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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 计算发现方法的研究进展
侯妍妍, 应晓敏, 李伍举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计算生物学中心, 北京 100850
摘要: microRNA (miRNA)是近几年发现的一类长度为～21 nt 的内源非编码小 RNA, 在植物和动物中发挥着重
要而广泛的调控功能。它的发现主要有 cDNA 克隆测序和计算发现两条途径。由于 cDNA 克隆测序方法受
miRNA 表达的时间和组织特异性以及表达水平的影响, 而计算发现可以弥补其不足, 因此 miRNA 的计算发现
方法研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文章对近几年计算发现 miRNA 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根据计算发现方法的本
质, 将计算发现方法归纳为 5 类, 分别是同源片段搜索方法、基于比较基因组学的预测方法、基于序列和结构
特征打分的预测方法、结合作用靶标的预测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方法, 并对各类方法的原理、核心思想、
优点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探讨了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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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microRNA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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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RNAs (miRNAs) are endogenous non-coding RNAs of ~21 nucleotides in length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They are involved in diverse pathway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 regulation in plants and animals. There are two
main groups of approaches to miRNA discovery, which are cDNA cloning and computational identification. Since some
miRNAs are expressed at a low level and the expression of many miRNAs has spatio-temporal specificity,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m through cDNA cloning. However,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can predict the miRNAs specifically expressed or
with low abundance, which is complement to cDNA cloning.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have hence gained wide attention.
In this review, the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miRNA discovery wer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ir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were categorized into five classes: (1) homology search; (2) prediction based on comparative genomics; (3) scoring candidates using the sequence an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4) prediction combined with targets;
and (5) prediction with machine learning. The principles of each class of the approache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in miRNA discovery we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future direction in miRNA discovery was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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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算法在相同或相近基因组中搜索已知 miRNA

源、单链、非编码小 RNA。目前的研究表明, miRNA

或 pre-miRNA 的同源片段。由于 miRNA 的显著特

基因由 RNA 聚合酶Ⅱ [1,2]或聚合酶Ⅲ [3]转录成初级

征是前体折叠形成茎环结构, 因此单纯采用序列比

转录物(pri-miRNA), 而后在动物体内经 Drosha 酶

对算法 搜索 到的同 源片 段还不 足以 判断为 可能 的

剪 切 形 成 长 度 约 为 70 nt 的 miRNA 前 体 (pre-

miRNA, 还需要根据二级结构特征进行筛选; 而采

[4,5]

, 在转运蛋白 Exportin-5 的作用下由细

用序列和结构比对相结合的同源片段搜索方法则可

胞核内转到细胞质中 [6,7], 最后经 Dicer 酶进一步切

以找出满足 miRNA 结构特征的同源片段, 可初步判

miRNA)

[8~11]

割 产 生 成 熟 的 miRNA

; 在植物体内则由
[12]

断为可能的 miRNA。

,

由于 pre-miRNA 的序列较长, 且形成茎环结构,

而后经 HASTY(HST, Exportin-5 的同源蛋白)运输至

因而目前大部分同源片段搜索方法均是在基因组中

核外 [13,14]。成熟的 miRNA 与 RNA 诱导沉默复合物

搜索 pre-miRNA 的同源片段。Weber 等 [28]用 BLAT[29]

(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RISC)结合, 通过

在人和小鼠基因组中交叉搜索已知小鼠、大鼠和人

与靶 mRNA 的特定序列结合, 诱导靶 mRNA 剪切或

pre-miRNA 的同源片段, 而后根据同源片段的二级

DCL1(Dicer-like 1 protein)逐步剪切为成熟 miRNA

[15]

。miRNA 的显著特点是前体折叠

结构、miRNA 成熟体所在区域的配对数以及成熟体

形 成 茎 环 或 类 似 茎 环 的 二 级 结 构 。 通 过 对 pre-

的保守性进行筛选, 最后得到 35 个可能的人 pre-

miRNA 的基因组定位和注释发现, miRNA 主要位于

miRNA 和 45 个可能的小鼠 pre-miRNA。Dezulian

者阻遏其翻译

, 较大比例的

等 [30]则用 BLAST[31]在 NCBI EST 数据库中搜索已知

miRNA 呈现成簇分布的特点, 且在相近或多物种中

pre-miRNA 的同源片段, 而后根据同源片段是否包

基因间区或已知转录本的内含子中
[17]

[16]

