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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两个角度 讨论应用于生物 信息学中的文本 挖掘方法。以搜索 生物知识为目 标，利用文本挖掘 方法进行文献检 索，

进而 构建相关数据库 ，如在 PubMed 中挖 掘蛋白质相互作 用和基因疾病关 系等知识。总结 了可以应用文本 挖掘技术的生 物信
息学 问题，如蛋白质结 构与功能的分析 。探讨了文本 挖掘研究者可以 探索的生物信息 学领域，以便更多 的文本挖掘研 究者
可以 将相关成果应用 于生物信息学 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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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xt mining methods in bioinformatics are discussed from two views. First, three problems are reviewed including searching
biology knowledge, retrieving the reference by text mining method and reconstructing databases. For exampl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and gene-disease relationship can be mined from PubMed. Then the bioinformatics applications of text mining are concluded, such as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prediction. At last, mor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for helping text mining researchers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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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文本挖掘是用计算机算法及程序对自然语言进行理解、

有存储基因芯片数据的 GEO 数据库，还有存储生物、医学相
关文献的 PubMed 数据库。
在规模日 益 增大 的 数 据 库 中检 索 用 户 偏 好的 知 识 需 要

分析，是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早在计算机出

用到文本挖掘的方法，因此有研究者试图用计算机相关的算

现的时候，就有了自然语言处理及文本挖掘的研究，随着机器

法和程序在 PubMed 中检索自己感兴 趣的论文，如寻找 不同

学习、数据挖掘等算法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文本挖掘方法在

蛋白质相互作用 关系。随着对遗传密码 的破解，研究者 逐渐

自动文摘、自动问答、Web 关系网络分析、指代消解等问题上

的发现生物序列 ，特别是蛋 白质序列，与 人类的语言在 构成

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质上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因此除了直接将文本挖掘应用于

生物信息学是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行和完成而兴

生物信息学研究进行文献检索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

起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利用计算机、统计等信息学方法预测和

蛋白质序列当作特殊的“文本”，利用已有的文本挖掘方法对

解决遗传相关的生命学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数据的存储、
检索和分析。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其进行分析，从而 对蛋白质的结 构和功能进行预 测。本 文从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 专门为存储相关生物数据建

方法，目的在 于让生物信息 学研究者了解文 本挖掘，也 希望

立了多个数据库，其中包括存储 DNA、蛋白质的序列数据库
( 如 dbEST、
dbSNP)，有存储疾病相关数据的 OMIM 数据库，也

更多 的 文本 挖 掘 研究 者 能够 将 好 的方 法 应用 于 生 物信 息 学

以上两个方面出发，总结生物信息学研究中用到的文本挖掘

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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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中的文献挖掘

文献检索
生命科学文献浩如烟海，寻找相互作用的蛋白质对以及

文本挖掘技术的发展，对生物文献检索，尤其是生物信息

挖掘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只是两个主要的应用例子。还有

数据库的构建起了很大的作用。自然语言领域的著名国际会

很多的生命科学问题以及生物信息学问题需要利用文本挖掘

议 ACL(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

方法，在 PubMed 等文献库中寻找答案。
挖掘生物文献解决相关问题时一般都要处理两个主要的

tics)2005 与生物信息学 领域的著名国际 会议 ISMB(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ystems for molecular bio-

问题，即实体名称识别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和关系抽取 (re-

logy) 2005 曾就生物文 献检索问题展开 专门的 Workshop，讨

lation extraction)。所用的方法主要有：基于语言分析的方法、

论生物信息学 中相关问题的文 献发掘问题。其中，蛋白质 相

基于字典的方法、机器学习方法、统计方法。
另外，将 PubMed 数据库转化成 XML 关系数据库，利用短

互作 用 预测 与 基 因功 能 与疾 病 的关 系 预 测是 最 主要 的 两 个
应用主题。

词匹 配 对论 文 、作 者 名称 进 行 模糊 搜 索也 是 最 近研 究 的热

1.1

点问题 [11]。

蛋 白 质 相 互 作 用预 测
预测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是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

物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以往的研究是人工从文献中记录蛋

2

文本挖掘方法的应用
DNA 和蛋白质序列是有意义的遗传语言，被认为是生命

白质的相互作用关系，但随着生物文献指数级别的增长速度，
需要有程序自动地从 PubMed 的摘要中识别蛋白质对间的相

的天书 [12]。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自然语言处理与文本挖掘的计

互作用。然而蛋白质的命名没有统一的规则，有很多蛋白、基

算方法被应用于生物信息学问题的研究，比如对蛋白质的频

因的名称是在一起混用的。因此，从文献摘要中识别蛋白的

谱分析就源于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词频统计。

名称，进一步识别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是利用文本挖掘寻找蛋

2.1

白相互作用的关键问题。

蛋白质结构标定
蛋白质的结构决定功能，欲研究蛋白质的功能，首先要分

最初的研究是通过统计和计数的方法进行预测，人工构

析蛋白质的结构。蛋白质的结构分析主要是对给定的蛋白序

建出蛋白质名称的词典，然后找出出现两次以上词典中的元
素且相距不远的摘要，进而判定相关的蛋白质存在相互作用。

列，标定出哪一段区域属于 螺旋、片层，哪一段区域属于无
序区 (protein disordered region)。其中对 螺旋、片层的预测即

也有研究者利用动态规划的方法对蛋白质相互作用的语句进

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

行比对，从而预测是否存在相互作用。

如果把一段蛋白序列视为自然语言，则对区域的类型分

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生物信息学
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文本挖掘与自然语言

析则类似于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语法标定。首先，基于规则和
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被应用于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

