019636 13072
studies 12874
clinical 12108
human 12013

risk 11735
levels 11139

treatment 10826
model 10715
decline 10521

disorders 10115
effects 9751
data 9736

potential 9613
methods 9475
mouse 9401

analysis 8873
used 8732
cells 8527

expression 8499
neuronal 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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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从筛序句子中获取关键词信息（本章
节作者：李龙 kun、李林烨，代码实
现：谢沛霖）

2.6.1 关键词选择

这一步，最重要的是通过人工筛选出我们最具
关心的词语。我们首先想要分析的是阿尔兹海默
症的病因以及来历，于是我们第一轮所研究的关
键词是’gene’,’mutation’，’abeta’,’ad’,’amyloid’ 这
些高频词汇。而在这之后，我们想要了解药物以及
药物的相关靶点信息于是我们想要研究的关键词
为’target’,’medicine’,’chemical’,’pharmaceuticals’。
最后我们将对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关键词‘covid-19’
进行分析。关键词选择的准确性和相关性将直接
影响本次实验的质量，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完善关
键词，并将其排列组合，以达到我们所期盼的关键
词组合。

2.6.2 代码实现及原理

在实验的实施阶段，我们首先要提取出实体挖
掘中所有的摘要原文信息，并遍历所有的句子，找
到其中所有包含关键词的句子。但是 pubtator 标
注信息会严重影响分句的进行，这使得我们不得
不对数据进行清洗，提取出所有的摘要信息。困
难的点在于，pubtator 虽然较易阅读，但是格式
并不具有显著的规律性，我们很难的将所有的摘
要部分提取出来。万幸的是，pubtator 官网所提
供的 API 还提供了 json 格式的输出文件，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
据交换格式，人类很容易读写，机器很容易解析和
生成。JSON 建立在两个结构之上：

(1) 名称/值对的集合: 在各种语言中，这被实现为
对象，记录，结构，字典，哈希表，键控列表
或关联数组。

(2) 值的有序列表: 在大多数语言中，这被实现为
数组、向量、列表或序列。

通过 json 的解析，我们应该可以较为简单的
获取摘要信息。于是，我们打算放弃对 pubtator
格式直接进行挖掘，转而使用 json 格式。我们通
过调用 API, 将近年来所有的文献以 json 的形式

存放在磁盘中，并打算通过相应的 json 解析代码
对其进行数据清洗 [2]。

但 json 解析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之中的顺
利，因为 json 是以多个的形式存储在外存中，而
python 中的 json 库似乎并不支持这一格式，于是
只能使用文件读取的方式一行一行的读入文件并
进行解析，但是 json.load（）似乎只支持数据流格
式的文件，这阻碍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我们在查
阅了资料之后，发现了两种解决方案：

(1) python 的 json 库，除了提供 json.read() 接口
之外，还提供了 json.reads() 的接口，调用这
一接口可直接解析 str 类型的数据，然后通过
pandas 的处理可以递归的去除括号，从而解
析 json。

(2) 我们发现我们所储存的格式其实是 jsonline 格
式（即多个 json文件存储在一个文件中）。第三
方库 jsonlines 可以十分方便的将 jsonline 格
式的文件完全解析，而不需要使用递归的使用
上述的算法逐层的去除括号解析。

我们使用的是第二种更为高效、简单的方案,
通过分析 putator 的 json 文件格式，获取了所有
的摘要部分。接下来的实现就比较简单，只需调用
nltk 的分句功能，结合我们所关注的关键词进行
句子的筛选。获取所有含关键词的句子、以及所有
含两个以上关键的句子进行下一步的依存分析。

2.7 依存路径分析的原理以及代码实现
(本章节作者：谢沛霖，李林烨、李龙
kun，代码实现：谢沛霖)

2.7.1 依存分析原理

依存关系，即一个中心词与其从属词之间的非
对称关系，修饰词为从属词，被修饰词为支配词。
将一个句子中所有词的依存关系以有向边的形式
表现出来，即为依存句法树 [3]。依存关系树具有
唯一、连通、无环、投射的特性。

短语生成依存树的过程是，从叶节点开始，把
表示具体单词的结点归结到表示词类的结点上；自
底而上，把主词归结到父节点上；最后把全局的中
心名词归结到根节点上.

关系预测分为未知关系预测和未来关系预测
两大类。在阿尔兹海默症相关关系预测中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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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知关系预测。关系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基
于相似性的关系预测方法相对简单易实现，所以基
于相似性的方法一直是关系预测问题研究的重点
和主流。基于节点相似性的计算又可以分为基于邻
居节点和基于路径两种类型。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基
于节点相似性的 CN(common neighbor) 算法，只
考虑节点的共同邻居个数对节点相似性的影响。共
同邻居节点数目越多，它们的相似度越大。CN 算
法：该算法的设计基于一个直观的假设，即两个节
点的共同邻居节点数目越多，它们的相似度越大。

2.7.2 依存分析代码实现

在实现阶段，我们使用了 python 中的 spaCy
库，它具有相比于 nltk 更强大的功能，spaCy 主
要功能包括分词、词性标注、词干化、命名实体识
别、名词短语提取等等，并且通过 spaCy 可以很
方便的实现依存分析。我们使用的分句算法可以保
证所分析的句子一定存在两个以上的关键词，对句
子进行依存分析即可获得两个关键词的某些信息。
由于 scapy 最多只能支持 1000000 行的数据输入，
而我们的数据总共有将近 7000000 行，虽然可以
通过 spaCy 提供的 maxlength 接口改变最大接受
的行数。但是经过测试这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是
scapy 所需要占用的内存空间太高，我们所使用的
机器只有 32GB 的内存空间，不足以支持对所有
的摘要句子进行依存分析。而且如果依存分析的数
据量过大，scapy 生成的依存树也近乎无法可视化
或分析。

通过关键词分句可极大的减少无效句子的输
入，减少了内存的负担。但是由于关键词可能选择
的不完全或者是不准确，同时又会影响依存分析的
准确度，所以说分句步骤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以
药物和药物靶点的关键词为例，说明我们的具体实
现过程：

(1) 通过编写脚本，调用 pubtator 所提供的 API,
选择的格式为 json，并将 json 以 jsonline 的
形式存储在外存中。

(2) 通过 jsonlines解析 jsonline文件，获取所有文
献的摘要。

(3) 通过高频词汇以及查阅相关资料，制作两个
keyword 表，一个用于存放药物相关的关键词

下文以（该表下文以 keyword1 代指），另一个
用于存放药物靶点相关的关键词（该表下文以
keyword2 代指）。

(4) 通过关键词进行分句，所获取的句子需要同时
含有 keyword1 和 keyword2 中的关键词。

(5) 调用 spaCy 库中的’encorewebsm’ 训练集，训
练后将上述分句集合放入 spaCy 流水线进行
进一步分析

(6) 利用流水线生成依存树

(7) 利用流水线生成最短依存路径

(8) 利用流水线对关键词进行主谓宾语分析

2.7.3 依存树分析

依存语法理论认为词与词之间存在主从关系，
这是一种二元不等价的关系。在句子中，如果一
个词修饰另一个词，则称修饰词为从属词（depen-
dent），被修饰的词语称为核心词或支配词（head），
两者之间的语法关系称为依存关系（dependency
relation）。箭头方向由支配词 head 指向从属词
dependent（可视化时的习惯）。将一个句子中所
有词语依存关系以有向边的形式表示出来，就会
得到一棵树，即为依存句法树（dependency parse
tree）。

图中包含了相关基因如：mutation、tau、amy-
loid等与相关药物如：donepezil、rivastigmine、me-
mantine 等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在这种分析方式下
得到的关系较多差异较大，不能很好的进行分析，
但可以较好的显示不同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类型，
有利于后续的知识挖掘。同时图中的关系是被限制
在我们选定词汇中，通过其最短路径的联系，可以
找到单词中相互最紧密的路径，这往往也是句子中
所要表达信息的关键部分。在本次文章的撰写周期
内该工作未很好的完成，将在日后的工作里补充完
善。

2.7.4 最短依存路径分析

分析两个相关关键词之间的最短关系，可以
获取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是这是经过测试，
有些最短关系并不可信，或者说并不完全。比
如说在分析药物和靶点时分析，药物关键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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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pharmaceuticals’，靶点关键词选择’target’, 获
得的最短依存路径为：2，路径为：[’pharmaceuti-
cals’, ’of’, ’target’], 这显然不是一个能获得有用知
识的路径。而且也存在一些看起来错误的路径，在
药物选择’donepezil’作为关键词的情况下，会获得
[’donepezil’, ’is’, ’target’]的关系路径。而根据我们
的知识’donepezil’是一种药物，这显然不是一个靶
点。基于此我们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主谓宾分析，希
望获得更多符合期待的知识。所有最短路径依存分
析仅仅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句子中的语法多种多
样，只分析最短路径而忽略其他词可能会获得完全
错误的知识。目前能做的改进的办法：找到药物的
具体靶点，并将其作为关键词，但是这样修改后依
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7.5 关键词的主谓宾分析

主谓宾分析可以直观的获得我们所需的知识，
也是本次知识挖掘的重点之一 [4]。

在常规的主谓宾挖掘分析下，我们以选择药
物’donepezil’ 作为关键词为例，分析其作为主语
时，且以 target（靶点）作为宾语时几乎所有的相
关词都是’increased’，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该药物
对靶点和 AD 的作用是抑制。但是当其作为宾语
时，其直接关联的词语十分杂乱, 这也需要我们人
工进行甄别。经过我们查阅资料和研究我们发现，
这一问题的出现很可能源自于代词，在基础的自然
语言处理逻辑中很难判断代词的指代关系。代词经
常出现在文章当中，有很多知识隐藏在以代词为主
语或者宾语的句子之中，如果我们只关心不含代词
的主谓宾结构，而忽略以代词为主语的句子往往会
丢失很多关键知识。为了进一步的加深数据挖掘的
深度，我们打算从代词角度出发，对数据进一步的
处理。

2.8 指代消解

一般在语言学及我们日常用语当中，在下文
采用简称或代称来代替上文已经出现的某一词语，
语言学中把这种情况称为“指代现象”，也即是指
代 [5]。形式上，将代表同一实体（Entity）的不
同指称（Mention）划分到一个等价集合（指代链，
Coreference Chain）的过程称为指代消解。在一对
指代关系中，把指代关系的起始位置对应词组称为

照应语，终止位置成为先行语。对二者简单定义如
下：

照应语 (Anaphor)：指代上文语言单元的词语。

先行语 (Antecedent): 被照应语所指向的词语。

由于指代关系存在传递性，因此他们将共同构成一
个等价集合，即指代链。

为了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主谓宾关系，我们打
算以指代消解的方式处理句子，让每一个代词都
消解为所指代的对象，并以句子的形式呈现。通过
指代消解处理后的句子含有的指代词都将消解为
非指代主语或宾语的形式，对其进行主谓语分析
或者三元组抽取分析将相对简单很多，并且能够
挖掘到尽可能多的知识。我们通过调用 spaCy 的
开源管道拓展程序：NeuralCoref，实现了指代消
解的程序实现。NeuralCoref 是 spaCy 2.1+ 的管
道扩展，它使用神经网络注释和解析核心引用集
群。NeuralCoref 是生产就绪型的，集成在 spaCy
的 NLP管道中，并且可以扩展到新的训练数据集。
NeuralCoref 是使用 Python / Cython 编写的，并
且带有一个仅用于英语的预先训练的统计模型。通
过调用 NeuralCoref 很顺利的完成了指代消解的
代码实现。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指代消解是依据上
下文通过推理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每次需
要进行指代消解的部分必须要来源于同一篇文章，
所以我们最好并且也只应该在摘要的提取部分就
直接对每篇文章的摘要做指代消解。这样做的好处
是，后续我们无论是利用关键词进行分句，还是后
续的主谓宾分析或者是其他更多的知识挖掘手段，
都可以获得更准确的知识。

于是我们对摘要提取部分的代码做了一定的
修改和升级，它使得我们可以将所提取的每一篇摘
要以指代消解之后的形式储存在外存中，之后再进
行新的知识发现。

我们将给出下面这个例子来让读者理解指代
消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摘要中有这样一段文
字：“One of the shared hallmarks of neurodegen-
erative diseases is the accumulation of misfolded
proteins. Therefore, it is suspected that normal
proteostasis is crucial for neuronal survival in the
brain and that the malfunction of this mechanism
may b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neurodegen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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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s.”在通过指代消解分析后，获得了如下的指
代链：“[the shared hallmark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he shared hallmarks of neurodegenera-
tive diseases, it]”，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下一句中的
“it”其实指代的是：“the shared hallmarks of neu-

rodegenerative diseases”。通过我们的程序实现，将
会以：“One of the shared hallmarks of neurodegen-
erative diseases is the accumulation of misfolded
proteins. Therefore, the shared hallmarks of neu-
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s suspected that normal
proteostasis is crucial for neuronal survival in the
brain and that the malfunction of this mechanism
may b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的格式在文件中储存这两句话。可以清
楚的发现，在处理前后的这两句话所储存的知识其
实是等价的。但是在知识发现的难易程度上，由于
我们处理句子的逻辑是一句一句话为单元进行分
析的，如果单独看第二个句子，“it”所指代的部分
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而消解后的句子明显可以更
清晰的展现我们所期待的知识。

2.9 三元组抽取

在指代消解的前提下，其实通过前面的主谓宾
分析已经可以很好的挖掘出有研究意义的词组，但
是主谓宾分析的短板（由于算法局限性所）在于无
法挖掘出我们分句后句子中所包含的大部分知识，
仅仅关注于以某个词作为整个句子的主语或宾语
时所包含的主谓宾三元组信息，这显然是不够严谨
与合理的。于是我们打算以主谓宾分析的代码为蓝
本将代码升级，以达到抽取句子中所有的三元组结
构的目的。代码升级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将预处理后
的关键词句子的集合放入 spaCy 的 piplines 当中，
进行实体识别（ner），并且将相邻的同词性的词语
合并，并储存到带有标记（sub、verb、obj 等）的
信息流当中，最后通过匹配算法抽取出待挖掘数据
的所有三元组，再进一步通过条件筛选进行更为全
面的知识发现。

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成功的实现了该算法，
并且成功的得到了句子的三元组结构。

下面给出部分三元组部分例子：

1） ’treatment of diabetic rats’, ’with’, ’donepezil’

2） ’donepezil’, ’led to’, ’significant decrease’

3） ’donepezil treatment’, ’decrease’, ’elevated
levels of p-tau, caspase-3’

4） ’donepezil treatment’, ’decrease’, ’gsk-3beta’

通过部分的三元组信息，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知
识：在小鼠实验中，多奈哌齐可以让症状显著的减
少，主要表现在多奈哌齐可以减少 p-tau、caspase-
3的水平升高量、gsk-3beta（的含量）。根据我们的
所查阅的基础储备知识可以知道以上的蛋白都是
导致阿尔兹海默发病的主要蛋白。以上是示例三元
组所包含的多奈哌齐的知识分析。我们筛选了三元
组中含有药物（主要是 pharmaceuticals、medicines
（通用药物）、donepezil、rivastigmine、memantine）
的部分，总共获取了 864对相关的三元组。由于之
前的实验经历，我们知道，三元组其实一种是知识
图谱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通过构建网络知识图谱
来获得更为体系化的知识。

2.10 绘制药物知识网络图 (本章节作者：
谢沛霖、李林烨、李龙 kun)，代码实
现：谢沛霖

根据上述获得的三元组，我们可以通过代码非
常轻松的获得 sif格式的文件，这是一种 cytoscape
支持的网络格式文件，其格式与三元组极其类似，
并且可以自动合并同名实体，因为挖掘的知识不存
在重名的情况，这样处理十分简单且高效率。通过
知识网络的构建，我们获得的更为体系化的知识结
构。我们以无向图的方式构建知识图谱，该图谱的
网络由 810 个节点和 864 条边构成。以下是知识
图谱的集中部分展示图（见图二，可能由于图片大
小原因不能展现全貌。若想查看该网络的全貌，可
以访问本项目的 github 网站，其中的 websession
以 html的格式展现了本次实验所构建的网络图。)

可以看出，我们的所绘制的知识图谱，是以各
药物为中心，且药物和药物之间存在着通路（主要
是以基因、作用效果和某些实验研究作为连接节
点）。可以看出多奈哌齐是明星节点，多数节点都
其存在的较短路径的通路。通过知识图谱的分析，
可以获得很多仅仅通过主谓宾分析或三元组分析
很难发现或形成网络体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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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药物知识网络，本图自绘，绘图工具：Cytoscape

2.11 药物知识图谱网络挖掘报告（本章节
作者：李龙 kun、李林烨、谢沛霖）

根据所选关键词，我们对各关键词的相关路径
进行知识发掘。以下是部分基于知识图谱的挖掘报
告：

通 过 “donepezil → hippocampus →
（12(mg/kg)/d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 28 days）
→ epilepsy (tle) rendering modern medicines”路
径发现：多奈哌齐在实验环境中以 12mg 每天的

剂量，连续摄入 28 天，被证明这对于阿尔兹海默
症的治疗是有效果的。且多奈哌齐在海马体部位
发挥药物作用。并且海马体（在服用药物后）似乎
与癫痫症（epilepsy）也有一定的关系，推测有可
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药物可以同时对癫痫
和阿尔兹海默症同时发挥疗效。经过查阅资料，我
们确定多奈哌齐所照成的严重副作用可能导致癫
痫发作 [6]。

通过“memantine → addition → donepezil
acetylcholinesterase inhibitory effect → other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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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linergic mechanisms”路径发现：美金刚和
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针对 AD 病理学的两个不同
方面，这两种类型的药物在治疗 AD 方面都显示
出明显的疗效。研究发现，美满霉素和乙酰胆碱酯
酶抑制剂联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可以增强疗效。查
询资料发现，根据现有的文献，作者考虑了可能作
为这种联合方法基础的临床前机制。美满霉素解决
了谷氨酸传递的功能障碍，而乙酰胆碱酯酶的作
用是增加病理上降低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水平。
临床前研究表明，美满霉素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可
防止谷氨酸的过度刺激和由此产生的神经毒性，控
制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的谷氨酸和胆碱能途径
之间的相互关系意味着联合治疗有可能对疾病病
理学产生复杂的影响。此外，对动物模型的研究表
明，联合使用美金刚和乙酰胆碱酯酶，比单独使用
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能产生更大的记忆改善。作为
临床上的一种有效方法，美金刚和乙酰胆碱酯酶的
联合治疗是治疗 AD 患者的一个可喜进展 [7]。

通过“rivastigmine → rivastigmine therapy →
(150 iranian ad patients/healthy controls) → ad
→ also impact of rivastigmine−a2m gene polymor-
phisms/relationship of il−6”路径发现：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许多基因包括白细胞介素 −6（IL−6）
和 α2−巨球蛋白（A2M）可能会抑制 AD的发病。
A2M 基因编码的 α2− 巨球蛋白能特异性地与 β−
淀粉样肽结合并阻止纤维的形成。与 β−淀粉样蛋
白（βA）聚集有关的 IL−6基因的蛋白质在 AD患
者大脑的 βA 斑块中被检测到。通过实验，在 150
名接受 rivastigmine therapy 的伊朗 AD 患者和
150 名匹配的健康对照组中，调查 rivastigmine 对
AD 患者在 IL−6 和 A2M 基因型方面的影响。结
果表明，IL−6 G和 C等位基因分别与 AD有明显
的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与对照组相比，家族性阿
尔茨海默病（FAD）患者携带 IL−6 GG 基因型的
频率明显更高，而 IL−6 CC 基因型对 AD 有明显
保护作用。A2M 基因的基因型分析显示 A2M AA
基因型与 AD 患者（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病（SAD）
和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FAD））之间存在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提出它可能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的危险
因素 [8]。

通过“pharmaceuticals → downregulating
→ liposomes(lip) → pharmaceuticals ability

→therapy”: 路径发现：携带药物的脂质体（lip）
在推进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能力方面显示出前
景。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脂质体通过血脑屏障的神
经靶向能力低，渗透率差，是实现成功治疗的主要
障碍 [9]。于是科学家们研究出了一种含有心磷脂
和磷脂酸的脂质体，以促进其对抗 tau 蛋白过度
磷酸化的能力，并合成了相应的转录激活剂肽来渗
透血脑屏障，以传递神经生长因子、迷迭香酸、姜
黄素和槲皮素进行治疗。这属于一种优化后的治疗
方法，保护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大脑免受 tau
高磷酸化的影响。

通过“effective delivery of rivastigmine (riv)
→ dendrimers → brain → accelerating medicines
partnership alzheimer’s disease (amp→ad) pro-
gram → accelerating medicines partnership
alzheimer’s disease (amp→ad) program”路径发
现: 用树枝状聚合物作为载体可提高卡巴拉汀的药
物作用，得到脑促进药物，树枝状聚合物可将卡巴
拉汀更有效地传递到大脑。卡巴拉汀通过抑制乙酰
胆碱酯酶来增加脑中释放胆碱能的神经元的功能，
从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作用，其在脑内
的海马和皮质区有高度选择性作用。而树枝化聚合
物，是每个重复单元上带有树枝化基元 (dendron)
的线状聚合物，一般用于体内药物运输。有研究表
明，乳铁蛋白（Lf）与聚酰胺胺 3.0 代（PAMAM
G3.0）树枝状大分子共轭，可用于有效地将卡巴拉
汀（RIV）递送至大脑 [10]。将 RIV装入 PAMAM
G3.0 和 PAMAM–Lf 共轭物中则使得通路更加有
效。这一实验证明了我们的知识发现是合理有效
的。

通过“such nur77→mediated neurodegener-
ation → memantine → treatment of tg2576 ad
model mice”路径发现: 神经生长因子 nurtorib
(nur77) 可以参与治愈 tg2576 ad 模型小鼠，其内
在原理没有给出，但通过推测，依旧有一些有价值
的信息。神经生长因子在中枢神经系统 (cns) 发育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在神经细胞环境发生变
化 (如缺血、损伤、失神经支配和暴露于影响 cns
神经递质系统的药物后) 时积极参与适应性反应。
而 Tg2576 小鼠模型是转人类 APP695 基因小鼠，
在 9−12 个月时表现出学习记忆功能减退，在大脑
多部位逐渐出现 Aβ 沉积和形成老年斑，在皮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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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星形胶质细胞聚集，该模型一般应用于早期 AD
的研究。从我们的知识发现可以推测，nur77 或许
与 Aβ 和斑块负荷有关，关注 nur77 对 Aβ 水平
的影响将是一条新思路，或可在 ad 早期实现阻断
或治愈 [11]。

以上是对我们所构建的药物知识图谱网络的
部分路径分析。结合有关资料的联合分析，基本可
以确定我们所构建的知识图谱中所蕴涵的信息是
合理且可信的。知识图谱中的每条路径都包含着相
关的知识，而以上分析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
知识包含在我们所构建的知识图谱网络中。

2.12 阿尔兹海默症和 covid-19 结合分析

这一部分并不是分析的主要目的，只是由于我
们对于 covid-19 和阿尔兹海默症居然同时存在于
文献当中而很感兴趣。我们通过同样的手段锁定关
键词为“covid”，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很遗憾
但符合我们预期的是，他们并不存在基因层面上的
联系，而是表现在行为层面。罹患阿尔兹海默的老
人（特别是重度患者）无法识别 covid-19的严重程
度，他们并不了解 covid-19爆发的严重性，而这一
特点似乎也让他们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概率大大
降低（而研究表明在 covid-19爆发期间，正常人患
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概率将比之前更高）。而且 2019
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导致世界各地
的许多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有较大程度的减缓作用。
虽然这两者之间没有很强的关联程度，但是也算是
了结我们心中对于它们关系的所存在的疑问。

2.13 总结与反思（本章节作者：谢沛霖）

2.13.1 总结

我们研究的重点在于挖掘对抗阿尔兹海默症
的有关药物及药物的属性，本次实验较好的完成了
实验的主要目标。整个流程在我们的不断优化后可
以大幅度的提高知识挖掘的精度。最终所构建的
知识图谱由于指代消解和三元组抽取算法的优化，
可以较为完备的展现出较为体系化的知识架构。本
次实验我们主要通过从 pubtator 获取文献实体信
息、统计词频筛选关键词、提取摘要并进行指代消
解、基于关键词的句子筛选、依存树分析、最短依
存路径分析、主谓宾分析、三元组抽取并构建知识

图谱来挖掘与分析至 2015 年以来的阿尔兹海默症
的有关文献。

2.13.2 工作局限性

(1) 关键词的筛选不够完善和完备，会照成后续分
析的数据丢失

(2) 药物知识图谱的构建是基于定向筛选的，并不
能发现文献所包含内容之外的拓展部分

(3) 指代消解抽取摘要所需的程序运行时间较长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李龙 kun）

课程论文的选题是通过小组成员在课堂上对
老师所给的原来学长学姐们的作品进行了了解后，
根据老师所定的题目及难度，加上我们小组成员
对各个话题、领域的感兴趣程度讨论后得出。由于
我们小组成员在选课时对本课程的难度有一定的
认识，所以在选择论文的撰写难度上选择了相对
适中较为合适的难度，即对 xxx 进行文本挖掘及
知识发现这一相关的话题作为我们本课程的主要
研究任务。对于选题的具体对象，我们则选择了我
们小组成员共同感兴趣的一种病症–阿尔茨海默病
（AD），即俗称的老年痴呆症。这是一种起病隐匿
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
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
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
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该病可能是一组异质性
疾病，在多种因素（包括生物和社会心理因素）的
作用下才发病。从目前研究来看，该病的可能因素
和假说多达 30 余种，如家族史、女性、头部外伤、
低教育水平、甲状腺病、母育龄过高或过低、病毒
感染等。对于这样一种存在时间很长且具体成因仍
未知的疾病，可以进行的知识发现应该是非常丰富
的，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也颇具挑战。

文章的撰写过程是先整理了这个选题具体要
做些的有哪些之后完成短文的摘要及概况部分以
确定撰写思路，接下来就是根据已有的学长学姐们
的经验以及网络上可查阅的相关资料构建具体的
实验操作思路，并将其总结阐述。之后将最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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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虫部分的代码完成，结束短文的撰写。而本次长
文的撰写，则是在短文给定框架的基础上，根据其
来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并根据实际情况中遇到的
问题做出相应的修改，再对结果进行分析以及知识
发现，将所作的工作、分析、知识发现等内容一一
写入我们的文章之中。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

(1)《nltk 官方网站》：https://www.nltk.org/

(2)《spaCy 官方网站》：https://spaCy.io/

(3)《jsonlines 官方网站》：https://jsonlines.
readthedocs.io/en/latest/

(4)《PubTator 官方网站》：https://www.ncbi.
nlm.nih.gov/research/pubtator/

(5) https://blog.csdn.net/qq_36426650/
article/details/110390887

3.3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李龙 kun）

谢沛霖：代码的构思和实现、文章思路的规划
及编写文章

李龙 kun: 进行查询资料、制定步骤、知识发
现研究及编写文章

李林烨同学: 进行查询资料、编写文章及文章
润色。

3.4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谢沛霖）

我们所选择的内容属于课堂内容的知识发掘
方面，我们的研究与老师课程所讲的 PMID 的获
取、有关 PubTator 的调用以及 nltk 有关函数的
使用相对应。与老师上课所讲不同，我们还使用了
python 脚本编写相关代码对 json 格式的内容进行
分析。

3.5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 (本章节作者：
谢沛霖)

PIMD 的获取：根据老师上课所讲述内容，调
用官网所提供的 API 获取近八年所有有关于阿尔
兹海默症的文献

通过 PMID 编写脚本调用 PubTator 获取相
关实体信息：若每个 PMID 进行都依次进行 API
调用，会导致运行速率过慢，故根据阅读 PubTator
的 API 说明发现可以以一百个 PMID 为一组进行
调用，于是我们通过编写相关的脚本，完成 PMID
分组调用 API, 极大的提高了获取实体信息的速
率。该步骤的体会是在进行代码实现时需要仔细阅
读相关说明。

nltk 相关库及 spaCy 库的安装：在使用 pip
进行 nltk库的下载后需要使用 nltk.download()进
行 nltk 的拓展，但是由于正常运行时，无法获取
拓展资源，所以需要修改下载镜像。在下载 spaCy
库时，pip 下载后根据官网说明需要在使用命令行
安装训练集，但似乎会出现超时断连的问题，因此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发现可以下载离线和版本
相对应的训练集资料，而我们并未在国内相关的
资源网站上找到最新版本 spaCy 库对应的训练集，
于是我们访问了 spaCy 官方的 GitHub 库，通过
查阅版本信息下载最新的训练集至本地，再用 pip
命令在本地进行安装。该步骤的体会是我们在阅读
官网、尤其是国外库官网的说明时，可能会遇到一
些不可抗的问题导致不能正常运行相关步骤，这
个时候要学会利用国内的镜像网站或者是 GitHub
上的库管理进行资源的查找，需灵活变通。

通过 python中的 nltk库进行分词统计：首先
查询 nltk 的相关使用资料，先编写通过调用分词
函数并进行停用词筛选后统计获得高频词汇，但在
此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在高频词汇中仍
存在如 also、using、might等并不具备实际知识挖
掘意义的词汇，故还需要我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再
设计一个额外的停用词表，经过两次过滤后，即可
获得具有知识发掘意义的高频词汇。

提取摘要：因为仅仅使用 PubTator 提供的
PubTator 格式的文件，其中的注释信息会对后续
分句步骤造成极大的影响，故我们必需将所有的摘
要部分提取出来进行分句处理。由于 PubTator 文
件格式虽然易于阅读但并不规范，所以这对我们提
取摘要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们发现 PubTator 还
提供了 json 格式的输出文件，json 格式是一种易
于传递和分析的文件格式，通过 json 格式的解析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获取摘要部分的内容。我们
首先通过 PubTator 获取 json 格式文件并将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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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line 的格式储存在外存之中，查阅有关资料后，
发现 python 所提供的第三方库可以非常方便的解
析 jsonline 格式的文件，于是我们利用 jsonlines
编写 python 脚本对所获取的 jsonlines 文件进行
解析非常简单的获得了所有的摘要文件。该步骤的
体会是要擅于 python 所提供的各种库文件以简化
我们编写代码的步骤、缩短相应工作的时间并减少
自己编写代码可能造成的错误。

依据关键词进行的分句：我们需要设置一系列
的关键词表，每个关键词表对应我们所要分析的
某种类型的关键词，我们通过编写 python 脚本利
用 nltk 提供的分句函数对所提取的摘要进行分句
处理，并通过相应算法对分句中的每个句子遍历找
出具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含有我们想要的关键词的
句子。

基于 spaCy 的依存关系分析：spaCy 是工业
级别的自然语言处理库，根据其提供的“流水线”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进行依存关系分析，但由于我
们的所有摘要内容过长，如果将其全部放入“流水
线”中会造成内存溢出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通过
上述的分句筛选出有研究价值的句子，再将其放
入“流水线”中进行研究。因此关键词的选择十分
重要，如果选择不当会造成关键信息的丢失或错
误，对依存分析的准确性带来极大的影响，故我们
需要阅读相关文献掌握相关知识后再进行分析。

指代消解：指代消解的代码部分较为简单，但
其对于我们知识发现的知识精度提升十分重要。指
代消解的作用不仅仅是可以将指代词替换为所指
代词汇，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主语和宾语的统一。通
过这一步的处理后，我们后续的三元组抽取所获得
的信息量和准确度有极为准确的提高。

三元组抽取：该部分是整个项目中代码量最高
的部分，但所幸是代码的难度不是很高。该项目主
要修改自开源的三元组抽取代码，由本人对代码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部分功能的添加。修改的
部分包括：降低了代码的环境要求，使得任意版本
的 spaCy 都可以使用该代码。添加的功能有：三
元组筛选、知识图谱的构造。这一部阶段处理十分
重要，三元组的抽取直接影响了最终的知识图谱。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李龙 kun，谢沛霖）

主要优点：结合现有的学长学姐的经验及老师
教授的内容、使用 PubTator（也使用了 json 等）
获得实体信息，并据此进行文献的知识挖掘。使用
了指代消解使知识的准确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
得到的关键数据进行分析，找到关于阿尔兹海默症
的病因及治疗等相关内容，对其进行相应的拓展衍
生。最后通过三元组抽取构建了以药物为核心的药
物知识图谱网络。且本文的选题在我个人看来具有
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老年痴呆已成为当代最为严
重的老年疾病之一，对其的研究与攻破对于科研
与医学领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实验代码的
pipeline 具有很高的复用性，只需更改关键词表即
可很方便的进行其他方向的研究。本文所构建的
药物知识图谱网络包含了核心药物的大部分知识，
具有一定的挖掘和研究价值。本文的实现过程合理
且运用合适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本科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缺点与不足：本文在使用工具具有创新的同
时，在实际运用的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很多的工
具尝试上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对于专业知识的了
解尚浅，很多内容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才能理清其
脉络与作用。

3.7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李龙 kun, 谢沛霖）

假设可以多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本篇文章
的撰写，我认为首要工作是做更多的知识发现相关
内容，存在很多我们尚未发掘出的东西，需要我们
花费更多的时间、尝试更多的方式方法来完成。比
如说在行为影响的部分，由于我们很难确定所选关
键词是否合理，需要阅读更多的相关文献和资料才
能较为完全的获取到较为可信的关键词。