。尽管目前大部分 miRNA 的确切功能以及

含已知成熟 miRNA、同源片段的二级结构以及已知

其发挥功能的准确调控网络尚在研究之中, 但初步

成熟 miRNA 是否位于茎区来筛选候选 miRNA。由

的实验结果表明, miRNA 在生物体内发挥着重要的

于 pre-miRNA 的茎区更为保守、环区则容易随着进

保守

调控功能, 如调控幼虫发育时序

[18,19]

、细胞增殖

[20]

、

化距离的增加而趋于不保守 [32,33], 因此采用不区分

脂肪代谢 [21]、造血系统分化 [22]、生殖干细胞自我更

比对区域的同源序列比对算法, 如 BLAST、BLAT,

新 [23]和花的发育 [24]等。

只能搜索到与已知 pre-miRNA 在各个区域序列同源

miRNA 的发现主要有 cDNA 克隆测序和计算预

性均较高的片段, 对于由于进化距离较远、而在环

测两种方法。早期 miRNA 的发现主要通过 cDNA

区序列同源性较低的同源片段就难以发现。为了克

克隆测序。这种方法直接、可靠, 然而很难克隆出

服这一弱点, Legendre 等 [34]采用基于谱的序列比对

在不同时期表达或只在特定组织或细胞系中表达的

表示和搜索方法 ERPIN[35]来发现新的 pre-miRNA。

miRNA; 而且由于克隆方法固有的局限性, 也很难

他们首先对所有动物和植物的 pre-miRNA 进行了多

[25,26]

。近年来通过计算

序列比对, 根据比对情况分出 miRNA 家族, 而后提

来预测 miRNA 的方法成为 miRNA 发现的另一条重

取同一家族 pre-miRNA 的一致二级结构, 最后采用

捕获表达丰度较低的 miRNA

要途径, 其优点是不受 miRNA 表达的时间和组织特

ERPIN 表示 miRNA 家族的一致二级结构、并在基

异性以及表达水平的影响, 从而可以弥补 cDNA 克

因组中搜索同源片段。这种方法在序列同源的基础

隆测序方法的不足 [27] 。根据预测方法的本质, 计算

上增加了结构同源性, 因而可以发现进化距离较

预测方法可分为 5 种类型, 分别是同源片段搜索方

远、但结构 同源性较高 的 pre-miRNA。他们根据

法、基于比较基因组学的预测方法、基于序列和结

miRNA 家族的一致二级结构、用 ERPIN 在 20 余种

构特征打分的预测方法、结合作用靶标的预测方法

动物基因组中搜索同源片段, 发现了 265 个可能的

和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方法, 下面分别对各类方法

pre-miRNA, 较用 BLAST 发现的 miRNA 要多出

的原理、特点和局限性进行论述。

17%。然而, 采用 ERPIN 表示和搜索同源序列的前

1

同源片段搜索方法

提是 miRNA 必须要有较多隶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
对于那些缺乏家族成员的 miRNA 则无法搜索同源

同源片段搜索方法实现简单, 是最早采用的计

序列。Wang 等 [36]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他

算发现方法。这类方法的共同点是采用序列或结构

们首先用 BLAST 搜索已知 pre-miRNA 的同源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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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根据同源片段的最低自由能、miRNA 成熟体在

人、小鼠及河豚基因组保守的茎环结构对中预测了

同源片段中的位置进行筛选, 最后计算 pre-miRNA

188 个可能的 pre-miRNA, 包含 109 个已知 miRNA

与同源片段的结构比对, 并给出两条序列二级结构

中的 81 个, 精度为 74%。Grad 等 [43]同样先从线虫

的相似性度量, 根据标准化后的度量进行筛选。利

基因组的基因间区中找出可能的 pre-miRNA 片段,

用该方法, Wang 等人在冈比亚按蚊(Anopheles gam-

而后在果蝇基因组中寻找同源 pre-miRNA, 之后将

biae)基因组中发现了 59 个可能的新 miRNA 基因。

线虫可能的 pre-miRNA 在 C. briggsae 基因组中搜索

经比较, Wang 等人提出的这一方法的敏感性要优于

同源片段, 得到 81 个可能的 pre-miRNA, 其中 6 个

采用 BLAST 和 ERPIN 的方法, 特异性则优于采用

为已知的 pre-miRNA; 同时将果蝇 pre-miRNA 在人

BLAST 的方法, 与 ERPIN 方法相当。

基因组中寻找同源片段, 要求线虫、果蝇和人 3 物

[37]