。但随着

[13]

处理的研究者投身于该问题的研究。首先是对文献摘要进行

统计的方法达到预测瓶颈后，有研究者陆续提出利用机器学习

更细致的文法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字典词数统计。Kim 等利用

的预测方法，其中有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14]、基于支持向量机 [15]

构造核的方法，把复杂的语义结构分析转化为求图中的最短路

以及基于最大熵的方法 [16]。

径 。类似的还有利用语法分析 、上下文无关文法分析 、本

类似的还有蛋白质无序区的预测。蛋白质无序区指在蛋

体分析 等信息检索手段分析文献摘要，从而挖掘蛋白质的相

白质空间结构中不具有稳定的或特定的三维结构的区域。包

互作用。另外，集成学习[5]、贝叶斯网络[6] 等机器学习方法也被

括人工神经网络 [17]、支持向量机 [18]、条件随机域 [19]、随机森林等

应用与名称识别与相互作用识别的预测。

文本挖掘与机器学习方法都被应用于对其进行预测。其中，

1.2

基 因 功 能 与 疾 病预 测

目前较常用的服务器地址如表 1 所示。

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是在文本中寻找两个蛋白质且判断

2.2

[1]

[2]

[3]

[4]

蛋白质功能预测

其存在相互作用。基因功能与疾病预测与其类似，即在文献

蛋白 质 的功 能 预 测是 生 物 信息 学 最基 础 的 研究 课 题之

中寻找基因的名称，同时寻找疾病的名称，进而判别该基因是

一，其中包括蛋白质相互作用与相互作用位点预测、蛋白质亚

否与该疾病存在关联。

细胞定位、跨膜蛋白的预测与分类、蛋白质功能分类、多功能

这种识别大多分为 3 个步骤：首先是通过与词典的比对

酶的识别等。

搜索相关论文摘要；然后根据词典中词语定位相关子句，有时

蛋白质的序列最容易获得，它像自然语言一样具有许多

向前后扩展，以保证准确率；最后利用文法分析方法或机器学

复杂的规则，但不同的是人们很难总结和理解蛋白质序列的

习方法对事实进行判定。这种方法往往针对特殊的基因及疾

规则。因此，需要借助计算语言学以及机器学习的方法对由

病时，会取得较好的效果。Bui 等在 PubMed 中挖掘药物与 HIV

氨基酸序列所表达的“蛋白质语言”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理

病毒变异之间的联系。Jiang 等利用 microRNA 命名的规则性，

解蛋白质序列所具有的功能。

收集了近 3000 条不同 microRNA 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关系

。

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是蛋白质功能研究的最基础课题之

Cheng 等针对人类疾病、变异与药物作用效果之间的联系开发

一，许多研究者致力于根据两条蛋白序列预测其是否存在相

了文本挖掘系统

。Ivan 等则锁定的目标是人类与小鼠的小

互作用。目前已有很多机器学习方法应用于其中，包括支持

脑畸形研究 [9]。Lars 等详细总结了相关的文献数据库、文献挖

向量机 [20]、核方法[21]、决策树 [22]、随机森林 [23]、贝叶斯网络 [24]、AR

掘软件及功能 。

模型 [25]，包括本体标注、样本加权 [26] 等文本处理方法也被应用

[10]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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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问题

蛋白质无序区预测

蛋白质相互作用位点预测

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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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蛋白质结构功能预测网址

名称

网址

参考文献

IUPred

http://iupred.enzim.hu/

文献[30]

DISpro

http://scratch.proteomics.ics.uci.edu/

文献[31]

Spritz

http://distill.ucd.ie/spritz/

文献[32]

RONN

http://www.strubi.ox.ac.uk/RONN/

文献[33]

Cons-PPIS

http://pipe.scs.fsu.edu/ppisp.html

文献[34]

SPPIDER

http://sppider.cchmc.org

文献[35]

PP-Pred

http://bioinformatics.leeds.ac.uk/ppi-pred

文献[36]

PINUP

http://sparks.informatics.iupui.edu/PINUP

文献[37]

PIE

http://pie.snu.ac.kr/

文献[38]

Pred-PPI

http://cic.scu.edu.cn/bioinformatics/predict_ppi/default.html

文献[39]

InterPreTS

http://www.russell.embl.de/cgi-bin/tools/interprets.pl

文献[40]

于特征提取与训练数据处理之中。在预测相互作用的同时，

献检索与生物信息学中得到应用。目前，基于反馈的推荐系

研究者也想分析出蛋白序列中发生相互作用的区域，即蛋白

统将成为生物文献检索的新热点问题。

质相互作用位点的预测。条件随机域 [27]、隐马尔可夫模型 [28] 等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为信息科学，尤其是文本挖掘研究者

语法分析中常用到的信息方法也被用于分析相互作用位点，

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同时也需要文本挖掘算法研究人员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除此之外，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人

针对生物数据的特点，提出更有效的智能算法。本文总结了

工神经网络、贝叶斯网路、线性回归等机器学习方法在蛋白质

生物信息学中应用的文本挖掘方法及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

相互作用位点预测中均有应用。然而，也有研究者提出怀疑：

相关的较为成功预测软件网址，可供新接触生物信息学的文

单纯依靠蛋白序列无法为预测相互作用提供足够信息 。因

本挖掘研究人员测试和对比。作者期望更多的文本挖掘研究

此，需要更多的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的研究者开发新的特征

人员能够将自己的方法应用在生物信息学领域，进而推动生

与分类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常用的蛋白质相互作用与

物信息学乃至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发展。

[29]

相互作用位点预测软件网址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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