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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方法学说明 

生物网络体现了基因之间或者基因与其他功能或通路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

网络分析可以发现基因影响生物体的协助脉络，并能在复杂的作用链条中，系统

地挖掘基因发挥作用的真实线索。此方法学说明文档包含了 6类网络分析方法的

详细描述，可参考各标题内容。 

一、GeneCoexpressionNetwork分析方法学说明 

GCBI实验室通过差异基因组成的表达谱数据来构建基因共表达网络。共表

达网络能够层次清晰地展现基因间的相互关系，更深入的发现关键调控基因以及

相互作用脉络。共表达（权值)网络借鉴了海量数据所具有的无标度（scale-free)

性质，通过基因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系数)来拟合基因的无标度网络关系。所以，

为了得到比较可靠与准确的基因作用关系与功能，共表达网络分析推荐单次分析

总样本数不少于 30（GCBI实验室可以实现至少 6个样本的分析）以及基因总量

不少于 200（GCBI实验室原则上无基因数量限制，但是不宜过多）。 

基于附录一（权值网络分析简介）的讨论，基因共表达网络采用如下的分析

方法：对输入的差异表达谱数据，计算出各基因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依次

取β为 1到时 30间的正整数，分别计算出各个版本（即β的不同取值）的邻接矩

阵（���）与各节点的连接度。对于计算出的各个版本，对log (p(k))与log (k)作回

归分析，找出此两者最接近线性关系，斜率在-1左右，并且保证整体的平均连接

度不会太低。然后可计算出各节点间的不相似度，以不相似度作为距离，使用杂

交层次聚类算法（hybri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lgorithm）做聚类分析，从而得到

找出不同的模块以及模块的轴心点。模块体现了整个网络中具有紧密作用关系的

子节点团体，能够更加准确的定位个体作用关系与整体功能。 

另外，如果检查各个版本的邻接矩阵后发现均不满足无标度网络的条件，那

么我们采用对相关系数矩阵取硬阈值的办法得到一个无权网络的邻接矩阵，其中

无权网络的构建综合考虑了基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体连通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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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呈现网络图的展示方法见附录二（权值网络的网络图展示描述），而

网络图属性的计算请参考附录三（网络属性的描述与计算）。 

 

二、lncRNAGeneNetwork分析方法学说明 

GCBI 实验室通过联合差异 lncRNA组成的表达谱数据与差异基因组成的表

达谱数据来构建 lncRNA与基因共表达网络关系。共表达网络能够层次清晰地体

现 lncRNA与基因间的相互关系与整体作用关系，更深入的发现 lncRNA对基因

的调控关系以及发掘其可能具有的功能作用。lncRNA与基因共表达（权值）网

络借鉴了海量数据所具有的无标度（scale-free）性质，通过 lncRNA与基因间的

相互作用（相关系数）来拟合基因的无标度网络关系。所以，为了得到比较可靠

与准确的 lncRNA与基因作用关系与功能，lncRNA与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推荐

单次分析两者交集的总样本数不少于 30（GCBI实验室可以实现至少 6个共同的

样本的分析）以及 lncRNA数量不少于 200，基因总量不少于 300（GCBI实验室

原则上无基因数量限制，但是不宜过多或过少，很容易导致结果的偏向性）。 

基于附录一（权值网络分析简介）的讨论，lncRNA与基因共表达网络采用

如下的分析方法：对输入的差异 lncRNA表达谱数据与差异基因表达谱数据，计

算出各 lncRNA之间、基因之间以及 lncRNA与基因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依次取β为 1到时 30间的正整数，分别计算出各个版本（即β的不同取值）的邻

接矩阵（���）与各节点（lncRNA，基因）的连接度。对于计算出的各个版本，

对log (p(k))与log (k)作回归分析，找出此两者最接近线性关系，斜率在-1 左右，

并且保证整体的平均连接度不会太低。然后可计算出各节点间的不相似度，以不

相似度作为距离，使用杂交层次聚类算法（hybri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lgorithm）