通过在基因组中搜索

种对应的 pre-miRNA 中可能的成熟 miRNA 在同一

成熟 miRNA 的同源片段来预测新的 miRNA。他们

端, 得到 40 个可能的 pre-miRNA, 其中 6 个为已知

首先在拟南芥和水稻中采用 BLAST 搜索这两物种

的 pre-miRNA。Wang 等 [44]采用类似的方法在拟南

已知成熟 miRNA 的同源片段, 而后根据同源片段及

芥中预测 miRNA。他们首先在拟南芥基因组中寻找

其侧翼序列的二级结构、与已知 pre-miRNA 的同源

可能的 pre-miRNA, 而后在水稻基因组中寻找高度

性进行筛选, 最后找出 20 个可能的拟南芥 miRNA

同源且折叠形成类似茎环结构的片段, 得到 95 个可

和 40 个可能的水稻 miRNA。Qiu 等 [38]、Xie 等 [39]

能的 miRNA, 其中包括 12 个已知的 miRNA, 并通

与上述方法不同, Li 等

和 Zhang 等

[40]

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不同的是, 他们

分别在棉花、欧洲油菜和多种植物 EST 序列中搜索
可能的 miRNA。

过实验验证了新发现的 83 个 miRNA 中的 25 个。
另一种基于比较基因组学预测 miRNA 的思路
是先通过比较两物种的基因组找出保守区域, 而后

就本质而言, 上述同源序列搜索方法均需要以

在保守区域中根据结构和序列特征搜索可能的

已 知 的 miRNA/pre-miRNA 为 参 照 , 搜 索 与 已 知

miRNA。Bonnet 等 [45]首先对拟南芥基因间区序列与

miRNA/pre-miRNA 在 序 列 上 和 结 构 上 同 源 的

水稻基因组进行序列比对, 得到保守短片段, 而后

miRNA/pre-miRNA, 对 于 不 与 已 知 miRNA/pre-

以保守短片段为中心在两物种基因组中寻找可能的

miRNA 同源的 miRNA/pre-miRNA 则无能为力。

pre-miRNA, 最后得到 91 个可能的 miRNA, 其中 58

2

基于比较基因组学的预测方法
随着对 miRNA 功能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发现

个 miRNA 有潜在的靶标。另一种代表性的预测方法
是 Lai 等 [32]提出的 miRSeeker。他们首先通过比较果
蝇 D. melanogaster 和 D. pseudoobscura 的基因组,

部分 miRNA 参与很多基本而重要的生理过程, 这提

得到保守的内含子和基因间区, 而后在保守序列中

示其很可能在进化过程中保守。而且, 对 miRNA 进

寻找可能的 pre-miRNA, 根据奖赏配对、惩罚内部

行基因组分析也发现, 较大比例的已知 miRNA 位于

环/膨胀圈等不配对的打分矩阵对茎环结构片段进

基因组中进化保守的区域。因此, 基于比较基因组

行打分。Lai 等通过观察 24 对已知 D. melanogaster

学搜索在多物种中保守的 miRNA 成为一种可行而

pre-miRNA 与相应 D. pseudoobscura 同源片段的序

有效的方法。

列比对, 发现 pre-miRNA 的茎区受进化压力的影响

一种基于比较基因组学预测 miRNA 的思路是

而更为保守, 环区则更富于变化。利用这一保守模

先在一个物种基因组中根据结构和序列特征找出可

式, Lai 等对保守的茎环结构进行了筛选, 最后得到

能的 pre-miRNA, 而后与其他物种基因组比较, 判

约 200 个可能的 pre-miRNA。此外, 他们还在进化

[41]

首先在秀丽线

距离较远的物种(如昆虫、线虫、脊椎动物)中寻找

虫(C. elegans)基因组中找出可能的 pre-miRNA 片段,

D. melanogaster 保守茎环结构的同源片段。通过实

而 后 与 C. briggsae 序 列 进 行 比 对 , 找 出 同 源

验, 他们验证了 24 个新的 miRNA, 其中包括 20 个

pre-miRNA, 最后按照 miRNA 成熟体区域的配对概

在 3 物 种 中 保 守 的 miRNA 和 4 个果 蝇 特 异 的

率总和等 7 个特征对茎环结构对进行打分。利用该

miRNA。Berezilov 等 [33]在 miRNA 保守模式方面做

方法, Lim 等人预测出 35 个可能的新 miRNA, 其中

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并基于新发现的保守模式对人

断其序列和结构是否保守。Lim 等

16 个得到实验验证。Lim 等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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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ogenetic shadowing)对 10 个灵长类物种的 122