还有一点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取文本之外的信
息，我们可以结合老师课程上所提及的 HPO, 通
过 HPO 本体分析我们所挖掘出的基因，因为时间
原因以及这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并且对于
HPO 我们并不是了解的那么清晰，也不知道应该
如何利用 HPO作为工具来完善我们的知识发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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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果能再多出 30 个工作日，我认为可以通过
HPO 来挖掘出文本中所不包含的内容也许是更为
有趣的方向。

周工作计划则是可以按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
安排，可以每周对一种方法进行探索与尝试，并且
在每周的最后一天进行讨论总结，对每种方法的优
劣总结归类、且对每次进行的知识发掘进行归类与
叠加分析、最终得到完整的知识发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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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在总结与反思部分提到了工作中存在
的局限性。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存在一定的风险，在访问 PubTator 的过
程中可能会因为频繁访问导致 IP 地址的禁用，但
是我们通过了 sleep() 降低了这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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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针对帕金森疾病的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课程论⽂ GitHub ⽹址：

https://github.com/blovecheng/BioNLP-course-parkinson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 blovecheng/BioNLP-course-par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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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帕金森疾病的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陈佳雨1, 吴欣然1，刘孟月1

1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430070，武汉，湖北，中国

摘要

帕金森疾病（児兡兲八兩兮关兯兮 兤兩关入兡关入儬児兄）是一种

与基底节多巴胺缺乏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自帕金森疾病出现以来，针对帕金森疾病的机

理，治疗方案的相关文章层出不穷。我们要了解

帕金森的病理，相关基因，化合物的作用机制，

就需要阅读并了解相关文章。为了保证阅读的

文献具有时效性，如何快速提取相关文献的研

究成果和研究方向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本文

中，我们首先通过入关入兡兲兣全工具从児兵兢免入兤数据库

中提取出与帕金森相关的文章共儱儰儴儵儴儴篇，而后

我们使用了生物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实体识别工

具児兵兢兔兡兴兯兲，再根据自己构建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流程对这儱儰儴儵儴儴篇文章进行文本挖掘，并且围绕

着児兵兢兔兡兴兯兲上所给出的基因，疾病，突变，物种，

化合物和细胞系等六个的实体进行知识发现。通

过所得到的实体数据的频率统计和查询，可以发

现其与ケ儭突触核蛋白、线粒体功能、氧化应激、

钙稳态、轴突运输和神经炎症与帕金森疾病有着

密切联系，我们想要进一步探讨总结人的基因与

帕金森疾病的发生之间的联系、影响帕金森疾病

的物质以及可能与帕金森发生有关联的其他疾病。

这些信息将为后续帕金森疾病的机制解析以及药

物研发等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Codes availability：https://github.com/

blovecheng/BioNLP-course-parkinson

关键词: 帕金森，PubTator，实体识别，文

本挖掘与知识发现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吴欣然）

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离不开文本和信息的检

索以及针对一些必要信息的分析。这门课程所学

习内容对我们专业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专

业需要了解很多专业性知识以确定未来的研究方

向，而在科技发达，文献繁杂的现在，精准的对

所研究的事物做出判断以及准确把握未来研究方

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借助文本挖掘的手段

快速了解事物之间的潜在联系。所以在了解到有

相关课程后选择这门课希望可以对以后阅读索引

文献、整合信息提供帮助。

我们的选题是《针对帕金森疾病的文献挖掘

和知识发现》，意在找到相关实体信息，能够为

帕金森疾病机制的解析以及后续的定向治疗提

供帮助。帕金森疾病早在儱儸儱儷年，由英国内科医

生兪兡六入关发现，该病一般表现为运动迟缓，肌强

直，姿势步伐障碍等症状兛儱兝。选择帕金森疾病作

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受到学长学姐的启发，因其

与老年痴呆症同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我们更想要

深入探究其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案。我们知道帕金

森疾病作为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与多巴胺的缺乏

有着极大的关系兛儲兝，通过阅览一些文献我们更是

进一步了解到帕金森疾病主要由导致纹状体多巴

胺缺乏的黑质神经元损失和含有ケ儭突触核蛋白聚

集物的细胞内包涵体引起的兛儳兝。遗传、环境、年

龄、接触的化合物等因素都可能是帕金森疾病的

诱因兛儴兝，根据这些信息以及相关软件的帮助，我

们想得到具体的基因、突变、疾病和化合物对帕

金森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并且

在发现它们内在联系的同时，为生物医学领域提

供一些参考，我们准备在大量文本中进行筛选挖

掘，最终以词云图和表格形式呈现出基因化合物

相关信息，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影响帕金森疾病的

因素。给帕金森疾病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更精准的

信息，相信会对帕金森疾病致病机制、药物研发

与治疗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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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算法背景与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

刘孟月）

本项目的实体识别过程使用了児兵兢兔兡兴兯兲工

具。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是一款基于兗入兢的自动化文本挖

掘工具，不需要安装也不限定于特定计算机平

台。与现有少数工具不同，它具有更为大家所

熟知类似児兵兢免入兤的界面，并配备了多种文本挖

掘算法以适应不同的需求。与児兵兢免入兤不同的是，

児兵兢兔兡兴兯兲用不同颜色标注显示六种不同的实体，

为特定需求提供了搜索过滤器。児兵兢兔兡兴兯兲允许从

文献中捕获指定的关系类型，这些关系可以是同

一种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蛋白质儭蛋白质相互作

用，也可以是不同种类之间的关系，例如基因儭疾

病关系。

在 数 据 获 取 过 程 中， 使 用 了児兹兴全兯兮中

的兲入共兵入关兴关模块，它是一个用于网络请求的模

块，主要用来模拟浏览器发送请求，在児兹兴全兯兮内

置模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的封装，从而使

得児兹兴全兯兮进行网络请求时，更加易于操作，减少

错误。类似的模块还有兵兲公公兩兢模块、兵兲公公兩兢儲模块等

等，他们基本都提供相似的功能。但是这些模块

使用复杂且部分功能无法满足现今的使用需求，

而兲入共兵入关兴关模块使用简单，功能强大，性能高效，

支持先兔兔児链接保持，支持使用兣兯兯八兩入保持会话，

支持文件上传，支持自动响应内容的编码，支持

国家化的兕兒兌和児兏兓兔数据自动编码，这使得其在

用于处理兕兒兌资源过程中极大的优于众多网络请

求模块。

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使用了兌兩兮兵典 兓全入公公工

具。兌兩兮兵典是一种免费使用的类兕兎光兘操作系统，

其核心防火墙组件性能高效，配置简单，保证了

系统的安全，同时支持多种平台，方便了实验操

作。由于数据获取过程主要在兌兩兮兵典环境下进行，

使用兓全入公公脚本进行批处理更加方便快捷。在数据

预处理过程中，使用兓全入公公脚本将实体数据分为两

个子数据，由于兓全入公公脚本所具有的文本处理功能

和正则表达式功能的集成，使用兓全入公公脚本可以使

预处理过程更加方便快捷。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过 程 中， 将 使 用兒语 言

和児兹兴全兯兮语言与兄允兖光兄数据库进行进一步处理。

兒是属于兇兎兕系统的一个自由、免费、源代码开

放的软件，是用于统计分析、绘图的语言和操作

环境，在用于统计计算和统计制图时具有明显优

势。对数据进行排序绘图过程中，兒语言将会提

供更为便捷的处理方式。児兹兴全兯兮语言提供了高效

的高级数据结构，能简单有效地面向对象编程。

同时児兹兴全兯兮语法和动态类型，以及解释型语言的

本质，使它成为多数平台上写脚本和快速开发应

用的编程语言。児兹兴全兯兮解释器易于扩展，可以使

用元语言或元儫儫（或者其他可以通过元调用的语

言）扩展新的功能和数据类型，也可用于可定

制化软件中的扩展程序语言。其丰富的标准库，

提供了适用于各个主要系统平台的源码或机器

码。在后续对基因与化合物潜在关联分析过程中，

児兹兴全兯兮丰富的内置函数和拓展包可以很好地完成

这一步骤。

兄允兖光兄数据库是一个生物信息数据库，整合

了生物学数据和分析功能，为大规模的基因或蛋

白列表提供系统综合的生物功能注释信息。与其

他类似的分析工具相同，如兇兯免兩兮入兲，兇兏关兴兡兴等，

都是将输入列表中的基因关联到生物学注释上，

进而从统计的层面，在数千个关联的注释中，找

出最显著富集的生物学注释，最主要是功能注释

和信息链接。兇兏是基因本体联合会所建立的数

据库。通过建立一套具有动态形式的控制字集，

来描述基因及蛋白质在细胞内所扮演的角色，从

而来全面描述生物体中基因和基因产物的属性。

兇兏数据库总共有三大类，分别是生物学过程、细

胞定位和分子功能，各自描述了基因产物可能行

使的分子功能，所处的细胞环境，以及参与的生

物学过程，从而对基因进行功能分类注释。

1.3 核心思路（本章节作者：陈佳雨）

对児兵兢免入兤中与帕金森相关文献的児免光兄进

行提取。由于児兵兢免入兤数据库自身一次最多只

能下载儱儰儬儰儰儰个结果，所以我们编写兰兹兴全兯兮代

码利用兂兩兯包中充兮兴兲入兺模块的入关入兡兲兣全工具来实

现児免光兄的大量提取，输出得到児免光兄的文本文

件。

通过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抓取对应文献的摘要及实体信

息。考虑到児兹兴全兯兮中兲入共兵入关兴关模块在处理兕兒兌资

源上的便捷优势，我们选择编写児兹兴全兯兮代码通

过児免光兄文本文件的输入来实现文献抓取。鉴

于关全入公公强大的正则表达式功能我们选择在兌兩兮兵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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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来实现文本信息过滤。通过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我

们能得到所有児免光兄对应的文献标题和摘要，同

时児兵兢兔兡兴兯兲能对基因、疾病、突变、化合物、物

种和细胞系等儶类实体进行识别与标注，从而我们

可以利用正则表达式过滤得到相关文献中的实体

信息。

基因的兇兏与克充兇兇富集。对正则表达式

过 滤 得 到 的 基 因 实 体 文 件 提 取 最 后 一

列充兮兴兲入兺 內入兮入 光兄号，输入到兄允兖光兄平台并选择

物种先兯六兯 关兡兰兩入兮关，勾选兇兏、克充兇兇富集分析，

将结果文件保存下来并使用兒语言的內內兰公兯兴儲包进

行富集结果的可视化。

词频统计与功能分析。分别对基因、疾病、突

变、化合物儴类实体信息进行词频统计并绘制词云

图，以获得被报道次数最多的相关基因。通过数

据库检索等途径发现这些基因的功能并找到与这

些基因在同一篇文献中被报道的疾病和突变信息，

探究可能导致帕金森疾病的潜在突变以及可能与

帕金森疾病同时发生的疾病。最后通过分析基因

与化合物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些能对帕金森起治疗

作用的物质。

2 实验设计与结果展示

2.1 数据（本章节作者：陈佳雨）

通过児兹兴全兯兮中兂兩兯包里充兮兴兲入兺模块的入关入兡兲兣全命

令抓取児兵兢免入兤中帕金森相关文献的児免光兄，

共 抓 取 到儱儰儴儵儴儴个児免光兄。 编 写児兴全兯兮代 码 通

过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抓取与已获得的児免光兄对应的文献信

息，并输出至文本文件。抓取到的文献数量

与児免光兄数目相同为儱儰儴儵儴儴篇，抓取结果中包括标

题、摘要以及児兵兢兔兡兴兯兲识别出的基因、化合物、

突变、疾病等实体，并利用正则表达式将不同的

实体信息分离。本项目的研究主要围绕得到的实

体部分信息展开。

2.2 获取帕金森相关文献PMID号（本章

节作者：陈佳雨）

我们发现兂兩兯兰兹兴全兯兮中充兮兴兲入兺模块的入关入兡兲兣全在

获取大量児兵兢免入兤数据方面非常实用，所以我们编

写一个兰兹兴全兯兮代码并使用此工具进行児免光兄号的提

取并将获得的儱儰儴儵儴儴个无重复的児免光兄号保存在一

个文本文件中，以便于后续的实体信息抓取。

2.3 抓取实体信息（本章节作者：刘孟

月）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是一款

非常便捷的基于兗入兢的自动化文本挖掘工具，在

适用情况下，它会突出显示预先设定的六种生物

实体：基因，化学物质，疾病，突变和物种，在

抓取过程中，这种自动的实体标注将会为后续

操作带来极大便利。同时児兹兴全兯兮中的兲入共兵入关兴关模

块作为一个児兹兴全兯兮 先兔兔児客户端库在处理兕兒兌资

源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所以在这个项目中为了

更好地实现文献抓取我们搭配使用了兲入共兵入关兴关模

块与児兵兢兔兡兴兯兲工具，利用児兵兢兔兡兴兯兲工具对实体

信息标注的功能和兲入共兵入关兴关模块强大的网络请

求功能，通过对上一步“获取帕金森相关文

献児免光兄号”最终获得的児免光兄号结果文件进行

操作，在児兹兴全兯兮环境中调用兲入共兵入关兴关模块将获得

的児免光兄号在児兵兢兔兡兴兯兲中进行遍历和提取，最后

进行输出，获得的文件中包含这些児免光兄号对应的

帕金森相关文献的标题、摘要和已标注的实体信

息。

通过编写兓全入公公脚本我们可以将实体数据分为

多个不同的子数据，由于其所具有的强大的文本

处理功能和正则表达式功能，使用兓全入公公脚本可以

使预处理过程更加方便快捷。利用兌兩兮兵典命令从上

一步获得的包含这些児免光兄号对应的帕金森相关文

献的标题、摘要和已标注的实体信息的文件中分

别提取出摘要部分和实体信息部分，并从实体文

件中提取出后续分析所需要的基因、疾病、突变

和化合物数据。

2.4 基因富集（本章节作者：陈佳雨）

基因富集可以通过软件、平台、脚本等多

种方法实现，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使用兄允兖光兄平

台进行富集。兄允兖光兄平台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基

因富集平台，它可以实现基因光兄的转换，并进

行多样化富集以及不同的结果展示。我们将上

一步获得的內入兮入实体最后一列提取出来并输入

到兄允兖光兄中，由于我们主要分析人的帕金森疾

病所以物种选择先兯六兯 关兡兰兩入兮关，勾选兇兏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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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儱儺 兇兏儯克充兇兇 充兮兲兩兣全六入兮兴。图片来源：自绘（工具：兒兓兴兵兤兩兯）

的兂児、元元、免兆和克充兇兇通路富集，获得富集结

果。

兄允兖光兄软件根据我们所勾选的模块进行富集

分析，分别是兢兩兯公兯內兩兣兡公 兰兲兯兣入关关、兣入公公兵公兡兲 兣兯六兰兯儭

兮入兮兴、六兯公入兣兵公入 兦兵兮兣兴兩兯兮、克充兇兇 兰兡兴全具兡兹，提取

出的基因富集在不同的生物过程、细胞成分、分

子功能、克充兇兇途径中。由于导出的数据非常的

复杂庞大，所以我们使用兒兓兴兵兤兩兯中的內內兰公兯兴儲包进

行富集结果的可视化。对于兇兏和克充兇兇两种富集

结果使用不同的图来显示，由于兇兏富集结果有三

个部分内容较多所以对其中每种的排行前儱儰的富

集结果使用柱状图进行展示，对于克充兇兇结果则

使用气泡图展示富集基因数排行前儲儰的结果。

从图儱中的兡图可以看出，帕金森疾病相关基

因主要富集在蛋白质结合、同种蛋白质结合、

允兔児结合、兄兎允结合等分子功能和细胞质、细

胞溶胶、细胞核、质膜、核质、细胞膜等细胞组

分以及由兄兎允聚合酶Ⅱ启动子介导的转录的正调

控、由兄兎允聚合酶Ⅱ启动子介导的转录的负调控、

兇蛋白偶联受体信号通路、基因表达正向调控、细

胞增殖正向调控等生物过程中。很显然，基因富

集的结果显示帕金森疾病是一种由多个基因共同

调控的疾病。

由兢图我们发现帕金森疾病相关基因主要富集

在了癌症通路、神经退化的途径、癌症中的小分

子核糖核酸、阿尔兹海默症等途径中。我们可以

由此推论帕金森疾病与某些神经退化的疾病，如

阿尔兹海默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很有可能

具有类似甚至相同的致病机制。

2.5 词频统计与词云图绘制（本章节作者：

吴欣然）

兒语言在统计与绘图方面表现出它的优越性，

兒中的许多命令用于词频统计与词云图绘制都是十

分方便的。兒语言做词频统计我们总共将它划分为

几个步骤，首先是获得数据集，然后进行词频统

计，这里我们考虑使用兒中兦兲入共函数作为词频统计

的主要函数，同时我们在思考是否要考虑停用词

的问题，最终我们决定会根据抓取得到的文献中

基因，疾病，突变，化合物等实体的相关数据集

进行关于是否考虑停用词的判断。得到结果后我

们会对词频进行一个排序，这一部分想法我们编

写兒语言代码通过关兯兲兴、兴兡兢公入等命令对提取出的基

因、疾病、突变和化合物数据分别进行词频统计，

并使用具兯兲兤兣公兯兵兮兤儲包进行词云绘制。通过得到的

词频和词云图获取在抓取到的文献中出现次数较

多的实体，重点关注基因实体。通过数据库查询

的方式分析出现次数最多的九个的基因的功能等

信息，以表格形式呈现。

在对六个实体文件进行词频去重筛查统计后，

我们对总文件绘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

现由于本篇内容是以帕金森疾病作为研究，词云

图中児兄，児兡兲八兩兮关兯兮’关 兤兩关入兡关入大小远远超过其他

实体，所得到的的词云图失去了研究价值，所以

我们在重新绘制词云图的过程中，删掉了词频极

高但是与帕金森疾病名称相关的实体，得到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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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儳所示的更有说服力的词云图。

结合词云图以及统计出的基因实体文件，我

们发现基因实体显著的富集于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

兌兒兒克儲，兆兏兇，兴兡兵，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兴兲兡兮关兰兯兲兴入兲等词

汇上，但在观察这部分基因实体时，我们发现

了一个问题——相同的基因名称在物种不同时

存在不同的兇入兮入 兩兤号，不同的基因名称也可能

存在相同的兇入兮入 兩兤号，所以我们认为只根据基

因名称做词频统计的结果并不准确，最后我们

根据兇入兮入 兩兤号进行词频统计，将所得到词频较

高的兇入兮入 兩兤提取出来找到对应的基因，展示在

表儲中。

从表儲中可以看出频率最高的基因实体是ケ儭

突触核蛋白（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简称兓元兎允，是

突触核蛋白家族的成员，该家族还包含了ゲ儭和コ儭

突触核蛋白。当突触核蛋白在大脑中大量表达时，

ケ儭和ゲ儭突触核蛋白选择性的抑制磷酸酯酶兄儲。

兓兎元允的缺陷与帕金森发病机制有关。这个基因

最早在遗传性児兄家族发现，属常染色体显性。序

列分析表明，ケ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基因存在许多不同类型

的突变。其中允儵儳兔突变型个体表现出神经功能障

碍，精神认知障碍等症状，经检查是因为允儵儳兔突

变可以加速ケ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蛋白的纤维化，脑内多巴

胺神经元丢失，神经元内产生以ケ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为主

的包涵体。而充儴儶克突变个体虽也会出现帕金森疾

病相关症状，但却是因为充儴儶克突变可以显著增强

了ケ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与负电荷脂质的结合能力，并增强

了ケ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丝状纤维的聚集能力兛儵兝。此外，在

ケ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基因启动子区域还存在一个呈多态性

的等位基因，在正常人与帕金森疾病患者之间存

在着显著差异。所以，ケ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基因在研究帕

金森疾病时至关重要。

兌兒兒克儲是富含亮氨酸重复激酶家族的成员，

编码具有锚蛋白重复区，富含亮氨酸重复结

构域、激酶结构域、兄兆兇样基序、兒允兓结构域、

兇兔児兡关入结构域的蛋白质、免兌克样域和兗兄儴儰域。

兌兒兒克儲基因的突变是目前发现最多的导致帕金

森疾病的遗传突变。兌兒兒克儲突变相关的功能改变

包括小泡运输和细胞骨架动力学、自噬和溶酶体

降解、神经传递、线粒体功能、免疫和小胶质细

胞反应的改变。兌兒兒克儲与充兒克儱儯儲和兗兮兴信号通

路的关系密切。兌兒兒克儲与这两条通路都对细胞

核内的功能产生影响。在细胞核外，兌兒兒克儲通

过抑制蛋白儴充儭兂児儱而增加的蛋白质翻译，以及

线粒体自噬的增加都导致了自噬儯溶酶体应激

的状态。兌兒兒克儲促进细胞内钙离子的增加和

激活充兒克儱儯儲依赖性的自噬和树突线粒体的下

调。兌兒兒克儲和充兒克儱儯儲也通过磷酸化兴兡兵、肌动蛋

白和微管蛋白等来调节细胞中的微管动力学。

兌兒兒克儲还会触发了兗兮兴儭ゲ儭兣兡兴入兮兩兮和充兒克儱儯儲依

赖的基因转录变化。突变的兌兒兒克儲表达的自噬、

转录和细胞骨架效应有助于充兒克儱儯儲依赖性的神经

元突缩短，而改变的内体儯囊泡动力学影响突触功

能。

接下来的是兓兮兣兡基因，虽然与第一个基因名

称相同，但它们来自于不同的物种，兓兮兣兡基因是

来自小鼠肌肉。这个基因可以和相同的蛋白质结

合活性，参与多个过程，包括肽基丝氨酸磷酸化

的正调控，蛋白质的复杂组装，突触小泡内吞作

用。也在多个过程的上游或内部起作用，包括化

学突触传递，化学突触传递的调节和调节胺的运

输。兓兮兣兡基因一般位于神经元细胞体，突触小泡

膜中，并且在大脑，泌尿生殖系统，肝脏等结构

中表达。该基因是与阿尔兹海默症有关的人类直

系同源物，经常被用来研究帕金森疾病。

党兆児免儱中文名锌指蛋白，兆兏兇家族成员儱，

是真核生物一类重要的转录因子。党兆児免儱通过

结合特定的兄兎允序列广泛的参与基因表达调控，

信号转导，细胞生长及分化和发育等生命运动。

党兆児免儱还可以参与血小板形成，调节红细胞的最

终分化，可以启用兒兎允聚合酶Ⅱ特异性兄兎允结合

活性和转录辅阻抑物活性。

免允兔児基因，全名微观相关蛋白兴兡兵，该基因

负责编码神经元微管相关蛋白兴兡兵儬兴兡兵蛋白主要分

布在神经元轴突中儬对于微管的稳定和组装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已经发现儴儰多种免允児兔基因

的突变与帕金森疾病的发病相关，值得探究的是，

老年痴呆症的神经元因神经元纤维发生缠结而死

亡。神经元纤维缠结的主要成分是兔允兕蛋白，但

当编码兔允兕蛋白的免允児兔发生突变时会导致帕金

森疾病而不是引起阿尔兹海默症，而据我们所了

解，帕金森疾病后期也会表现出类似于老年痴呆

症的痴呆症状。

兓兌元儶允儳，全名为溶质载体家族儶成员儳。该基

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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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编码一种多巴胺转运蛋白，它是钠和氯依赖性

神经递质转运蛋白家族的成员。该基因重复次数

的变化与特发性癫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对

酒精和可卡因的依赖、对帕金森病的易感性和对

尼古丁依赖的保护有关。

児光兎克儱，全称为児兔充兎诱导激酶儱。该基因编

码定位于线粒体的丝氨酸或苏氨酸蛋白激酶。它

被认为可以保护细胞免受压力诱导的线粒体功

能障碍。児光兎克儱基因编码的児光兎克儱蛋白质，有维

持线粒体功能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児光兎克儱蛋

白可以被蛋白酶切断，进入线粒体内膜，发挥

正常作用，线粒体的内膜可以保持正常的极化。

当児光兎克儱突变时该蛋白不能被蛋白酶切断，不

能进入线粒体内膜，线粒体内膜去极化，最终

导致神经元细胞死亡。现在已经在児光兎克儱上发现

了儷儰多种突变，都会导致帕金森疾病。児光兎克儱突

变所导致的帕金森疾病，大多数是早发性的，病

人在儵儰岁之前发病。所以该基因的突变导致的是

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早发性帕金森疾病。

兇兂允，全名为葡萄糖神经酰胺酶ゲ。该基因

编码一种溶酶体膜蛋白，它切割糖基神经酰胺的

ゲ儭糖苷键。兇兂允基因的突变导致戈谢病，这是

一种溶酶体贮积病，其特征是葡萄糖脑苷脂的积

累。兇兂允可变剪接导致多个转录变体。大量研究

发现兇兂允基因突变可能增加罹患帕金森病的危险

性儬且在人群中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种族差异性。

児允兒克儷，全名为帕金森病相关去糖酶。该基

因的产物属于肽酶 元儵儶 蛋白家族。它作为雄激素

受体依赖性转录的正调节剂。它还可以作为氧化

还原敏感的伴侣，作为氧化应激的传感器，它显

然可以保护神经元免受氧化应激和细胞死亡。该

基因的缺陷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早发性帕金森病

儷 的原因。已为该基因鉴定了编码相同蛋白质的两

个转录变体。

观察统计出的其他儵个实体文件，我们发现疾

病实体除了児兄以外，还富集在兤入六入兮兴兩兡，兴兲入六兯兲，

兤入兰兲入关关兩兯兮，兮入兵兲兯兤入內入兮入兲兡兴兩兯兮等词汇上，可以了

解到帕金森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时可

能会伴随着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等症状，更

严重的患者甚至可能出现抑郁，严重焦虑和精

神认知障碍等情况。同时，疾病实体富集到的

词汇中存在允兄，由此，我们猜测，尽管阿尔

兹海默症与帕金森疾病的症状不同，但二者可

能会存在部分相同的病理特征。突变的实体主

要富集在兇儲儰儱儹兓，允儵儳兔，允儲允，允儳儰児，充儴儶克，

兒儱儴儴儱兇等实体上，根据查询结果我们发现突变

的实体与前面统计得到的基因实体关联密切，

它们可能是导致帕金森疾病出现的诱因，也可

能是抑制帕金森疾病发生的因素。化合物的实

体主要富集在了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公入其兯兤兯兰兡，免児兔児，

全兹兤兲兯典兹兤兯兰兡六兩兮入，兌儭兄兏児允等词汇上，我们可以

直观的看出帕金森疾病与“多巴胺”之间的联系，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测，神经毒素诱导多巴胺含量

减少有可能引发帕金森疾病的出现。

物 种 的 实 体 主 要 富 集 在全兵六兡兮，

六兯兵关入和兲兡兴上， 根 据 实 验 证 明 和 论 文 阅 读，

我们发现这些物种存在着影响帕金森疾病主要

基因，可能是帕金森疾病侵染的主要对象。细

胞实体主要富集在兓先儭兓兙儵兙，児元儱儲，兄允，兔先，

免兎儹兄，兂兖儭儲等词汇上，我们发现词频较大的实

体主要集中在神经细胞和免疫过程中使用到的细

胞上，可以得出帕金森疾病确实是一种与神经相

关联的疾病，且我们也了解到免疫系统的重要

性。

图 儲儺 具兯兲兤兣公兯兵兤。图片来源：自绘（工具：
兒兓兴兵兤兩兯）

2.6 基因、疾病、突变关联分析（本章节

作者：刘孟月）

为了进一步研究上一步得到的九个显著基因

与帕金森疾病的关系，我们通过找出与这些显著

基因位于同一篇文献中的疾病与突变，来分析它

们是否与这些显著基因相关。这一部分工作我们

使用兒语言来实现。兒语言不仅在绘图方面表现出

突出的优势，而且它在使用循环处理数据上的性

儶

6.4. 《针对帕⾦森疾病的⽂献挖掘和知识发现》 149



表 儱儺 基 因 与 化 合 物 共 句 表， 数 据 来
自 https://github.com/blovecheng/

BioNLP-course-parkinson/blob/main/data/

ID_countQ10.xlsx
充兮內公兩关全 兮兡六入 元全兩兮入关入 兮兡六入 元兯兵兮兴关
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 ケ儭突触核蛋白 儲儲儵儵儱

兌兒兒克儲 富含亮氨酸重复激酶儲 儸儹儲儰
兓兮兣兡 ケ儭突触核蛋白 儴儹儰儷

党兆児免儱 锌指蛋白 儳儸儷儸
免允兔児 微观相关蛋白兴兡兵 儳儷儳儱
兓兌元儶允儳 溶质载体家族儶成员儳 儳儴儷儵
児光兎克儱 児兔充兎诱导激酶儱 儳儳儲儰
兇兂允 葡萄糖神经酰胺酶ゲ 儲儷儹儹

児允兒克儷 帕金森病相关去糖酶 儲儶儷儸

能也比较优秀。将文本文件转换为数据框能为后

面的操作提供方便。遍历摘要通过兦兯兲循环等语句

找出和词频统计中得到的出现次数最多的九个基

因关联的疾病、突变实体，并统计这些实体出现

的频率、绘制表格，以期望可以通过表格直观地

找到与帕金森疾病发生相关的基因、会对帕金森

疾病产生影响的突变、伴随帕金森疾病发生或造

成影响的其他疾病。

在寻找与显著基因关联的疾病时可以发现，

出现频次最高的前五个疾病中，出现频率最高与

第三的疾病都是帕金森病，这证明了这些显著基

因与帕金森病的发病是有极大关系的。从表儲中我

们可以看到，精神错乱、神经退行性病变与阿尔

兹海默症也都是与显著基因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

的症状与疾病。

精神错乱又称为轻度意识紊乱，是一种临床

症状，其特征是认知，情感，注意，觉醒与自我

感知等功能出现波动性紊乱，可以急性发病，事

先并无智能障碍，或者可能在慢性智能障碍的基

础上附加发生。可以引发精神错乱的结构性病因

包括脑血管闭塞与脑梗死，蛛网膜下腔出血，原

发的或转移性脑肿瘤，硬膜下血肿以及脑脓肿等。

大多数结构性病变都能被元兔或免兒光查出，许多关

联病变都能产生局灶性神经体征，在进行体检时

就能被观察到。引发精神错乱的感染性病因有急

性脑膜炎或脑炎，或脑外的各种感染，后者可能

通过毒素的产生或导致发热引起精神错乱。肺炎、

尿路感染、败血症或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热，在易

受伤害的大脑中，都可以引起精神错乱。发展较

慢的脓肿或机会性感染临床诊断比较困难，在某

些病例中可能需要脑组织活检来正确判定。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由神经元或髓鞘的丧失所

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最终出现功能障

碍的疾病。常见的病因有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

障碍，兴奋性毒素和免疫炎症四种。氧化应激是

由于自由基过度产生和（或）得不到及时清除，体

内氧化与抗氧化作用失衡所致，机体的细胞和组

织被损伤。线粒体功能障碍主要体现在线粒体数

目增加，结构异常，出现层状体和晶状包涵体，将

导致神经元能量供给不足同时释放大量兒兏兓，诱

发氧化应激损伤，钙调节失衡，最终触发神经元

凋亡。兴奋性毒素是指细胞间隙中谷氨酸浓度过

高时会对神经元产生毒性，导致神经元的退化、

衰老及死亡。免疫炎症来自身体的固有免疫系统，

固有免疫系统是在种系发育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天然免疫防御功能。与机体另一种特异性免疫应

答相比，它能对各种有害物质进行迅速的反应，

以保护机体。但有害物质（如聚集形式的允ゲ）长

期和不可控制的刺激，导致固有免疫系统启动，

就有一定可能会产生对大脑的损害作用。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

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

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

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

病因迄今未明，但下列因素推测可能与阿尔兹海

默症有关。首先是家族史的影响，某些患者的家

属成员中患同样疾病者高于一般人群。通过基因

定位研究，发现脑内淀粉样蛋白的病理基因位于

第儲儱对染色体。可见阿尔兹海默症与遗传有关是

比较肯定的。其次是一些躯体疾病，例如甲状腺

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癫痫，抑郁症等其他功能

性精神障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例如

头部外伤，免疫系统的进行性衰竭、机体解毒功

能削弱及慢病毒感染等，以及丧偶、独居、经济

困难、生活颠簸等社会心理因素都可能成为发病

诱因。

这些症状或疾病有可能是帕金森病发作时的

并发症状，由于帕金森病的发作导致了这些疾病

和症状，由帕金森病发展而产生；也有可能是一

些引起帕金森疾病发作的原因，这些症状或疾病

最终会发展成为帕金森病，可以视作诊断帕金森

病的信号，也可以研究他们的产生机理来推测出

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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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帕金森可能的方法；同时在治疗帕金森病的

