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面向组学数据的中级融合分类方法
李明达 郑浩然
摘要 目的 对组学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推动医疗诊断等方面的研究。利用单一种类组学数据的分析方法无法满足解
决某些复杂生物医学问题的需要。为了利用多种组学信息来解决复杂的生物医疗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中级融合分类方法。方
法 引入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分别对各种组学数据进行降维，然后利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对融合后的数据进行分类。结果 “非小细胞肺癌与肾癌”和“结肠直肠癌与结肠直肠腺瘤”这两个组学数据集被用于测试
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在这两个癌症组学数据集上的应用体现出该方法，不但能够有效降低高维组学数据的维数，而且具有较
高的分类准确率（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高达 0.95 以上）
。结论 本文提出的中级融合方法能够利用多种组学数据对癌
症样本进行分类，可以有效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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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d-level fusion method for omics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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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analysis of omics data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edical diagnosis. Methods to analyze only one type
of omic dataset can’t meet the need of solving some complex biomedical problems.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mplex biomedical problems
by using different kinds of omics datasets, a mid-level fusion method was proposed. Method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is used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the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is used for classification. Result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vs renal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vs colorectal adenomas” datasets are used for testing the method’s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the mid-level fusion method could not only reduces the dimension of omics data but also obtains a high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is higher than 0.95). Conclusions The mid-level
fusion method takes advantage of different kinds of omics datasets for classification and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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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生命体来说，各种组学数据能够从不同的层
面反映组织器官的功能和代谢的状态。因此，组学
数据分析在对生物系统进行广泛监控的过程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1]。对组学数据的分析可以提供对
生物体更加综合的理解，从而达到对疾病进行区分
和诊断的目的。然而，组学数据处理面临着这样两
个困难：首先，仅仅利用单一种类组学数据进行的
分析技术不足以揭示复杂的生物体系中蕴含的与疾
病相关的信息，如何对多种组学数据信息进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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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组学数据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 [2]。其次，在对组
学数据进行的研究当中，从不同分析设备上产生的
各种组学数据往往是海量的，而这些数据的海量性
通常体现在高维度上。组学数据研究还需要对组学
数据进行降维，从中提取出同疾病密切相关的知识
和信息[2]。
为了从海量组学数据中挖掘出与疾病相关的信
息，一些组学数据融合分析方法被提出。L.E.Wangen
等 [3] 提出一种叫做多模块偏最小二乘法(multiblock
partial least squares, MBPLS)的算法，该算法是一种
有监督多模块建模的分类方法，曾被应用于基于多
发硬化的代谢数据融合中 [4]，并且适用于利用代谢
和蛋白组学数据融合的分类问题[5]；Julien Boccard
等[2]提出了一个通过建立数据之间联系的融合分析
策略，该策略基于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法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 [6]，可以对多个组学数据模块进行核融合。

数据融合方式通常分为三类[7, 8]：第一类是低级
融合，即将所有不同数据连接在一起，所有特征相
邻；第二类是中级融合，该策略在对不同的数据分
别进行预处理和特征选择之后再进行连接；第三类
是高级融合，即将不同的数据分别进行建模，将各
自的预测结果汇总起来进行投票。
已有的组学数据融合分析方法虽然可以完成对
组学数据的融合和降维，但它们对组学数据的种类
较为敏感，而且分类准确率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为克服传统融合分析方法对组学数据种类较为敏感
的局限，达到高效利用组学数据来解决分类问题的
目的，本文提出了一种中级融合方法。该方法将两
种对组学数据具有普适性的分析方法——偏最小二
乘 法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9] 和 支 持 向 量 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10]通过中级融合的方
式进行结合，以克服对组学数据种类的敏感性。通
过实验验证发现该方法不但能够融合不同种类的组
学数据，而且显示出很高的分类准确率，对于解决
融合不同种类组学数据的分类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1 中级融合算法
1.1 融合算法流程
假设对 n 个样本进行检测得到两种组学数据集
X1 和X 2，其中X1的特征数目为p1，X 2 的特征数目为
p2 。下面通过对组学数据集X1和X 2 进行的分析为例
阐述本文提出的中级融合算法流程：
(1)数据筛选。对获得的组学数据进行初步筛选，
删除没有表达值的特征。经筛选，X1 的剩余特征数
为𝑝1′ ，X 2的剩余特征数为𝑝2′ 。
(2)预处理。对已完成筛选的数据，针对可能出
现的生物特征数值差异较大的情况，对所有数据通
过 z-score 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标准化之后的
X1 和X 2数据集分别为X1′和X ′2 。
(3)确定训练样本。经过预处理之后，为保证数
据样本的平衡性，训练集中每类样本的数量要相同
或相近。于是，令X1′和X ′2均有n1 个样本用于训练，
其 余 n2 个 样 本 用 于 测 试 ， X1′ 中 划 分 的 训 练 集 为
X_train1′ ，测试集为X_test1′ ；X ′2 中划分的训练集为
X_train′2，测试集为X_test ′2。
(4)提取潜在变量。利用训练集中的X_train1′ 和
X_train′2，通过 PLS 模型进行训练。在训练时，设定
训练样本的潜在变量集X_train1′′ 中的特征数为h1 ，
X_train′′
利用得到的模型再分别对
2 中的特征数为h2 。