折叠形成茎环结构的片段进行筛选成为发现这些非

条 miRNA 序列的侧翼序列进行了多序列比对, 发现

同源、物种特异 miRNA 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pre-miRNA 的 茎 区 相 对 保 守 , 环 区 更 不 保 守 , 且

Sullivan 等 [55] 采用根据结构特征打分的方法对

pre-miRNA 侧翼序列的保守性相对于 pre-miRNA 而

猿猴病毒 40(SV40)的 miRNA 进行了预测。他们在

言出现骤降。利用这一保守模式, 他们在人/小鼠和

SV40 病毒的基因组中找出形成茎环结构的片段, 而

人/大鼠的保守谱中(conservation profile)中搜寻满足

后根据奖赏配对、惩罚膨胀圈和末端环的打分规则

相应模式的片段, 而后根据折叠形成茎环结构和随

对茎环结构片段打分。得到的分值与最低自由能相

机检验 P 值

[46]

进 行 筛 选 , 得 到 976 个 可 能 的

miRNA。通过实验, 他们验证了其中的 16 个。

乘作为每个茎环结构片段的最后分值。采用这一方
法他们在 SV40 的基因组中预测出了 2 个可能的

从单纯的序列和结构保守发展到通过已知

miRNA, 其中 1 个得到实验验证。Grundhoff 等 [56]

pre-miRNA 找出保守模 式、进而利 用该模式搜 寻

在文献[55]方法的基础上做了改进, 使这一方法能

miRNA, 基 于 比 较 基 因 组 学 的 预 测 方 法 使 得

够适用于更大的病毒基因组。他们做的改进主要在

miRNA 的计算发现有了很大的进展。相对于同源片

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了给配对的奖赏分值和给膨胀

段搜索而言, 基于比较基因组学的预测方法能够找

圈、末端环的惩罚分值, 另一个改进是增加了对预测

到不与已知 miRNA 同源的新 miRNA, 具有更大的

成为 pre-miRNA 的片段的分组。采用这种预测方法、

优越性。然而, 该类方法由于仅在两个或多个物种

结合基因芯片检测, Grundhoff 等发现了 10 个已知的

基因组的保守序列中预测 miRNA, 限制了其对非保

卡波济肉瘤相关疱疹病毒(KSHV)miRNA, 1 个新的

守 miRNA 的发现, 如病毒 miRNA。而且, 由于大部

KSHV pre-miRNA 和 18 个新的 EBV pre-miRNA。

分物种基因组之间的进化距离较远, 通过比较基因

与上述打分方法相比, Cui 等 [57] 采用了一种非

组学的方法也难以发现仅出现在某些进化距离很近

常 简 单 的 方 法 对 单 纯 疱 疹 病 毒 Ⅰ 型 (HSV-1) 的

的物种中的 miRNA。

miRNA 进行预测。他们采用类似文献[44]的方法取

3

基于序列和结构特征打分的预测方法

候选片段, 然后根据成熟 miRNA 区域的 GC 含量、
复杂度和茎环结构筛选, 得到可能的 pre-miRNA。

随着 miRNA 发现的不断深入, 研究者不仅在

通过这一方法, 他们预测出了 13 个可能的 HSV-1

高等真核生物基因组中发现了新的 miRNA, 同时还

pre-miRNA, 编码 24 个可能的成熟 miRNA。通过实

在感染高等真核生物的 DNA 病毒基因组中发现了

验, 他们验证了其中的 1 个。

miRNA

[47~51]

。序列分析发现, 病毒 miRNA 之间的

由于病毒基因组较小且紧致, 形成茎环结构的

序列相似性很低, 仅有 8 例非洲淋巴细胞瘤病毒

背景片段数量很小, 因此, 尽管上述基于序列和结

(EBV) 的 miRNA 与 猕 猴 淋 巴 隐 病 毒 (RLCV) 的

构特征打分的预测方法较为简单, 但仍然在病毒

miRNA 同源, 其他病毒 miRNA 很少有同源序列 [52];

miRNA 预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 对于高等

而且, 对于很多病毒而言, 它们只存在进化距离很

真核生物而言, 基因组规模在千万至上百亿个碱基

远的直系同源成员, 这使得通过同源片段搜索或比

对, 形成茎环结构的片段达几万乃至几百万个, 从

较基因组学方法预测病毒 miRNA 变得相当困难, 甚

中通过序列和特征打分挑选出可能的 pre-miRNA 则

至是不可能。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一些高等真核生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能够从大量背景茎环结构