过程中要避免引发这些症状或疾病导致帕金森病

发病或恶化。

在归纳与显著基因共文献的突变时，我们发

现了与显著基因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突变，从

中选取了出现频率最高的五个。其中有两个突变

来自人类基因，其余的来自小鼠基因。由表儲可见，

兇儲儰儱儹兓，允儵儳兔，允儳儰児，兇儲儳儸儵兒，兎儳儷儰兓五个突

变与显著基因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频率最高。

兇儲儰儱儹兓与兇儲儳儸儵兒是出现在位于常染色体上

的兌兒兒克儲基因上的突变。兌兒兒克儲编码由多个结构

域组成的蛋白质，包括兒兯兣（复杂蛋白质的兒兡关），

元兏兒（兒兯兣的元端），免允児克克克（丝裂原激活的

蛋白激酶）和兗兄儴儰。虽然兌兒兒克儲的确切功能目

前尚不清楚，但兒兯兣和免允児克克克结构域的存在

表明在信号转导级联的调节中起作用。其中，

位于免允児克克克结构域中的兇儲儰儱儹兓突变可能增加

蛋白质的激酶活性。这种突变仅存在于有限数

量的单倍型上，其中最常见的称为单倍型儱兛儶兝。

而兇儲儳儸儵兒突变位于兌兒兒克儲的元端兗兄儴儰结构域

中，将会导致兌兒兒克儲激酶功能的部分丧失，

令元端缺失而完全消除激酶活性。这种作用足

以覆盖激酶结构域中兇儲儰儱儹兓突变的激酶激活作

用，导致激酶活性向另一个极端方向出现异常。

兇儲儰儱儹兓与兇儲儳儸儵兒两种突变有可能导致神经元退

行与线粒体自噬异常，从而引发帕金森病。

允儵儳兔与允儳儰児两种突变可能出现在ケ儭突出核

蛋白基因上。这种基因产生的ケ儭突触核蛋白是一

种小的，约儱儴儰个氨基酸的蛋白质，主要集中在神

经元中的突触末端表达。虽然对ケ儭突触核蛋白的

功能定义不清，但有证据表明，在神经可塑性和

突触囊泡池的调节中，这种蛋白质会是特定神经

系统疾病的病理性细胞内蛋白质内包涵体的主要

组成部分，包括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多系统

萎缩等疾病。允儵儳兔突变可能会导致自噬的过度活

化，令ケ儭突触核蛋白在细胞内积累从而引发线粒

体功能障碍。在过度表达突变的允儵儳兔 ケ儭突触核

蛋白的原代皮质神经元中，巨自噬的激活导致大

量的线粒体破坏和丧失。而允儳儰児 突变会导致三种

代谢蛋白的特定羰基水平选择性增加两倍以上而

导致蛋白质功能降低：碳酸酐酶儲，ケ儭烯醇化酶和

乳酸脱氢酶儲。这些蛋白质与能量代谢受损和线粒

体自噬异常相关。这些研究表明，允儵儳兔与允儳儰児两

种突变可能是导致帕金森病的原因之一。

研究与帕金森病相关的突变，由此来分析突

变导致的蛋白质功能变化和细胞功能变化，能为

帕金森病病因的推断和治疗方法的革新带来极大

帮助，从而推进对帕金森的认知和治疗。

表 儲儺 基 因、 疾 病、 突 变 关 联 表， 数 据
来 自 https://github.com/blovecheng/

BioNLP-course-parkinson/blob/main/data

兎兡六入 兔兹兰入 元兯兵兮兴关
児兄 兤兩关入兡关入 儳儸儷儰

兤入六入兮兴兩兡 兤兩关入兡关入 儲儷儵
児兡兲八兩兮关兯兮 兤兩关入兡关入 兤兩关入兡关入 儱儹儸
兮入兵兲兯兤入內入兮入兲兡兴兩兯兮 兤兩关入兡关入 儱儹儴

允兄 兤兩关入兡关入 儱儷儴
兇儲儰儱儹兓 六兵兴兡兴兩兯兮 儵儳儵
允儵儳兔 六兵兴兡兴兩兯兮 儳儹儱
允儳儰児 六兵兴兡兴兩兯兮 儲儰儲

兇儲儳儸儵兒 六兵兴兡兴兩兯兮 儸儳
兎儳儷儰兓 六兵兴兡兴兩兯兮 儷儳

2.7 基因与化合物共句分析（本章节作者：

陈佳雨）

我们使用児兹兴全兯兮中丰富的内置函数与第三方

包来实现基因与化合物的共句分析。如果一个基

因与一个化合物出现在同一个语句中则我们认为

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一步我们参考了老

师课上给出的学姐用于发现实体信息的代码，在

源代码基础上进行改写便于实现基因和化合物

共句信息的挖掘。改写后的代码可以将共句的基

因、化合物与共句次数输出到文本文件中，共挖

掘到儲儱儷儴对共句信息。

我们选取其中共句次数最多的前儱儵条进行展

示，可以发现绝大部分基因共句的化合物种类比

较统一。如表儱所示，与基因共句次数最多的化合

物是多巴胺儨兤兯兰兡六兩兮入儩，简称兄允。多巴胺由脑内

分泌，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

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脑内分泌主要负责大脑的

情欲，感觉，将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传递，也与上

瘾有关。我们查阅资料得知震颤、僵硬和说话含

糊等是帕金森氏病患者常见的症状，出现这些症

状的根本原因是制造多巴胺的神经元死亡，研究

发现是多巴胺自身的一种形式可能辅助了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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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化，神经元的退化是对这种疾病的解释。

共 句 次 数 较 多 的 还 有免児兔児、 兩兲兯兮、

公入其兯兤兯兰兡、 公兩兰兩兤、 兲兯兴入兮兯兮入这 些 化 合 物。 其

中免児兔児是一种神经毒儬在人和灵长类动物儬它

选择性损害黑质纹体系统多巴胺神经元儬使多

巴胺及其代谢产物降低儬引起典型的帕金森氏样

症状。免児兔児类毒性物质有其构效关系儬其毒性

主要与在脑内形成儱儭甲基儭儴儭苯吡啶有关。正常

存在于脑内的色氨衍生物 儲儭兎儭甲基四氢ゲ儭卡

啉儨儲免儭兔先兂元儩儬其构造及作用均类似于免児兔児样物

质儬由此可以推断儬免児兔児除作为部分帕金森氏症的

直接诱发原因外儬极有可能是揭示原因不明的原发

性帕金森氏病发病机理的一条重要途径兛儷兝。兩兲兯兮是

铁，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帕金森患者黑质铁异常

沉积儬脑内铁代谢紊乱儬铁促进氧化应激是神经细

胞损伤的重要病理机制兛儸兝。左旋多巴（公入其兯兤兯兰兡）

是帕金森病治疗中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口服后，

左旋多巴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后，在巴

脱羧酶的作用下，转化为多巴胺而发挥药理作

用，这种转化离不开大脑黑质中的多巴胺能神经

元。公兩兰兩兤是脂质，目前有研究表明与児兄相关的遗

传变异会调节特定的脂质种类的血液水平，支持

这些脂质在児兄病因学中的关键作用兛儹兝。鱼藤酮

（兲兯兴入兮兯兮入）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化合物儬自儲儰世

纪儴儰年代以来一直是最广泛应用于农业除害和鱼

塘清理的杀虫剂。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儬鱼藤酮可能

对机体神经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儬尤其是与児兄之间

可能存在潜在联系兛儱儰兝。

基 于 我 们 得 到 的 共 句 信 息， 使 用 工

具元兹兴兯关兣兡兰入可以进行网络关系图的绘制，最初

我们选择将所有的共句对进行展示但发现在软件

页面上可以进行比较好地分析，而导出成图片后

却非常模糊，最终我们选择对其中共句次数最多

的儱儰儰对进行关系图绘制，所有共句信息的网络

图也展示在了相关內兩兴全兵兢项目中。如图儳所示，颜

色越深表示节点的度越大或是节点之间的关系越

强，可以看出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连接的节点数最多、

元兏免兔和公入其兯兤兯兰兡兤共句的次数最多。用这种网络

图的方式呈现基因与化合物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晰

明确。

我们最初预期改写学姐的代码以获得基因化

合物的共句信息并将共句的句子文章标题等进行

表 儳儺 基 因 与 化 合 物 共 句 表， 数 据 来
自 https://github.com/blovecheng/

BioNLP-course-parkinson/blob/main/data/

gene_chemical.txt

兇入兮入 元全入六兩兣兡公 元兯兵兮兴关
元兏免兔 公入其兯兤兯兰兡 儱儷儶

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 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儱儱儹
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兴兲兡兮关兰兯兲兴入兲 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儱儰儳

免允兏儭兂 公入其兯兤兯兰兡 儹儴
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 兩兲兯兮 儷儰

免允兏儭兂 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儶儸
兓兎元允 免児兔児 儵儹
元兏免兔 入兮兴兡兣兡兰兯兮入 儵儸
兄兒兄儲 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儴儹
元兏免兔 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儴儸

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 免児兔児 儴儵
元兏免兔 兴兯公兣兡兰兯兮入 儴儳

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 公兩兰兩兤 儴儱
兤兯兰兡六兩兮入 兴兲兡兮关兰兯兲兴入兲 公入其兯兤兯兰兡 儳儹

兡公兰全兡儭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 兲兯兴入兮兯兮入 儳儷

输出，并基于这步工作实现部分关键语句的依存

树分析。但由于技术不够成熟，目前只能将共句

信息输出而无法完成后面的工作，这需要更多的

努力。

2.8 总结（本章节作者：陈佳雨）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对帕金森疾病做了一些基础的分析。我们找出

了与帕金森疾病相关的部分重要基因，如兡公兰全兡儭

关兹兮兵兣公入兩兮、兌兒兒克儲、兓兮兣兡等，它们大多与一些生

物功能有关，如信号转导等，通过这些生物途径

影响帕金森疾病的发生。并进行关联分析找出了

对帕金森病有影响的突变与疾病，如兇儲儳儸儵兒突

变将会导致兌兒兒克儲激酶功能的部分丧失从而引发

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并发

性疾病。以及通过共句分析找出的一些化合物，

如兤兯兰兡六兩兮入、免児兔児等，这些化合物能对帕金森

病起到一定的诱发或抑制作用。这些分析结果揭

示了帕金森病的部分发病机制，这些内容与关系

可以为以后的帕金森病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为更好地进行帕金森病治疗方法的研发提供一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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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儳儺 基因和化合物共句的互作关系网络图。图片来源：自绘（工具：元兹兴兯关兣兡兰入）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吴欣然）

关于本次课程论文的构思，我们首先敲定以

帕金森疾病为核心进行撰写，这里是受到学长

学姐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探究，我们联想到同

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疾病，也是一个很

好的研究对象。我们将论文的重点落在了两方

面，文本挖掘和知识发现。文本挖掘重点在于

挖掘，知识发现的重点在于对所得到的的知识

的整合。首先我们要做的便是对所需要的数据

进行获取，我们先想到的是在児兵兢免入兤上搜索帕

金森相关文献进行整合，但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思

路去得到与帕金森疾病相关的实体。但在结合老

师上课所讲到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数据库可以获取兎元兂光关

键字所得到的文献摘要，所以我们想到先用代

码将児兵兢免入兤里与児兄有关的文献的児免光兄号提取

出来，再通过児兵兢兔兡兴兯兲用代码将六个实体即基

因，疾病，物种，细胞，化合物，突变提取输出

成兴典兴文件。数据的初步准备阶段到这里已经完

成。

下一步，我们想到的就是对所得到的数据进

行统计，根据不同语言的特性，我们决定用兒语

言对这部分想法进行实现。我们预计对六个实体

分别进行统计并取出频率最高的前十个实体进行

研究。因为毋庸置疑，频率较高的实体与帕金森

疾病相关性的联系必定十分紧密。鉴于基因更是

六个实体中最重要的存在，突变疾病相关都离不

开基因的变化，我们决定对基因实体单独划分出

一个模块，准备对基因功能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

这里我们打算到兎元兂光中进行检索，并且在图书馆

中查阅一些基因与帕金森疾病存在内部联系的文

献。并且，我们决定对六个实体整体做一个词云

图分析，词云图的分析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帕金森

疾病与六个实体之间的联系。

接下来我们准备对基因和疾病、突变做关联

分析，我们打算用提取出的频率最高的前十个基

因，找到对应的児免光兄号，然后利用児免光兄号找到

在同一篇文献里出现的疾病和突变，并对找到的

疾病和突变进行分析，具体分析过程可以采取上

网搜索，文献查询等方式来处理。

最后一步我们准备对基因和化合物两个实体

进行共句分析，共句分析顾名思义，检索基因和

化合物两个实体是否在一个句子中，若大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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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某两个实体经常出现在同一句语句中，我们就

可以断定他们对帕金森疾病确实存在影响，它们

可能诱导或抑制着与帕金森疾病有关的作用机制

发生。到这里文献的基本内容构思告一段落，我

们在有了大体的思路和方向后便开始对思路进行

实际操作。

论文的撰写分为了几个部分。首先一篇论文

应该有明确的格式要求和规范，在老师的指导

下，我们下载了兔入典公兩其入，将它的要求和老师对一

些细节的处理作为论文的书写规范。其次，就是

论文内容的实现了。我们首先对数据获取进行

操作，操作过程比较顺利，但在根据児兵兢免入兤中

的児免光兄号通过使用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数据库得到六个实

体的文件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代码实现

操作时非常缓慢，时间不足以支撑我们缓慢的跑

完十万余个児免光兄号，所以我们优化了代码，去

掉关公入入兰操作，加入新的模块，并且将児免光兄号分成

三份由小组成员分别跑出，最后整合在一起得到

最终结果。

词频和词云的部分借鉴了学长学姐的代码

思路，进行了一点改动，这部分最值得注意的

是在用兒关兴兵兤兩兯统计词频时，首先要记得对统计

后的名称进行去重，其次是对基因实体统计

时要对兇入兮入 兩兤号进行统计而非基因名称。在词

云图绘制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兒关兴兵兤兩兯中，明明代码语句并没有报错，但却无

法绘制词云图，在我们查询后了解到，词云图要

用兒才可以画出。在使用兒绘制词云图时我们还发

现对于全部实体进行分析时，帕金森疾病自身的

名称对于结果影响巨大，于是我们重新进行筛查

和分析后得到了新的词云图。

基因和疾病，化合物的关联分析以及基因与

化合物的共句分析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唯独需要改善的是代码问题，代码运行速度比较

缓慢，相信还可以做出更好的优化和调整。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一些无关论

文自身内容的小问题。例如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中，

由于模板只接受固定的格式，但有个别文献存在

引用时缺少页码或其他必备因素等问题，以及绘

制表格时表格长度出现偏差，又或者使用中文符

号时有时会出现奇怪的输出格式等等小问题，不

过在我们的调整中也逐渐得到了解决。最后非常

感谢第十组的邱秦天、常洪、李凯三位学长和老

师给出的关于添加实体互作关系网络图的建议，

我们也完善了这部分工作。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陈佳

雨）

在 这 个 项 目 中 我 们 主 要 分 析 的 是

与 帕 金 森 疾 病 相 关 的 基 因、 突 变、 疾

病、 化 合 物 的 功 能， 主 要 的 参 考 资 源

是https://www.ncbi.nlm.nih.gov/search/。

提取实体信息部分的代码在附录中有介绍，

词频统计与词云图绘制参考的代码是https:

//github.com/kiekie233/BioNLP-course/

blob/main/script/Get_entity_freq.R。 之 所

以选择这个代码进行统计绘图是由于它与我们

预期的流程比较符合，兒的功能强大，绘制出

的效果也很好。基因、突变、疾病关联分析所

使用的代码是https://github.com/HZYShadow/

BioNLP-course-Covid-19/blob/main/bionlp_

find.R，该代码过程清晰也能比较好的实现我们

的要求，但存在一些小错误我们在参考过程中已

经予以改正。基因与化合物的共句分析参考了老

师给出的学姐的代码，由于我们自己编写的代码

运行速度非常慢且结果与理想并不相符，所以选

择改写学姐的代码进行共句分析，虽然运行速度

还是比较慢但结果较为符合预期。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吴欣然）

选择帕金森作为主题一是受到了上一届学长

学姐对老年痴呆症研究的启发，二是希望可以对

神经类疾病有着进一步的了解。而且我们的课程

——自然语言处理，主要应用于自动摘要，观点

提取，文本分类，问题回答，文本语义对比，语

音识别，中文兏元兒等方面。作为生物信息学专业

的我们，本身就是离不开对文献的阅读和更进一

步的探索。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我们可以更好的

对想研究事物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可以节省大

量的时间在阅读文献上，以更加快速直观的了解

到某一种实体对事物是否存在影响。所以我们最

终决定做文本挖掘与知识结合，通过老师上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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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讲解和实验的手动具体操作，我们学习着如

何挖掘文本信息，如何读懂文本信息，如何对所

得到的信息进行整合。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语料

库，了解到自然语言处理可以应用于方方面面，

了解到这门课程的实用性与生物信息专业的契合

度。于是我们选择帕金森疾病文本挖掘和知识发

现作为主题侧重对文本不同信息的探究，并将得

到的信息进行整合。从而达到选择这门课程的目

的，即阅读文献高效化，研究实体精准化，发展

方向可预测化。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陈佳雨）

在此次项目中我们编写了不同的代码来实现

需求。其中児兹兴全兯兮和兒都有涉及。在抓取实体信

息时主要用的是児兹兴全兯兮代码，因为在撰写的时候

考虑到児兹兴全兯兮的很多包非常便捷，而且也很实用，

所以选择児兹兴全兯兮。每一个代码的整体思路大致相

同——导入文件、文件处理、导出文件。主要是

针对不同的步骤要求进行不同的代码实现，在

获取児免光兄号的时候调用充兮兴兲入兺包通过循环遍历

将抓取到的每一个児免光兄号导出到文件中，在通

过児兵兢兔兡兴兯兲抓取实体信息时调用兲入共兵入关兴关包同样结

合循环实现遍历导出。在实现富集结果可视化时

主要使用的是兒，这是由于兒具有很强大的图形

绘制功能。兇兏富集与克充兇兇富集的可视化展示大

致相同不过考虑到图形的丰富性以及表示的多样

化，我们分别作了柱状图和气泡图，二者都是使

用內內兰公兯兴儲包但是参数设置不同，这也是根据具体

需求设置的。

在进行代码撰写时，最深的体会就是要善于

利用不同的语言中的函数包，这能够为我们的代

码实现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很多时候写几十行代

码都不能实现的问题，通过调用一个函数包就可

以轻松实现。除此之外，在进行代码撰写时一定

要注意格式的规范，如果格式或语句使用不规范

代码就会无法运行。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刘孟月）

陈佳雨：负责部分课程论文撰写与整合，部

分代码编写（获取帕金森相关文献的児免光兄，抓取

实体信息，兇兏富集与克充兇兇富集及结果可视化，

基因与化合物共句分析）；刘孟月：负责部分课程

论文撰写，部分代码编写（基因与突变和疾病的

关联分析）；吴欣然：负责部分课程论文撰写，部

分代码编写（词频计算与词云图绘制）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陈佳雨）

本课程论文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我们使用了多

种方式对帕金森疾病相关信息的分析，我们找出

相关基因、突变、疾病、化合物并进行一个较为

系统的功能分析，可以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一些便

利与参考。缺点主要是我们认为我们分析的内容

只是我们获取到的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

有用的知识我们无法一一分析，这些参考是很有

限的，之后的相关研究还是需要再次查阅相关内

容。并且我们的代码运行时间较长，灵活性不够，

这其实也为我们的项目带来了一些阻碍。

3.7 假设多出30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日计划（本

章节作者：刘孟月）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兇兏与克充兇兇富

集，基因与突变和疾病的关联分析，文本聚类分

析与基因与化合物的共句分析等工作。但由于时

间与技术有限，我们的工作还不够细致。如果多

出儳儰个工作日的话，我们设想还可以完成一些工

作，分别是优化共句分析代码、对关键语句进行

依存树分析、情感分析三项工作。

在进行基因与化合物的共句分析步骤时，我

们只得到了共句的基因、化合物和共句次数，无

法获取到具体的共句语句信息。如果有更充足的

时间，我们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以期能够完成

这部分工作。这项工作预计在一周左右完成。

结合我们学习过的知识，依存树分析是对我

们获取到的基因与化合物共句语句的一种非常好

的分析方式。通过关键语句的依存树分析可以发

现更多的知识。在三十个工作日的二到三周，我

们可以尝试这项工作。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我们发现文本挖掘工作

中还包含情感分析这项工作。我们可以对提取到

的文献进行情感分析，来观察哪些化合物或突变

儱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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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帕金森病的治愈有积极影响，哪些化合物或突

变可能会引发帕金森病或导致恶化。在三十个工

作日的最后一周，我们可以对这项工作进行一些

了解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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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检查与问题回答（本章节作者：陈佳

雨）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本文在儳儮儱节以及儳儮儶节中提到本文分析的内容

只是获取到的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有用

的知识我们无法一一分析，并且代码效率不高有

待改进。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无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本文摘要大致概括了我们的选题原因与背景、

目标以及工作内容等，能够比较好的概括本文。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在儲儮儱节中我们介绍了我们获取到的数据。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在本文的儱儮儲节中我们详细介绍了所使用到的

已有的工具与方法。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对部分使用得到的方法做了相关条款介绍。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无

儱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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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闭症的文献挖掘与知识发现

孙元辉1, 胡馨月1，蒙静雯1

1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Autism(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或孤独性障碍,是

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

der, PDD)中的代表性疾病，在近几年成为研究

热点。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首先对近些年来已经发

表的有关自闭症的文献进行抓取，对抓取结果中

的实体进行识别、抽提和分析，通过共句和依存

树两个角度分析实体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出自闭

症的各个基因与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

处于自闭症研究领域中热点的基因与自闭症引起

的相关疾病，挖掘一些埋藏在数据背后的知识。

Codes availability:https://github.com/

yoeHuuui/BioNLP

关键词: 自闭症, 文本挖掘, 知识发现，三元

组，依存分析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 (本章节作者：孙元辉，胡

馨月，蒙静雯)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以局限性、刻板性、

重复性的行为为主要特征的人际交往障碍性疾

病，患者通常在认知功能、语言功能及人际社会

沟通等方面表现出缺陷与障碍，被称为“星星的

孩子”。自闭症的患病率报道不一，一般认为约

为儿童人口的2∼5/万人，男女比例约为3∼4:1，并

且男孩是女孩的3-4倍[1]。导致自闭症的因素有很

多，此前研究揭示了包括家庭因素，遗传因素，

感染与免疫因素等在内的导致自闭症的原因，但

没有定论。随着社会对自闭症的关注程度越来越

高，人们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自闭症的谜团也

逐渐被科学家所知。近年来，有许多相关基因被

高通量手段发掘。然而，当前整合自闭症基因与

性状的关联的相关工作仍然有限。文本挖掘作为

一种信息提取的工具，为研究者们提供了非常好

的机会和手段，它能从海量的文本中抽提关键信

息，经过算法加工生成知识图谱，为发现新的知

识提供基础。

本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探究自闭症的相关特征，

利用”基因”、”疾病”作为切入点，研究自闭症基

因与疾病之间的相互关联，找寻主要的关联基因。

最终，我们希望构建出”基因-疾病”间的知识图谱，

完成一定的知识发现。

1.2 算法基本原理 (本章节作者：孙元辉，

胡馨月)

在本文中，使用的算法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GO富集分析和基因-疾病关联排序和依存树构建

分析。GO富集分析是一种常见的基因功能分析手

段，可在背景GO Term中，找出感兴趣的Gene所

归属的GO Term，可以将Gene与功能直接相连。

基因-表型关联排序需要对识别出来的基因-疾病作

进一步的筛选，剔除较低可信度的基因-疾病的关

联，有益于提升后续分析的可信度，也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计算的规模，加快效率，以免造成资源

浪费。依存树分析构建从语义层面找寻基因-疾病

关联。相比于共句分析方法，依存树分析构建拥

有更高的可信度。

1.2.1 本体富集分析

在本文章中，仅进行生物过程层面(BP)的基

因富集分析(GO富集分析)，将挖掘到的基因结合

其功能进行分析。GO富集分析可以使用p-value作

为富集的显著性指标，当p-value越小，这意味着

越显著，反之亦反。其中p-value的计算方法是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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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超几何分布，其定义如下:

PQ =
CQ

M ∗ C
K−Q
N−M

CK
N

其中，N: 背景GO本体中所有的基因数目；
M：背景GO本体中某个Term的基因数目；K：挖
掘出的基因数目；Q：某个Term在挖掘基因中对
应的基因数目。

p = 1−
Q−1∑
i=0

P (i) = P (Q) + P (Q + 1) + P (Q + 2) + ... + P (K)

对于给定的GO Term i和一组基因的集合，

假设有K个基因注释在GO中，并且有Q个是被注

释为Term i的基因。因此，可以通过每个Term的

累计概率去计算p-value，根据p-value筛选所富集

的Term，筛选p-value越小的越好(如有特殊要求除

外)。

在假设检验中，虽然我们会在概率低的时候

接受H1而拒绝H0，但是不能排除小概率事件偶

尔会真的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在多次检验中可

能会导致出现假阳性。而此时，引入q-value(也

称adjusted p-value) 可以衡量多次检验中的假阳

性率，对p-value进行FDR校正的目的就是控制q-

value来减少假阳性的出现。多重校正中最常见的

的是BH法。

qvalue =
pvalue ∗ n
rank

其中，pvalue：计算出的p值；n：检验次数；rank：

表示pvalue从小到大排序后的次序。

1.2.2 基因-疾病关联排序

为了选择高可信度的基因-疾病关联，我们使

用归一化逐点互信息(NPMI)对基因-疾病的关联

进行排序。

NPMI是逐点互信息的归一化形式，将逐点

互信息的值归一化到-1到1之间，如果两个词在一

定距离范围内共同出现，则认为两个词共现。其

中-1表示两个项从未一起出现，0表示两个项独立

出现，而1表示这两个项始终同时出现。在本文章

中，两个项分别是基因(G)和疾病(D)。其基因G与

疾病D之间NPMI为：

NPMI(G,D) = (ln
p(G,D)

p(G) · p(D)
)/(−lnp(G,D))

其中p(G)和p(D)分别是基因和疾病在语料库中出

现的概率，p(G,D)是观察到的基因和疾病在同一

个句子的概率。在本文中，ntot是语料库中的句子

总数，nD, nG, nG,D分别是疾病出现的句子总数；

基因出现的句子总数；基因和疾病同时出现的句

子总数。因此，上式与下式等价：

NPMI(G,D) = (ln
nG,D · ntot

nG · nD

)/(−lnnG,D

ntot

)

1.2.3 依存树的构建

依存树(Dependency Tree)是自然语言处理中

常见的一种表明依存关系的树形图，是机器翻

译中句子结构的一种形式描述方式，它可以清

晰直观地表达句子中单词之间的关系。若句子

中单词2依赖于单词1，例如主谓宾结构等，其结

果通常可以表示成(单词1，关系，单词2)的三元

组形式。依存树中每个节点只有一个父节点，其

中有一个节点的父节点是Root，也就是根节点，

这个节点一般表示这句话的谓语动词。若是以斯

坦福依存分析工具解析，则结果的单词与单词之

间通常用有箭头标识的线连接，以前面提到的单

词1与单词2为例，因为单词2依赖于单词1，所以

单词1是控制词，单词2是依存词，及它们两者间

的连线由单词1指向单词2。构建依存树的步骤大

致可以分为四步：第一，简单的短语分词；第二，

由分词转向词性标注；第三，由词性标注生成短

语句法树；第四，由短语句法树转成依存树。在

本实验中，我们将用依存树来实现关键语句的实

体关系分析，并与NPMI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1.3 处理流程(本章节作者：胡馨月，蒙静

雯，孙元辉)

在 本 文 中， 我 们 对 从PubMed Cen-

tral(PMC)获得的文章，进行实体识别，语句

分析，提取出自闭症相关的基因-疾病的关联。具

体流程如图1所示。

首先，我们需要获取文本信息，可以利

用PubTator的API抓取所需要的实体识别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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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基因-疾病关联时，需要对抓取的摘要信息

进行分词断句等基本处理后，从语句层面和语义

层面确定基因-疾病关联。先从语句层面，我们认

为当基因与疾病同时出现在一句话时，认为两者

有联系。但这样获得的关联信息是不准确的，甚

至有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文章存在一些排比

句、罗列事实等情况时，实体会大量同时存在，而

其之间却没有什么关联。而依存树分析，为语义

分析提供基础，通过分析一句话的语法结构，阐

明两个实体间存在的语义关系。相较于语句层面

的共句，依存树分析出的关联信息更为可信。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找到的基因-疾病关联给

出定量化指标，以方便我们做进一步的筛选。对

于语句层面，如果只是同语句出现，有些出现频

率过低的，可被认为是偶然出现。考虑大量的偶

然出现信息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当然也不排除低

频的关联信息会存在高价值。因此，在语句层面

上，通过NMPI数值可以筛选出高可信度的基因-

疾病关联信息。考虑语义层面时，我们将过滤两

个实体距离过大的关联对。因为距离过大表明在

语义上的关联较弱，不去除此信息可能造成过多

的无用关联(关联性较差)。

由于自闭症有专门的项目研究，并建有专门

的数据库，在其数据库中记载了自闭症相关的基

因。其中，SFARI数据库不仅记录自闭症相关基

因，还对基因有可信度评分。因此，我们认为数

据库中这些自闭症相关基因是高可信度的，可以

将这些基因作为金标准基因，用于后续分析。

1.3.1 数据获取

我们文章的实验数据来源于PubTator，该平

台对PMC收录的文献自动注释实体信息，其注释

信息囊括基因和疾病等。我们可以通过Entrez数

据库，检索PubMed中与“Autism”相关的文

献PMID(总计63736篇文章)。获取PMID后，我们

可以调用PubTator的API接口，获取到文献中自

动注释的实体信息。API接口获取的数据是标准

化输出的三部分，依次是文章的标题，文章的

摘要，以及文章中所识别出的实体信息(实际抓

取56659篇文章，因为在抓取过程中设置超时连接

后，不重试。该设定会因网络连接问题，导致一部

分文章的数据丢失)。利用简单的文本过滤可以提

取出文章的摘要以及实体信息。在我们的研究中，

我们着重于基因，疾病和化合物实体信息。通过

挖掘基因-疾病关联，找寻关键基因。

VariCarta是整合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中发现

的遗传变异信息的数据库[2]，其中包含约225万的

变异信息。该数据库包含的基因信息可以作为关

键词用于后续的实体识别及关联分析。与其相对

应的是SFARI数据库[3]，其中收录了一定的自闭

症相关基因，并对每个基因有可信度评分。在该

数据库中，基因可大致分为四类：类别1是高可信

度的基因；类别2是强有力的候选基因；类别3是

有间接性证据的基因；类别S是综合症相关的基

因。这两个数据库可以相互结合使用，作为金标

准数据。可用来粗略衡量抓取到的基因丰度与可

信度。两个数据库的内容均可直接下载。

1.3.2 数据预处理

我们的金标准基因数据最初来源于VariCarta，

将从VariCarta中全部变异信息，经过简单的加工

以后，获取到大约2万个基因，结合SFARI数据

库(共计1032个基因)，选择两个数据库中共有的

基因作为金标准基因，最终获得了999个自闭症

相关基因。基于SFARI数据库给出的基因得分和

分类标准，对找出的999个基因进行划分，其结果

为：类别1是高可信度的基因，共206个；类别2是

强有力的候选基因，共192个；类别3是有间接性

暗示证据的基因，共453个；类别S是综合症相关

的基因，共148个(表1)。

表 1: 自闭症相关基因分类. 此表自绘.
(a) 金标准基因分类情况

类别 描述 数目
1 高可信度的基因 206
2 强有力的候选基因 192
3 有间接性暗示证据的基因 453
S 综合症相关的基因 148
总计 999

(b) 文本挖掘中基因实体分类情况

类别 描述 数目
1 高可信度的基因 231
2 强有力的候选基因 113
3 有间接性暗示证据的基因 182
S 综合症相关的基因 76
总计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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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ipeline. 本图自绘，绘图工具：WPS.