做聚类分析，从而得到找出不同的模块以及模块的轴心点。模块体现了整个网络

中具有紧密作用关系的子节点团体，能够更加准确的定位个体作用关系与整体功

能。 

另外，如果检查各个版本的邻接矩阵后发现均不满足无标度网络的条件，那

么我们采用对相关系数矩阵取硬阈值的办法得到一个无权网络的邻接矩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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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网络的构建综合考虑了 lncRNA与基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体连通度等因素。 

关于所呈现网络图的展示方法见附录二（权值网络的网络图展示描述），而

网络图属性的计算请参考附录三（网络属性的描述与计算）。 

 

三、GeneSignalNetwork分析方法学说明 

GeneSignalNetwork解构了 KEGG数据库，突破了 KEGG-Pathway数据库中

基因间相互作用关系局限于某一 Pathway 的限制。因此，GeneSignalNetwork 在

全 KEGG-Pathway数据库的范围内筛选某个蛋白的上游或下游蛋白。构建方法为： 

1. 在数据库中搜索满足筛选条件的基因的上游和下游基因，而该上游和下游基

因须同时满足筛选条件； 

2. 根据基因与其上下游相互作用关系画出基因间连接线，基因用圆圈来表示，

相互作用用线段表示,其标识为： 

2.1. 结合binding/association——线段标识为 b：两个调控蛋白结合为复合物，

作用无方向性，线段无箭头； 

2.2. 磷酸化 phosphorylation——线段标识为 pho：某蛋白 A将 ATP或 GTP的

磷酸基团转移给另一蛋白 B，从而激活另一蛋白的功能，作用具有方向

性，即由蛋白 A磷酸化蛋白 B，两蛋白间相互作用有方向性，作用线段

有箭头； 

2.3. 泛素化 ubiquination——线段标识为 u：某蛋白 A对其靶蛋白 B进行特异

性修饰的过程，两蛋白间相互作用有方向性，作用线段有箭头； 

2.4. 激活表达 expression——线段标识为 exp：一个蛋白 A可以激活另一个基

因 DNA的转录，从而增加另一个基因的表达量，作用具有方向性，即

由蛋白A激活另一个基因的转录调控表达，两蛋白间相互作用有方向性，

作用线段有箭头； 

2.5. 激活 activation——线段标识为 a：通过蛋白间相互作用，一个蛋白激活

另一个蛋白的功能，作用具有方向性，即由蛋白 A激活另一个蛋白，两

蛋白间相互作用有方向性，作用线段有箭头； 

2.6. 抑制 inhibition——线段标识为 inh：通过蛋白间相互作用，一个蛋白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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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另一个蛋白的功能，即由蛋白 A抑制另一个蛋白，两蛋白间相互作用

有方向性，作用线段为平头标识； 

2.7. 间接作用 indirect——线段标识为 ind：蛋白 A可以作用与蛋白 B，但相

互作用的实现需经其他蛋白质或信号通路作为中介才可实现，作用具有

方向性，即由蛋白A间接作用另一个蛋白，两蛋白间相互作用有方向性，

作用线段有箭头； 

2.8. 代谢作用 compound——线段标识为 c：蛋白 A和蛋白 B作为两个相互临

近的代谢酶，蛋白 A和蛋白 B共同代谢相同的化合物，两蛋白间相互作

用无方向性，作用线段无箭头。 

GCBI首先会去除 mRNA表达谱数据中上下调不一致的基因，另外，对于存

在上下调关系的miRNA表达谱数据与mRNA表达谱数据默认会进行负相关关联，

而对于多分组差异结果则不会采用负相关关联，直接采取交集处理，最后，网络

图属性的计算请参考附录三（网络属性的描述与计算）。 

 

四、PathwayRelationNetwork分析方法学说明 

Pathway，泛指通路，这里主要指信号通路。基于图论的方法，以 pathway

为研究单元，将显著性 pathway 基于 KEGG 数据库中的相互作用关系而构建

pathway间相互作用网络。从网络中可以全局性系统地分析 Pathway-Analysis 发

现的显著性 Pathway之间的信号传导关系，可直观发现样本变化时重要 Pathway

的协同作用模式，系统理解样本性状变化本质。PathwayRelationNetwork能够帮

助我们发现网络中最上游具有调控作用的信号通路，同时也能发现网络中处于最

下游的效应信号通路。通过对信号通路传导之间关系的理解，就能对信号传递的

过程有更深刻的认识。 

GCBI会将显著性 Pathway中包含的基因的属性（Gene Feature）通过 Pathway 

Feature 字段体现，另外网络图属性的计算请参考附录三（网络属性的描述与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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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iRNAGeneNetwork分析方法学说明 