物上, 如到目前为止, 具有完整基因组序列且与拟

片段中挑选出真实的 pre-miRNA, Bentwich 等 [58]引

南芥进化距离相对最近的物种是水稻, 而水稻与拟

入了基于有向图寻找最优分割路径的方法。对每个

[53]

; 具有完整

茎环结构片段, 他们根据序列重复性、最低自由能

基因组序列且与人进化距离相对最近的物种是黑猩

与随机序列自由能的 Z 值等 11 个序列和结构特征进

猩, 而黑猩猩与人基因组也早在 4 百万年前就已经

行量化, 并将茎环片段每个特征的分值都用阈值向

南芥基因组早在 2 亿年前就已经分化

[54]

。同源片段搜索或基于比较基因组学预测仅

量离散化, 这样, 所有茎环结构片段都可以表示为

能发现一些在进化距离较远的物种基因组中保守的

11 维超空间中按照每个特征阈值向量分割而成的网

miRNA, 而难以发现物种特异的 miRNA。根据已知

格中的点。为寻找最优分割路径, Bentwich 等人随机

miRNA 在序列和结构上的特征、对全基因组中可能

选取了 10 000 非蛋白编码区的茎环结构片段作为背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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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片段, 与真实的 pre-miRNA 一起量化, 而后基于

miRNA 家族, 其中 7 个家族中的 23 条 miRNA 经过

有向图搜索最优分类性能的路径。按照这一方法,

实验验证。

Bentwich 等在人类全基因组中预测 pre-miRNA, 得

Xie 等 [61]采用了与文献[60]完全不同的思路, 作

到 434 239 个候选片段, 其中包括 86%的真实 pre-

用靶标不再作为筛选候选 miRNA 的最后条件, 而是

miRNA。通过基因芯片检测, 他们发现了 89 个新的

一开始就根据 3′
UTR(Untranslated region)中的保守

[59]

8 聚体逆向搜索可能与之作用的 miRNA。他们首先

则将预测 miRNA 的范围限定在人类 EST 和内含子

对人、小鼠、大鼠和狗基因组中的 3′
UTR 序列进行

序列中, 这大大减少了背景茎环结构片段的数量。

比对, 根据保守性分值, 找到 72 个高度保守的 8 聚

根据 GC 含量、最小自由能等 4 个序列和结构特征

体, 随后在 4 物种保守的基因组序列中搜索这些 8

进 行 筛 选 , 他 们 最 后 预 测 出 208 个 可 能 的 pre-

聚体的反向互补片段, 并要求这些片段在 4 个物种

miRNA, 其中包括 52 个已知的 pre-miRNA, 占已知

中的侧翼序列均折叠形成茎环结构、且最小自由能

总 pre-miRNA 的 60% (52/86)。

小于−25 kcal/mol。通过筛选, 他们找到 242 个可能

miRNA, 其中 53 个仅在灵长类物种中保守。Li 等

基于序列和结构特征打分的预测方法由于没有

的 miRNA 基因, 其中 113 条编码已知的 miRNA。

依赖同源序列和多物种中的保守序列, 因而可以找

他们对 129 条候选 miRNA 基因中的 12 条进行了实

出不与已知 miRNA 同源和物种特异的 miRNA。然

验验证, 发现了其中的 6 条。

而为了从大量背景茎环片段中选出真实的 miRNA、

同样是从 作 用靶序列 逆 向搜索 miRNA, Adai
[62]