1.3.3 检测基因-疾病关联

在完成文本抓取后，我们将对每一篇文章完

成关键语句的抽取，对于每一个关键语句都至少

包含两个感兴趣的实体类型(基因，疾病，化合

物)。该过程可利用nltk的断句工具，将每篇文章

的摘要拆分成若干句子。接下来，在老师提供的

关键词抓取脚本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从而实现可

以抽提所有含有至少两个感兴趣实体的句子。

完成关键语句抽取后，要进行实体关系检测，

比如基因-疾病。在本文中，检测实体关系从两

个方面出发：语句层面、语义层面。首先说语句

层面，关键语句已经是包含共句信息，无需进一

步提取，只需要将实体列表转变为实体组合并

记录关键语句；在语义层面，我们利用spaCy包

进行语义识别，分析含有的词语的主谓宾，结

合NetworkX包构建依存树，找寻两个实体间的最

短路径长度，将根节点作为两个实体间的关系。

在完成实体关系检测后，将实体作为节点，

联系作为边，可进一步构建“基因-疾病”网络，

完成后一部分的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检测过程中，存在不

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实体信息的未标准化，

造成过多的关键语句是假阳性；第二个问题是

在spaCy进行语义分析时，由于spaCy分词的问题，

会把一些关键词分割错误，这将导致路径计算的

过程中错误计算的产生。

2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流程，我们获得了自闭症相关的基

因、疾病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数据。接下来，我

们将使用NMPI、依存树分析、GO Term等方法，

对基因-疾病之间的关联进行排序、筛选，对关键

基因富集分析，并以互作网络的形式展示最相关

的一系列基因-疾病间的互作关系。

2.1 实体统计分析（本章节作者：孙元

辉）

我们将预处理过程中所获得的999个金标准基

因与文本抓取后本体识别的基因相比较，在我们

数据挖掘的结果中，基因本体一共识别出2086个

基因，约有602(60.26%)个基因包含在金标准基因

中。在识别出的基因本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基

因属于类别1基因，说明类别1基因不但高可信，

同时也是研究的重点(当然不排除语句仅提到而没

有实际研究的情况)。然而近四分之一的基因包含

在类型3基因中，说明这类基因与自闭症的关系不

明朗，研究者们想要进一步弄清楚其机制(表1b)。

在文本抽提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基因，同

时也关注疾病和化合物。我们可以通过基因与疾

病共句的频率，或者依存树语义分析获取高可信

的相互关系；而化合物中是包含药物的，我们可

以进一步将分析角度延伸到药物。

高频出现的实体意味着该实体是研究的重点

与热点，通过统计实体频率我们可以发现，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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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实体中，“丙戊酸钠”，“5-羟色胺”，“コ-氨

基丁酸”，“利培酮”，“谷氨酸”被提及的次数是

最多的，其中“丙戊酸钠”被提及次数远超其他

化合物实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化合物是研

究的重点。通过查阅文献可知，丙戊酸钠是构建

自闭症大鼠模型的诱导剂，因为产前服用该化合

物会增加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4]。“5-羟色胺”与

“コ-氨基丁酸”两者是典型的神经递质，前者是

一种能够产生愉悦感的神经递质，而后者是抑制

性神经递质，主要与氯离子通道活性有关。与两

个神经递质相关的受体GABAB是常见的神经药物

靶点。“利培酮”则是神经药物，能够缓解焦虑，

抑郁等行为。“谷氨酸”是相对特殊的物质，当其

浓度过高时，会对神经元产生毒性，导致神经元

退化，是导致神经细胞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5]。

在基因的实体中，FMRP，FMR1，oxytocin，

mTOR以及MECP2等基因的提及次数最多，其中

“oxytocin”是非常特别的基因，其中文名是催产

素，一直被认为能够加强人的社交意愿，长期被

认为是治疗自闭症的明星药物[6]；MECP2基因

主要起到转录调节的作用，对哺乳动物的学习和

记忆功能有重要的影响[7]；脆性X综合征的患者

为FMR1和FMRP基因突变，该综合征也属于自闭

症的表型之一[8]；而且，与金标准基因相比较，除

了FMRP基因没有被提及，其他都在金标准基因，

说明这些基因都是高度可信的，未来可以将这些

基因作为药物靶点，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同时，

这些高可信的基因被反复提及也说明，它们都是

人们广泛关注的，是当前相关研究的热点。

在疾病实体中均是常见的自闭症表述或行为

表现。

2.2 基因-疾病NPMI分析（本章节作者：

孙元辉，胡馨月，蒙静雯）

在这一节中，我们一共筛选出约10万条关

键语句。获取关键语句后，下一步是进行基因-

疾病的关联频次出现统计，以及完成NPMI的

计算。通过编写的NPMI计算脚本，我们总共

提取出17017条有用的关联信息。然而，我们

认为NPMI大于等于0才表示该关联信息有一

定的实际意义。基于该条件共筛选3328条可

信的NPMI信息，对筛选结果进行NPMI值排

表 2: 实体识别中高频词展示. 此表自绘.
(a) Table 1

基因 数目 化合物 数目
FMRP 1255 VPA 1742
FMR1 947 Serotonin 1385

oxytocin 917 GABA 1192
mTOR 864 Risperidone 1059
MECP2 840 Glutamate 762

(b) Table 2

疾病 数目
ASD 80038

Autism 52816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21244

ADHD 8946
Anxiety 6159

序(NPMI值从大到小)，我们发现“Fmr1-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和“GABRB3-autism spec-

trum disorder”，“SLC6A4-autism spectrum dis-

order”NPMI值最高。“FMR1”基因已经在上小

节中描述其特点，“GABRB3”基因是コ-氨基丁

酸A受体ゲ3亚单位，是GABAA受体的组成部分。

而“SLC6A4”是与5-羟色胺合成相关的基因[9]。

虽然后两个基因并没有在实体中出现很多次，但

是其基因产物(基因功能产物)在化合物实体中均能

体现。

2.3 NPMI与依存树之间的比较分析（本

章节作者：孙元辉，胡馨月，蒙静

雯）

接上一节内容，我们共筛选约10万条关键语

句。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关键语句用依存树的

形式来进行实体关系分析。通过编写的脚本，我

们总共提取出75603条信息，远远多于NPMI结果。

但是，我们认为当两个实体间的最短路径过大时，

两者的实体关系可信度低。因此我们将最短路径

大于等于3的关联信息丢弃，最终获得2310条关联

信息。

完成两种方法的计算，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

两者间的异同。首先，从最基础的关系数量而言，

通过对过滤结果统计，NPMI的结果中共有2819条

特异信息，其丰富度约为84.7%,而依存树结果中

共有1436条特异信息，其丰富度约为50.9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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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我们可以发现，NPMI的结果更为广泛，这

意味着会有较多的低频关联出现。接下来，我们

发现在NPMI结果中，重复最多的关联是“TSC-

autism”，但重复次数却只有8次，而依存树的

结果中，重复最多的关联是“oxytocin-ASD”，

其重复次高达54次(表3)，这样的结果进一步说

明NPMI中的结果更为广泛，能提供的信息可信

度有限。

从所包含的信息来看，NPMI在未去除低质

量关联时，其包含1236个基因，615种疾病。而

在过滤后，仅剩余981个基因和45种疾病，其中

基因丰度下降20约%，疾病丰度下降近92.7%，

说明大多数疾病还只是被提及或沾边，而不

是真正的有关联。对于依存树结果而言，未

过滤之前包含1171个基因，807种疾病。在过滤

之后，仅剩下458个基因和149种疾病，分别下

降60.9%和81.54%，下降幅度非常大，说明依存树

保留的结果是高度集中的，这点从频次结果上也

能看出，保留下来的出现频次较高。

最后一个角度，从两者所包含的共有信息

来看，两者共有422个基因和39种疾病(图2右上)。

而NPMI结果中独自拥有的基因为559个，超过

两者共有基因数；而依存树结果中只有36个，

进一步说明依存树的结果可靠性高。在疾病方

面，NPMI结果有6种独有的疾病，而依存树则

有110种。这说明两个方法所集中的疾病有明显

差异，显然依存树在疾病信息上包含更多的多样

性。

表 3: 高频共句的基因-疾病对，此表自绘.
(a) NPMI中的基因-疾病对

Gene Diease Count
TSC autism 8
TSC ADHD 6

FMRP ADHD 5
FMPR ASD 5

(b) 依存树中的基因-疾病对

Gene Diease Count
oxytocin ASD 54
PTEN ASD 45

oxytocin autism 23
SHANK3 ASD 20

2.4 基因-疾病网络展示（本章节作者：胡

馨月，孙元辉，）

最后，我们会在这一节中展示最相关的一系

列基因-疾病的互作网络。我们以基因和疾病本体

为节点，本体间关系作为边，构建出基因-疾病网

络，其中连接度越高的节点，代表作用关系多，也

说明越重要。一般来说在生物体中的网络是符合

幂律分布的，即少数的节点连接度高，多数的节

点连接度极低。在我们构建的基因-疾病网络中，

也呈现出这种特点。而且NPMI的网络与依存树结

果相比，NPMI有更高的度节点，与NPMI有更广

泛的信息相呼应(图2左上)。

当我们用可视化方法呈现时，会发现有些节

点非常的庞大，这是因为在绘图过程中，设置了

连接度与节点大小相关。庞大的网络不方便直接

查看，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核心子图来进一步可视

化结果。

为进一步分析和展示网络结构，我们采用介

度中心性对这些节点进行排序，寻找Hub节点。介

度中心性是一种基于最短路径的中心性度量方法，

可以用来衡量节点承载流量的能力。量化这种能

力的方式是计算连通图中每对节点之间的最短加

权路径。当一个节点越频繁出现在最短路径上，

它的介度中心度得分就越高，该节点承载流量的

能力越强。

Cb(v) =
σst(v)

σst

σst：节点s到节点t的最短路径数；σst(v):节点s到

节点t的最短路径中经过了节点v的路径数目。

我们将排序后的介度值在前20%所对应的基

因提取出来作为核心网络的节点，并保留节点间

的边。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在取出高介度

节点绘制子图时，会导致部分连接的丢失，造成

一定的信息损失。

从 图2左 下， 图2右 下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即便是在核心子图的情况下，仍然有几个

大节点存在，并且两者共同的大节点均是

“MESH:D000067877”，对应的是“ASD”，即

自闭症的英文缩写。另有一些高度数基因

节点，例如左图中的“775”，对应的基因是

“CACNA1C”，该基因与钙离子通道有关，在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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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突变情况下，会产生神经性疾病[10]。而右图

中“13799”对应的基因是“EN2”是一种参与中

脑/后脑区域区域化和模式化的同源域转录因子。

该基因的非调控表达与自闭症有关[11]。

通过上面的两个实例以及网络图，我们可以

挖掘出基因-疾病间的关系，核心基因便可作为核

心的靶点，作为药物研发的重点。从构建网络，到

理解网络、分析网络，最后到应用网络，这应当

就是构建知识图谱最大的意义。

2.5 自闭症基因的GO与KEGG富集分析

（本章节作者：胡馨月，蒙静雯）

在这一步中，我们将文本挖掘出的453个

高可信度的自闭症基因进行GO与KEGG富集

分析，以此实现基因与其对应的功能相连接。

GO与KEGG是两个基于不同的分类思想而储存基

因相关功能的数据库。GO数据库又称基因本体数

据库，它把基因的功能分成了三个部分：细胞组

分(cellular component, CC)、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 MF)、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 BP)。

而KEGG数据库除了对基因本身功能的注释外，

还包括基因参与的人体的各个通路的相关信息。

富集是常见的将基因功能与表型连接起来的信息

处理手段，在生物信息学分析中经常使用。我们

利用R包clusterprofiler、enrichplot等，对高可信

度基因分别进行生物过程层面的GO富集分析与

整体通路的KEGG富集分析，并针对富集结果的

前十位绘制对应点图(图3)。

图3左侧为GO结果图，我们可以从中发现，

在生物过程层面中，“学习与记忆能力”、“认知

障碍”、“社会行为”等过程，这些生物过程都是

典型的与自闭症相关的症状，“前脑发育”、“化学

突触传递调节”、“跨突触信号的调节”、“神经递

质水平的调节”等是极大可能造成生理性自闭症

产生的生物过程。众所周知，自闭症患者常表现

出认知障碍，而且大部分文献报道也指出，神经

信号的传递异常也是导致自闭症的重要原因。此

外，自闭症属于一种神经发育疾病，尽管这一疾

病一般是基于受限的兴趣和重复的行为两种核心

行为、辅以社交互动和交流的困难的主要表现来

诊断的，但这些特征的出现是由于大脑不同部分

的形成和相互连接的改变。其中前脑最终会发育

成大脑皮层、基底神经节、海马体、下丘脑以及

其他在人认知、记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

自然与自闭症的形成有很大的关联。[12]。

图3右侧为KEGG结果图，前十个通路中，包

含三个嗜瘾性通路、两个信号通路、两个能量突

触和昼夜节律相关、粘附连接、赖氨酸降解通路

各一。安非他命、可卡因、尼古丁这三种毒品

对人体神经的破坏与不良影响在此就不再赘述。

cAMP信号通路与甲状腺激素的信号通路，前者

为G蛋白耦联受体所介导，胞外受体结合调节腺苷

酸环化酶活性，通过第二信使cAMP水平的变化，

将细胞外信号转变为细胞内信号；后者激活细胞

内其他的信号转导级联反应，调节人体细胞的正

常发育和分化。能量突触在维持神经传导功能上

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谷氨酸能突触是大脑中主

要的兴奋性突触类型，多巴胺能突触可以调控运

动活动性、强化学习和动机。这些通路都与自闭

症的表现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GO与KEGG的富集结果对自闭症

原理的探究与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研

究者们可以针对这些位点和通路进行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明确致病机理，开发针对性的药物，以

此来预防、缓解或治疗自闭症。

3 后记

这次课程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无论是小组内

的沟通合作，组间的思维碰撞，还是与夏老师的

交流讨论，都是宝贵的学习经验。小组和老师讨

论是拓宽思路的机会，也可以学习到宝贵意见，

为后续的实验少走弯路。虽然拟定研究课题与操

作实践的用时较短，文本挖掘与知识发现的深度

也十分有限，但是通过这次实验，小组成员们的

动手实操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胡馨月）

通过近些年的研究统计来看，智力水平正常

但因为患有自闭症而无法进行人际交儿童数目正

在增长，虽然这样的上升趋势可能与大众对自闭

症日益升高的关注程度有关，但分子水平的遗传

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其中联系值得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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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PMI与依存树网络分析结果展示. 本图自绘，绘图工具：Python.

图 3: GO与KEGG富集结果图. 本图自绘，绘图工具：R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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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去探索。本次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出自闭症

相关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我们的思路是结合

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发现这门课程中所学习到的

内容，对PubMed上与自闭症相关的文献进行文本

挖掘与知识发现，最终整合出高可信度的基因-疾

病关联，并找出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基因。

在确定了论文撰写的大致方向后，我们首先

查找并阅读了一篇与我们想要研究的方向相关性

较强的文献。了解到了之前的科学家在研究类似

问题的时候的相关原理与操作方法，并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明确了我们初步的研究步骤：首先，通

过爬虫从PMC中获取与自闭症相关的研究文章作

为粗文本；其次，对粗文本进行断句等处理，探

测句子水平的基因-疾病关联；然后，用NPMI对

基因-疾病关联进行排序，筛选出可信度高的关联，

进行GO分析与KEGG分析；最后，对挖掘得到的

重要信息进行可视化，运用软件绘制基因-疾病网

络图。

与夏老师讨论之后，我们改进了数据获取这

一步骤，决定利用PubTator快速抓取文献关键词

的功能特点，获得PubMed中自闭症疾病与相关基

因的文献摘要。此外，寻找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

联时，不完全依赖于自动化处理。需要预设句子，

以防一些重要的信息在自动化处理过程中被筛去，

例如利用spaCy找主谓宾关系，结合共句的方式，

提高关联寻找的准确性与可信度。引入依存树分

析，不仅可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还能与NPMI的

共句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对关系抽提有了更深层

次的认知。

具体操作时，我们使用了Ubuntu这一基

于Debian Linux的操作系统进行相关文献的获

取与处理，总共爬取了56659篇文献，筛选出

这56659篇文献的实体与摘要，以备后续处理。之

后，我们对提取内容按照化合物（Chemical）、基

因（Gene）与疾病（Diseases）进行分类与标签，

并统计每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对于语义层面

的关联分析，我们利用spaCy和NetworkX包，完

成构建依存树，并根据两个实体间的最短距离

确定关联信息。对挖掘出来的基因，先将其与

金标准基因相比，提取出其中包含在金标准基

因中的602个基因，匹配对应的ENTREZID，使

用R包clusterProfiler进行GO分析并绘制点图，对

富集结果内信息进行解读。最后，是基因-疾病网

络图的绘制。以基因和疾病本体为节点，本体间

关系作为边，构建出基因-疾病网络图。为了进一

步展现每一个基因的重要性，我们还采用了介度

中心性对节点进行排序，绘制了一张核心网络图，

将挖掘出的信息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胡馨

月）

归一化逐点互信息（NPMI）与部分一致性评

估指标参考了文献Text mining of gene–phenotype

associations reveals new phenotypic profles of

autism-associated genes[13]。挑选这篇文献作为

参考来源的主要原因是其研究对象为基因-表型关

联，对我们研究的参考价值很大。同时，这篇文

献所提供的数据包含大量其他数据库有关自闭症

的基因，很大程度上补足了我们实验因为时间有

限而缩小的数据获取量。

此外，当前完成实验操作的部分还参考了

余思克学长，邵燕涵学姐上传至Git-hub的代码

和简书上NiKasu的有关“GO富集分析R语言代码

及5种图的绘制”[14]的笔记。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孙元辉）

首先，我们需要获取数据：PMID的获取，以

及PubTator的API使用，可以与第五部分相结合。

该部分讲述如何操作利用PubTator的API进行实

体抓取，该技术可作为我们开展实验的实践基础，

帮助我们有效地获取实验所需的文本数据。

其次，GO富集分析或HPO富集分析，与课程

的第四讲相结合。在理论课上学习到富集分析的

理论基础，并教会我们如何计算p-value，让我们

对一些算法背后的原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基于

此，我们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

最后，依存树分析与我们课程的第六部分相

结合，从句法分析入手，一步步指导如何构建依

存树，以及如何完成最短路径寻找。借助此方法，

可以完成两个实体间的关系识别，这一步相比于

语句层面的共句分析，大大提高其可信度，但该

过程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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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孙元辉）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我们其实并不知

道PubMed的文献可以这样去抓取，阅读和分析。

在抓取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是Linux和Shell的编程

技能，基础的命令还好，但是比较高级的正则表

达式与awk的运用还是不够熟练，这次的项目加深

了对该工具的认识以及技能的掌握程度。

再者，在进行共句分析时，体验到了优劣代

码对运行速度的不同影响，三重循环的时间复杂

度实在是太大了！对时间复杂度的优化需求变得

非常迫切。降低时间复杂度，有种类似解放生产

力的感觉。当利用group分组替代双重循环判断

时，时间复杂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好的代码不

仅能完成目标，还要有效率。我们现阶段的代码

水平，可以先完成代码目标，再一步步优化效率。

优化效率的过程有一种月底要到了，快要没生活

费，如何规划吃饭的感觉。苛求每一小段时间都

不要浪费，必须要用得恰到好处。

另一个方面，有效的技术也是很重要的，如

果用简单的共出现在一句话里作为共句的衡量标

准，会出现许多无意义的共句(比如举例论述过程

中)，因而需要专业的库辅助完成这些事情，有一

种术业有专攻的感觉。spaCy引入的依存树方法，

从原理上就超越共句，在语义上的联系会比简单

的共句的联系要强得多，而且假阳性也会更少。

合理利用现有的技能，适当地拓展技能去完成目

标，是非常锻炼能力的过程。在拓展一个领域知

识的时候要学习的东西都是崭新的，需要花时间

去消化，去理解。这个过程可以有人指点你，帮

你加速学习，但是这个学习过程一定要自己亲身

去经历。

最后一点，学习代码可以先参考代码。学习

别人的代码，在他人的代码之上进行再开发。一

方面，可以给当前的瓶颈的问题带来新思路；另

一方面，再开发有利于优化代码，拓展代码技能。

写代码多学技巧，能利用巧劲完成复杂的事情！

总的来说，完成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个代码

实现，好像都是从原理出发，然后一步步拆解，

最后实现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弄清楚想做什么，

接下来就把任务拆解成多个小部分，最后我们再

将每一部分的成果拼接到一起。完成初步代码以

后，也就是能跑通了而已，难点就会落在如何优

化代码效率，如何提高精确度。对这个项目而言，

现在仅仅只是完成初步的跑通，但是对于优化这

个部分，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孙元辉）

本次实验，全员参与项目设计、推进和讨论，

孙元辉为项目的总思路与方向进行设计。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孙元辉主要负责代码编写与结果分

析，胡馨月主要负责测试代码、反馈问题，蒙静

雯主要负责作图与论文的完善和修改。在论文书

写过程中，初版本撰写由三人分工分块完成，后

期轮流修改、加工、完善。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孙元辉）

本课程论文的优点大致有以下两点：第一，

结合了前人研究的数据库，能够确定一些金标准

的自闭症相关基因。这些金标准基因既可以作为

文本挖掘的有效性以及广度的衡量标准，又可以

与挖掘数据相互结合补充；第二，在获取关联信

息时，在语句层面和语义层面都有尝试，并简单

进行两种方法的结果比较，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关

联分析的理解。第三，对构建出的基因-疾病网络

本身的网络性质研究，度分布，节点介度都是网

络基本性质，但能反映一些信息，度高可能说明

关联强，介度高说明是核心枢纽，非常重要。

除了优点外，缺点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次实

验最大的不足是没能实现实体的标准化，现阶段

能够实现的只是将注释出的信息与基因进行关联

分析。但实际上，注释出的信息有一定的冗余性，

想尽可能地去冗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注释

信息。其次，由于有参考文献的影响，一开始的

思路并不是与PubTator抓取的实体信息相符合的，

后续的分析计划也是与文献配套的。后续思路调

整以后，要将其分析方法改变与提高，考虑方法

是否恰当合适。最后，依存树分析的时候，其实有

很多失败的句子，这些句子没有被成功分析，多

半是因为含有“-”，“\”等符号造成的。这些异
常值的处理，仍是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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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假设多出30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孙元辉）

假如多给我们30个工作日，首先，我们会优

化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例如，去冗余与关联

判断都较为粗糙，对于依存树失败的句子没有进

行进一步的补救，使其能够进行再利用。而且，由

于词性，断句等问题，依存树识别出的关系有非

常大的冗余性，这与实体冗余不同，这是词性未

能统一造成的。其次，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

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如果想要拓宽广度，我们可

以将基因与药物进行进一步的关联，药物可以作

为新的切入口进行进一步的展开，与其他数据库

结合，对数据进行多维度多类型的整合，这一点

也与夏老师讨论过；想要挖掘深度，就针对找寻

到的基因，关联多个数据库，确定该基因的功能

等。将原本广泛的捞基因，变成针对初步挖掘出

的重点基因进行深挖掘。最后，我们想融合一些

新的技术，在此数据的基础上做出一些不一样的

尝试，从而做出新东西，如文本嵌入，图神经网络

等，将此次项目作为一个起始点，而不是终点。

关于周工作计划，我想第一周需要完成的是

如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以及断句的正确性。这

是分析质量提高的关键，能将数据规整清晰，将

“脏数据”转换成充满信息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也是非常耗时的。第二周估计就需要开始着

手文章中的分析流程了，但是由于数据规模变大，

代码运行效率应该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这个过

程的代码要进行优化，即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

成任务，如何更高效地利用计算机。第三周和第

四周，算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获取到的新数据，

我们将如何进行分析与挖掘，这值得进一步的思

考。此外，我们还想融入新的技术进去，但是该

如何去实现仍是问题。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工

作更多的是一种针对数据而言的自由探索。

3.8 总结展望（本章作者：蒙静雯）

自闭症是一种谱系障碍，其症状的类型和严

重程度各不相同。了解基因-疾病关联对阐明疾病

机制和推进其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目前，自闭

症作为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类疾病发病率持续上

升，但其病因仍是未解难题。自闭症多数病例的

发育异常开始于婴幼儿期，但均在5岁之前已表现

明显。他们的主要障碍表现在与人交往、交流沟

通、兴趣和行为等方面的异常。个体症状的严重

程度差异较大，有的在不同年龄阶段症状表现也

可能发生变化，有的还可持续到成年。

现今已有多个数据库存储了大量的基因-疾病

关联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来源于基因实验。然而，

很大一部分基因与疾病的关联仍然隐藏在自闭症

相关的文献中，研究自闭症相关基因与疾病关联

的资源有限。鉴于自闭症相关文献的数据量较大，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来挖掘孤独症相关基因和

疾病，是寻找自闭症基因-疾病关联的不二之选。

生物文本挖掘和知识发现领域是一个跨学科

的交叉领域，可以在多方面辅助生物医学科研人

员，在实现疾病的辅助治疗、新药研发和老药新

用等方面有积极作用。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可以

帮助研究人员发现文献中隐含的生物医学知识，

国外对文本挖掘方法的研究较为广泛，科研人员

可以利用这些文献获取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不仅仅是针对自闭症，在未来我们还能将文

本挖掘和知识发现技术应用到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上，例如阿尔茨海默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因此，该

技术可以为所有神经系统疾病提供基因-疾病关联

的综合数据库，以研究不同神经系统疾病中每个

基因的表型模式及其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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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有，在1.3.3小节：检测基因-疾病关联，

提出Spacy路径分析存在的问题。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有潜在风险，如PubTator抓取过程中，

可能导致被NCBI封IP，这一点在文中并没有提

到。我们是通过设置休息时间4.5s来避免这个事

情。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是，在摘要中，说明主要的两种关联分

析方式，以及我们分析的目标。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是，在1.3节中，我们获取原始的文章摘

要信息和实体注释信息。通过初步分析，我们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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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计算

嵌⼊计算，Word2Vec,BERT,BioBERT, 这都是近些年比较流⾏的词汇。

– Jingbo Xia

项⽬要求：

使⽤课程提供的嵌⼊计算脚本，获取⽣物本体的嵌⼊，初步了解背后的原理，对嵌⼊的结果进⾏分

析或者解读。

相关论⽂两篇:
张世龙，⾼飞宇，严晶《图表⽰学习在 Covid-19 ⽂献挖掘和知识发现中的应⽤》

周诗佳，王超逸，祝匡正《嵌⼊计算在⽔稻⽂本分析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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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图表示学习在 Covid-19 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中的应用》

课程论⽂ GitHub ⽹址：

https://github.com/zhang-shilong/BioNLP-course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zhang-shilong/BioNLP-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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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示学习
在 Covid-19 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中的应用

张世龙 1, 严晶 1，高飞宇 1

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自从被发现以
来，经历了地方性流行、流行、大流行的过程，并
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蔓延。疫情爆发两年多以
来，Covid-19已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话题之一，目
前已有大量相关报道与文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包括命名实体识别、关系识别、语法依存树的构
建、词嵌入与图嵌入的研究等，为大规模文本处理
和知识发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本项目中，我们从
PubTator 获取文献实体标注信息开始，到知识图
谱的生成，和图表示学习与信息挖掘，最终预测出
Ritonavir 和其抑制物 CYP3A4 的相关结论。

Codes availability: https://github.com/
zhang-shilong/BioNLP-course。

关键词: NLP，Covid-19，图表示学习，知
识发现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高飞宇）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
个重要方向，它研究能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用自然
语言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理论和方法。选修该课程
目的在于学习通过对文献中的文本数据进行挖掘
的技能，更高效地获得知识发现，优化研究方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
京时间 2022 年 4 月 7 日 6 时 30 分左右，全球累
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494928850 例，累计死亡病
例 6186342 例，对世界各国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影响，目前相关文献数目庞大，但我们对其了解还

不够深入。因此选取该课题旨在高效挖掘文献摘要
中的实体信息并进行知识发现，为 Covid-19 相关
研究如致病机理、药物靶点、疫苗研发等，提供一
定的参考意义。

本项目期望从文献中获取“主语-谓语-宾语”
三元组构建知识图谱，利用图表学习算法挖掘出化
合物与 Covid-19 相关基因的关系，如新冠病毒某
个基因的表达受到某个化合物的激活作用等。

1.2 该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张世龙）

我们计划从 Covid-19 相关的科学文献中识别
命名实体，再抽取“主语-谓词-宾语”的三元组信
息，将自然语言转换为知识图谱，再使用链接预测
算法挖掘基因和化合物之间的隐含信息。

知识图谱是一种便于进行推理的图结构。面向
知识图谱的推理主要围绕关系的推理展开，即基于
图谱中已有的事实或关系推断出未知的事实或关
系，一般着重考察实体、关系和图谱结构三个方面
的特征信息。具体来说，知识图谱推理主要能够辅
助推理出新的事实、新的关系、新的公理以及新的
规则等。

链接预测（Link Prediction）是图表示学习的
应用方向之一，其方法是将知识图谱中实体和关系
的内容映射到连续向量空间中，对知识图谱中的关
系进行预测。链接预测算法在生物医学领域可以用
于发现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实体，在我们的项目中
用于发现可能有关联的“基因-化合物”，即寻找哪
些化合物对基因可能产生作用，进而为 Covid-19
治疗挖掘可能有效的药物。

我们定义一个有标签的有向图，即多个不同标
记的边可以连接相同结点对的图，表示为知识图谱
KG = (E ,R,G)[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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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表示结点的集合，每个结点对应一个实体；

• R：表示关系的集合；

• G ⊆ E × R × E：边集，表示每对关联实体及
其关系，每个元素表示为一个三元组 ⟨h, r, t⟩，
其中 h 是头实体，r 是关系，t 是尾实体。

链接预测的任务是利用知识图谱中的现有事
实来推断缺失的关系，相当于预测三元组 ⟨h, r, t⟩
的某个缺失部分。链接预测的数据集通常是由真实
世界的知识图谱采样得到的，这些采样得到的小型
知识图谱也分别具有自身的结点集 E，关系集 R
和边集 G。为方便研究，G 被分割为训练集 Gtrain、
验证集 Gvalid 和测试集 Gtest。

1.2.1 损失函数

在训练中，嵌入通常是随机初始化的，然后使
用梯度下降的反向传播等算法进行优化。模型还可
以学习不特定于任何神经网络元素的其他共享参
数（例如，神经层的权重）。链接预测算法可以作
为一种有监督的学习任务，将网络中存在的边都视
为正样本，不存在的边都当作负样本，训练过程最
终旨在为嵌入和共享参数找到最大化正样本的合
理性同时最小化负样本的合理性的值。在训练集中
的正样本表示为 Gtrain，负样本表示为 Gcorrtrain。损
失函数需要综合考虑 Gtrain 和 Gcorrtrain 中所有关系
的分数。

负对数似然（Negative Log-Likelihood，NLL）
是一种标准的损失函数，且在链接预测领域广泛流
行：

L =
∑

⟨h,r,t⟩∈Gtrain ∪Gcorr
train

log
(
1 + e−yhrtϕ(h,r,t)

)
其中当 ⟨h, r, t⟩ ∈ Gtrain时，yhrt = +1；当 ⟨h, r, t⟩ ∈
Gcorrtrain 时，yhrt = −1。在这个公式中，得分较高的
阳性样本会降低 L，而得分较高的阴性样本会增加
L。因此，最小化 L 意味着最大化训练集正样本的
分数，同时最小化训练集负样本的分数。

1.2.2 链接预测方法

根据不同方法的损失函数和空间复杂度，链接
预测方法可以分为 3 大类，分别是张量分解模型、
几何模型和深度学习模型 [1]。

深度学习模型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执行链接
预测任务。在链接预测领域，知识图谱嵌入通常与
层的权重和偏差一起学习，这些共享参数使这些模
型更具表现力，但训练时间可能更长，更容易过度
拟合。根据他们使用的神经网络结构，可以分为三
种：（i）卷积神经网络，（ii）胶囊神经网络，以及
（iii）递归神经网络（RNN）[1]。

在以上三种网络模型中，卷积神经网络是用于
链接预测实例最多的神经网络模型。这些模型依靠
卷积层对输入数据（例如，知识图谱训练集关系中
的嵌入）进行卷积，并应用低维滤波器 ω。结果是
一个特征图，然后通常将其传递到其他网络层，以
计算关系分数。我们的项目中可能会使用卷积神经
网络作为深度学习模型完成链接预测任务。

胶囊神经网络由一组称为胶囊的神经元组成，
胶囊对输入的特定特征进行编码，例如图像中特定
物体的存在。Capsnet 可以像卷积网络那样识别这
些特征，而不会丢失空间信息。每个胶囊将其输出
发送到更高阶的胶囊，连接由动态路由过程决定。

递归神经网络使用一个或多个重复层来分析
从训练集中提取的整个路径（事实序列），而不是
单独处理单个事实。循环跳过网络（RSN）是专门
为链接预测算法设计的一种 RNN。由于实体和关
系的变化，基本 RNN 可能不适用于链接预测，因
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层来积极考虑这一方面。由
此产生的 RSN 模型通过有偏随机游动学习从训练
集中提取的整个路径，并使用一种特别优化的基于
类型的 NCE 损失。

使用图神经网络进行链接预测主要分为以下 5
步：

1. 导入图数据；

2. 分割数据集（划分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3. 标注正样本、采样负样本；

4. 训练神经网络；

5. 测试模型效果。

1.2.3 评估指标

在知识表示学习领域，普遍采用链接预测实
验对模型的效果进行评估。在链接预测预测任务
中，我们需要将测试集中的每个三元组 ⟨h, r, t⟩ 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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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实体（h）或尾实体（t）依次替换为字典里的
所有实体。这些替换后的三元组被称为 corrupted
triplets，即损坏的三元组。然后我们通过模型的评
分函数对这些 corrupted triplets 进行评分并降序
排列。显然，由正确的实体构成的那个三元组的排
名越靠前，说明模型对实体的预测能力就越强。

对于链接预测任务，主要有 Mean Rank 和
Hits@K 这两项评测指标。

在完成评分排名后，找到正确的三元组，整个
测试集的所有正确三元组的平均排名就作为 Mean
Rank（MR）：

MR =
1

|Q|
∑
q∈Q

q

由于 MR 对异常值极其敏感，因此逐渐被 Mean
Reciprocal Rank (MRR) 替代：

MRR =
1

|Q|
∑
q∈Q

1

q

而 Hits@K 则指的是正确三元组排在前 K 名的
概率，即排在前 K 的个数与总个数的比值：

H@K =
|{q ∈ Q : q ≤ K}|

|Q|

2 研究方法

2.1 PubTator 实体标注（本章节作者：严
晶）

文献知识发现的实现首先需要从 PubMed 获
取 Covid-19 相关文献的 PMID。虽然可以直接从
官网匹配筛选条件进行下载，但考虑网站下载数
量以及速度的限制可能会产生的大量人力物力成
本，因此选择了使用 NCBI 提供的 Entrez 获取
PMID。

Entrez检索库是一个检索系统，可以快速高效
地实现从 PubMed 上下载满足条件的文献 PMID、
标题、摘要等。通过设置文献筛选的限制条件，包
括词汇匹配以及时间限制等，Entrez.esearch 可以
实现有关文献的检索。

我们使用 Python 语言的 Biopython 库，以
“Covid-19”为检索条目，要求出版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从 Entrez 获取

PMID 共 81290 条。
PubTator作为一个基于 web的生物类自动化

文本挖掘工具，易于操作，能够实现特定于实体的
语义搜索并为计算机辅助生物鉴定提供预注释，自
动对实体进行识别标注。Pubtator 可以识别并标
注的实体类型有基因、疾病、化合物、突变、物种
和细胞系，能够为生物医学文献的注释提供极大帮
助。

