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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分析方法学说明 

本文档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进行差异基因筛选的具体方法； 

二是聚类图的实施方法。 

另外在附录中包含了筛选得到结果的排序方法，见差异结果中的 Rank的字

段。 

为了得到可验证性的高质量差异结果，GCBI 实验室推荐每个分组（Each 

Group）的样本数不少于 3，即采用下面的方法二进行分析。而且为了保证后续

交叉分析（如 miRNA与 mRNA联合分析，多次差异结果的交集、并集或扣除等）

结果的可靠性，GCBI实验室推荐每种平台类型的芯片总样本数不少于 10。 

第一部分：差异基因筛选具体步骤 

第 1步：芯片信号值的预处理与预过滤方法 

首先，对低表达丰度的基因进行最小值补齐，默认处理为信号值低于 log3

的值填充为 log3；然后，通过每个基因在此次实验中的检出率来过滤掉在整个实

验中检出率偏低的基因，显然无差别基因（表达值一致）以及低差别基因（基因

间的信号值变化太小）；此处默认处理为过滤掉在整体检出率低于 50%的基因。 

第 2步：整个基因数据集的差异分析（对应于 full结果文件） 

方法一、每组中样本重复数少于 3个的差异分析方法： 

原始信号值取指数，然后得到其差异倍数，计算公式如下： 

���� �ℎ����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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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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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与�̅�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实验条件下某基因表达量的均值。 

 



                                                        差异分析方法学说明 

GCBI版权所有                                                                               2 

方法二、每组中样本重复数大于等于 3 的差异分析方法 SAM 法,可参考文

献[1,2]。差异分析通过一系列步骤来得到每个基因的显著性评判与误判率估计： 

(1) 计算可交换因子s� 

首先计算所有基因的标准差s�，记s�为s�的α百分位值，通过对s�的全部百分

位数值q� < q� < ⋯ < q���，计算统计量 

v� = ������
� = �� (�� + s� )⁄ |�� = [��,��� �)�， 

其中 mad为平均绝对偏差(Mean Absolute Deviation)，最后选取使得上述v�具

有最小变异系数的α，记为��；从而得到可交换因子s� = s�� . 

(2) 计算每个基因的统计量值(d Score) 

�� = �� (�� + s�)⁄ ， 

其中r�反映了基因在样本中平均水平值上的差异，��反映了样本总体的变化。

针对不同类型的分组设定，统计量计算存在差异，详细细节可参考文献[1,2]. 

(3) 得到顺序统计量 

�(�) ≤ �(�) ≤ ⋯ ≤ �(�) ≤ ⋯ ≤ �(�). 

(4) 计算不少于1000次置换(在线分析采用循环遍历与有效截取的方法来得到

固定形式的置换策略，方法略)下的上述统计量的值，用来估计期望的统

计量分布�(�)
∗�以及相应的顺序统计量： 

�(�)
∗ ≤ �(�)

∗ ≤ ⋯ ≤ �(�)
∗ ≤ ⋯ ≤ �(�)

∗ . 

(5) 对上述置换下的顺序统计量来得到期望的顺序统计量值 

�(̅�) =
∑ �(�)

∗����
���

����
. 

(6) 通过顺序统计量�(�)与期望统计量�(̅�)之间的最大间距来构造一系列拒绝

域，具体来讲就是得到等分的间隔点 delta 值，默认取值为上述最大间距

的 50等分点。 

(7) 对于某一固定的 delta，首先计算顺序统计量与期望的顺序统计量的差

Δ(�) = �(�) − �(̅�)，然后确定上述差别与上述固定 delta最近的Δ(�)。上调基

因的截断 cut_up 值为min {Δ(�) ≥ delta}与下调基因的截断 cut_down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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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Δ(�) ≤ − delta}，于是我们可以将位于上述 cut_up的右侧与 cut_down

的左侧的基因分别称为显著性阳性基因与显著性阴性基因。 

(8) 在上述 cut_up与 cut_down阈值下，分别对第(4)步置换得到的统计量分别

做第(7)步操作的模拟，从而可以得到随机状态（1000 次置换）下，阳性

基因个数，我们取这 1000次阳性基因的中位数作为假阳性基因个数的估

计，从而可以得到误判率的估计，即假阳性基因占整个阳性基因的比例。 

(9) 最后，我们依据 q-value 的定义(见文献[3])，对于步骤(6)中得到的 50 个

delta 值（拒绝域）依次重复步骤(7)与步骤(8)，选择落入拒绝域中最小的

误判率作为第(i)个基因的 q-value。 

第 3步：显著性差异基因筛选（对应于 main结果文件） 

由于不同类型的数据受到各种技术因素与生物因素的影响，对所有的差异分

析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存在困难且实际操作意义不大。GCBI差异筛选过程采用

预先设定参数阈值与后端合理性校验的探索式方法来确保后续分析步骤的合理

性与有效性，具体步骤如下： 

1、对于多分组差异过滤过程，如果预先设定参数为 q-value，那么利用设定

的 q-value筛选得到的差异基因数目��。 

(1) 如果��超过基因总数阈值����（默认的基因总数为 10000，miRNA 总

数为 300），而且 q-value为 0 的基因个数小于����，那么会调整 q-value

直到合适的范围确保合理的筛选结果。调整方法为：如果 q-value 大于

0.05那么每次递减 0.05，如果 q-value大于 0.01则每次递减 0.01，如果

小于等于 0.01 就直接每次减少为上次结果的 1/5，逐步调整直到满足

q-value的差异总数小于����。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某单步调整中出现

差异结果数目骤降，那么我们会取整体 q-value 的 0.1 分位数作为最终

q-value，即输出 q值最小的前 10%结果。 

(2) 如果条件(1)不满足，而且差异基因数目不少于 2，那么直接输出预先设

定参数下的差异结果。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是在很多情形下并不一

定满足。 

(3) 如果上述条件(1)与(2)都不满足，而且用户设置的 q-value 所满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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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数目 小于 2，说明分析结果的差异较小。这种情形下，计算 p-value