不要求作用靶序列在多物种中保守, 仅在筛选

同时降低假阳性, 这类方法往往用异常严格的序列

等

和结构标准筛选候选片段, 因而可能遗漏大量的

过程中要求 miRNA 和对应的 miRNA*(pre-miRNA

miRNA。

中与 miRNA 配对的序列片段)在相近物种中保守。

4

结合作用靶标的预测方法

他们首先在拟南芥基因间区中搜索与已知转录本匹
配的短片段, 按照奖赏配对的原则打分, 根据分值

miRNA 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与靶基因的碱基互

筛 选 可 能 的 miRNA; 而 后 以 基 因 间 区 中 可 能 的

补配对来发挥调控功能。虽然其序列中的部分碱基

miRNA 为中心寻找可能的 pre-miRNA, 并在其中搜

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发生改变, 然而 miRNA 与相应靶

索相应的 miRNA*, 按照奖赏配对和惩罚间隔的原

序列的碱基互补配对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却仍然具有

则打分, 根据分值筛选 miRNA 与相应的 miRNA*;

严格的保守性, 换言之, miRNA 与其靶序列的相互

之后, 根据 miRNA 与转录本中匹配片段的分值、

作用较 miRNA 序列本身更为稳定。部分研究者利用

miRNA 与 miRNA* 的 分 值 和 miRNA 与 相 应

这一特点, 开展了 miRNA 预测的工作, 发现了一些

miRNA*界定片段的自由能, 对每个转录本对应的

新的 miRNA。

所有可能的 miRNA 进行筛选。为减少候选 miRNA
[60]

将作用靶标作为筛选候选

的个数, Adai 等还要求候选 miRNA 在水稻基因组中

miRNA 的最后条件, 在拟南芥和水稻基因组中发现

有完全相同的同源 miRNA, 并且同源 miRNA 和相

Rhoades 和 Bartel

新的 miRNA。他们首先在拟南芥和水稻基因组中分

应的 miRNA*也通过上述方法的筛选。最后得到 236

别寻找可能的 miRNA(长度设定为 20 nt, 称为 20 聚

个包含候选 miRNA 与相应靶序列的簇。对 13 个候

体), 而后将两物种的 20 聚体分别在对方 20 聚体集

选 miRNA 进行了实验验证, 检测到其中的 8 个。

合中搜寻同源片段, 之后在各自物种的基因组中搜

尽管 Xie 等 [61]和 Adai 等 [62]均根据作用靶标预测

寻这些同源 20 聚体的茎环结构前体, 随后分别在对

miRNA, 然而为了减少候选 miRNA 的个数, 他们或

方物种的茎环结构前体中搜索同源片段, 最后, 分

者要求作用靶序列和候选 miRNA 在多物种中保守,

别在拟南芥和水稻 mRNA 中搜索 20 聚体的作用靶

或者要求 miRNA 和相应的 miRNA*在多物种中保守,

标。为了提高特异性, 要求靶 mRNA 在另一物种中

这无疑会使其失去了发现非保守 miRNA 的机会。

有同源 mRNA 且结合部位序列在两同源 mRNA 中

Lindow 和 Krogh[63]同样从 mRNA 出发, 在拟南芥基

保守。通过上述方法, Rhoades 和 Bartel 预测了拟南

因组中搜索与 mRNA 无间隔匹配且长度在 20∼27 nt

芥中的 24 个 miRNA 家族, 其中 11 个家族为已知的

(允许 2 个不匹配)的片段, 但他们不是通过在相近

miRNA 家族, 敏感性达到 85%, 13 个为新发现的

物种中保守来筛选候选 miRNA, 而是通过序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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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 否位 于外显 子区 域、是 否包 含重复 元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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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卷