我们使用 Python 语言调用了 PubTator 的
API，获取 PMID对应文献的标题、摘要和实体标
注结果。由于 PubTator 要求每秒请求次数不能超
过 3次，所以该步骤耗时极长，我们将其部署在服
务器上运行。最终获取 PubTator 标注 994561 条，
其中基因标注 56091 条，化合物标注 69362 条。

2.2 实体频次统计（本章节作者：高飞宇）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 PubTator对 Covid-19
相关文献的实体标注信息，可以对实体频次做进一
步统计分析。

为了推测出对 Covid-19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们对所有化合物标签进行统计，可以得到在这些
文献样本中被讨论最多的与 Covid-19 相关的化合
物，如表1所示。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基因和
Covid-19 突变类型的可视化，如图2.3所示。

这些化合物可能对 Covid-19 的治疗有一定帮
助，因此对这些化合物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筛选
后，发现出现次数较多的化合物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 Covid-19 相关基因的靶标化合物，另一类
是抗 RNA 病毒感染的化合物。Covid-19 为正链
RNA 病毒，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些化合物可能
与 Covid-19 的治疗相关。

Remdesivir是一种核苷酸模拟前药，具有广泛
的抗病毒活性，在治疗恒河猴 SARS-CoV-2 感染
模型中发现，Remdesivir治疗的动物的肺病毒载量
较低，对肺的损害也有所减少 [2]，这对于 Covid-19
的临床治疗有极大的参考意义。酒精（alcohol）一
直以来也被认为是肺部病理生理学的一个促成因
素，酒精肺是 Covid-19 易感性和严重程度的负面
后果的极有可能并发症 [3]，所以在 Covid-19 大流
行期间，alcohol 的合理使用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实体频次统计过程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化合物
可能对 Covid-19 的治疗有作用，通过研究这些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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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ovid-19 化合物标注频次统计。本表自绘，数据来源：统计 Pubtator 标注的实体
化合物类型 标识符 频次 描述

oxygen MESH:D010100 2759 氧气
remdesivir MESH:C000606551 2008 瑞德西韦

alcohol MESH:D000438 1779 酒精
omicron - 1401 奥密克戎

tocilizumab MESH:C502936 1323 白介素-6(IL-6) 受体抑制剂
dexamethasone MESH:D003907 874 地塞米松

表 2: 基因和化合物关系。本表自绘，数据来源：统计已标注实体的共句情况
基因 化合物 频次 描述
Spike Omicron 72 Omicron 与 Spike 的突变有关
ACE2 Omicron 44 Omicron 突变改变了与 ACE2 的结合性

TMPRSS2 serine 40 TMPRSS2 与丝氨酸有关
C-reactive protein oxygen 39 该蛋白与氧气有关，可能是无效关系

PF4 heparin 34 PF4 与 heparin 有关
ACE2 creatinine 24 ACE2 与 creatinine 有关

favipiravir

serine

CD4

sialic acid

PF4

hydrogen

hACE2

Spike

Omicron

Remdesivir

AZD1222

C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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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ran sulfate

sp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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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因和 Covid-19 突变类型关联可视化。本图自绘，绘图工具：Cyto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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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或可发现 Covid-19 治疗的新方法。
实体频次统计过程中发现，同义实体可能具

有多个名称，例如 Spike、S protein 和 S 都表示
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和 covid 都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老
师建议我们使用 PubTator 标注的 ID 作为该实体
的标识符，此时需要确定同义词的标准名称。

2.3 共句分析（本章节作者：严晶）

针对 PubTator 标注的实体，我们认为当两个
实体倾向于出现在同一语句中时可以说明它们之
间存在着某种潜在关联。通过 Python 编写的程
序，我们对之前步骤中处理过的基因实体数据、化
合物实体数据，以及摘要数据进行了读取，并尝试
了通过判断基因与化合物是否存在于同一语句中，
确定其中的潜在关联，并格式化输出了 Covid-19
相关的基因与化合物之间的互作关联文件，以便于
后期 Cytoscape 的读取与可视化，部分结果如表
所示。

当两个实体出现在基因-化合物关系结果中时，
有以下四种可能情况：

• 新冠病毒的某个基因受某种小分子化合物或
药物作用，而改变其传播性或生理活性；

• 新冠病毒受体的基因受某种小分子化合物或
药物作用，而改变受体与新冠病毒的结合性；

• 无明显关联的基因和化合物，该情况在共句分
析中同样会出现。

我们期望通过实体的共句分析，确定基因与
对应化合物之间的互作关联，进而为药物靶点筛
选、Covid-19 病毒入侵机制的研究以及 Covid-19
的预防与监控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对此，我们针
对基因-化合物的互作关系在 Cytoscape 进行可视
化，绘制了关联网络，以直观展示它们的关联信
息。图中显示了 Omicron 与 Spike 有高度的关联
性，而与 Tip、CD20 和 RBM 等基因关联度较低。
以 Omicron 例，Omicron 与 Spike 相关联，该刺
突蛋白突变可以抑制机体产生免疫应答，对病毒起
到保护作用 [4]，这进一步说明了 Omicron 化合物
的存在可能与刺突蛋白的表达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关系。除此之外，creatinine 与 C-reactive protein

呈现强关联，该基因与化合物呈现的高度相关性
在众多文献中均有证明，因此也从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本实验的可靠性。同时，ACE2（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 2）基因已被证明是新冠病毒刺突蛋白感染
细胞的主要受体，serine、aldosterone 等化合物与
ACE2 基因的高度关联性也为我们从新冠病毒有
关化合物与基因的相互作用入手探索新冠病毒变
体感染力改变的关键因素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共句分析只能表明某两个实体之间存在关联，
但不能确定关系的类别。下面我们将抽取关系生
成“主语-谓词-宾语”三元组，生成知识图谱来助
力隐含信息挖掘。

2.4 三元组抽取（本章节作者：张世龙）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获得了哪些实体倾向于出
现在同一语句中，即已经获取了“主语-谓词-宾语”
三元组中的主语和宾语，而谓词包含了两个实体之
间的关系，对于知识推理非常重要。本章节中，我
们主要研究完整三元组的抽取方法。

spaCy 是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一个 Python
库，它包含多种已训练的模型，以此来执行一些与
NLP 相关的任务，例如词性标记、命名实体识别
和依存关系解析。spaCy以其高功能性和高灵活度
著称，开发者自行训练的模型或开发的插件等都可
以方便地接入 spaCy，这极大地提高了 spaCy 在
生物医学文本上的适用性。

2.4.1 模型选用

在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使用领域专业文
本训练的模型准确率会得到极大地提高。Scis-
paCy 便是一个以 spaCy 为基础开发的 Python
库，其中包含了用于处理生物医学、科学或
临床文本的 spaCy 模型。我们分别使用了
spaCy 模型 en_core_web_sm 和 ScispaCy 模型
en_core_sci_sm 对同一文本的命名实体识别进行
测试，查看两个模型的实体识别准确度。

测试文本：
SARS CoV-2 is the causative ag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19 (Covid-19).

spaCy 实体识别结果：
SARS CoV-2 ORG is the causative agent of coro-
navirus disease-19 PERSON (Covid-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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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paCy实体识别结果（识别类型全部为 EN-
TITY）：
SARS CoV-2 is the causative ag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19 ( Covid-19 ).

spaCy将 CoV-2识别为组织，将 disease-19识
别为人名，且都没有识别出完整的词汇。ScispaCy
实体识别基本正确，仅未识别出 SARS 和 CoV-2
应为一个实体，这可能是 SARS（非典型性肺炎）
已经是一种病的名字导致的。

两个模型得到的句法依存树等结果也不相同，
且 ScispaCy 的 en_core_sci_sm 模型在生物医学
文本上有明显优势，后续将使用 ScispaCy 的模型
继续分析。

2.4.2 句法依存分析

句法依存树是句法分析的重要方法，它是用
来提取句子中所有从属词（dependent）的支配词
（head）以及二者依存关系（dependence relation）
的方法。spaCy正提供了这种语法依存树的分析方
法，且和 NetworkX 结合，可以简单地实现可视化
和最短路径搜索。而对于如何从句法依存树中获取
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即三元组中的谓词，我们产
生了不少争论。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使用句法依存树的根作为
谓词，必要时还可以添加根的修饰词，以精确确定
谓词。但是，论文摘要中的句子多是长难句，且重
要内容总是出现在从句中。例如下面这个句子是论
文摘要中的常见结构，通常以“我们发现了”、“我们
认为”等开头，而重要内容位于宾语从句中（Pub-
Tator 识别出的实体用矩形标识，句法依存树见
图2）。从下面这个句子中获得的根是“found”，显
然不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直接从句法依存树获
取根和根的修饰词作为关系，是不合理的。
In this work, we have found that the prodrug
HAO472 directly binds to Nsp9 , establishing re-

placement of the labile ester with a bioisostere as
a candidate drug strategy.[5]

既然句法依存树的根不可靠，我们计划从最短
依存路径（Shortest dependency path，SDP）中抽
取实体关系。SDP 描述了两个实体之间的最短依
存关系，其经过的路径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实体
关系。令人欣慰的是，SDP 在 [5] 中获得了不错的

结果，它得到了“HAO472 binds Nsp9”的正确结
果，如果我们对谓词的修饰词加以限制性的选用，
甚至可以得到“HAO472 directly binds Nsp9”这
样更优秀的结果（详见2.4.4节）。而对于搜索多个
候选实体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再次陷入了困境，如
HAO472 或 Nsp9 与 ester 之间有两条 SDP 可供
选择：

• HAO472 the ester

• Nsp9 binds establishing replacement ester

显然，后者取得了更优质的结果，尽管语句
并不通顺。至于为何得到了前一个结果，我们会
在2.4.5节讨论。

2.4.3 多候选实体的 SDP 搜索

我们可以观察到，HAO472 与 Nsp9 结合，在
句法依存树上 HAO472 和 Nsp9 分别作为 binds
的名词性主语（nsubj）和 nmod（名词修饰词）。
如果将 HAO472和 Nsp9调换位置，让 Nsp9作为
名词性主语，HAO472 作为名词修饰词，该语句同
样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如果只从 HAO472 出发，
则忽略了 Nsp9 到 ester 的关系。因此，我们做出
一个大胆猜测，当 HAO472 和 Nsp9 同属于 binds
的近似依存关系时，SDP 的搜索可以从 binds 开
始，到 ester 结束。泛化地讲，当两个同类型实体
同属于某个相邻结点的近似依存关系时，SDP 从
这两个相邻实体的相邻结点开始，到另一类型的候
选实体结束。关于如何确定依存关系近似，我们认
为当这两个同类型实体，其中一个属于 nsubj（名
词性主语）或 nsubjpass（被动名词性主语），而另
一个属于 nmod（名词修饰词）时，称这两个实体
依存关系近似，这是由于识别出的实体都是名词性
的，且一个作为主语，另一个作为修饰词。

多候选实体的 SDP搜索算法如算法1所示。当
e 存在多个时，依次遍历这些实体并执行算法1即
可。在 [5] 的例句中，SC 指 HAO472 和 Nsp9，它
们都被 Gene 标签标注，e 指 ester，被 Chemical
标签标注。算法中寻找到的 h 指 binds，返回结果
P 为“binds establishing replacement ester”，加
上 Gene 实体即构成了完整的最短依存路径：

• HAO472 binds establishing replacement es-
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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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句法依存树。本图自绘，绘图工具：matplotlib

• Nsp9 binds establishing replacement ester

在此做法的情况下，完美避开了2.4.2节所述的
“HAO472 the ester”这样的错误 SDP。

Algorithm 1 多候选实体的 SDP 搜索算法
Input: 同类型候选实体的集合 SC；另一类型的
候选实体 e；语句对应的句法依存树 G；

Output: 从 SC 到 E 的最短依存路径 P；
1: for each node ∈ G do
2: if SC 中的所有实体都作为 node 的支配词，

且依存关系近似 then
3: h← node
4: end if
5: end for
6: if h exists then
7: P ← shortest_path(G, source=h, target=e)
8: end if
9: return P

2.4.4 修饰词限制性选用

现在，我们已经对一对一（两个候选实体）和
一对多（多个候选实体）的句法依存分析和 SDP
搜索方法展开了讨论，能够得到不错的结果。

然而，生物医学文本用词考究，副词等修饰
词也能对语义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关系提取方
法不能忽略这些修饰词。例如，directly bind 和
indirectly bind 都描述了两个实体具有 bind 互作
关系，但直接结合表示两个实体有相互结合的作用
位点，间接结合表示两个实体有相互作用，但并不
存在相互结合的作用位点。因此，SDP 搜索过程
中需要对修饰词进行选用，将合适依存关系的修饰
词纳入 SDP 路径中。

我们认为，SDP 搜索过程中，如果遇到从属
词存在 nsubj（名词性主语）、nmod（名词修饰词）、
amod（形容词修饰词）、advmod（副词修饰词）依
存关系的支配词时，将该支配词加入路径。我们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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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外的支配词加入路径时，需要根据与从属词
的依存关系决定加入位置：名词性主语和名词修饰
词加到从属词后，形容词修饰词和副词修饰词加到
从属词前，以更符合自然语言的语序。

通过以上一系列精细地关系抽取步骤后，[5]
中的例句中可以提取到 3 条精确的关系（修饰词
用斜体表示）：

• HAO472 directly binds Nsp9

• HAO472 directly binds Nsp9 establishing
bioisostere replacement labile ester

• Nsp9 directly binds HAO472 establishing
bioisostere replacement labile ester

2.4.5 效果评价

在2.4.2节，我们得到了“HAO472 the ester”
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然而 HAO472 和 ester
不可能在语法依存树上直接与 the 相连，这究竟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老师提供的将 spaCy 句法
依存树转换为 NetworkX 网络的代码是不严谨的，
将每个 token作为结点的名称，而 NetworkX会将
名称相同的结点视为同一个结点并进行合并。例句
中恰好有两个 the，它们将 HAO472 和 ester 巧合
地连接在一起。

将 spaCy 句法依存树转换为 NetworkX 网络
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借助 spaCy 库 Token 类的
orth 属性，它是 spaCy 为文本逐词分配的唯一
ID。首先创建一个从 orth 到文本词语的映射字
典，便于后期通过 orth 检索原始文本词语；再使
用 orth 作为 NetworkX 网络的结点名称，构建句
法依存树；最后，由于 orth 阅读不便，句法依存
树可视化时应使用原始文本词语作为显示的结点
名称。

本章节提出的多候选实体 SDP 搜索算法和修
饰词选用都是基于我们对于句法的浅薄理解，可能
忽略了很多句法上的问题，例如修饰词选用时其他
依存关系对应的支配词也应该被选用等，能够解决
的问题有限。

2.5 图表示学习（本章节作者：张世龙）

我们已经得到了从自然语言文本中一步步抽
取出的“主语-谓词-宾语”三元组信息，每个三元

组实际上描述了从“主语”到“宾语”、关系为“谓
词”的边，因而这些三元组共同构成了一张知识图
谱。下面我们将对知识图谱进行质量控制，并尝试
挖掘出潜在的“基因-化合物”信息。

2.5.1 知识图谱质控

通过句法依存树的最短路径获取的三元组，质
量总体并不高，存在大量没有实际意义或意义不正
确的关系类型，所以我们需要采取一些知识图谱的
质控措施。

首先是知识图谱中存在一些关系极其简单，多
数是关系类型为三个字符及以下的三元组需要剔
除，例如“CRP ( IL-6”，“IgA of TB”，“pseu-
doephedrine and ACE2”。这些三元组的出现主
要是特殊字符影响句法依存树的构建或 NetworkX
同名结点合并造成的。

其次，大量三元组的关系类型中未出现动
词，即三元组中实际上是没有谓词的，例如
“ACE2 cell TMPRSS2”。我们使用 ScispaCy 库
的 en_core_sci_sm 模型对关系类型进行词性标
注，当没有出现动词时，剔除所在三元组。

最后，对于仍然存在的无意义三元组，可以采
取人工剔除的方法。前两步过滤得到的三元组质量
过关，因此我们没有进行人工剔除。

通过2.4节的三元组抽取算法，共得到三元组
6215 条，其中过短的三元组 230 条，无动词的三
元组 2476 条。质控后得到三元组 3509 条，占全
部三元组的 56.46%。

2.5.2 预测目标确定

Clinical Trials1网站上记录了大量对新冠患者
的医疗干预措施方案，我们从中得知新冠患者的用
药情况，并将这些药物作为头实体或尾实体，基因
名称或新冠病毒突变类型作为三元组中的另一实
体，通过 TransE 模型预测缺失的边，进而推断这
些药物的功能。

辉瑞的 Paxlovid，是 2021年 12月 FDA通过
紧急使用授权批准的第一个新冠口服药物，也是
目前新冠药物中唯一一款蛋白酶抑制剂。Paxlovid
是两种抗病毒药物（Nirmatrelvir和 Ritonavir）的
混合包装，用于治疗成人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

1https://clinicaltria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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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超参数对模型效果的影响
负边采样数量 隐藏层维度 学习率 MR MRR Hits@1 Hits@3 Hits@10

30 100 0.1 0.0575 482.8872 0.0000 0.0658 0.1879
30 200 0.2 0.0671 500.0998 0.0019 0.0821 0.2135
40 100 0.2 0.0609 526.0646 0.0004 0.0749 0.1950
40 200 0.1 0.0630 517.4135 0.0003 0.0697 0.2142
40 200 0.2 0.0714 511.7441 0.0032 0.0941 0.2149
50 200 0.2 0.0662 514.1957 0.0014 0.0808 0.2123
40 300 0.2 0.0699 496.6628 0.0037 0.0873 0.2173
40 200 0.3 0.0717 529.3011 0.0070 0.0955 0.2044
50 300 0.3 0.0746 511.1198 0.0092 0.0947 0.2199

因素的轻至中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Nirma-
trelvir 能够抑制新冠病毒中的 3CL 蛋白酶活性，
而 Ritonavir 本来是用于 HIV 的治疗，但由于其
能抑制人体内靶向蛋白酶抑制剂的 CYP3A4。因
此我们将预测目标确定为 Nirmatrelvir 和 3CLpro
之间的关系类型与 Ritonavir 和 CYP3A4 之间的
关系类型。

2.5.3 TransE 模型的实现

我们首先使用的模型是清华大学和阿里达摩
院合作开发的 GATNE[6]。该模型实现了多标签异
构图的表示学习，即它支持两个结点之间含多种
不同关系的知识图谱的表示学习。我们所生成的
Covid-19 知识图谱便是一种多标签异构图，通过
SDP 生成的边标签鲜有相同，且两个结点之间可
能具有多种不同的关系。可惜的是，该模型以训练
集中的边标签在验证集中寻找相同边标签的三元
组，来评估训练效果，而我们所用的边标签经过修
饰词选用后，已经几乎没有重复，所以无法进行验
证。GATNE 更适合结构化数据生成的知识图谱的
表示学习，而不是 NLP 三元组抽取得到的知识图
谱。

随后，我们使用了由亚马逊开发的知识图谱
嵌入训练库 DGL-KE[7]。DGL-KE是一个高性能、
易于使用且可扩展的知识图谱嵌入工具包，支持
CPU、GPU 和分布式训练，实现了包括 TransE、
TransR、RESCAL、DistMult、ComplEx和 RotatE
等一系列经典模型。

DGL-KE 库存在 2 个问题：

1. 在 PyTorch 1.11.0版本下，会提示张量索引的
类型不正确，需要将张量索引的数据类型修改
为 long（通过修改源码解决）；

2. 使用 ⟨h, ∗, ∗⟩ 或 ⟨∗, ∗, t⟩ 模式进行预测时，只
能得到前 K 个自环的三元组，需要对头实体
和尾实体是否一致加以判断（尚未解决，所以
暂时只能使用一个未知参数进行预测）。

三元组中不同基因和化合物的出现频次有较
大差距，例如 Remdesivir 出现 50 次，Ritonavir
出现 9 次，Nirmatrelvir 出现 5 次。实体出现频次
的差异可能导致预测结果的偏好性，即预测出的缺
失三元组总是出现频次较高的实体。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我们原计划降低出现次数较多的实体，例如
研究 Nirmatrelvir 时，对 Remdesivir 出现的三元
组进行抽样，降低出现频次，但我们较少的数据量
不足以支持这一想法。因此，我们仍选择全部三元
组训练模型，但我们可以指定头实体和尾实体来预
测关系类型（预测模式 ⟨h, ∗, t⟩），避免实体频次对
预测结果的影响。

我们随机选取 20% 的三元组作为测试集，再
采取五折交叉验证计算 TransE 模型 MR、MRR、
Hits@1、Hits@3 和 Hits@10 五个指标的平均值，
以确定模型的较优超参数。表3列出了我们所测试
的不同超参数（负边采样数量、隐藏层维度和学习
率）对模型效果的影响。这些超参数在对应的小范
围内变化时，对模型效果的影响很小。在总体上
看，将隐藏层维度在 100-300 范围内提高时，预测
准确率有一定提升。

2.5.4 关系类型预测

下面我们将超参数设置为，负边采样数量 30，
隐藏层维度 300，学习率 0.2，批次大小 100。我们
选取已知关系的基因和化合物（没有直接出现在
知识图谱中），查看预测结果是否与已知关系一致，
以检查模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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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rmatrelvir, ∗, 3CLpro⟩

• Nirmatrelvir and highly concentrated
mitochondria bind MrgE produce oxide
3CLpro

• Nirmatrelvir apigenin classified 3CL-
pro

• Nirmatrelvir exhibits strong mecha-
nism different which activated absorbents
3CLpro

对于预测模式 ⟨Nirmatrelvir, ∗, 3CLpro⟩，我们
期望得到的结果是，Nirmatrelvir 能够抑制新
冠病毒中的 3CLpro，显然并没有得到正确结
果。

2. ⟨Ritonavir, ∗,CYP3A4⟩

• Ritonavir inhibit impair manner
CYP3A4

• Ritonavir infects binding CYP3A4

• Ritonavir higher levels plateau
CYP3A4

对于预测模式 ⟨Ritonavir, ∗,CYP3A4⟩，我们
期望得到的结果是，Ritonavir能抑制人体内靶
向蛋白酶抑制剂的 CYP3A4。预测结果显示
Ritonavir 能够结合 CYP3A4 并对 CYP3A4
的功能有负面影响。事实上，Ritonavir 是
CYP3A4 的底物和抑制剂，在 HIV 感染引
起的慢性病毒性肝炎中显著地损害 CYP3A
的活性 [8, 9]。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可能正
确的预测结果。

我们很高兴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由于数
据量过小，我们很难保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也就
是说，运气也是得到正确预测结果的一个重要因
素。原本认为 81290 篇文献的标题和摘要，以及
994561 条 PubTator 标注已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没有想到抽取出能够通过质量检测的基因-化
合物三元组仅有 3509 条，因此命名实体识别和关
系识别的优化是该项目中仍需解决的问题。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高飞宇）

本次课程项目主要是对海量 Covid-19 相关文
献进行挖掘，并对在其中获得与化合物、基因相
关的实体进行标注、统计、分析和抽取，发现潜
在的、隐含的知识。我们首先使用 NCBI 提供的
Entrez 获取到与 Covid-19 相关文献的 81290 条
PMID，调用 PubTator的 API 获取相关文献的标
题、摘要和实体标注结果。对相关实体进行频次统
计，得到出现次数最多的化合物，认为这些化合物
对 Covid-19 的治疗有显著关系，并可以为其治疗
提供新思路。当两个实体倾向于出现在同一语句
中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存在潜在关系，因
此通过分析基因与化合物的互作关联，可以为药
物靶点筛选、Covid-19 病毒入侵机制的研究以及
Covid-19 的预防与监控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但
共句分析只能说明两个实体字间存在关联，并不能
确定其关系类别，因此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了三元
组抽取，这也是本次课程项目的核心步骤。我们从
文献中获取“主语-谓语-宾语”三元组构建知识图
谱，进行句法依存分析、多候选实体的 SDP 搜索
以及修饰词限制性选用，以此得到最终实体之间的
精确关系。最终使用图表示学习算法，尝试挖掘出
Covid-19 相关基因与化合物之间的潜在关系。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张世龙）

目前，我们参考的主要资源主要有：

• 夏老师提供的《生物文本挖掘与知识发现概
论》Course Note，我们主要参考了“依存树和
最短依存距离计算的方法”；

• 链接预测算法的介绍和基本原理，我们主要参
考了 [1]；

• DGL-KE 文 档：https://dglke.dgl.ai/
doc/；

• DGL-KE 在 PyTorch 1.11.0 版 本
下 兼 容 性 问 题 的 解 决 方 法：https:
//issuemode.com/issues/awslabs/
dgl-ke/826685#answer-142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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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严晶）

实体获取参考了课程讲义的内容，即获取文献
PMID 后，编写脚本利用 PubTator 工具获取对应
文献的标题和摘要信息，再针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分
析处理，提取有关实体信息，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并
未直接使用课程老师介绍的脚本，而是在完全理解
Shell 脚本的原理之后自主编写了 Python 脚本。

除了课堂讲授的 PubTator 实体抽取，我们还
补充了实体词频分析、共句分析、三元组抽取等
分析方法去实现 Covid-19 文献的知识挖掘。其中，
句法依存树的构建和 SDP 的方法参考了课程讲义
的第 9 章“Advanced NLP Topic in Dependency
Tree and Shortest Dependency Path”。

在本项目中，除 DGL-KE 开源库外，所有代
码内容均为在充分理解和参透课堂内容的基础上
自主编写完成。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张世龙）

本项目中涉及的论文撰写工作主要有：调用
Entrez API 获取 PMID，调用 PubTator API 获
取标题和摘要的注释信息，实体频次统计和共句
统计，实体关系抽取（SDP 的实现和扩展），基于
PyG 的链接预测算法。

代码撰写的难点主要在于对陌生开源库不熟
悉，需要不断地查询 API 文档，而有些 API 文档
不便于理解，还需要在网上查询他人对 API 的使
用方法。

实体关系抽取一节，夏老师提供了使用
spaCy 分析语句并构建句法依存树的方法，我
们使用了这些代码。在使用 spaCy 的自带模型
en_core_web_sm 时，我们发现它对生物医学文
本命名实体识别和句法分析的效果很差，甚至连
新冠病毒肺炎也无法识别。随后我们发现了 Scis-
paCy 库的 en_core_sci_sm 模型，它是基于生物
医学文本训练的，能够胜任我们 Covid-19 文献挖
掘的任务。夏老师的讲义给了我们很大的灵感，使
用 SDP 来发现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好
办法。但我们发现传统的 SDP 方法在涉及多个实
体时只能识别正确一部分关系，且识别出的关系表

意不明，因此我们提出了多候选实体的 SDP 搜索
算法，改善了实体数量较多时的关系识别。除此之
外，我们还为关系加入了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词性
的修饰词，期望获得更加准确的实体关系。

链接预测算法一节，使用了开源库 DGL-KE。
该库完成了良好的封装，可以在命令行调用。我们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交叉验证的代码。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张世龙）

论文构思：共同讨论。
代码撰写：张世龙。
论文撰写：张世龙，严晶，高飞宇。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严晶）

优点：

• 聚焦于 Covid-19 有关基因与化合物的互作关
联，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新冠病毒的治疗与预防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方向；

• 基因-化合物的互作关联知识图谱的绘制直观
地展示了基因与化合物之间的关联关系，对于
有关基因和化合物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 通过有效的实体关系识别算法，生成了“主
语-谓词-宾语”三元组，确定了实体之间存在
的关系类别。

缺点：

• PubTator 相较于 BERT+CRF 等神经网络训
练出来的模型效果稍有欠缺，但由于时间原
因，我们在本次项目中舍弃了效果更佳的方
案，而采用操作更为方便的 PubTator；

• 对于基因与化合物的知识发现只是依靠于较
少的三元组，其可靠性仍然有待考量。

3.7 假设多出 30 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严晶）

若时间充足，后续课程论文撰写改进将从技术
层面以及论文层面两个方向进行改进：

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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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数据量；

• 使用更先进的命名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算法，
提取出更多的三元组；

• 深化修饰词限制性选用部分；

• 选择更优的图表示学习算法，挖掘更多、更可
靠的隐含信息。

论文层面：

• 查阅项目有关文献，使论文撰写中所使用的词
汇更加规范化与专业化；

• 反复斟酌论文内容与格式，确保内容清晰，格
式正确。

周工作计划如下：

1. 针对命名实体异名同义的问题，需要定制标准
名称。（1-7）

2. 通过查阅书籍或者利用 CSDN、GitHub 网站
寻找实体关系识别算法，比较不同算法的优缺
点，在现有算法上进行改进或者选择适合本项
目且更为准确的算法投入使用，更为具体地确
定基因与化合物的关系类型。（8-14）

3. 深化修饰词限制性选用部分，选择更优的图
表示学习算法，挖掘更多、更可靠的隐含信
息。（15-27）

4. 查阅项目有关文献，规范化用词，反复斟酌内
容格式，确保内容清晰，格式正确。（28-30）

3.8 致谢（本章节作者：全体成员）

感谢第 9 组的吴超、郭雨青和冯思雨同学对
本课程项目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第 8 组的孙元辉、胡馨月和蒙静雯同学
对本课程项目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刘亚东同学对图表示学习开源库选择上
的宝贵建议。

感谢夏老师的谆谆教诲，以及夏老师对本课程
项目的悉心指导。

感谢课程项目组成员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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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是。2.5节提出，由于我们数据量较少，且
抽取三元组步骤损失了大量数据，难以得到可靠的
预测结果。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无。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是。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是。2.1节产生了 Covid-19相关的 PubTa-
tor 文献标注数据，2.5产生了知识图谱的训练集、
验证集和测试集。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是。2.1节文献 pmid来源于 NCBI Entrez，
实体标注数据来源于 PubTator；2.5节使用了开源
库 DGL-KE。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是。2.1节中 PubTator要求每秒请求不能
多于 3 次，我们遵守了该规则；2.5节中 DGL-KE
要求遵守 Apache-2.0 License。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答：是。

4.1.8 本工作是否使用了代码计算，如果有，是否
介绍了运行环境和运行时间？如果有，请
指出相关章节。

答：是。操作系统环境为 Windows 11 21H2，
特殊地，2.5节使用的 DGL-KE 在 Linux 子系统
Ubuntu 20.04.3 LTS (WSL2)运行，使用了 Python
库 Biopython、requests、spaCy、ScispaCy、Net-
workX、PyTorch、matplotlib 和 DGL-KE。

4.2 关键代码（本章节作者：张世龙）

Github 提供的全部代码为自主编写。
Codes availability: https://github.com/

zhang-shilong/BioNLP-course。
以下是 Github 项目 README.md 的内容。
这里是第 2组，选题为《图表示学习在 Covid-

19 文献挖掘和知识发现中的应用》，通过以下步
骤，您可以快速地了解或再现我们的实验。

4.2.1 环境安装

我们所用的环境是 Python 3.7.13。
通过 ‘requirements.txt‘ 下载我们所用的

Python库与 spaCy模型。其中 en_core_web_sm
仅用于对比，实验中实际使用的的模型是
en_core_sci_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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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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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计算在水稻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周诗佳1, 王超逸1，祝匡正1

1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水稻有着极高的价值，不仅作为粮食使用成

为东亚国家主要的粮食作物，还可以作为酿酒、

制糖等工业原料，其稻壳可以做成粗麻绳、草席

等。研究水稻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课题，通过文

献我们能获取到最新的研究进展，但通过人眼阅

读往往比较低效，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希望能通过

深度学习的方法从大量文献中广泛获取有用的

信息，为日后的精度提供思路和方向。但文本是

一种非结构化的信息，不可直接用于计算，本文

中我们首先收集了水稻的相关文献进行数据清

洗，将清洗后的数据通过词嵌入方法如Word2vec、

BERT等获取其向量表示，通过t-SNE算法对结果

进行可视化评估嵌入的效果，并从文献中进行关

系抽取以发现与水稻密切相关的词汇。

关 键 词： 水 稻， 词 嵌 入， Word2vec，

BERT，关系抽取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王超逸)

生物学研究是二十一世纪最受关注的研究领

域之一，该领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大量生

物信息散布在各种文献中。对于这些海量的生物

医学文献进行处理，可以提炼出更多的生物信息，

挖掘新的生物医学知识。但研究者很难阅读如此

大量的文献，因此，对生物学文献的自动知识提

取和挖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人眼阅读只能阅读

有限的文献，而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我们能广

泛的从大量文献中获取信息，从大量信息中通过

筛选得到有用的信息。文本信息是一种非结构化

的信息，不能直接通过计算得出结论，通过对各

种方法优缺点的比较，我们认为嵌入计算能很好

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嵌入我们能将文本信息转

化为较为客观的数学表示，并通过各种已有的方

法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希望通过词嵌入的方法获

得文本信息的一种数字化表示，并通过对嵌入结

果可视化选出最优的嵌入方法，最后从文献中完

成水稻相关词汇的关系抽取。

1.2 该算法基本原理（本章节作者：王超

逸）

独热编码即 One-Hot 编码，又称一位有效编

码。其方法是使用 N位状态寄存器来对 N个状态

进行编码，每个状态都有它独立的寄存器位，并

且在任意时候，其中只有一位有效。 One-Hot 编

码是分类变量作为二进制向量的表示。

• 1.例如对六个状态进行编码：

• 2.自然顺序码为 000,001,010,011,100,101

• 3.独 热 编 码 则 是

0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0

• 优点： (1) 解决了分类器不好处理离散数据的

问题。

a. 欧式空间。在回归，分类，聚类等机器学

习算法中，特征之间距离计算或相似度计算

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常用的距离或相似度

的计算都是在欧式空间的相似度计算，计算

余弦相似性，基于的就是欧式空间。

b. one-hot 编码。使用 one-hot 编码，将离散

特征的取值扩展到了欧式空间，离散特征的

某个取值就对应欧式空间的某个点。将离散

型特征使用 one-hot 编码，确实会让特征之间

的距离计算更加合理。

(2) 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扩充特征的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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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在文本特征表示上有些缺点就非常突
出了。