小于 0.05 的基因数目����，如果���� ≥ 2，那么输出 p-value小于 0.05

的基因作为显著性差异基因，但是对于 p-value小于 0.05的基因过多时，

会采取类似步骤(1)的方式来调整逐步减小 p-value 以达到所期望的差异

数量；否则，将会输出错误提示！ 

(4) 如果上述条件(1)、(2)以及(3)都不满足，那么输出 q-value为 0的差异结

果。同样，对于 q-value 为 0 的结果较多时，会采取类似步骤(1)的方式

来调整逐步增加 d Score以达到所期望的差异数量。 

另外，如果预先设定参数为差异基因总数����，那么调整 q-value 为 0.25，

重复上述步骤进行显著性差异基因筛选。 

 

2、对于两分组的差异过滤过程，如果预先设定参数为 q-value与差异倍数，

那么利用设定的 q-value与差异倍数筛选得到的差异基因数目��， 

(1) 如果��超过基因总数阈值����（默认的基因总数为 10000，miRNA 总

数为 300），而且 q-value为 0 的基因个数小于����，那么会调整 q-value

直到合适的范围确保合理的筛选结果。调整方法为：如果 q-value 大于

0.05那么每次递减 0.05，如果 q-value大于 0.01则每次递减 0.01，如果

小于等于 0.01 就直接每次减少为上次结果的 1/5，逐步调整直到满足

q-value与差异倍数（注：差异倍数未做调整处理）的差异总数小于����。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某单步调整中出现差异结果数目骤降，那么我们

会取整体 q-value 的 0.1 分位数作为最终 q-value，即输出 q 值最小的前

10%中满足差异倍数的结果。 

(2) 如果条件(1)不满足，而且差异基因数目不少于 2，那么直接输出预先设

定参数下的差异结果。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是在很多情形下并不一

定满足。 

(3) 如果上述条件(1)与(2)都不满足，而且满足预设 q-value 与差异倍数的差

异基因数目 小于 2，一般说明分析结果的差异较小。这种情形下，计算

满足差异倍数且 p-value小于 0.05 的基因数目����，如果���� ≥ 2，那

么输出 p-value小于 0.05 中满足差异倍数的基因作为显著性差异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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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 p-value小于 0.05的基因过多时，会采取类似步骤(1)的方式，

在保证差异倍数的前提下来调整逐步减小 p-value 以达到所期望的差异

数量；否则，将会输出错误提示！ 

(4) 如果上述条件(1)、(2)以及(3)都不满足，那么输出 q-value为 0且满足差

异倍数的差异结果。同样，对于 q-value 为 0 的结果较多时，会采取类

似步骤(1)的方式，在保证差异倍数的前提下来调整逐步增加 d Score以

达到所期望的差异数量。 

另外，如果预先设定参数为差异基因总数����，那么调整 q-value 为 0.25，

差异倍数 1.2，重复上述步骤进行显著性差异基因筛选。 

 

第二部分：聚类图的具体实施方法 

关于聚类图的详细描述与应用，可参考文献[4]。下面给出 GCBI实验室处理

聚类图的一些步骤细节： 

(1) 首先计算基因与样本间的相关性，即计算基因间的皮尔森 Pearson相关系

数���，以1 − ���作为基因 i与基因 j之间的距离。按照先基因、后样本的

顺序，将基因表达数据进行层次聚类，连接方法为 Average Link。 

(2) 然后对差异基因表达值做中位数标准化，数学表示为： 

��� = ��� − ������(��∗). 

(3) 取标准化后数据信号值的 10与 90分位数对整个差异表达数据做最低值与

最高值的数值截断，将上述截断值按照颜色层级分为 20个渐变状态，可

见于聚类图左上角的标示。 

(4) 最后在聚类图的上方标示了样本的分组信息，即相同分组的样本标示为同

一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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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差异结果字段 Rank的具体方法说明 

1、差异分析方法一(差异倍数法)的排序方法 

(1) 两分组直接依据差异倍数的绝对值大小进行排序。 

(2) 多分组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综合多组的差异倍数(取绝对值后)进行排序，

其中差异倍数采用阶梯系数的方式进行评判，具体为超过 10的差异倍数

变为(FC-10)/50+10，超过 2的差异倍数变为(FC-2)/8+2，剩余的差异倍数

的权值设为 0.5. 

 

2、差异分析方法二(SAM)的排序方法 

(1) 两分组的排序方法依次按照差异的误判率 q-value，差异倍数(取绝对值后)

进行排序，其中 q-value是升序而差异倍数是降序。 

(2) 多分组的排序方法依次按照差异的误判率 q-value，d Score进行排序，其

中 q-value是升序而 d Score是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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