测试集的X_test1′ 和X_test ′2 进行降维，提取出测试样
本的潜在变量矩阵X_test1′′ 和X_test′′
2 。在对训练集中
的样本使用 PLS 时，为避免过拟合现象的发生，将
可提取的潜在变量数目上线设定为 10(h1, h2 ≤ 10)。
(5)融合分类。融合测试集的各种组学数据潜在
变量，即将X_test1′′ 和X_test ′′
2 合并，将这一融合矩阵
输入到 SVM 分类器中进行分类，最终给出分类结果
Ypredict。该算法流程如图 1 所示。

1.2 融合算法分析
1.2.1 对高维特征的降维
组学数据分析中的研究对象是样本数少、特征
多的小样本数据，直接利用分类器进行分析往往无
法得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过拟合的现象。因此，
为了高效、准确地分析小样本组学数据，需要在分
类前对组学数据进行降维，即将高维特征（经过预
处理的高维组学特征）转化为低维特征（潜在变量）。
与 PCA 不同，PLS 是一种有监督的降维方法，该方
法被广泛应用在对高维小样本数据的降维处理中。
其所用的分析手段是将观测变量 X 和预测变量 Y 投
影到一个全新的空间之中，从而寻找一个线性的回
归模型。利用 PLS 实现降维的过程如下：
对于 n 个样本，p 个特征的某种组学数据矩阵
X(n×p)及其类别矩阵 y(n×1)，可以通过转化成具有 h
个潜在变量的得分矩阵 T(n×h)，如公式(1)(2)所示。
其中，P(p×h)为符合矩阵；b(h×1)为解释系数矩阵；
E(n×p)为观测残差矩阵；f(n×1)为响应残差矩阵。
𝑋 = 𝑇𝑃𝑡 + 𝐸
(1)
𝑦 = 𝑇𝑏 + 𝑓
(2)
令残差平方和 J 最小，J 的表达式如下：
J = min(‖𝐸‖2 + ‖𝑓‖2 )
(3)
通过化简，拉格朗日函数的构建，以及偏最小
二乘的迭代算法可以依次求出每个样本的潜在变量。
由于 PLS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组学数据的降维处理中，
因此，通过 PLS 降维得到的潜在变量可以最大化地
概括各种原始高维组学数据中对分类起到决定性作
用的重要信息。
1.2.2 利用潜在变量的分类
虽然各种组学数据的潜在变量与类别信息相关
程度很大，然而它们的组合不一定构造出一个能够
对样本进行线性区分的空间。而 SVM 的目标就是要
构造一个目标函数对两类模式进行最大程度地区分，
其处理方法包括针对“线性可分”和“线性不可分”这
两种情况的策略：
<1>对于“线性可分”的情况，假设存在一个超平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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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应的分类函数为：
f(x) = ∑𝑛𝑖=1 𝑦𝑖 𝛼𝑖 𝐾(𝑥 ∗ 𝑥𝑖 ) + 𝑏∗

(8)