(1) 它是一个词袋模型，不考虑词与词之间的

顺序（文本中词的顺序信息也是很重要的）；

(2)它假设词与词相互独立（在大多数情况下，

词与词是相互影响的）；

(3) 它得到的特征是离散稀疏的 (这个问题最

严重)。

针对独热编码的缺点，我们选择根据特征向量能

清晰知道不同单词之间的相似程度的词嵌入方法

提高对有限词汇量的泛化能力。

类似于独热编码，词嵌入是一种文本表示方

法，词嵌入是自然语言处理（NLP）中语言模型

与表征学习技术的统称。概念上而言，它是指把

一个维数为所有词的数量的高维空间嵌入到一个

维数低得多的连续向量空间中，每个单词或词组

被映射为实数域上的向量。不过其有着许多优点，

词嵌入将文本通过一个低维向量表示、从空间距

离直观的表示词汇的相似度，其嵌入结果可以承

接不同的下游任务以实现多种需求。通过词嵌入

方法获取文本的向量表示后，我们通过t-SNE降维

对结果进行可视化评估嵌入的效果。

2 方法

2.1 数据来源(本章节作者：王超逸)

数据在深度学习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数

据集的好坏通常能决定模型的训练效果，神经网

络相当于一个无限深的万能函数，中间经历了

很多复杂的计算过程，当神经网络足够深、其

中的参数足够多的时候，此时的网络往往有很

强大的功能，但是如果数据量过小，很可能出

现过拟合的现象，从而降低模型的性能。于是，

我们首先在pubmed上检索Oryza sativa关键词，

获取了包含相关文献信息的xml文件，从中提取

出pmid编号，通过脚本download.sh，根据文章对

应的pmid编号从pubtator上下载了文章的关键信

息，包括文章标题、摘要、以及部分关键词汇及

其在文中对应的位置。我们只抽取其中的摘要部

分，最终获取了共计38394篇摘要。此时的数据仅

仅是直接获取到的原始数据，我们需要对其进行

如下步骤预处理：

• 1.将所有的摘要按照句号分割为多句话并整合

在同一个文件中。

• 2.使用nltk包将所有的文本分割为多句话

• 3.删去所有的特殊标点符号，将其全部替换为

空格。

• 4.将所有的单词全部转换为小写。

处理完后我们得到了摘要中以空格分开的所有词

汇构成的语料库，将该数据作为后续各种嵌入模

型的输入数据完成嵌入计算以及后续的可视化过

程。

2.2 文本表示（本章节作者：王超逸）

文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结构化的数据，非

结构化数据的采集是信息进一步处理的基础。文

本表示是把字词处理成向量或矩阵，以便计算机

能进行处理，同时也便于机器学习，不仅传统的

机器学习算法需要这个过程，深度学习也需要这

个过程，良好的文本表示形式可以极大的提升算

法效果。文本表示是自然语言处理的开始环节，

将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转换为可计算的结构化信

息，可以针对我们的需要对文本进行计算分析，

完成文本分类、知识发现等任务。文本表示按照

细粒度划分，一般可分为字级别、词语级别和句

子级别的文本表示。文本表示方法有很多种，通

常有三种方式：独热编码、整数编码以及词嵌入。

文本表示，简单来说就是把文本变成数学上

方便处理的向量(数字)而不是字符串。而怎么把字

符串变成向量，是文本表示的核心问题。计算机

不方便直接对文本字符串进行处理，因此需要进

行数值化或向量化。便于机器学习算法处理。不

仅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需要这个过程，深度学习

也需要这个过程。良好的文本表示形式可以极大

的提高算法的效果。因此要进行文本表示。文本

表示分类，基于粒度，从细到粗，可以分为词表

示(将词转换为向量，更细粒度：英文中的字母/字

符表示，中文中的字表示)，句子表示(或短文本表

示)，文本表示(篇章表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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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可以看作是一句话，或者几句话组成的

短文本。文本表示就是将一段短文本表示为向量。

TF-IDF是对词袋模型的改进，不仅考虑词语是否

出现，还考虑其出现的次数或频率(TF)。假设词

典是：[我们，你们，走，西门，的，吃饭，旅游，

找到了,...]，则该句的TF表示为：[1,0,2,1,2,0,0,1,

…]。比如，’走’这个词在词典的第三个位置，在该

句子中出现过，并且出现了2次，所以该句向量的

第三个位置的值是2。与之前不同的是，不仅仅考

虑其是否出现0/1，还考虑出现了几次。当然该值

可以是词在句子中出现的次数，也可以是词在句

子中出现的频率。逆文档频率 – IDF。不仅考虑这

个词在当下文本/文档中出现的频率，还考虑出现

该词语的文档数占总文档数的比例（DF）。其基

本假设是如果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文档中反复出现，

那么它对于识别该文本并不重要。如高频词“我

们”、“那么”，“的”之类。TF-IDF的概念被公认

为信息检索中最重要的发明。在搜索，文献分类，

与其他相关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所以，我们可以

使用TF-IDF来进行文本表示。

2.3 不同文本表示方法的对比（本章节作

者：祝匡正）

2.3.1 独热编码

独热编码出现之前：针对无序离散的分类特

征，机器学习算法的分类器并不能直接进行数据

处理。因为，分类器通常处理的数据是连续且有

序的。通过独热编码我们可以对这些离散的特征

数据建立映射表来让其有序并且连续起来。独热

编码即 One-Hot 编码，又称一位有效编码。其方

法是使用 N位状态寄存器来对 N个状态进行编码，

每个状态都有它独立的寄存器位，并且在任意时

候，其中只有一位有效。独热编码是将不同的词

汇划分到不同的维度，向量的每一个位置都代表

一个词汇，最终获得每一个词汇的向量表示，如

文本中共有三个词：牛、羊、猪。用独热编码就可

以表示为牛：[1,0,0]、羊：[0,1,0]、猪：[0,0,1]。但

在实际的文本中，可能出现大量的不同词汇，此

时的表示向量维度会非常高，而且过于稀疏，独

热编码也难以表示文本中词汇的上下文关系。在

回归，分类，聚类等机器学习算法中，特征之间

距离的计算或相似度的计算是非常重要的。而常

用的距离或相似度的计算都是在欧式空间的相似

度计算，计算余弦相似性，基于的就是欧式空间。

使用独热编码（One-Hot Encoding），将离散特征

的取值扩展到了欧式空间，离散特征的某个取值

就对应欧式空间的某个点。将离散型特征使用独

热编码（One-Hot Encoding），会让特征之间的距

离计算更加合理。独热编码能够处理非连续型数

值特征，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充了特征，比

如性别本身是一个特征，经过独热编码以后，就

变成了男或女两个特征。

但独热编码也存在一些缺点。当特征的类别

很多时，特征空间会变得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可以用PCA来减少维度，将离散型特征进行

独热编码的作用，是为了让距离计算更合理，如

果特征是离散的，并且不用独热编码就可以很合

理的计算出距离，就没必要进行独热编码，同时

有些并不是基于向量空间度量的算法，数值只是

类别符号，没有偏序关系，就不用进行独热编码。

2.3.2 整数编码

整数的编码分为原码、反码、和补码。计算

里使用的是补码的存储方式。将一个整数转换成

二进制形式，就是其原码。例如short a = 6;，a

的原码就是0000 0000 0000 0110；更改 a 的值a =

-18;，此时 a 的原码就是1000 0000 0001 0010。结

果错误，符号位无法参加运算。通俗的理解，原

码就是一个整数本来的二进制形式。谈到反码，

正数和负数要区别对待，因为它们的反码不一样。

对于正数，它的反码就是其原码（原码和反码相

同）；负数的反码是将原码中除符号位以外的所有

位（数值位）取反，绝对值取反。整数编码是用

一个数字代表一个词汇，以上述词汇为例，牛羊

猪分别表示为1、2、3，将所有数字串联起来就是

一段文本，整数编码同样有很大的缺陷，他同样

无法表示词汇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其编码格式可

能不统一，不利于后续的计算，且整数编码可解

释性较差。

2.4 词嵌入（本章节作者：王超逸，祝匡

正）

词嵌入也是一种文本表示方法，和独热编码

以及整数编码的目的一样，都是将文本转化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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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信息，将词汇转换为数值型的数据就称为词嵌

入（word embedding），相对于其它方法不过其有

许多明显的优点：

• 1.相对于独热编码的方法，词嵌入处理得到的

数据维度更低。

• 2.相似的词汇在空间上接近，具有更好的解释

性。

• 3.考虑到上下文关系，获取到的嵌入向量更好

的代表原始文本。

• 4.可以根据研究需求承接不同的下游任务。

这是一种将文本中的词转换成数字向量的方法，

为了使用标准机器学习算法来对它们进行分析，

就需要把这些被转换成数字的向量以数字形式作

为输入。词嵌入过程就是把一个维数为所有词数

量的高维空间嵌入到一个维数低得多的连续向量

空间中，每个单词或词组被映射为实数域上的向

量，词嵌入的结果就生成了词向量。

NLP的首要问题就是寻求恰当的文本表示方

法。因为，良好的文本表示形式，是后续进一步

处理的基础。近年来，词嵌入方法越来越流行，在

各种各样的NLP任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简单

而言，词嵌入是通过无监督方式学习单词的向量

表示，词嵌入实际上是一种将各个单词在预定的

向量空间中表示为实值向量的一类技术。每个单

词被映射成一个向量（初始随机化），并且这个向

量可以通过神经网络的方式来学习更新。词嵌入

模型基本原理就是：相似的词具有相似的向量表

征。词嵌入在深度学习的多种任务中有着非常广

泛的应用，如情绪分析、语法分析、名称识别等。

除此之外，它们还可以用于：通过基于语境的保

存单词与单词之间的相似性，提供一种更为复杂

的方法来表示数字空间中的单词、提供单词或短

语之间的相似度的衡量标准、用作分类任务中的

特征、提高模型性能。词嵌入由于学习模型很大，

通常都是百万级的，因此可以遇到更好的词语表

示。我们同样也可以使用迁移训练来完成自己的

词嵌入。

2.4.1 Word2vec模型

Word2vec是一群用来产生词向量即文本的数

字表示的模型，这些模型是简单的双层神经网络，

类似于自编码器，Word2vec是一种无监督学习的

模型，具体来说，Word2vec包括输入层、隐藏层

和输出层，其有两种预测模型：CBOW用来从原

始语句推测目标词汇、skip-gram用来从目标词汇

推测原始语境。

我们通过训练神经网络获得其中隐藏层的参

数，训练完成之后，Word2vec模型可用来映射

每个词到一个向量，其中的隐藏层的权重矩阵

就是所需的词向量，作为下游任务的输入。但

是Word2vec在词袋模型假设下，词的顺序是不重

要的，是以静态方式去表示词汇，无法解决一词

多义的问题，如苹果手机的“苹果”和水果苹果的

“苹果”是不同的意思，但Word2vec无法区分。

Word2vec，就是词嵌入（Word Embedding)

的一种，把一个词语转换成对应向量的表达形

式，来让机器读取数据，2013年，Google团队发

表了Word2vec工具。CBOW（Continuous Bag-of-

Word Model）又称连续词袋模型，是一个三层神

经网络。该模型的特点是输入已知上下文，输出

对当前单词的预测。网络计算的步骤：

输入层：上下文单词的onehot。（假设单

词向量空间dim为V，上下文单词个数为C）

所有onehot分别乘以共享的输入权重矩阵W

（V*N矩阵，N为自己设定的数，初始化权重矩

阵W）所得的向量（注意onehot向量乘以矩阵的

结果）相加求平均作为隐层向量, size为1*N.乘以

输出权重矩W’ N*V得到向量 1*V 激活函数处

理得到V-dim概率分布 PS: 因为是onehot嘛，其中

的每一维都代表着一个单词，概率最大的index所

指示的单词为预测出的中间词（Target Word）

与true label的onehot做比较，误差越小越好。loss

function（一般为交叉熵代价函数）Word2vec一

个NLP工具，它可以将所有的词向量化，这样词

与词之间就可以定量的去度量他们之间的关系，

挖掘词之间的联系 [1]。Word2vec主要包含两个模

型Skip-gram和CBOW。以及两种高效的训练方法

负采样，层序softmax。

2.4.2 BERT模型

BERT是一种预训练语言模型，通过预训练

以无监督的方式提前训练好下游任务中具有共

性的部分模型，随后在后续的训练过程中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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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加快模型收敛的速度，不仅能提升训练的速

度，而且能大大提高模型的精度。此外，BERT使

用了双向的Transformer，BERT的输入是token、

segmentation和position embeddings的叠加，能同

时提取词汇的上下文信息，并根据上下文的不同

调整词向量，解决了Word2vec无法解决的一词多

义问题1。

同时BERT适合应用于迁移学习，我们可

以利用训练好的BERT模型，将自身的数据输

入并进行精调即可。在本文中，我们同时使

用Word2vec和BERT进行词嵌入并通过后续可视

化比较两种模型的优劣。

对于下游任务，通常并不是直接使用预训

练的语言模型，而是使用语言模型的副产物–

词向量。实际上，预训练语言模型通常是希望

得到“每个单词的最佳上下文表示”。如果每

个单词只能看到自己“左侧的上下文”，显然

会缺少许多语境信息。因此需要训练从右到左

的模型。这样，每个单词都有两个表示形式：

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然后就可以将它们串联

在一起以完成下游任务了，是双向编码模型。

BERT直接引用了Transformer架构中的Encoder模

块，并舍弃了Decoder模块, 这样便自动拥有了

双向编码能力和强大的特征提取能力。更加

侧重语言的理解，而不仅仅是生成。BERT的

语言输入表示包含了3个组成部分: 词嵌入张

量: word embeddings，语句分块张量: segmenta-

tion embeddings，位置编码张量: position embed-

dings，最终的embedding向量是将上述的3个向量

直接做加和的结果 [2]。优点：BERT的基础建立

在transformer之上，拥有强大的语言表征能力和

特征提取能力。在11项 NLP基准测试任务中达

到state of the art。同时再次证明了双向语言模

型的能力更加强大。缺点：可复现性差，基本没

法复现，训练过程中因为每个batch size中的数据

只有百分之十五参与预测，模型收敛较慢，需要

强大的算力支撑 [3]。

2.4.3 BERT、 BioBERT、 SciBERT、

PubMedBERT模型替换

随着生物医学文献数量的快速增长，生物医

学文本挖掘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自然语言处理

图 1: BERT流程。图片来源：[CSDN]

（NLP）的进步，从生物医学文献中提取有价值的

信息已在研究人员中普及，深度学习促进了有效

的生物医学文本挖掘模型的发展。但是，由于单

词分布从一般领域的语料库转移到生物医学的语

料库，直接将NLP的进步应用到生物医学的文本

挖掘中通常会产生不令人满意的结果。生物医学

文献的数量继续迅速增加。需要用于从文献中提

取信息的准确的生物医学文本挖掘工具。将最新

的NLP方法直接应用于生物医学文本挖掘具有局

限性。首先，随着最近的单词表示模型Word2Vec，

ELMo和BERT都在包含通用领域文本的数据集上

进行训练和测试，因此很难估计它们在包含生物

医学文本的数据集上的表现。同样，普通语料库

和生物医学语料库的单词分布也有很大不同，这

对于生物医学文本挖掘模型通常可能是一个问题。

结果，生物医学文本挖掘中的最新模型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单词表示形式的改编版本。Word2Vec是

最广为人知的上下文无关单词表示模型之一，它

是在生物医学语料库上进行训练的，该语料库包

含通常不包含在通用领域语料库中的术语和表

达。BERT已经证明了上下文化词表示法的有效

性，但它们在生物医学语料库上无法获得高性能，

因为它们仅在通用领域语料库上进行了预训练。

由于BERT在各种NLP任务上都取得了非常出色

的结果，同时在整个任务中使用几乎相同的结构，

因此将BERT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可能会有益于

众多生物医学NLP研究。 BioBERT用于生物医

学文本挖掘的双向编码器表示Transformers，是

一种在大型生物医学语料库上预先训练的领域

特定语言表示模型。通过在任务上几乎相同的体

系结构，在经过生物医学语料库的预训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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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BERT在许多生物医学文本挖掘任务中都大大

优于BERT和以前的最新模型。BioBERT是基于

领域特定BERT的模型，已在生物医学语料库上经

过八个NVIDIA V100 GPU进行了23天的预训练。

与大多数以前主要专注于单个任务的生物医学文

本挖掘模型相比， BioBERT模型可在各种生物医

学文本挖掘任务上实现最先进的性能，而仅需进

行最小的架构修改。

SCIBERT是一种在多种科学语料库上进行过

训练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可以执行不同的下游科

学NLP任务。包括序列标记，句子分类，依存关

系解析等等。 SCIBERT在其中一些下游任务上取

得了新的SOTA结果。SCIBERT基于BERT架构。

一切都与BERT相同，除了它是经过科学语料库训

练的。 BERT使用WordPiece标记输入文本并为模

型构建词汇表，包含最频繁的单词/子单词单位。

SCIBERT接受了来自语义学者的114万篇论文的

培训。使用了论文的全文，包括摘要。这些论文

的平均长度为154个句子，并且使用ScispaCy对句

子进行拆分。在生物医学领域，SCIBERT在所有

七个生物医学数据集上均胜过BERT，在四个数据

集上均获得了SOTA结果，而在其他三个数据集上

均不及SOTA。对SCIBERT和BIOBERT进行直接

比较，发现SCIBERT在两个数据集上的性能均优

于BIOBERT。

PubMed是生物医学研究论文的标准存储库，

每天增加4,000篇新论文，每年增加一百万篇。仅

靠人工就不可能跟踪如此迅速的进展。在大数据

和精密医学时代，推进自然语言处理发展的紧迫

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NLP可以帮助研究人员

快速识别大量论文中的重要发现，而不是通过手

动筛选论文以获取相关发现。PubMedBERT模型

优于先前所有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并在生物医

学应用中获得了最新的技术成果。为了加快这

一领域的进展，微软创建了一个综合基准，并

发布了生物医学NLP的第一个排行榜。上述发

现也可能适用于其他高价值领域，例如金融和

法律。标准BERT、SciBERT和PubMedBERT使

用的词汇中常用的生物医学术语的比较中，

生物医学文本与普通领域文本有很大不同。

在PubMedBERT模型中。在过滤掉空的或简短的

摘要之后，预训练语料库包含1400万篇摘要，其

中包含30亿个单词（21 GB）。生物医学NLP应用

中，PubMedBERT的效果始终优于先前所有的语

言模型，而且差距比较大。并在生物医学NLP应

用中全面获得了最新技术成果。

GloVe的全称叫Global Vectors for Word Rep-

resentation，是一个基于全局词频统计的词表征工

具 [4]，它可以把一个单词表达成一个由实数组成

的向量，这些向量捕捉到了单词之间一些语义特

性，比如相似性、类比性等。通过对向量的运算，

比如欧几里得距离或者相似度，可以计算出两个

单词之间的语义相似性。GloVe的实现分为三步，

根据语料库构建共现矩阵，构建词向量和共现矩

阵之间的近似关系，构造loss function。LSA是一

种比较早的词向量表征工具，采用了基于奇异值

分解（SVD）的矩阵分解技术对大矩阵进行降

维， SVD的复杂度是很高的，计算代价比较大，

对所有单词的统计权重都是一致。而这些缺点

在GloVe中被一一克服了。而Word2Vec最大的缺

点则是没有充分利用所有的语料，所以GloVe其

实是把两者的优点结合了起来。GloVe的性能远

超LSA和Word2Vec。

2.5 t-SNE可视化（本章节作者：祝匡

正）

在神经网络中，我们输出层一般都是高维度

的数据，但是我们无法直接观察这些高维度数据

的分布情况，这时候使用t-SNE进行降维可视化。

t-SNE是一种常用的数据可视化工具， t-

SNE算法将数据映射到不同分布上，高维度相似

度用高斯分布，低维度用t分布，同时设置惩罚函

数，实现了降低维度的同时保留一定局部特征的

方法 [5]。

在数据集中有数百个要素或数据点，想要

在二维或三维空间中表示它们，在保留数据集

中最多信息的同时，有两种常见的技术可以减

少数据集的维数：Principal Component Anal-

ysis主成分分析（PCA），t-Distributed Stochas-

tic Neighbour Embedding t分布随机邻居嵌入(t-

SNE)，PCA和t-SNE都是无监督的降维技术。两

种技术都用于将高维数据可视化为低维空间。步

骤1：在高维空间中找到相邻点之间的成对相似

性。，步骤2：根据高维空间中点的成对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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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高维空间中的每个点映射到低维映射。步骤3：

使用基于Kullback-Leibler散度(KL Divergence)的

梯度下降来找到最小化Pᵢⱼ和qᵢⱼ不匹配的低

维数据表示，步骤4：使用Student-t分布计算低维

空间中两点之间的相似度。该算法一开始通过计

算在高维空间中的数据点的相似度概率和与其对

应的低维空间中的点的相似度的概率。点的相

似度计算方法是：以A为中心的高斯分布中，如

果按概率密度的比例选取相邻点，则点A将选择

点B作为其相邻点的条件概率，以此计算点A的相

似性。为了更好将数据投影至低维空间中，算法

尝试去最小化高维数据空间和低维数据空间之间

的条件概率（相似度）之差。为了评估t-SNE条

件概率差和的最小化，使用梯度下降的方法最小

化原分布中数据与映射分布中的对应数据的KL散

度（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的总和。简单来

说，t-SNE主要目的在最小化两种分布的差异性：

第一个是度量输入实例成对相似性，另一种是嵌

入在相应低维空间中的成对点的相似性。通过上

述方式 [6]，t-SNE映射多维数据到低维空间中并

且试图找到基于多个特征的数据点的相似性来区

分观测数据群，从而发现数据中的模式 [7]。

t-SNE能将高维的数据降至2-3维，随后在坐

标轴上标注出对应的位置，将相似的点进行聚类，

通过图像我们能直观的发现不同词汇的相似度，

距离越近的点代表其表示的词汇关联性更强。

2.6 算法实践和代码编写（本章节作者：

周诗佳）

2.6.1 任务描述

本次实验分为四个步骤2:

• 1.从pubmed上获取水稻相关文献的摘要并进

行预处理，以获得方便后续嵌入计算的文本。

• 2.利用多种嵌入模型进行嵌入计算并比较其优

劣。

• 3.将嵌入得到的向量进行t-SNE可视化分析。

• 4.根据得到的向量设置下游任务，对文本进行

关系抽取，发掘与水稻相关的词汇，并分析归

纳出相应的生物学意义。

图 2: 实验流程。图片来源 [自绘]

2.6.2 实验设计

1.构建语料库并进行统计

语料库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资源，也

是经验主义语言研究方法的主要资源。语料库作

为一个或者多个应用目标而专门收集的，有一定

结构的、有代表的、可被计算机程序检索的、具

有一定规模的语料的集合。本质上讲，语料库实

际上是通过对自然语言运用的随机抽样，以一定

大小的语言样本来代表某一研究中所确定的语言

运用的总体，应用于词典编纂，语言教学，传统

语言研究，自然语言处理中基于统计或实例的研

究等方面。为了构建水稻本文的语料库，我们首

先从pubmed上通过检索Oryza sativa关键词下载

水稻相关文献，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筛选出摘

要部分，删去其中的标点符号，统一大小写，将

原始文本处理成只有词汇的文本，并对文本的词

汇量进行初步的统计。

2.词嵌入计算

从github上获取对应的Word2Vec、 BERT、

BioBERT、 SciBERT、PubMedBERT、Glove代

码，分别将处理后的数据作为输入，对Word2Vec、

BERT、 BioBERT、 SciBERT、 PubMedBERT、

Glove模型进行训练。

3.t-SNE可视化

使用t-SNE将嵌入后的向量降至二维并选取合

适的坐标轴参数，绘制出最合适的坐标轴图像。

4.关系抽取

根据t-SNE可视化的结果，可以直观反映出

哪些词语在空间上的距离比较接近，表明其可

能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筛选出可视化结果

当中与水稻空间距离比较接近的词汇，通过代

码keywordsquerypubtator.py从原始文本中进行知

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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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实验结论（本章节作者：祝匡正）

2.7.1 不同嵌入方法的比较

分 别 对Word2Vec、 BERT、 BioBERT、

SciBERT、PubMedBERT、Glove 嵌入得到的

词向量进行t-SNE可视化展示3 [8]，观察各词汇

在坐标轴中的分布，分析比较两种模型的优劣

性，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选出最合适的嵌入模

型。按照预期BERT嵌入应好于Word2Vec嵌入，

Word2Vec的一个基本假设在于，可以通过word的

周边词实现对word的理解表征。 BERT是利

用transformer的 结 构， 同 时 考 虑word所 在 句

子（序列）中左右两边词的信息，实现对词

的表征 [9]。 Word2Vec 和 BERT 都考虑了

word 的周边信息，实现对word的表征 [10]，获

得word的embedding。虽然二者都利用了word的

周边信息，但是二者使用周边信息的方式不同，

模型架构和训练方式不同，造成了二者对word的

表征效果不同。对于Word2Vec，无论是周边词预

测中心词，还是中心词预测周边词的预测方式，

周边词的方式都可以看成是Bog of words的模式。

这种模式有两个问题：没有考虑词序问题受限

于window窗口大小的限制，不能考虑整个句子中

所有词的相关性。对于BERT，利用transformer中

的注意力方法和mask language model的训练，以

及embedding中编码了词序信息。通过以上的方

式，实现了同时考虑上下文(Bidirectional)及词序

信息，实现对word的embedding。期望在tSNE可

视化中，Word2Vec中会得到一些相近或者相

反的关系词非常接近，而使用BERT模型训练

的t-SNE可视化中，具有相思词语的更为接近。

比如在Word2Vec中， negetive和positive的联系

比较多，肯定是由于在文献综述中同时存在”

The gene is negetive”和“The gene is positive”

,这两个句子中的“negetive”和“positive”，由

于周围的词完全相同，在Word2Vec中，得出的

向量表征就会非常相似。但是在BERT的预训

练中，同时训练了next sentence prediction,”

which make leaves more big”,利用下一句的信息，

BERT相比Word2Vec而言，就能更准确的表征出

“negetive”和“positive” 的差别 [11]。

根据不同聚类方法得出的结果，我们可以得

知3：

对于Word2Vec聚类结果比较分散，呈现的较

为整体和松散的放射状，容易出现近义词的单个

聚类，比如should与could,weeks和days距离很近，

相关性不能很好的体现。

对于BERT，左下侧单个字母聚集在一起，右

侧近义词反义词聚集在一起better与well，在局部

中很容易发现关系，但是缺点是没有区分单数和

复数，是无效的关系，但总体比Word2Vec要好。

对于BioBERT，呈现出了明显的分簇，在右

端尤为明显，数字靠在一边，虚词代词all，this，

we短语靠在一边，生物学名词gene s,protein靠在

一边，层次鲜明，分簇效果好。

对于SciBERT呈现出手套形状，层次聚类更

加鲜明并且区分度高，对比Word2Vec更为直观与

美观，同样存在单复数大量重叠的问题，在生物

学名词上有很好的区分度。

对于PubMedBERT，呈现出了明显的分簇，

在右端同样明显，和BioBERT很类似甚至效果更

好，对于同种生物类名词聚集的范围更广更密集，

更加清晰，不存在单复数的无效聚集。

对于Glove，结合了Word2Vec的方法，整体图

和前者类似但聚类更加明显，在四周更加集中，

能结合上下文做到聚集，但同样单复数也聚集在

一起

2.7.2 关系抽取

根据嵌入的结果提取水稻相关的词汇并进行

整理概括，得出结论。关系抽取的主要任务就是，

给定一段句子文本，抽取句子中的两个实体以

及实体之间的关系，以次来构成一个三元组（s，

p，o），s是subject表示主实体，o为object表示客

实体，p为predicate表示两实体间的关系。总的来

说，(s, p, o)可以理解的“s的p是o”。当然一个句

子中可能不止两个实体，从而也不止一种关系，

所以本实验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且正确的

抽取句子中的关系实体对。在知识图谱的构建过

程中，一般会用到实体抽取、关系抽取技术，知

识图谱的就是由许多节点和边构成的，一个节点

就代表一个实体、一条边就代表连接两个实体之

间的关系。在本实验中期待得到如下抽取结果，

对于“氮和磷转运和代谢的分子调控机制，氮

与植物激素和抽穗期的相互关系”为输入文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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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嵌入方法得到的结果。图片来源：[自绘]

则抽取结果为（“氮和磷”，“影响”，“代谢分子

调控”），（“氮与植物激素”，“相互作用”，“抽穗

期”）。

通过本实验我们发现了多种基因对于水稻生

长具有调控作用，如过表达Lsi1可介导水稻的转

录调控网络，增强水稻对低温胁迫的抗性。过表

达OsMPH1会导致水稻株高和籽粒产量增加，而

敲除OsMPH1则会导致相反的表型。过表达一个

新的myb相关转录因子OsMYBR1可以提高水稻的

耐旱性，降低对ABA的敏感性。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构思和撰写过程（本章节作

者：周诗佳）

水稻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全

球2亿多农户安身立命的基础。全球有30多亿的

人口，包括几乎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都以稻米为

主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粮

食从来都是安定天下、稳定民心的战略物资。粮

食问题既是经济、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

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在中国，水稻

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作物

的1/3，产量占全国粮食作物近1/2。因此，作为

粮食作物中的“主力军”，水稻生产的重要性无论

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不言而喻的。从文献中能

获取到最新的研究进展，通过词嵌入的方法能广

泛获取大量文献中的内容，帮助我们筛选有用的

信息，提高我们对水稻的认知水平，并为日后的

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

本次课程论文主要任务是对水稻文献中的词

汇进行嵌入计算，并通过可视化评估词嵌入的效

果，根据结果我们从文献中发掘与水稻密切相关

的词汇并进行生物学分析。在撰写论文之前我们

通过查阅NLP相关文献和博客对嵌入计算有了初

步的了解，随后从第五次实验嵌入计算所给出

的github链接获取了Word2vec和BERT相关代码

并成功运行。在实验完成后，我们重新仔细阅读

了Word2vec和BERT的原论文，对其中的过程有

了更深层的理解，最后完成课程论文的撰写。

3.2 所参考主要资源（本章节作者：周诗

佳）

本次实验主要是通过Word2vec和BERT模型

进行嵌入计算以及t-SNE算法进行可视化，其中的

代码主要参考hzaubionlp第五次实验嵌入计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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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链 接： https://github.com/bionlp-hzau/

Embedding-experiment-in-BioNLP-course），

算法原理在参考文献已提到。本实验中将其中

的COVID-19文献数据替换为水稻文献数据，通

过嵌入计算后，筛选出效果最好的模型，最后提

取出其中与水稻相关词汇进行生物学分析。参考

第五次实验代码主要是为了完成整个嵌入计算的

流程，并加深对整个过程的理解，首先我们将原

始所给COVID-19文献数据进行了嵌入计算，随

后将我们本次实验所用的水稻文献数据处理成

与COVID-19相同的格式，随后将处理后的数据作

为输入数据在模型中进行嵌入计算，其中模型中

的各种参数均为代码原始默认参数，最后参考其

中t-SNE可视化代码并通过调整出最佳的坐标轴对

各种方法进行可视化对比。参考相关文献为了加

深我们对词嵌入原理的理解，并帮助我们在运行

代码时能根据自己所选的数据对其中的参数进行

修改。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周诗佳）

本次论文主要对应hzaubionlp第五次实验嵌

入计算，实验中示例数据为COVID-19相关文献

词汇，我们参考了其中的Word2Vec和BERT代码，

使用了水稻文献词汇数据进行分析，对多种常用

的嵌入模型进行可视化比较选出最佳模型，最后

根据最佳模型对原始文献数据中提取水稻相关的

高频词汇并进行生物学意义分析。通过深度学习

的方法我们能对海量文献文本进行挖掘，提取其

中的有用信息，为日后的研究提供相应的方法和

思路。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和体会（本章节作者：

周诗佳）

本次实验的代码主要是参考第五次实验课中

所给代码，在代码调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是环境的配置，我们直接使用pip3 install -

r requirements.txt安装相关程序包会报错，于是

我们便对其中程序包逐个进行安装，pytorch安

装与其它包有所不同，此次实验中我们是使用

的cpu版本，具体命令参考github文档中的“环境

配置.txt”。随后是对原始数据的处理，我们将水

稻文献词汇数据处理成与参考数据相同的格式，

并作为输入数据进行嵌入计算，在嵌入计算过

程中并没有发生报错，但是对其中模型具体代

码的理解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由于其中的代码

是用pytorch进行编写，在这个理解过程中我们学

会pytorch中的许多计算方法，增强了代码的阅读

能力，同时当遇到陌生的代码在查阅相关资料的

过程中提高了搜索所需资料的能力，也加深了对

深度学习的理解，了解了神经网络以及当下nlp中

比较先进的模型。最后在进行t-SNE可视化分析

中，获得的图像结果是一堆相似的文本聚集在一

起，其中仍有不理想的模型，可能是由于计算机

在计算过程中的考虑缺少了人类中的感情分析，

只是单纯的将前后文相同的词汇汇聚在一起，如

今的算法仍有许多改进的地方，如何让计算机对

文本的理解更加接近于人类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

课题，生物文本挖掘算法的开发任重而道远。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周诗佳）

在本次课程论文撰写中，祝匡正完成了方法

部分中各种方法介绍的撰写以及实验结论的总结，

周诗佳完成了整个嵌入计算过程代码的运行，并

撰写了算法实践和代码编写要求和后记部分，王

超逸完成了概况、数据来源的撰写并对整篇文献

进行了排版。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本章

节作者：周诗佳）

本课程论文主要优点是对水稻文献文本进行

了嵌入计算，将非结构化的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

据进行分析，并通过t-SNE可视化对不同嵌入模型

进行了比较，筛选出最好的模型，从文献中发现

与水稻密切相关的词汇，并进行了生物学意义的

分析。主要缺点是大量使用了课程实验七中的代

码，而且其中的参数均使用默认参数，缺少不同

参数下模型的结果，缺少对其中代码的进一步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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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假设多出30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和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周诗佳）