我们用差异microRNA与其靶向基因的属性关系来建立microRNA-Gene作用

网络。通过 Gene与 microRNA的属性关系可以建造 Gene与 microRNA的邻接矩

阵 A=[aij]，aij表示基因 i与 microRNAj的关系权重。在 microRNA与 Gene的网

络中，Gene用圆圈来表示，microRNA用圆角矩形来表示，相互作用用一条边来

表示。网络的中心用网络的中心度（Degree）来表示。中心度表示 microRNA对

周围的 Gene的贡献程度，或 Gene对周围的 microRNA的贡献程度。Degree最

高的表示该 microRNA或 Gene在网络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 

GCBI首先会去除 mRNA表达谱数据中上下调不一致的基因，另外，对于存

在上下调关系的 microRNA表达谱数据与 mRNA表达谱数据默认会进行负相关

关联，而对于多分组差异结果则不会采用负相关关联，直接采取交集处理。最后，

网络图属性的计算请参考附录三（网络属性的描述与计算）。 

 

六、miRNAGoNetwork分析方法学说明 

通过 Go-analysis，可以得到显著性的 GO与 Gene的关系，联合 microRNA

与 Gene的靶向关系，就可以得到 microRNA与显著性的 GO之间的关系，通过

GO与 microRNA的关系可以建造 GO与 microRNA的关系邻接矩阵 A=[aij]，aij

表示 GOi与 microRNAj的关系权重。在 microRNA与 GO的网络中，GO用圆圈

来表示，microRNA 用圆角矩形来表示，microRNA 与显著性 Go 之间用一条边

来表示。核心的 microRNA或 GO就是在网络图中具有最高的 Degree。 

GCBI首先会去除 mRNA表达谱数据中上下调不一致的基因，另外，对于存

在上下调关系的 miRNA表达谱数据与 GO分析数据默认会进行负相关关联，而

对于多分组差异结果则不会采用负相关关联，直接采取交集处理。最后，网络图

属性的计算请参考附录三（网络属性的描述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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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权值网络分析简介 

权值网络是一个简单（无环）完全网络图：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基因，每条边

的权值用于度量此边的两端点所对应的基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强弱。设i, j ∈ V，

用��� = |���(�, �)|表示两基因 i,j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那么节点 i与 j 间边的

权值可取为： 

��� = ���
�
， 

其中β是一个取定的正整数值。所有权值组成一个对称的矩阵（a��）（其中对角

线上元素为 0），此矩阵可看作无权网络图的邻接矩阵的推广，也就称为权值网

络（V, E）的邻接矩阵。自然地，对此矩阵某一行（或某一列）的求和所得的值

就称为此行对应节点的连接度，即: 

�� = ∑ ���� 。 

共表达网络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找出网络中相互关系比较紧密的子节点

集，称为模块。为此需定义出两节点间的不相似度（dissimilarity），实践表明通

过两节点间的拓扑覆盖度（topological overlap）定义不相似度具有较好的效果，

两节点间的拓扑覆盖度定义如下： 

��� =
∑ ������� ����

������,���������
， 

其中��是节点 i的连接度。在无权网络的情形下，��� = 1当且仅当：i, j两节

点中连接度较少的点的所有相邻点必是另一点的相邻点，并且两点之间是相邻的。

而��� = 0当且仅当 i，j 两节点不相邻并且没有公共的相邻点。若是带权网络，

注意到： 

∑ ������� ≤ min (∑ ������ , ∑ ������ )， 

于是 

∑ ������� ≤ min�k�, ��� − ���， 

所以0 ≤ ��� ≤ 1。因此，拓扑覆盖度这一概念可自然地被推广到带权网络上。



                                                        网络分析方法学说明 

GCBI版权所有                                                                              7 