2.1 低级融合法
在利用低级融合法[11]进行对照实验时，首先将
各种组学数据合并在一起，然后利用偏最小二乘判
别分析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PLS-DA)进行分类，将得到低级融合法的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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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级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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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test'1

n2

其需要满足：
𝑦𝑖 (𝜔 ∙ 𝑥𝑖 + 𝑏) ≥ 1𝑖 = 1,2, … … 𝑛
(6)
最优解可以通过求解拉格朗日函数的鞍点得到。
<2>对于“线性不可分”的情况，可以把潜在变量组合
矩阵X 𝑚𝑖𝑥 映射到一个高维的特征空间 H 中，在这一
空间当中利用原空间函数去实现内积运算。根据泛
函中的理论，需要让一种核函数满足 Mercer 条件，
其就能对应某一空间的内积。于是，只需在最优的
分类面上采用恰当的内积函数便可以解决此类“线
性不可分”的问题。此时的目标函数为：

对于“线性可分”和“非线性可分”两种情况，
SVM 均是能够给出最优的分类效果。因此，本文的
中级融合方法在处理各种组学数据时均能够产生优
异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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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级融合算法流程
Figure 1 the workflow of the mid-level fusion method

在利用高级融合法[11]进行对照实验时，首先利
用 PLS-DA 或 SVM 分类器分别对各种组学数据进行
分类，将各种组学数据的分类结果汇总后进行投票，
将投票结果作为最终的高级融合分类结果。

2.3 分类评价指标
对分类结果进行评估的时候采用的评价指标是
敏 感 性 (Sensitivity)、 特 异性 (Specificity)、 准 确 率
(Accuracy)以及 ROC 曲线下的面积(AUC)。其中，
Sensitivity、Specificity 和 Accuracy 的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𝑆𝑒𝑛𝑠𝑖𝑡𝑖𝑣𝑖𝑡𝑦 = 𝑇𝑃/(𝑇𝑃 + 𝐹𝑁)
(9)
𝑆𝑝𝑒𝑐𝑖𝑓𝑖𝑐𝑖𝑡𝑦 = 𝑇𝑁/(𝑇𝑁 + 𝐹𝑃)
(10)
𝐴𝑐𝑐𝑢𝑟𝑎𝑐𝑦 = (𝑇𝑃 + 𝑇𝑁)/(𝑇𝑃 + 𝐹𝑁 + 𝑇𝑁 + 𝐹𝑃)
(11)

非小细胞肺癌与肾癌数据集的混淆矩阵如表 1
所示。结肠直肠癌与结肠直肠腺瘤数据集的混淆矩
阵如表 2 所示。本文的 ROC 曲线通过渐进的方式计
算出来的。

表 1 非小细胞肺癌与肾癌数据集的混淆矩阵
Table 1 Confusion matrix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vs renal cancer” dataset
非小细胞肺癌样本

肾癌样本

TP
FP

FN
TN

被预测为非小细胞肺癌样本
被预测为肾癌样本

表 2 结肠直肠癌与结肠直肠腺瘤数据集的混淆矩阵
Table 2 Confusion matrix for “colorectal cancer vs colorectal adenomas” dataset
结肠直肠癌样本

结肠直肠腺瘤样本

TP
FP

FN
TN

被预测为结肠直肠癌样本
被预测为结肠直肠腺瘤样本

表 3 非小细胞肺癌与肾癌数据集的分类结果对比
Table 3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vs renal cancer” dataset

低级融合
高级融合
文献[3]方法
文献[2]方法
本文方法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AUC

1.0000
1.0000
0.6667
0.8889
1.0000

0.0000
0.2500
0.8750
0.7500
1.0000

0.5294
0.6471
0.7647
0.8235
1.0000

0.3381
0.8144
0.8184
0.8780
1.0000

表 4 结肠直肠癌与结肠直肠腺瘤数据集的分类结果对比
Table 4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n “colorectal cancer vs colorectal adenomas” dataset

低级融合
高级融合
文献[3]方法
文献[2]方法
本文方法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AUC