假如多出30个工作日，首先我们会花一部分

时间编写程序对原始文本中停用词的设置进行进

一步优化，随后使用其它的各种嵌入模型进行比

较分析，并参考最新的生物文本挖掘的相关文献

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并通过消融实验选出

每一步处理最合适的方法在最后分析模型性能时，

除了t-SNE可视化，我们会尝试使用其它的一些评

估指标对我们使用的模型性能进行分析，参考网

上资料，我们将从内在评估方面进行分析，我们

将根据嵌入得到的矩阵计算不同词汇之间的相关

性，其中余弦相似度的结果可能会和人类主观评

价的标准更接近。第一周我们完成数据预处理的

改进以及使用其它模型进行对比实验，第二周阅

读最新的文献参考其中的思路并尝试对模型进行

进一步的改进并对其中的参数进行调整分析。第

三周进行消融实验，以及使用不同的评估标准进

行分析。最后一周整理所有的工作完成课程论文

的撰写。

3.8 本次课程论文的心得体会（本章节作

者：周诗佳）

在此首先我们想感谢夏静波老师的教导，感

谢每一次提供实验课中所用代码的师兄师姐，感

谢为我们课程论文提供宝贵建议的张可欣、李晟、

李万相、吴超、冯思雨、郭雨青同学，也感谢我们

小组成员在此过程中不懈的努力。在整个论文撰

写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也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小到环境的配置，

大到论文的阅读，通过一次次的小组讨论最终得

以解决。论文的撰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次

课程论文的撰写我们走了许多弯路，也为我们后

续其它课程论文以及毕业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启发。

首先选题不仅要有研究意义，同时也要符合自身

的情况，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是自身能通过所学

的专业知识能力去解决的题目。在确立题目后，

接下来就是树立目标和信心去克服困难坚定的写

下去，遇到问题时要广泛查阅资料，多思考归纳

总结，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我们提升自我的过程。

随后要有明确的研究思路，在确立选题后，我们

便围绕选题进行充分的实验，同时要广泛的阅读

其它学者的研究方法，从中借鉴思考以创新，同

时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便要同步开始论文的撰

写，在撰写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反思整个实验的过

程，在撰写时要有充分的论据，要明确的表明自

己的观点和理由，同时要找准论文的创新点，并

站在一定的高度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创新点是

整个论文最核心的地方，也最大程度的决定了整

篇文章的质量。最后，“团队”、“合作”是我们体

会最深的两个词，做实验是一个需要和他人交往

的过程，往往能在讨论中发现新的研究思路、解

决遇到的困难，我们要有合作精神，学会沟通。总

之，在整个实验和论文撰写完成的过程中，我们

体会到了科研的艰辛，也体会到了完成论文撰写

时的喜悦，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充实提升自我，锻

炼了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作

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夏静波

老师在此过程中的指导，感谢提供宝贵建议的张

可欣、李晟、李万相、吴超、冯思雨、郭雨青同

学，感谢我们小组成员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们将

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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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请

检查并简要回答)（本章作者：周诗

佳，王超逸）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仅限于对嵌入计算的分析，而对于

下游具体任务的工作较少，待实验完成会后在后

记中提到。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无潜在风险，未在文中提到。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是。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否。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在数据来源部分我们介绍本次实验

以Oryza sativa为关键词从pubmed获取原始文献

并进行处理，在方法部分我们介绍了实验的主要

方法是利用Word2vec及BERT相关代码进行嵌入

计算以及使用t-SNE进行降维可视化。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否。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答：我们对文本进行预处理之后统计了文本

的词汇量，通过t-SNE降维可视化观察词汇的关联

性。

4.1.8 本工作是否使用了代码计算，如果有，是

否介绍了运行环境和运行时间？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使用了代码计算，运行环境和运行时间

会连同代码一起上传至github。

4.2 某些关键代码（本章节作者：周诗

佳）

本课程论文的 GitHub 链接是：https://

github.com/snakezhou/bionlp.git，其中使用

环境参考其中的requirements.txt文件，代码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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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针对生物实体和关系挖掘的深度语义模型

AGAC 是我们课题组自⼰开发的⼀个专属语料库，主要用以挖掘突变引发的分⼦过程。针

对这个语料库的分⼦实体标注和关系的挖掘，已经开发了⼀系列的自动化 NLP 脚本，包括传

统的 CRF ⽅法和当代的深度语义模型。试⼀试我们提供的序列标注⼯具吧。

– Jingbo Xia

项⽬要求：

使⽤序列标注⼯具或者神经⽹络代码，完成 AGAC 数据库的序列标注任务。并利⽤该任务所获得的

模型，针对新⽂本进⾏挖掘。

提⽰：需编写脚本对 AGAC Track 的数据进⾏预处理，完成 Task 1.
参考论⽂链接：https://www.aclweb.org/anthology/D19-5710/
参考的 Wapiti 项⽬链接：https://github.com/bionlp-hzau/Tutorial_4_CRF
参考的 BiLSTM+CTF 项⽬链接：https://github.com/bionlp-hzau/LSTM_CRF_useAGAC
参考的 BERT 项⽬链接：https://github.com/bionlp-hzau/BERT-CRF-for-BioNLP-OST2019-AGAC-Task1

相关论⽂⼀篇:
李中占，刘雅⽂，黄雅芹《针对 AGAC 语料库的序列标注⽅法探讨》

201

https://www.aclweb.org/anthology/D19-5710/
https://github.com/bionlp-hzau/Tutorial_4_CRF
https://github.com/bionlp-hzau/LSTM_CRF_useAGAC
https://github.com/bionlp-hzau/BERT-CRF-for-BioNLP-OST2019-AGAC-Tas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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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针对 AGAC 语料库的序列标注方法探讨》

课程论⽂ GitHub ⽹址：

https://github.com/yoeHuuui/BioNLP
对长⽂初稿的教师建议和同学互评建议：

https://github.com/yoeHuuui/Bio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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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AGAC 语料库的序列标注方法探讨

李中占1, 刘雅文1，黄雅芹1

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摘要

乁乮乮乯乴乡乴乩乯乮 乯书 乇乥乮乥乳 乷乩乴乨 乁乬乴乥乲乡乴乩乯乮中乃乥乮乴乲乩乣

书乵乮乣乴乩乯乮 乣乨乡乮乧乥乳语料库通过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

实现对于疾病相关的生物医药类文本的序列标

注。利用该语料库并基于“乇乏乆中乡乮乴乡乧乯乮乩乳乴丯乌乏乆中

乡乧乯乮乩乳乴”假想，在已经获得安全认证的上市药

物中发掘它们新的用途成为可能。本文将已有

成熟标注机制的条件随机场方法分别与长短期

记忆网络、来自转换器的双向编码器表示结合，

构建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序列标注，利用模型对

从乐乵乢乭乥乤、乐乵乢乴乡乴乯乲中获得的测试集进行测试，

并针对结果进行评估。最后我们使用自己构建的

模型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相关文献进行挖掘，进

行依存关系提取和基因本体富集分析，认识到诸

如神经元凋亡、突触功能失调、乁买乯久基因多态性

等因素与阿尔兹海默症的关系。

关键词: AGAC，CRF，LSTM，BERT，

阿尔兹海默症

1 概况

1.1 选题说明（本章节作者：刘雅文）

小组成员们一开始就决定从较有挑战性的几

个选题入手。乁乇乁乃（乁乮乮乯乴乡乴乩乯乮 乯书 乇乥乮乥乳 乷乩乴乨

乁乬乴乥乲乡乴乩乯乮中乃乥乮乴乲乩乣 书乵乮乣乴乩乯乮 乣乨乡乮乧乥乳）序列标注涉

及到的内容较其他几个项目而言有一定复杂性，

且涉及到神经网络相关的预测模型，这对于组内

部分成员而言是很未知的领域，故而本着学到就

是赚到的思想，大家最终决定了选择该题。

本文旨在实现对 乃乒乆（乃乯乮乤乩乴乩乯乮乡乬 乒乡乮中

乤乯乭 乆乩乥乬乤）、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 （乌乯乮乧 乓乨乯乲乴中乴乥乲乭

乍乥乭乯乲乹中乃乯乮乤乩乴乩乯乮乡乬 乒乡乮乤乯乭 乆乩乥乬乤）、 乂久乒乔中

乃乒乆（乂乩乤乩乲乥乣乴乩乯乮乡乬 久乮乣乯乤乥乲 乒乥买乲乥乳乥乮乴乡乴乩乯乮 书乲乯乭

乔乲乡乮乳书乯乲乭乥乲乳中乃乯乮乤乩乴乩乯乮乡乬 乒乡乮乤乯乭 乆乩乥乬乤）三种

模型的搭建，并利用构建的神经网络模型对

从乐乵乢乭乥乤中获取的数据进行序列标注，通过模

型评估后可以将我们的方法应用于阿尔兹海默症

这一疾病的相关文本挖掘工作，并针对所得结果

进行乇乏（乇乥乮乥 乏乮乴乯乬乯乧乹）富集，以此获得一些

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发现。乇乏富集作为我们印证文

本挖掘结果的辅助手段，可以帮我们验证通过模

型标注找到的基因与目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1.2 研究涉及的算法原理简介（本章节作

者：刘雅文）

乃乒乆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是自然语言处理

中的基础模型，广泛用于实体识别和标注词性等

场景。

乒乎乎（乒乥乣乵乲乲乥乮乴 乎乥乵乲乡乬 乎乥乴乷乯乲乫乳）是一种

用于处理序列数据的神经网络。相比一般的神经

网络来说，它能够处理序列变化的数据。比如某

个单词的意思会因为上文提到的内容不同而有

不同的含义，乒乎乎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

乌乓乔乍是一种特殊的乒乎乎，主要是为了解决长序

列训练过程中的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问题。简

单来说，就是相比普通的乒乎乎，乌乓乔乍能够在更

长的序列中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在利用乌乓乔乍进

行序列建模的时候只考虑了输入序列的信息，即

单词信息，但是没有考虑标签信息，即输出标签

信息。也就是说这样使用乌乓乔乍无法对标签转移

关系进行建模。而标签转移关系对序列标注任务

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在乌乓乔乍的基础上引入

一个标签转移矩阵对标签转移关系进行建模。所

以乌乓乔乍丫乃乒乆模型的产生应运而生。

乂久乒乔，是一个预训练的语言表征模型。它

强调了不再像以往一样采用传统的单向语言模型

或者把两个单向语言模型进行浅层拼接的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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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训练，而是采用新的乍乌乍（乭乡乳乫乥乤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

乭乯乤乥乬），以致能生成深度的双向语言表征。本文

中乂久乒乔丫乃乒乔的方法也会被构建以进行标注。

2 研究内容

2.1 项目背景（本章节作者：刘雅文）

乁乇乁乃语料库是一个基于乏乍义乍文本，具有

细粒度注释的语料库。其注释集中在基因突变

上，包括突变、影响的功能以及产生影响的方

式。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注释标签，生物概

念触发标签和根调节触发标签。其中，生物概念

触发标签包括：变异、分子生理活性、互作、途

径、细胞生理活性。另外还包括了正调控、负调

控、调控这三个调控触发标签。乁乇乁乃序列标注

的目的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大量文本中挖掘一种

高阶关系，即突变后的基因在疾病中发挥的是什

么功能。再基于“乇乏乆中乡乮乴乡乧乯乮乩乳乴丯乌乏乆中乡乧乯乮乩乳乴”

假想，例如由乇乏乆（乇乡乩乮中乏书中乆乵乮乣乴乩乯乮）的基因突

变引发的疾病可以通过对目标基因具有抑制作用

的药物进行治疗，试图在文本挖掘过程中寻找潜

在的现有药物，以实现药物的重定向乛丱九。

2.2 数据标注（本章节作者：李中占）

乁乇乁乃语料库的构建需要基于合理的序列

标注手段，乂义乏标注是指将每个元素标注为

“乂乘”、“义中乘”或者“乏”。其中，“乂中乘”表示此

元素所在的实体于乘 类型并且此元素在此实体

的开头，“义中乘”表示此元素所在的实体属于 乘

类型并且此元素在此实体的中间位置，“乏”表

示不属于任何类型。针对 乁乇乁乃 语料库，我

们需要乃乐乁，乄乩乳乥乡乳乥， 久乮乺乹乭乥， 乇乥乮乥， 义乮中

乴乥乲乡乣乴乩乯乮， 乍乐乁，乎乥乧乒乥乧，乐乡乴乨乷乡乹，乐乯乳乒乥乧，

乐乲乯乴乥乩乮，乒乥乧，乖乡乲这 丱串个实体的信息，根据 乂义乏

标注的特点则一共是 串丵 个标签类别。

本项目通过使用乃乒乆乛串九、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乛丳九、

乂久乒乔中乃乒乆乛临九这三个模型，使用预先准备的训练

集对模型进行训练，并使用训练出的模型进行实

体识别及乂义乏标注。

2.3 GO富集分析（本章节作者：李中占）

乇乥乮乥 乏乮乴乯乬乯乧乹丨乇乏，基因本体论丩乛丵九因在不

同维度和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一般从三个层面进

行：细胞成分丨乃乥乬乬乵乬乡乲 乣乯乭买乯乮乥乮乴丬 乃乃丩丬 生物学

过程丨乂乩乯乬乯乧乩乣乡乬 乲乯乣乥乳乳丬 乂乐丩丬 分子功能丨乍乯乬乥乣乵乬乡乲

书乵乮乣乴乩乯乮丬 乍乆丩。具体来说，乃乥乬乬乵乬乡乲 乣乯乭买乯乮乥乮乴解

释的是基因存在于哪里，如细胞质或细胞核，如

果存在细胞质那在哪个细胞器上？如果是在线粒

体中那是存在线粒体膜上还是在线粒体的基质当

中？ 乂乩乯乬乯乧乩乣乡乬 买乲乯乣乥乳乳是在说明该基因参与了哪

些生物学过程，如乲乒乎乁的加工或乄乎乁的复制等。

乍乯乬乥乣乵乬乡乲 书乵乮乣乴乩乯乮在讲该基因在分子层面的功能

是什么，如促进或一直某一生化反应。用找到的

差异基因去做乇乏富集分析，目的是能从这三方面

找到和我们基因不一样的地方。即借助各类数据

库和分析工具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在数据库中与

我们要研究的生物学问题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基因

功能类别。它的统计原理是用超几何分布型来检

验一组基因（共表达或差异表达丩中某个功能类的

显著性，通过离散分布的显著性分析、富集度分

析和假阳性分析丬 得出与实验目的有显著关联的、

低假阳性率的及靶向性的基因功能类别。

通俗易懂的讲，就是将基因归类，看看哪些

基因的功能和我们的研究相关，之后做假设检验，

根据乐值判断相关性是随机的，还是显著的。更

准确的方法是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个假阳性发现率

的检验，用乑值再判断一次，从而发现哪些功能

的基因和我们的研究最相关。例如，在疾病研

究的时候，进行药物治疗之后某些基因的表达

量明显的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基因

做乇乏分析，假设发现在乂乩乯乬乯乧乩乣乡乬 买乲乯乣乥乳乳过程中

富集在乒乎乁修饰上，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

挖掘，探寻疾病的致病机理。

2.4 数据获取（本章节作者：刘雅文）

一开始我们的数据都来自课程网站提供的数

据集，并且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数据集中的数据

都是以一种特定的格式出现。经过老师后几堂

课的讲解，后期我们自己编写了脚本试图爬取

来自乐乵乢乭乥乤上的文献并在乐乵乢乴乡乴乯乲上进行实体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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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们试图对丱丰万篇文献进行爬取，但

是结果不尽如人意，总共只获得了丳丰丰多篇的结

果。数据量太小的直接结果就是无法开展行之有

效的知识发现，所以后续工作一度被搁置。之后

针对类似问题我们请教了老师，认识到确实存在

因为文献太新乐乵乢乴乡乴乯乲上暂未收录实体识别结果

的可能。所以接下来我们针对爬取结果和文献的

时间顺序进行了粗分，但是试验的结果依然不好，

我们发现用一开始的代码爬取，其效果与文献发

表的时间先后仍然没有太大的关联。

再次检查代码发现，我们的翻页命令只能使

文献的乐乍义乄相较于前一页变化一个，我们重新修

改代码之后利用买乹乴乨乯乮脚本获取了由丵丰丰丰丰篇文献

构成的数据集，以此为基础，应用我们的模型进

行序列标注并对结果进行知识发现。

2.5 开发环境（本章节作者：李中占）

乐乹乴乨乯乮 丳丮丷丮丹

乁乮乡乣乯乮乤乡 丵丮丳丮丱

乃乕乄乁 丱丰丮丰

乐乹乣乨乡乲乭 乃乯乭乭乵乮乩乴乹

2.6 模型介绍（本章节作者：李中占）

在进行实体识别和乂义乏标注时，我们一共用到

了三种：乃乒乆、乌乓乔乍中乃乒乆、乂久乒乔中乃乒乆 。我们

学习了三种模型的原理，使用乁乇乁乃数据库中的

训练集对模型进行训练，使用乁乇乁乃数据库中的

测试集对模型进行评估，分析了三种模型的各项

指标及优劣。综合评估三种模型后，我们最终使

用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型对阿尔兹海默症相关文献进行

了挖掘。

2.6.1 CRF模型

条 件 随 机 场 模 型 （乃乯乮乤乩乴乩乯乮乡乬 乒乡乮乤乯乭

乆乩乥乬乤乳丬 乃乒乆）是乌乡下乥乲乴乹于串丰丰丱年，在最大熵模型

和隐马尔科夫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判别式

概率无向图学习模型，是一种用于标注和切分有

序数据的条件概率模型。乃乒乆最早是针对序列数

据分析提出的，现已成功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

生物信息学、机器视觉及网络智能等领域。

简单地讲，随机场可以看成是一组随机变量

的集合。当给每一个位置按照某种分布随机赋予

一个值之后，其全体就叫做随机场。当然，这些

随机变量之间可能有依赖关系，一般来说，也只

有当这些变量之间有依赖关系的时候，我们将其

单独拿出来看成一个随机场才有实际意义。马尔

科夫随机场（乍乒乆）对应一个无向图。这个无向

图上的每一个节点对应一个随机变量，节点之间

的边表示节点对应的随机变量之间有概率依赖关

系。因此，乍乒乆的结构本质上反应了我们的先验

知识——哪些变量之间有依赖关系需要考虑，而

哪些可以忽略。具有马尔科夫性质：离当前因素

比较遥远丨“遥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定义）

的因素对当前因素的性质影响不大。增加一个观

察集合后，这个乍乒乆就称为乃乒乆。它的条件分布

形式完全类似于乍乒乆的分布形式，只不过多了一

个观察集合乸。从通用角度来看，乃乒乆本质上是给

定了观察值丨乯乢乳乥乲乶乡乴乩乯乮乳丩集合的乍乒乆。

乃乒乆模型使用乷乡买乩乴乩构建。

2.6.2 LSTM-CRF模型

在介绍乌乓乔乍前，我们需要对循环神经网络有

一个简单的了解。循环神经网络（乒乥乲乲乥乮乴 乎乥乵乲乡乬

乎乥乴乷乯乲乫丬 乒乎乎） 乛丶九与其他神经网络模型的最大

不同在于其结合了序列上下文去训练模型，因而

对具有序列特性的数据非常有效，它能挖掘数据

中的时序信息以及语义信息，在自然语言处理中

应用十分广泛。而长短时记忆（乌乓乔乍）是一种

用于深度学习（乄乌）领域的人工递归神经网络

（乒乎乎）结构，与普通乒乎乎的区别在于其添加了

一个“门控系统”，这使得乌乓乔乍不像普通乒乎乎一

样每个时刻都把隐藏层的值存下来，它会选择性

的存储信息，从而解决了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的

问题。乌乓乔乍的“门控系统”分为三个部分：输入

门（义乮买乵乴 乇乡乴乥），在每一时刻从输入层输入的信

息会首先经过输入门，输入门的开关会决定这一

时刻是否会有信息输入到乍乥乭乯乲乹 乃乥乬乬（即存放每

一时刻信息的地方）；输出门（乏乵乴买乵乴 乇乡乴乥），每

一时刻是否有信息从乍乥乭乯乲乹 乃乥乬乬输出取决于这一

道门；遗忘门（乆乯乲乧乥乴 乇乡乴乥），每一时刻乍乥乭乯乲乹

乃乥乬乬里的值都会经历一个是否被遗忘的过程，就

是由该门控制的，如果打开，那么将会把乍乥乭乯乲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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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乥乬乬里的值清除，也就是遗忘掉。

与标准前馈神经网络不同，乌乓乔乍具有反馈

连接。它不仅可以处理单个数据点（如图像），

还可以处理整个数据序列（如语音或视频）。例

如，乌乓乔乍适用于未分段、连接的手写识别、语

音识别和网络流量或义乄乓（入侵检测系统）中的

异常检测等任务。乌乓乔乍网络非常适合基于时间

序列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和预测，因为时间序列

中的重要事件之间可能存在未知持续时间的滞

后。乌乓乔乍的开发是为了解决在训练传统乒乎乎时

可能遇到的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问题。相比普通

的乒乎乎，乌乓乔乍能够在更长的序列中有更好的表

现。

乌乓乔乍模型的准确度不错，但乌乓乔乍模型的产

出只有发射概率，尽管这个发射概率考虑到了上

下文，但是毕竟没有考虑到转移概率。而在许多

情况下，例如乂义乏标注时，有显而易见的规则，如

是乂中乘后面不会有义中乙。在这种情况下，加入转移

概率能大大提高模型的准确度。因此，乌乓乔乍中

乃乒乆将乌乓乔乍和乃乒乆融合，结合发射概率和转移

概率，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准确度。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型的建立过程如下：

丱丮下载网站的代码以及数据

串丮调用买乲乥买乡乲乥丮买乹 生成训练所需的相关文件

丳丮调用乴乲乡乩乮丮买乹，利用训练集训练模型

临丮调用买乲乥乤乩乣乴丮买乹，利用上一步得到的模型预

测，得到结果文件

丵丮调用乣乯乮乬乬乥乶乡乬丮买乬，评估模型质量

2.6.3 LSTM-CRF模型

乂久乒乔模型是从乴乲乡乮乳书乯乲乭乥乲乛丷九中衍生出来的

预训练语言模型，它是一个预训练的语言表

征模型。乂久乒乔模型的构建基于乔乲乡乮乳书乯乲乭乥乲 久乮中

乣乯乤乥乲，它整个的架构是基于乄乁久（乄乥乮乯乩乳乩乮乧 乁乵中

乴乯乥乮乣乯乤乥乲，去噪自编码器） 乛丸九的，即 乂久乒乔文

章里出现的乍乡乳乫乥乤 乌乡乮乡乵乧乥 乍乯乤乥乬（乍乌乍）。

乍乌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模型，因为整个

训练过程并不是利用语言模型方式来训练的。

乂久乒乔随机把一些单词通过乍乁乓之标签来代替，

并接着去预测被乍乁乓之的这个单词，过程其实就

是乄乁久的过程。乂久乒乔主要有两种训练好的模型，

分别是乂久乒乔中乓乭乡乬乬和乂久乒乔中乌乡乲乧乥，其中乂久乒乔中

乌乡乲乧乥使用了丱串层的久乮乣乯乤乥乲结构。整个的模型具

有非常多的参数。

以往的预训练模型的结构会受到单向语言模

型（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限制，因而也限制

了模型的表征能力，使其只能获取单方向的上下

文信息。而乂久乒乔利用乍乌乍进行预训练并且采用

深层的双向乔乲乡乮乳书乯乲乭乥乲组件来构建整个模型，因

此最终生成能融合左右上下文信息的深层双向语

言表征。

乂久乒乔强调了不再像以往一样采用传统的单向

语言模型或者把两个单向语言模型进行浅层拼接

的方法进行预训练，而是采用新的乍乌乍，以致能

生成深度的双向语言表征。乂久乒乔论文发表时提及

在丱丱个乎乌乐（乎乡乴乵乲乡乬 临乌乡乮乧乵乡乧乥 乐乲乯乣乥乳乳乩乮乧，自

然语言处理）任务中获得了新的乳乴乡乴乥中乯书中乴乨乥中乡乲乴的

结果，令人目瞪口呆。

与乌乓乔乍模型类似，乂久乒乔模型也存在相同

的问题。因此，将乂久乒乔模型与乃乒乆模型融合，

乂久乒乔负责学习输入句子中每个字和符号到对应

的实体标签的规律，而乃乒乆负责学习相邻实体标

签之间的转移规则，进一步提高了乂久乒乔模型预测

的准确性。

乂久乒乔中乃乒乆模型建立过程比较简单，下载好

需要的数据后直接调用乭乡乩乮丮买乹即可，同时包含了

训练和评估的结果。

2.7 模型评估与对比（本章节作者：李中

占）

根据预测的结果和实际的结果，数据可以被

分为： 乔乐（乔乲乵乥 乐乯乳乩乴乩乶乥乳丩，预测为正例而且实

际上也是正例；乆乐（乆乡乬乳乥 乐乯乳乩乴乩乶乥乳丩，预测为正例

然而实际上却是负例；乆乎（书乡乬乳乥 乎乥乧乡乴乩乶乥乳丩，预

测为负例然而实际上却是正例；乔乎（乔乲乵乥 乎乥乧乡中

乴乩乶乥乳丩，预测为负例而且实际上也是负例。

准确度（乡乣乣乵乲乡乣乹）、精确度（买乲乥乣乩乳乩乯乮）、

召 回 率 （乲乥乣乡乬乬）、 乆丱值 （乆丱 乶乡乬乵乥） 作 为

评 估 指 标， 经 常 用 到 分 类 效 果 的 评 测

上， 如 常 见 的 二 分 类 问 题。 其 中 准 确 率

为丨乔乐丫乔乎丩丯丨乔乐丫乔乎丫乆乐丫乆乎丩， 精 确 度

为乔乐丯丨乔乐丫乆乐丩， 召 回 率 为乔乐丯丨乔乐丫乆乎丩，

乆丱为串个买个乲丯（买丫乲），其中买为精确度， 乲为召回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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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准确率可以帮助判断总的正确率，但是

在样本不平衡的情况下，并不能作为很好的指标

来衡量结果。精准率和准确率看上去有些类似，

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精准率代表对正样

本结果中的预测准确程度，而准确率则代表整体

的预测准确程度，既包括正样本，也包括负样本。

召回率则是评估所有实际正例是否被预测出来的

覆盖率占比多少。我们当然希望精确率和召回率

都很高，但实际上是矛盾的，这两个指标是矛盾

体，无法做到双高。因此，选择合适的阈值点，就

需要根据实际问题需求，比如我们想要很高的精

确率，就要牺牲掉一些召回率。想要得到很高的

召回率，就要牺牲掉一些精准率。但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根据他们之间的平衡点，定义一个新的

指标：乆丱分数丨乆丱中乓乣乯乲乥丩。乆丱分数同时考虑精确率

和召回率，让两者同时达到最高，取得平衡。

具体的，三种模型的预测结果评估如下，

其 中乂久乒乔中乃乒乆和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 型 的乥买乯乣乨均

为丳丰。

乃乒乆模型：买乲乯乣乥乳乳乥乤 临丶丷丶丶 乴乯乫乥乮乳 乷乩乴乨 丱丸丱丱

买乨乲乡乳乥乳主 书乯乵乮乤为 临丱丳 买乨乲乡乳乥乳主 乣乯乲乲乥乣乴为 丱临丹丮 乡乣乣乵中

乲乡乣乹为 丹串丮丰丶严主 买乲乥乣乩乳乩乯乮为 丳丶丮丰丸严主 乲乥乣乡乬乬为 丸丮串丳严主

乆乂丱为 丱丳丮临丰严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型： 买乲乯乣乥乳乳乥乤 丶串丵丵丹 乴乯乫乥乮乳

乷乩乴乨 串临丱丶 买乨乲乡乳乥乳主 书乯乵乮乤为 丷丳丰 买乨乲乡乳乥乳主 乣乯乲乲乥乣乴为

串临丹丮 乡乣乣乵乲乡乣乹为 丹串丮丷临严。 买乲乥乣乩乳乩乯乮为 丳临丮丱丱严主 乲乥中

乣乡乬乬为 丱丰丮丳丱严主 乆乂丱为 丱丵丮丸丳严

乂久乒乔中乃乒乆模型为 买乲乯乣乥乳乳乥乤 临丳丱串丸 乴乯乫乥乮乳 乷乩乴乨

丱丶丱丰 买乨乲乡乳乥乳主 书乯乵乮乤为 丱丵丵丵 买乨乲乡乳乥乳主 乣乯乲乲乥乣乴为 丸丱丹丮

乡乣乣乵乲乡乣乹为 丹丵丮临丵严主 买乲乥乣乩乳乩乯乮为 丵串丮丶丷严主 乲乥乣乡乬乬为

丵丰丮丸丷严主 乆乂丱为 丵丱丮丷丵严

从三种模型预测结果评估中可以看出，

乃乒乆模型的准确率，召回率，书丱 乶乡乬乵乥等虽然是三

种模型中最低的，但各方面差距与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

型相比都不算大。而乂久乒乔中乃乒乆模型在各个方面

均远高于另外两种模型。

乃乒乆模型的优势在于速度较快，性能较

高，但其准确率，精确度等各个方面均不算高，

特别是在乌乓乔乍中乃乒乆和乂久乒乔中乃乒乆的乥买乯乣乨均达

到丱丰丰时。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的 速 度 虽 远 慢 于乃乒乆，

但远快于乂久乒乔中乃乒乆，且在乥买乯乣乨设置为丱丰丰后

在乂久乒乔中乃乒乆的各个评价指标上相差无几。

乂久乒乔中乃乒乆的优点是其在乥买乯乣乨较小（约串丰）时

就基本收敛，此后乥买乯乣乨增加乬乯乳乳的变化并不大，

且各个评价指标均较高，但缺点是训练过程太

慢，花费时间较长，这也很容理解，因为乂久乒乔中

乃乒乆模型的参数远高于另外两种。最终，综合准

确率，精确度，召回率，乆丱，运行时间，操作难

度等各个指标，我们决定使用乌乓乔乍中乃乒乆训练出

的模型进行数据标注。

图 丱为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和乂久乒乔中乃乒乆训练过程中
的乬乯乳乳变化。图片自制，绘图工具：乐乹乴乨乯乮 乭乡乴中
买乬乯乴乬乩乢

表 丱为 乃乒乆丬乌乓乔乍中乃乒乆和乂久乒乔中乃乒乆的乆乂丱值
（单位：严）。本图自制，绘图工具：乔乥乘乳乴乵乤乩乯

乔乹买乥 乃乒乆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 乂久乒乔中乃乒乆
丱 乃乐乁 丶丮丰丶 丷丮丳串 丱丸丮丱丸
串 乄乩乳乥乡乳乥 丸丮临丷 丱丰丮串丵 丵串丮临临
丳 久乮乺乹乭乥 丰丮丰丰 丰丮丰丰 串丶丮丰丹
临 乇乥乮乥 丳丮丶丶 丱丱丮临丸 丶串丮丵丹
丵 义乮乴乥乲乡乣乴乩乯乮 丰丮丰丰 丰丮丰丰 丳丰丮丷丷
丶 乍乐乁 丵丮丱丳 丷丮临丱 串丸丮临丱
丷 乎乥乧乒乥乧 丱丶丮丵丳 串丶丮丱临 丶串丮临临
丸 乐乡乴乨乷乡乹 丰丮丰丰 丰丮丰丰 串丸丮丵丷
丹 乐乯乳乒乥乧 丱丶丮丹丸 串丳丮丰丸 丶丱丮串丶

丱丰 乐乲乯乴乥乩乮 临丮丸丸 临丮丸丸 丱丵丮丳丸
丱丱 乒乥乧 丱丵丮丰串 丱丰丮丸丹 丵丷丮丷丱
丱串 乖乡乲 串丵丮串丵 串丸丮丵丷 丵丸丮丷丵

2.8 研究目的疾病：阿尔兹海默症（本章

节作者：黄雅芹，刘雅文）

阿尔兹海默症（英文缩写为乁乄）俗称老年痴

呆，是一种复杂，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神经退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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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由于漫长的疗程以及缺乏有效治疗方法，