有了拓扑覆盖度，两节点 i, j间的不相似度定义为： 

d��
� = 1 − ���。 

在计算出两两基因间的不相似度以后，可以对之作聚类分析而得到网络具有

的模块。实践证明，很多生物共表达网络会满足无标度特性（scale-free）：节点

的连通度 k满足幂分布律： 

p(k)~���， 

无标度网络一般含有若干个模块，即有若干个子节点集，子集内节点间的不

相似度相对较低，而模块间的不相似度相对较高，此外模块间连接度相对也较低。

此外，直观上看无标度网络是高度非齐次的：含少量高连接度的节点，这类节点

对应的基因通常非常关键，一般发挥重要的生物学功能，我们将之称作轴心点

（hub）。共表达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找出这类基因。根据无标度网络的定

义与生物功能上的考虑，若一组基因形成的带权共表达网络满足标度的特性，必

需满足以下标准：log (p(k))与log (k)成近似线性关系并且斜率在-1附近，其次必

须保证平均连接度不能过低。 

2、权值网络的网络图展示描述 

由于带权网络是个完全图，而分析数据的基因数量一般较多，若展示出完全

图（每条边加权值）并不能突出重点，我们需要突出连接度较高的基因。为了比

较忠实地反映出权值网络的连接度，也不能用取硬阈值的办法。此外，为使展示

的图清晰，我们让展示图的平均连接度大约等于 1。 

如果满足无标度网络的条件，生成网络图的方法如下：对上面取定的邻接矩

阵，计算出各节点的连接度，然后作四舍五入取整，则对每个节点得到一个正整

数值的连接度。将这些正整数值的连接度相加除以节点数，就得到一个在此邻接

矩阵上合理的平均连接度 w。若某个节点的整值连接度为 d，则找出邻接矩阵中

对应此节点的那一行，取此行中第 d大的权值作为候选的阈值。对每个节点都如

此处理后则可找出一系列的候选阈值，将之排序。对每一个候选阈值，都可依据

邻接矩阵得到一个新 0-1邻接矩阵，使新矩阵中的 1对应原邻接矩阵中权值大于

此候选阈值的位置。若这样得到的新邻接矩阵有某一行（列）全为 0，而此行对

应节点的整值连接度 d为不小于 1，则改变此行（列）使之含 d个 1，对应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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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接矩阵中此行（列）前 d 个最大值的位置。这样将新 0-1邻接矩阵各数相加除

以基因数就得到此新 0-1邻接矩阵对应无权图的平均连接度。于是采用二元查找

的办法，找出一个候选的阈值，使得由新 0-1邻接矩阵算得的平均连接度最接近

上面计算得到的 w值，用k�表示这个值。若k�大于 1，则以某一步长增大β的值，

重新计算邻接矩阵并按同样方法计算出k�，重复此过程直至k�小于 1。这样我

们就得到了一系列的候选β值，再次用二元查找方法找出最合理的β，使得对应

的k�最接近于 1，那么此k�所对应的 0-1邻接矩阵就是我们最后需展示的图的邻

接矩阵。 

如果不满足无标度网络的条件，那么将相关系数矩阵排序作为候选阈值，用

二元查找的方法选出一个最佳阈值。每个阈值作用于相关系数矩阵得到 0-1邻接

矩阵，进而得到对应的网络图的平均连接度，最佳阈值指的是由此计算出的平均

连接度最接近于 1。 

3、网络属性的描述与计算 

网络 N记为N ≔ (V, E)，其中 V为节点集合，总数为 �，E为边集合，总数

为 �；对应的邻接矩阵记为A ≔ [���], i, j ∈ V，其中 

��� = �
1       ��        � ��������� �,

   0      ��     � ��� ��������� �.
 

节点 i的度 degree：D(i) ≔ ∑ ���
�
��� ； 

节点 i的介数 betweenness：B(i) = ∑
���(�)

���
����� ，其中���表示从节点 s到节点

t 的最短路径的总个数，���(�) 表示从节点 s 到节点 t 的最短路径中通过节点 i

的路径的总个数； 

无向图节点 i的局部聚类系数 clustering coefficient：B(i) =
�(�)

�(�)
，其中�(�)表

示包含节点 i的具有 3个节点与 3条边的子网络（子图）的总个数，�(�)表示包

含节点 i的具有 3个节点与 2条边（要求两条边都与节点 i连接）的子网络（子

图）的总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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