0.8750
0.6250
0.6250
0.7500
0.8750

0.6250
0.8750
0.8750
1.0000
1.0000

0.7500
0.7500
0.7500
0.8750
0.9375

0.8247
0.7999
0.7999
0.9060
0.9541

2.4 非小细胞肺癌与肾癌数据集
非小细胞肺癌与肾癌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癌症
研究所的 60 人癌症细胞系数据库(The 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60 human tumour cell line, NCI-60)。
该数据库中的组学数据来自于代谢、蛋白以及基因
等组学实验。实验样本取自 60 个人的癌症细胞系[12]，
该细胞系来自包括结肠、肺等 9 种人体组织器官。

分类实验的样本分为两类：非小细胞肺癌样本(9 个)
和肾癌样本(8 个)。所利用的两种组学数据类型是
Ross 基因集[13](5643 维)、Staunton 基因集[14](243 维)。
由于可以用于实验的样本总数较少，实验验证
采用留一法交叉验证。在进行对照比较实验采用的
是 2.1 中的低级融合法和 2.2 中的高级融合法，一种
中级融合方法[3]以及一种基于核融合的方法[2]。本文

算法在利用 PLS 提取潜在变量时，分别对 Ross 和
Staunton 数据集提取的潜在变量数均为 4，SVM 使
用的是线性核函数。该参数是使分类效果达到最优
的前提下能够设定的潜在变量数最小值。初级融合
的潜在变量数设定为 1，高级融合所使用的分类器
为 PLS-DA，且潜在变量数为 1。
分类结果如表 3 所示。本文提出的中级融合方
法的分类效果在所有对比方法中表现最优，文献[2]、
文献[3]方法以及高级融合方法表现其次，而低级融
合方法表现最差。

同种类的组学数据信息进行充分融合；利用可以处
理“线性可分”和“线性不可分”两种情况的 SVM
分类器以达到对生物样本进行准确分类的目的。在
两个公共组学数据集进行的验证中，通过与低级融
合算法、高级融合算法以及文献[2]、[3]方法的分类
结果进行比较，本文算法显示出了更高的分类准确
率。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面向疾病的组学数据融
合分析方面，本文方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5 结肠直肠癌与结肠直肠腺瘤数据集

[1] JoyceAR, Palsson BO. The model organism as a

结肠直肠癌数据集源于文献[15]。利用 94 个人
的血清样本，通过相关技术提取出了他们的生物标
记物(2 维)、荧光反应记录(19 维)以及核磁共振记录
( 其 中 Carr-Purcell-Meiboom-Gill, 201 维 ; Nuclear
Overhauser Enhancement Spectroscopy, 254 维)。这
94 个样本分为两类：47 个确诊患有结肠直肠癌，其
余为结肠直肠腺瘤样本。
为了避免过拟合现象的发生，本文根据文献[15]
中的描述选取了 78 个样本作为训练集，用于建立分
类模型；16 个样本作为测试集，用于对结果模型进
行最终的验证。由于生物标记物和荧光反应记录的
维数较低，因此仅对两种核磁共振记录分别利用
PLS 进行降维，然后将四种组学数据进行融合分类。
本文算法对两种核磁共振记录的潜在变量数的设定，
经试验得出的最优潜在变量数均为 6，SVM 使用的
是线性核函数。初级融合的潜在变量数设定为 1，
高级融合所使用的分类器为 SVM。
分类结果如表 4 所示。本文方法的分类效果依
然最优，在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以及 ROC 曲线
下面积等评判准则下均高于低级融合、高级融合、
文献[2]和文献[3]。

system:integrating ‘omics’ data sets[J]. Nat Rev Mol Cell B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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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ma, FT-IR and UV Sensor Data Based on the Bayesian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与疾病相关的
海量组学数据得以被检测。面对各种各样的高维组
学数据，如何将生物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以达到
对疾病进行判断的目的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现
有的融合分析方法对组学数据的种类较为敏感，而
且分类准确率有待提升。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组学
数据的中级融合分类方法。该算法选用对各种组学
数据具有普适性的 PLS 方法进行降维，提取出原始
信息中利于分类的潜在变量，从而解决对组学数据
种类较敏感的问题；采用的中级融合策略能够将不

Varieties [J]. Chemom. Intell. Lab. Syst. 2003, vol. 65 (2),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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