要原因是 miR-abela 所采用的训练集中阴性样本数

miRNA 与 mRNA 双链的自由能、在基因组中的拷

量远远大于阳性样本数量, 这使得分类器倾向于将

贝数和前体序列的自由能、环的大小和配对数这 6

样本判断为阴性, 也就是提高了特异性, 但牺牲了

条标准严格进行筛选。通过这样的筛选, 他们找到

敏感性。他们采用该分类器对 8 种以人为宿主的病

592 个候选 miRNA。他们预测出的候选 miRNA 大

毒 的 miRNA 进 行 了 预 测 , 预 测 出 32 个 可 能 的

部分在其他植物基因组中均未呈现出明显保守性。

pre-miRNA, 其中 13 个得到实验验证; 他们还采用

尽管理论上结合作用靶标的预测方法既能够预

相同的方法对人、小鼠和大鼠已知 pre-miRNA 簇上

测在多物种中保守的 miRNA, 也能够预测非保守的

下游 10 kb 的区域进行了预测, 分别发现了 89、66

miRNA, 应该具有更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但在实

和 105 个可能的 pre-miRNA, 其中分别有 20、17 和

际应用中, 与 mRNA 片段反向互补的基因间区序列

6 个可能的 pre-miRNA 能够在小 RNA 克隆库中找到

数目巨大, 使得这类方法也不得不借助在多物种中

匹 配 的 序 列 。 Hertel 和 Stadler[68] 以 295 个 动 物

的保守性来提高特异性, 减少预测出的候选 miRNA

pre-miRNA 与其在所有多细胞生物中的直系和旁系

的数目, 或者采用严格的标准筛选, 牺牲了敏感性。

同源片段的多序列比对为阳性数据集、294 个随机

而且, 由于植物 miRNA 与靶标存在更多的互补配对,

置乱的 pre-miRNA 与同源序列的多序列比对和 483

而动物 miRNA 与靶标的结合方式存在较大的不确

个 tRNA 多序列比对为阴性数据集、采用 12 个序列

定性, 因而这类方法多用于植物 miRNA 的预测。

和结构特征描述样本、构建和测试了分类器

5

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方法

RNAmicro。随机选取阳性和阴性数据中的一半为训
练集, 另一半为测试集, RNAmicro 对测试集的敏感

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方法是近两年出现的

性和特异性分别达到 90%和 99%。特异性高部分地

miRNA 预测方法, 与前 4 种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

也是源于阴性样本数量大于阳性样本数量。Helvik

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方法不仅需要已知的 miRNA,

等 [69]采用两个级联的分类器 Microprocessor SVM 和

还需要已知的“非 miRNA”, 通过 miRNA(阳性)和

miRNA SVM 来预测 miRNA。Microprocessor SVM

非 miRNA(阴性)数据集来构建区分两者的分类器,

是以 327 个人 pre-miRNA 中真实的 Drosha 酶剪切位

而后根据学习得到的分类器对未知序列进行预测。

点为阳性样本、其他位点为阴性样本构建的分类器,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方

用于预测 pre-miRNA 中的 Drosha 酶剪切位点, 它的

法是目前 miRNA 分类和预测最常采用的机器学习

输出、结合 327 个真实的人 pre-miRNA(阳性样本)

[64]

根据 163 个已知人 pre-miRNA 和 168

和 3 000 个从人基因组中随机选取的茎环结构片段

个蛋白编码区(Coding sequences, CDS)中折成 stem-

(阴性样本), 用于训练分类器 miRNA SVM。他们采

loop 结构的片段、用 32 个三联体结构-序列特征描

用 了 686 结 构 和 序 列 特 征 描 述 训 练 分 类 器

述样本、构建了分类器 3SVM, 该分类器对测试集的

Microprocessor SVM 的样本, 另外还增加了 7 个剪

敏 感 性 和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93.3%,和 88.1%。 Ng 和

切位点特征描述训练分类器 miRNA SVM 的样本。

方法。Xue 等

[65]

[64]

完全相同的数据源构建

该 级 联 分 类 器 的 敏 感 性 和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90%和 ~

分类器 miPred, 但他们采用 29 个碱基组成和结构特

95%。高特异性同样部分地源于训练集中阴性样本

征描述样本。为了提高分类器的特异性, 他们增加

数量远大于阳性样本数量。

Mishra

采用了与 Xue 等

了训练集中阴性样本的数量, 使阴性与阳性数据集

Jiang 等 [70]尝试采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方

的比例增大到 2︰1, 构建了一个有偏的分类器。

法构建区分 pre-miRNA 和非 pre-miRNA 的分类器

miPred 对测试集的特异性提高到 97.97%, 而相应的

MiPred。他们采用的训练数据集与 Xue 等 [64]完全相

敏感性降低到 84.55%。Sewer 等 [66]和 Pfeffer 等 [67]

同, 同时也用了 Xue 等 [64]文中所用的 32 个三联体结

根据 178 个已知的人 pre-miRNA 和 5 395 个从

构-序列特征, 他们还另外增加了最小自由能和自由

tRNA、rRNA、mRNA、人和多种病毒基因组随机选

能的随机检验 P 值 [46]两个特征来描述样本。MiPred

取的序列、采用 37 个结构特征描述样本、构建了分

对 测 试 集 的 敏 感 性 和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89.35% 和

类器 miR-abela。miR-abela 对训练集自身的敏感性

93.21%, 远高于 3SVM[64]在相同测试集上的性能。

为 71%, 特异性为 97%。特异性高而敏感性低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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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HMM)描述真实 pre-miRNA 和非 pre-miRNA