阿尔兹海默症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已是主要的公

众健康问题之一。

依据发病年龄，将阿尔兹海默症分为早发病

例（小于丶丰岁）和晚发病例（大于丶丰岁），早发病

例仅占全部病例的丵中丱丰严，丶丵岁以上的人群患病几

率为丵严，丸丰岁的人群患病率上升到丱丰严，到丹丰岁，

发病率到了惊人的丵丰严。这意味着，在百岁人生的

时代，超过一半人，都要面对阿尔兹海默症的问

题。

目前仅有两个得到认可的发病机制假说：

ゲ淀粉样蛋白沉淀和胰岛素抵抗引起大脑中葡

萄糖代谢异常。如果仅从基因的角度来看的

话，编码淀粉样蛋白前体的乁乐乐基因、编码早

老素丱的乐乓久乎丱基因和编码早老素串的乐乓久乎串基因

等非常关键乛丹九。这三个基因如果突变的话，会

导致早发型常染色体显性阿尔茨海默病（简

称乁乄乁乄）。也就是说，只要携带突变，在临丰岁左

右出现认知衰退的风险极高。

而且这些患者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

ゲ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大量聚集。

此外，还有一个基因和阿尔兹海默症密切

相关：乁买乯久临。大多数人会携带两个乁买乯久丳基因，

这会导致他们有丹严的风险患病，而对于携带一

个乁买乯久临基因的人群，他们的患病风险高达丳丰严。

自从丱丹丹丳年发现乁乐乏久是晚发病例的非常重

要的风险因子后，寻找其他导致阿尔兹海默症

的风险因子就变得很艰难。直到串丰丰丹年全基因组

关联分析找到了发现新风险因子的大门，串丰丰丹年

到串丰串串年已经找到了近丹丵个风险位点。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这个课程项目在相关数据库中发现更多

资料，进行更多生物信息学分析。

2.9 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文本挖掘（本章

节作者：李中占）

2.9.1 基于BIO标签的文本挖掘（本章节作者：

李中占）

综合比较各种模型的优劣，我们最终决定使

用训练了丱丰丰次的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型模型对丵丰丰丰丰篇

阿尔兹海默症的相关文献摘要进行了文本挖掘，

并对标记出的蛋白和基因进行了分析，探寻其中

的原理。

首先编写了爬虫脚本，使用买乵乢乴乡乴乯乲中乡买乩设

置乴乥乲乭为“乁乄”（乁乬乺乨乥乩乭乥乲 乤乩乳乥乡乳乥，阿尔兹海默

症）共爬取了丵丰丰丰丰篇文献的摘要，之后编写脚本，

使用乳买乡乣乹库对这丵丰丰丰篇文献的摘要进行分句，分

词，其中每个乴乯乫乥乮的乬乡乢乥乬均初始化为乏，并将其

保存为乴乯乫乥乮丯乬乡乢乥乬的形式，词间以空格分割，句

间以换行符分割，以便识别。

然后使用训练出的乌乓乔乍模型对文献进行

预测，步骤比较简单，在命令行中输入买乹乴乨乯乮

乴乲乡乩乮丮买乹即可，可以得到结果文件乴乥乳乴 乯乵乴丮乴乡乢。

对得到的结果文件进行分析，首先去

除乬乡乢乥乬为乏的所有乴乯乫乥乮，对于剩下的乴乯乫乥乮，发现

其中部分实体明显预测错误，但人工筛选所有

的标签过于困难。考虑到我们主要关注基因和蛋

白，我们人工的筛选了被标记为乇乥乮乥和乐乲乯乴乥乩乮的

实体，并对包含基因或蛋白的句子中的实体关系

进行抽取，再对抽取出的三元组进行人工筛选，

大大减少了工作量。此外，还发现有部分实体被

标记为多种标签，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对其进行

了人工筛选。

在筛选之前，模型共预测出乇乥乮乥 丱临丱丰个，

乐乲乯乴乥乩乮 丱丸丶丵个，在筛选之后，乇乥乮乥 共串丷丷个，

乐乲乯乴乥乩乮 共丷丶临个（非同一人筛选，可能存在人工

偏差）。

对于找到的基因和蛋白质，这里我们列举部

分我们认为与阿尔兹海默症关系较为密切的：

丱丮 乏乲乥乸乩乮是下丘脑神经元细胞产生的

神经肽，在协调睡眠中觉醒周期方面有重要作

用，已知有乯乲乥乸乩乮中乁和乯乲乥乸乩乮中乂两种。有实验表明，

乯乲乥乸乩乮基因缺失小鼠出现发作性睡病样睡眠障碍。

乎乩乳乨乩乮乯等证实，发作性睡病患者脑脊液乯乲乥乸乩乮含

量显著偏低，为脑内乯乲乥乸乩乮缺乏发生发作性睡病因

果关系提供了证据。在发作性睡病患者死后脑组

织内，发现产生乯乲乥乸乩乮的神经元效量明显减少，提

示产生乯乲乥乸乩乮的神经元数量的减少与发作性睡病密

切相关。

串丮 ゲ淀粉样蛋白丨 乡乭乹乬乯乩乤中ゲ，乁ゲ丩 是由淀

粉样前体蛋白丨 乡乭乹乬乯乩乤 买乲乥乣乵乲乳乯乲 买乲乯乴乥乩乮，乁乐乐丩

经ゲ中和コ中分泌酶的蛋白水解作用而产生的含

有丳丹～临丳 个氨基酸的多肽。乁ゲ的沉积不仅与神

经元的退行性病变有关，而且可以激活一系列病

理事件，包括星型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丶

8.1. 《针对 AGAC 语料库的序列标注⽅法探讨》 209



图 串为 乁丮 乇乏富集分析柱状图 乂丮 乇乏富集分析点图 乃丮 乂乐条目的乇乏条目有向图 乄丮 乃乃条目的乇乏条目有向
图 久丮 乍乆条目的乇乏条目有向图。图片自制，绘图工具：乒 乧乧买乬乯乴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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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脑屏障的破环和微循环的变化等。研究证明，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含有大量被称为斑块

的乁ゲ（ゲ中淀粉样蛋白）。乁ゲ可以导致脑内老年

斑的形成和神经细胞的凋亡，是乁乄病人脑内老年

斑周边神经元变性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导致阿

尔茨海默病的重要因素。

丳丮 髓系细胞触发受体串 丨乔乒久乍串丩是一个单

一义乧结构域受体，它在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中

表达，但不在粒细胞或单核细胞中表达。它在基

底节、胼胝体、延髓和脊髓中的表达最丰富，而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小胶质细胞是产生乔乒久乍串的

最主要的细胞类型。乔乒久乍串在慢性炎症中发挥

作用，可刺激组成的而非炎症的趋化因子和细胞

因子产生。乔乒久乍串与乔乙乒乏乂乐组成受体信号复

合物来激活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免疫应答。

它同样与衔接蛋白乄乁乐丱串联系在一起来传递活化

信号，该信号在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中起作

用。乔乒久乍串突变会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

茨海默氏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和帕金森氏病的

风险。事实上，在乁乄小鼠模型的小胶质细胞中

过表达人乔乒久乍串改善了病理表型，包括斑块负荷

和认知障碍。与乁乄相关的最常见的乔乒久乍串变异

体是乒临丷么，这是一种导致配体结合能力丧失的

突变，从而减弱了乔乒久乍串相互作用配体的吞噬作

用，导致乁ゲ、乁乐乏久和乃乌乕丯乁乐乏乊以及斑块相关

脂质的异常累积。

上述只是挖掘出的信息中很小的一部分，但

可以看到它们均与阿尔兹海默症有较强的相关

性，表明模型建立的是比较成功的。这部分结果

尽管已经经过筛选，但信息量仍不算小，对这部

分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可能会挖掘出更多有用的

信息。

2.9.2 基于依存关系和三元组的文本挖掘（本章

节作者：李中占）

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对基因和蛋白进行了人

工筛选，并对包含有基因或蛋白的句子进行依存

关系分析，并编写脚本提取三元组，寻找实体间

的关系。对于抽提出的三元组，我们找到了一些

可能有意义的信息，这里列举一部分：

丱丮（乐乔乘丬 乤乥乣乲乥乡乳乥乤丬 乓乒乓乆丳），原句为“乐乔乘

乴乲乥乡乴乭乥乮乴 乤乥乣乲乥乡乳乥乤 乓乒乓乆丳 乥乸买乲乥乳乳乩乯乮丬 乡乮乤

乓乒乓乆丳 乯乶乥乲乥乸买乲乥乳乳乩乯乮 乲乥乳乣乵乥乤 乴乨乥 乧乲乯乷乴乨 乩乮乨乩乢乩中

乴乩乯乮 乣乡乵乳乥乤 乢乹 乐乔乘 乩乮 乢乯乴乨 乏乓乃乃 乡乮乤 乢乲乥乡乳乴 乣乡乮中

乣乥乲 乣乥乬乬乳丮” 意思即为：乐乔乘治疗降低了乓乒乓乆丳的

表达，乓乒乓乆丳的过度表达挽救了乐乔乘对乏乓乃乃和

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抑制。

串丮（乐乒乐丬 乡乣乣乥乬乥乲乡乴乥乤丬 乨乥乡乬乩乮乧），原句为“义乮

串丰 买乡乴乩乥乮乴乳丬 乨乥乡乬乩乮乧 乯书 乴乨乥 乤乯乮乯乲 乳乩乴乥 乷乡乳 乡乣乣乥乬乥乲中

乡乴乥乤 乷乨乥乲乥 乐乒乐 乷乡乳 乡买买乬乩乥乤丮” 意思即为：串丰例

患者应用乐乒乐后，供体区域愈合加快。

丳丮（久乁丬 乩乭买乲乯乶乥丬 乡乢乩乬乩乴乹），原句为“乔乨乥

乥乡乲乬乹 久乁 乩乮乴乥乲乶乥乮乴乩乯乮 乣乯乵乬乤 乭乯乲乥 乥下乥乣乴乩乶乥乬乹 乩乭中

买乲乯乶乥 乴乨乥 乬乥乡乲乮乩乮乧中乭乥乭乯乲乹 乡乢乩乬乩乴乹 乡乮乤 乩乮乨乩乢乩乴

买乨乯乳买乨乯乲乹乬乡乴乩乯乮 乯书 乔乡乵 买乲乯乴乥乩乮 乩乮 乴乨乥 乨乩买买乯乣乡乭中

买乵乳 乯书 乓乁乍乐丸 乭乩乣乥丮” 意思即为：早期久乁干预能

更有效地改善乓乁乍乐丸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抑制

海马乔乡乵蛋白的磷酸化。

此外，我们还对与“乩乮乣乲乥乡乳乥”，“乤乥乣乲乥乡乳乥”

等相关的基因和蛋白进行了统计，也发现了部

分基因和蛋白与这两类词共同出现的频率较高，

如义乌中丱乢乥乴乡（临丳次），乁乢乥乴乡（串丸次）等，这可能暗

示这些基因或蛋白的上调下调与阿尔兹海默症有

这密切的联系。

上述只是挖掘到的三元组中很小的一部分，

但足以见文本挖掘的强大之处，此后还可以对其

中多次出现或与某些感兴趣的词共现的基因或蛋

白进行进一步挖掘，得到更多有用的知识。

2.9.3 基于GO富集的数据分析（本章节作者：

李中占）

通过挖掘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文献，我

们共找到了串丷丷个相关的基因，对这些基因进

行乇乏富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阿尔兹海默症

发病的机理，从而为相关药物的设计提供参考。

从乇乏富集分析的结果丨图串丩来看，在乂乐条目，

主要集中在乮乥乵乲乯乮 乡买乯买乴乯乴乩乣 买乲乯乣乥乳乳（神经元凋

亡），乲乥乳买乯乮乳乥 乴乯 乲乥乡乣乴乩乶乥 乯乸乹乧乥乮 乳买乥乣乩乥乳（对活性

氧的反应），乲乥乧乵乬乡乴乩乯乮 乯书 乮乥乵乲乯乮 乤乥乡乴乨（神经元死

亡的调节），乲乥乧乵乬乡乴乩乯乮 乯书 乲乥乡乣乴乩乶乥 乯乸乹乧乥乮 乳买乥乣乩乥乳

乭乥乴乡乢乯乬乩乣 买乲乯乣乥乳乳（活性氧代谢过程的调控）等。

其中在神经元的死亡和凋亡条目的富集很容易

理解：神经元丢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病理改

变之一，且目前已知阿尔兹海默症正是神经元细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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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凋亡加速而产生的。而诸如“对活性氧的反

应”，“活性氧代谢过程的调控”，“对氧化应激的

反应”等与活性氧相关的条目，主要可能有以下

原因：活性氧与乁ゲ是协同递增的，与活性氧相关

的反应增多可能是由于乁ゲ增加的缘故；神经元细

胞持久低水平的氧化应激会导致其进入细胞周期，

进而引发乁乐乏中丱介导凋亡的信号传导。此外，不

久前的一项研究证明，与淀粉样ゲ肽类（乁ゲ）结

合的铜离子或能作为活性氧自由基形成的催化剂，

从而导致与阿尔兹海默病（乁乄）相关的神经病理

性退化乛丸九。这进一步证实了活性氧与阿尔兹海默

症强烈相关联的结果。

在乃乃条目，可以看到主要富集的条目

为乮乥乵乲乯乮 乳买乩乮乥（神经元棘），乤乩乳乴乡乬 乡乸乯乮（远端

轴突），乤乥乮乤乲乩乴乩乣 乳买乩乮乥（树突棘）等。其原因也

是显然的：这部分基因的变化（从三元组的分析

中推测应当为下调）应当与神经元的凋亡是相关

联的。在乍乆条目中乳乩乧乮乡乬乩乮乧 乲乥乣乥买乴乯乲 乡乣乴乩乶乡乴乯乲 乡乣中

乴乩乶乩乴乹（信号受体激活剂活性），乣乹乴乯乫乩乮乥 乲乥乣乥买乴乯乲

乢乩乮乤乩乮乧（细胞因子受体活性），乬乩买乯买乲乯乴乥乩乮 买乡乲乴乩中

乣乬乥 乢乩乮乤乩乮乧（脂蛋白颗粒结合）等也有迹可循：代

谢型谷氨酸受体 丨乭乇乬乵乒乳丩属于独特的乇乐乃乒亚家

族丨书乡乭乩乬乹 乃丩，通过激活乇蛋白调节的信号转导

机制来调节神经元兴奋和突触传递。位于突触

后乇乲乯乵买 义 亚类的乭乇乬乵乒丵，在负责记忆和学习的

大脑区域（如大脑皮质、海马、纹状体和基底神

经节伏隔核等）的神经元和非神经元细胞中广泛

表达，其在调节突触传递和可塑性的快速变化中

起着关键作用。

最近也研究显示，异常的乭乇乬乵乒丵信号和部分

突触功能失调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丨乁乄丩的病理生

理机制之一乛丱丰九。此外，先天免疫系统在控制阿尔

茨海默病 丨乁乄丩 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主要依靠分

泌细胞因子以消除病原体并调节脑内稳态。乁乄领

域的最新研究表明，脑内的某些巨噬细胞（又称

小胶质细胞）上的模式识别受体的先天免疫感应

能力会引发乁乄患者的神经炎症、乁ゲ积累、神经

元丢失和记忆力下降乛丱丱九。而阿尔兹海默症中研究

最广泛的蛋白之一，载脂蛋白久（乁买乯久）即是人

类大脑中含量最高的蛋白之一，它的变体载脂蛋

白久临是诱发阿尔茨海默症的最大风险因素。其可

以与胆固醇或其他脂质结合形成脂蛋白颗粒，从

而介导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组织中的脂质转运。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乁买乯久基因多态性与阿尔茨

海默病、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以及人类寿命调控密

切相关。

2.9.4 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分析（本章节作者：李

中占）

表 串为 义乮乴乥乲乡乣乴乩乯乮 乯书 买乲乯乴乥乩乮乳。本图自制，绘图工
具：乔乥乘乳乴乵乤乩乯

乐乲乯乴乥乩乮 丱 乐乲乯乴乥乩乮 串 乃乯乭乢乩乮乥乤 乳乣乯乲乥
丱 乐乔久乎 乔乐丵丳 丰丮丹丹丹
串 乌乄乌乒 乐乃乓之丹 丰丮丹丹丹
丳 之乒乁乓 乐义之丳乃乁 丰丮丹丹丹
临 乊乁之丱 乓乔乁乔丱 丰丮丹丹丹
丵 乊乁之丱 乓乔乁乔丳 丰丮丹丹丹
丶 乆乇乆串 乆乇乆乒丳 丰丮丹丹丹
丷 久乇乆乒 乓乔乁乔丳 丰丮丹丹丹
丸 久乇乆 久乇乆乒 丰丮丹丹丹
丹 久乇乆 久乒乂乂串 丰丮丹丹丹

丱丰 乃乒久乂乂乐 乓乔乁乔丱 丰丮丹丹丹
丱丱 乃乒久乂乂乐 乔乐丵丳 丰丮丹丹丹
丱串 乃乃乒丵 乃乄临 丰丮丹丹丹
丱丳 乂乒乁乆 之乒乁乓 丰丮丹丹丹
丱临 乁乔乒 乃么久之串 丰丮丹丹丹
丱丵 乁乐乐 乂乁乃久丱 丰丮丹丹丹
丱丶 乁乃久串 乓乌乃丶乁丱丹 丰丮丹丹丹
丱丷 久乇乆乒 久乒乂乂串 丰丮丹丹丸
丱丸 久乇乆乒 之乒乁乓 丰丮丹丹丸
丱丹 乃乒久乂乂乐 久乓乒丱 丰丮丹丹丸
串丰 乃么久之串 乔乐丵丳 丰丮丹丹丸
串丱 乂乁乘 乂乃乌串 丰丮丹丹丸
串串 乁乐乏久 乁乐乐 丰丮丹丹丸
串丳 乁乐乏久 乌乄乌乒 丰丮丹丹丸
串临 乁乐乏久 乍乁乐乔 丰丮丹丹丷
串丵 乎乑乏丱 乔乐丵丳 丰丮丹丹丶
串丶 义乌丱丰 乔乎乆 丰丮丹丹丶
串丷 乇丶乐乄 乔乐丵丳 丰丮丹丹丶
串丸 久乒乂乂串 乍乕乃临 丰丮丹丹丶
串丹 久乇乆乒 乓乔乁乔丱 丰丮丹丹丶
丳丰 久乇乆乒 久乓乒丱 丰丮丹丹丶

通过检索蛋白质间可能的潜在相互作用，构

建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可以描述这些基因或蛋

白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例如物理接触、靶

向调节等，最终阐述生物体中有意义的分子调节

网络。

在共计丵丰丰丰丰篇文献中， 我们一共挖掘

出了丷丶临个蛋白质，我们使用乒 买乡乣乫乡乧乥——

乓乔乒义乎乇乤乢对这部分蛋白质进行互作分析，并绘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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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互作网络（图丳）和乣乯乭乢乩乮乥乤 乳乣乯乲乥前丳丰的互

作关系（表串）。

蛋白互作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阿尔兹

海默症相关的蛋白和基因参与了那些生物调节过

程，对我们探寻阿尔兹海默症的分子调控过程有

一定帮助。

3 后记

3.1 课程论文撰写过程与构思（本章节作

者：刘雅文）

根据前几届同学的参考论文以及老师提供的

课程笔记，我们首先针对乁乇乁乃语料库本身的构

建方式和几个模型进行了具体研究，了解了该语

料库本身的特点和乃乒乆、乌乓乔乍中乃乒乆以及乂久乒乔中

乃乒乆三个神经网络模型各自的适用场景和优点。

其实在进行这个课程项目之前，我们对于神经网

络或是语料库等方面的知识基本没有，加上这部

分在本课程中出现的时间也比较靠后，所以基本

上是从丰开始。

对于本项目，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聚焦

于这几个方面：训练集和测试集、神经网络模型、

该模型结合具体语境的应用以及如何开展行之有

效的知识发现。本文的大致撰写思路也是基于这

几个大问题。

一开始简单介绍一下背景知识，这些都来源

于我们对于课程笔记以及网络资源的参考和归纳，

有利于我们对于整个项目的大致面貌有一定了解。

一开始我们花费时间去写爬虫抓取乐乵乢乭乥乤上的

标题和摘要，但是经过上一节课才知道原来课程

中需要使用的这些有固定“格式”的文本都来自

于乐乵乢乴乡乴乯乲，所以一开始写的脚本好像没用了。李

中占同学结合老师所讲内容又写了一个爬取数据

集的脚本，并承担了本文中最难的部分——神经

网络模型的构建。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内容和难度

最高的部分，李中占同学靠着出色的自学能力和

代码撰写能力，参考往届的代码完成了我们自己

项目的代码框架。我们用自己的模型分别对不同

规模的训练集进行了训练并评估了测试结果。

后面我们将模型应用到我们想进行知识发现

的具体领域：阿尔兹海默症。这是一个到目前为

止没有研究出任何明确直接原因或治疗方法的领

域，但在人类整体平均年龄越来越高的如今，这

却是一个亟需重视的常见疾病，且这个病随着现

代人类高糖的饮食结构变化，在中青年人群中也

有出现的端倪，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非常有效的药

物能直接对其进行治疗。

对于应用我们的模型识别出的实体，我们只

对被标记为基因和蛋白的部分进行筛选，并对根

据依存关系抽取出的三元组进行人工筛选。考虑

到提取出的三元组高达丶丰多万条以及有限的时间，

我们对这些三元组只进行了非常粗略的人工挑选，

事实上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再依据一些文本特征

进行进一步细筛。

之后我们又对挖掘得到的基因进行了乇乏富

集分析，得到了一些和阿尔兹海默症紧密相关

的信息，譬如神经元细胞凋亡和活性氧代谢、

乭乇乬乵乒丵等信号失调、乁买乯久基因多态性等相关发

病机理。乁买乯久等已经在我们前期背景知识了解

中熟知的基因在知识发现过程中也显露出更多信

息，类似的发现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我们方法的可

行性。

3.2 所参考的资源（本章节作者：黄雅

芹）

本次长文文撰写中，主要涉及到了乃乒乆，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 乂久乒乔中乃乒乆模 型 的 构 建，

乐乵乢乍乥乤文 献 爬 取， 买乹乴乨乯乮 乳买乡乣乹分 词 分 句，

使用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型对文本进行预测。

其中各种模型的参考网址如下：

乃乒乆模型的构建参考了https://github.

com/bionlp-hzau/2021Spring_CRF_AGACtask1

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 型 的 构 建 参 考 了https://

github.com/bionlp-hzau/LSTM_CRF_useAGAC

乂久乒乔中乃乒乆模 型 的 构 建 参 考

了https://github.com/bionlp-hzau/

BERT-CRF-for-BioNLP-OST2019-AGAC-Task1

预测的文献摘要均使用乐乵乢乔乡乴乯乲中乁乐义得

到，文本的预测参考自https://github.com/

bionlp-hzau/LSTM_CRF_useAGAC。

此外，模型训练和测试的数据均来自http:

//pubannotation.org/projects/

其余脚本均为自行编写，在最终版撰

写 完 毕 后 会 放 在 李 中 占 的 个 人乧乩乴乨乵乢主 页

丱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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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丳为 蛋白互作网络。图片自制，绘图工具：乒 乓乔乒义乎乇乤乢

丱丱

214 8. 针对⽣物实体和关系挖掘的深度语义模型



上https://github.com/utule/utule.github.

com/tree/main

3.3 论文选题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本

章节作者：刘雅文）

目前为止课程没有上至乁乇乁乃语料库序列标

注的有关实验部分，但是为了方便项目的开展，

老师在第一节课就跟我们科普了乁乇乁乃语料库的

一些相关知识，包括该语料库的特点、目的、构

建方式等，前几节课中提到的语义识别等相关知

识对于我们认识序列标注这一问题也有所帮助。

此外，我们虽然之前自己尝试撰写代码

对乐乵乢乭乥乤上的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爬取，但是

爬取出来的数据集和参考到的之前的数据集格式

还是很不相同的，经过课老师的指点，教会了我

们如何从乐乵乢乭乥乤本身提供的乥乵乴乩乬乳中更有效地获

取信息，并且揭示了之前我们一直疑惑的数据集

特殊格式的来源：乐乵乢乴乡乴乯乲。

一些神经网络模型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进行

了初步的科普，并针对如何应用类似方法开展自

然语言处理或语义识别项目对我们进行了启发，

这些科学思维的培养在我们论文撰写过程中起到

了非常大的作用。

依据老师课上讲的依存树，我们对文本数据

进行了依存关系的分析，得到了约丶丰万条三元组，

人工筛选部分三元组后，我们得到了一些可能有

意义的发现。事实上这里面包含的信息极为丰富，

要是时间允许，进一步撰写代码进行细筛或者更

精细的人工挑选对于挖掘出更多知识应该也大有

裨益。

最后，对于我们得到的串丷丷个相关基因，我们

利用实验课老师提供的乒语言代码进行了乇乏富集

分析，将富集后的结果与相关资料结合实现对阿

尔兹海默症发病机理的进一步认识。

3.4 代码撰写的构思与体会（本章节作者：

李中占）

在之前短文的写作中，主要是参考老师的代

码构建了神经网络，自己并没有编写很多相关的

脚本。但在本次长文的撰写中，除了构建模型，还

需要我们自己爬取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

模型预测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自己不可避免地编

写了一些脚本，比如使用乐乵乢乔乡乴乯乲中乁乐义爬取文献，

文献的分句，分词，格式转换等等。

在编写代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

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文献的分词，格式转换。

尽管已经给出输入文件的格式，但其中出现的一

个个小错误迫使我仔细研读学长学姐的源码，逆

推出输入数据的格式，找到错误出现的原因，最

终也成功解决。尽管这花费了我很长时间，但当

自己把代码读懂，调通，成功运行出结果，感觉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外，在阅读学长学姐的代码时，代码的书

写规范，风格，注释也都令我学习到了很多，希

望通过这次的课程提高自己的代码编写能力，日

后自己也能书写出如此优秀的代码。

3.5 人员分工（本章节作者：黄雅芹）

李中占：模型运行与调试，代码编写与调试，

文本挖掘与知识发现，文稿撰写

刘雅文：数据挖掘，知识发现，文稿撰写

黄雅芹：知识发现，文稿乬乡乴乥乸编译，文稿撰

写

3.6 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与缺点（本章

节作者：黄雅芹）

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对所选择的课程项目“对 乁乇乁乃 语料库

的序列标注”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

增加了乇乏富集分析、基于依存关系与三元组分

析、结合具体疾病进行项目的开展，内容更加充

实。

论文主题突出，与课程内容关联紧密；

论文运用到了多种模型，并且对多种模型的

运行结果都进行了对比，并将对比结果以图片的

形式呈现，清晰明了又直观；

论文是对课程内容的进一步拓展，内容更专

注深入；

论文行文流畅，对涉及到的模型与原理都进

行了详细的说明，可读性极强，便于理解；

论文中的部分重要内容都给出了相关的资料

与网址，便于读者了解文章内容，方便学习，论

文的可重复性强以及可信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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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论文分工明确，在尊重组员意愿的前

提下博采众长进行分工合作，展现了优良的团队

合作精神和良好的学子风范。

缺点有以下几点：

最初使用的乐乹乴乨乯乮爬虫脚本获取的文献资料

太少了，并且鲁棒性很差，极大的限制了后期的

文本挖掘以及知识发现工作的开展。经过我们的

努力，对脚本进行了修订，使其运行更加稳定，借

助于信息学院的虚拟教学平台的服务器运行速度

也更快了，最终我们获取了丵万多篇文献，虽然未

能达到我们预期的丱丰万篇文献的目标，但已然够

我们进行一些分析了。

本篇论文涉及到的代码大部分都是老师在课

程上已经提供的以及学长学姐课程论文中已经公

开的代码，原创的代码部分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数

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方面，此外我们结合项目规划

对现有的代码进行了调整。在代码原创性这个方

面确实我们做的不够。但在今后的课内课外学习

中我们会加强自己的代码编写能力。

在进行文献挖掘以及知识发现的过程中，虽

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最终提取出来并可以进

行分析的知识还是比较有限，有限性不仅体现在

数量上，也体现在种类上。目前我们挖掘到的信

息主要还是集中在生物方面，但涉及疾病相关的

治疗与预防等方面非常少。并且由于我们都是生

物信息学的学生，并不具备医学知识背景，依靠

文献和科普视频来对阿尔兹海默症的了解在深度

合广度上都有限，因而离我们预期目标（这个项

目能为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是

有一点距离，但我们知识挖掘中找到的一些可能

为疾病的治疗提供药物靶点信息，这一点还是很

能让人感到兴奋与满足。

在进行项目中，我们人工筛选了文件中的有

效信息，费时费力。可以采用关键词筛选等手段

进行，或者再对结果文件进行相同处理基一步筛

选有效信息。

模型有待优化：本课程论文中提到了三个模

型，分别是乃乒乆模型，乌乓乔乍中乃乒乆模型，乂久乒乔中

乃乒乆模型。这三个模型都是经过实践检验，属于

是比较准确的模型。但是在我们的课程项目进展

中，结合我们的项目发现这些模型在匹配数据的

时候仍然在准确率方面存在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觉得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解决办法是结合多种

模型进行全面分析，这样博采众长能够提高数据

分析的可信度与全面性。

虽然结合多种模型能够提升匹配度以及准确

率这两个方面，但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能够开

发出性能更好匹配度更高的模型。

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首先要再去了解是不

是有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新的模型与算法，

而没有进行大众的推广使用。

第二个方面就是不求人就自己动手，但是依

据我们目前的算法编程能力以及对自然语言处理

知识发现的理解水平来说具有极大的难度（简直

就像是在说大话一样）。目前我们只能说会对这

方面在课程内以及课程外进行更多的格外的了解，

尽我们所能来完成这个目标。

3.7 假设多出30个工作日，这个课程论文

的撰写改进思路与周工作计划（本章

节作者：黄雅芹）

课程论文撰写的改进思路：

思路是：参考老师对课程论文的评价反馈，

依据小组成员对课程论文的预期进行内容的修改，

增加，删减和润色。

具体内容主要是对课程论文研究内容的深入

分析以及对已有结果的全面解析。我们在课程项

目中挖掘到了丵万多篇文献，相较于之前的情况，

这一次的数据显著增多，得到的结果文件包含的

信息也更多，进一步的改进方向就是对挖掘到的

信息做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分析，并且要提高分

析的自动化，准确度，全面性。周工作计划：

第一周：小组成员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就目

前而言，我们还需要做的是对挖掘的东西进行深

入全面的分析，对此进行分工。

第二周：小组成员根据自身时间和课程学习

等的情况完成课程论文中知识发现的数据进行深

刻分析，遇到问题或者突出进展也可以在群里进

行及时的反馈与交流，确保实验进展顺利。

第三周：根据上周的完成情况再次进行讨论，

遇到的问题可以大家一起思考解决，有新的想法

新的方向也可以和老师交流讨论乩乤乥乡的可行性。根

据讨论结果在原有的分工安排下继续推进进程。

此外，在本周的起始将会对前两周的任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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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情况对本次项目的进度和预期进行重新评估，

形成一份简单的总结或者工作汇报，在课间与老

师进行一个简短的交流，随后制定接下来的任务

安排与时间计划。

第四周：这一周的时间是机动和缓冲时间，

具体的工作安排视具体情况（上周的与老师的交

流后老师的建议与指导意见，小组成员自身的时

间安排，对课程项目的预期目标）而定。如果前

面的任务都顺利完成，我们将会对各自的部分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如果任务执行不够顺利如出现

时间紧张，任务进度未达到预期的情况，则本周

就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时间段。

最后的两天：小组成员对各自的工作进行汇

总，形成各自的文稿，进行知识的分享交流，并

结合各自的工作成果文稿在已有的课程论文的基

础上进行增加与润色。

（每周在一周起始或者周末（具体时间安排

可以灵活安排）的时间段都会进行讨论，讨论的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上周任务的完成情况与下周

的任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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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Checklist for ethics, societal im-

pact and reproducibility issues (本

章节作者：黄雅芹)

4.1.1 本文是否提到了工作的局限性？如果有，

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在本次项目中，我们对自己工作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总结，在丳丮丶（本课程论文的主要优点

与缺点）中详细说明了本次工作的局限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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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数据挖掘有限，知识发现程度不深，代码

原创性不高等三方面。

4.1.2 本研究工作有无任何潜在风险，是否在文

中被提到？

答：本研究工作暂无潜在风险。

4.1.3 文章的摘要是否能较好概括本文的工作？

答：文章的摘要部分提炼了将本次研究的重

点内容，言简意赅而内容丰富。

4.1.4 本工作是否产生了自己的数据或方法？如

果有相关介绍，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次工作中对三种模型的测试数据是课

程网站自带的数据集，未产生原创数据。但“文

献挖掘”与“知识发现”都是我们自己的数据结

果，在本文串丮丹部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4.1.5 本工作是否使用并介绍了已有的数据或方

法？如果有，请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在丱丮串（本研究中运用到的算法原理

简介）中介绍了本研究采用的模型并在串丮丶（模

型介绍）部分结合项目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介绍；

在串丮串（数据标注）介绍了我们数据标注方法；

在串丮临（数据获取）中介绍了数据来源。

4.1.6 如果使用了已有的数据或方法，是否介绍

了相关使用条款？

答：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参考的已有数据与方

法在论文丳丮串（所参考的资源）中列出。

4.1.7 本文是否介绍了所使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结

果，例如 train/test/dev？

答：本文涉及到的模型对数据处理后的结果

在串丮丷（模型评估与对比）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4.1.8 本工作是否使用了代码计算，如果有，是

否介绍了运行环境和运行时间？如果有，

青指出相关章节。

答：本文“开发环境”一节介绍了代码运行

环境。

丱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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