miRNA 是机体或细胞在逆境胁迫时表达或表达量

的二级结构, 根据 136 个已知人 pre-miRNA 和 1 000

增加 [74~76], 这使得 cDNA 克隆方法更加难以捕捉到

个从人基因组中随机选取的茎环结构片段估计

这些逆境 miRNA。因此, 尽管一开始计算发现方法

HMM 的 转 移 概 率 和 发 射 概 率 , 构 建 了 分 类 器

是作为 cDNA 克隆方法的补充出现, 但发展到现在,

ProMiR。当取阈值 0.033 时, 该分类器的 5 折交叉

计算发现方法已经在 miRNA 的发现中发挥着举足

检验特异性高达 96%, 而敏感性只有 73%。他们利

轻重的作用。

用该分类器、结合同源 EST 搜索、自由能随机检验

到目前为止, 通过计算预测 miRNA 的方法已
经有几十种, 尽管根据算法本质可分为 5 大类, 但
无论算法本质是同源搜索, 还是机器学习, 这些方
法都存在共同的问题, 就是根据少量的已知 miRNA
或 pre-miRNA 总结规律, 去发现大量的新 miRNA。
这个问 题导 致计算 预测 方法的 精度 还不能 令人 满
意。由于已知 miRNA 的数量较少, 因而从中总结的
规律不足以代表整个 miRNA 家族, 使得计算预测存
在大量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尤其是当对全基因组进
行预测时, 往往预测出几十万个可能的 miRNA, 其
中包含大量的假阳性, 而漏检的比例也很高。这个
问题的解决途径一方面可以借助新的大规模并行测
序技术发现更多的 miRNA, 以利于计算发现方法总
结出更为细致、准确的规律, 提高计算发现方法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 另一方面也有待于探索新的计算
发现方法或将现有的预测方法进行有效整合, 以便
在现有知识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在提高特异性的同
时, 也提高敏感性。
最近, 研究者在小鼠、大鼠和人的睾丸组织中
发现了一类长度在 26~31 nt 的小 RNA—— piRNA
(Piwi-interacting RNA)[77~81]。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这类
小 RNA 具有特殊的结构, 但 miRNA 计算发现方法
中的很多思路在 piRNA 等其他类型的小 RNA 的发
现方面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P值

[46]

、在脊椎动物基因组中的保守性模式

[33]

等条

件对人 16、17、18 和 19 号染色体进行了预测, 最
后预测出 23 个可能的 miRNA。通过实验, 他们验证
了其中的 9 个。
Yousef 等 [72]则采用 Naive Bayes 分类器构建了
区 分 pre-miRNA 和 非 pre-miRNA 的 分 类 器
BayesMiRNAfind。由于增加训练样本的数量有助于
提高分类器的性能, 因此 Yousef 等将多种病毒、植
物和动物共计 1 420 个 pre-miRNA 作为阳性训练集,
将 30 000 个多物种保守序列中折成茎环结构的片段
作为阴性训练集来训练分类器。他们采用几千个序
列和结构特征描述样本。利用该分类器, 结合片段
的长度等结构特征和与人以及河豚基因组的保守性,
他们在小鼠基因组的正链中预测出 533 个可能的
pre-miRNA( 阈 值 为 0.99), 其 中 包 括 135 条 已 知
miRNA 中的 53 条, 敏感性为 39%。
理论上只要阳性和阴性训练样本选取合理, 描
述样本的特征能够很好地反映两类样本的差异, 并
采用适当的机器学习方法, 完全可以高效地预测
miRNA。然而, 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难以选取到足
以描述整个阴性样本空间的代表样本, 也难以找到
足以区分 miRNA 和非 miRNA 的特征, 使得基于机
器学习预测 miRNA 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即使有的分
类器对训练集和测试集均表现出很好的性能, 然而
在对基因组进行预测时, 仍然会预测出大量的候选
miRNA。尽管不排除各物种 miRNA 的真实数量可
能远超过现在估计的几百个, 但其中仍然包含了大
量的假阳性。如何降低假阳性、进一步提高敏感性,
是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方法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的问题。

6

结论与展望
自 1993 年第一个 miRNA—— lin-4 发现以来, 到

目前为止已有 5 000 多个 miRNA 被陆续发现 [73], 其
中较大比例的 miRNA 是通过计算方法预测、而后经
实验验证的。而且,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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