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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系统、存储介质
及终端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系统、
存储介质及终端，
包括以下步骤：
获取多个
患者的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和药物敏
感值；
获取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
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将多个药效敏感值和对
应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为训练数据
集和测试数据集；
基于所述训练数据集训练弹性
网络以预测癌症药物敏感性，
基于所述测试数据
集来验证所述弹性网络；
基于训练好的弹性网络
进行癌症药物敏感性的预测。本发明的癌症药物
敏感性预测方法、系统、存储介质及终端采用基
于激酶底物特征边的机器学习模型实现靶向药
物的药效判别，
从而提供癌症药物敏感性的准确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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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获取多个患者的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和药物敏感值；
获取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将多个药效敏感值
和对应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
基于所述训练数据集训练弹性网络以预测癌症药物敏感性，
基于所述测试数据集来验
证所述弹性网络；
基于训练好的弹性网络进行癌症药物敏感性的预测。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基于微型患者源异种
移植模型获取所述药物敏感值。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型患者源异种
移植模型包括原位癌组织和转移癌组织。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节点特征值为原
位癌组织或肝转移癌组织中激酶蛋白质表达水平或底物磷酸化修饰水平相对于正常组织
的表达量比值的log2转换数值。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边强度特征表示
每一对激酶和底物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

将分子定量的数据

node转换为表征分子之间相关性的边强度edge，
其中xi ,j ,k代表来自于第k类的第j个样本的
分子i的表达值，

和

分别表示该分子i在l类的平均

值和标准差，
u和v表示分子。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训练所述弹性网络
时，
计算预设药物敏感值和实际药物敏感值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及P值以判断所述弹性
网络的预测效果。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对于所述训练数据集
中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首先根据预设条件进行预选，
再根据预选得到的边强度特
征或节点特征值训练所述弹性网络。
8 .一种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获取模块、划分模块、训练模块和
预测模块；
所述获取模块用于获取多个患者的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和药物敏感值；
所述划分模块用于获取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将多个药效敏感值和对应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
所述训练模块用于基于所述训练数据集训练弹性网络以预测癌症药物敏感性，
基于所
述测试数据集来验证所述弹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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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预测模块用于基于训练好的弹性网络进行癌症药物敏感性的预测。
9 .一种存储介质，
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
其特征在于，
该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权
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10 .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处理器及存储器；
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
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存储器存储的计算机程序，
以使所述终端执行权利要求1至7
中任一项所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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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系统、存储介质及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癌症药物敏感性预
测方法、系统、
存储介质及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结直肠癌是世界范围内死亡率排名第四的癌症，
每年约有900，
000万人死于结直
肠癌。人群的老龄化、不健康的现代饮食方式以及其它可变的环境因子(包括吸烟、
肥胖以
及体力活动过低等)都是增加结直肠癌患病率的风险因子。结直肠癌通常是由位于结肠或
者直肠内壁的息肉产生的，
从息肉到癌症的发生通常会持续10-20年之久。96％以上的结肠
癌都是这种从内壁生长的类型，
也称为腺癌。在肠道内的肿瘤一旦突破结肠或者直肠的壁，
就可能扩散进入血液或者淋巴结，
癌细胞可能随着循环系统进一步被带到其它组织或者器
官，
比如肝脏，
肺或者腹膜，
即癌症发生了转移。肝脏是结直肠癌转移的主要场所，
而脑转移
只占到了4％的比例，
但是脑转移的病人只有3-6个月的存活期。研究表明，
结直肠癌是一种
高异质性的肿瘤并且根据分子特征定义了不同的亚型，
不同的亚型间存在明显的预后和治
疗响应的差异。不仅有肿瘤内异质性，
转移组织之间以及不同的个体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异
质性，
这也给结直肠癌尤其是转移性结直肠癌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003] 目前，
虽然结直肠癌相关的预后标志物以及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结直肠
癌的死亡率，
尤其是转移性结直肠，
依然占据全球癌症相关死亡人数的10％。
目前为止，
只
有DNA错配修复状态、
RAS突变以及BRAF突变状态这几个分子标志物在临床治疗决策中被考
虑。研究表明，
肿瘤的转移灶和原发灶的突变模式和主要的驱动基因非常相似。
蛋白质是行
使生物功能的直接大分子，
基于质谱(Mass Spectrum，
MS)的蛋白质组学可以定量整体蛋白
质的丰度以及翻译后修饰，
从而提供基因组之外更丰富的信息。多组学数据的特征被认为
能够贡献于每个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从而有助于个性化医疗以及精准医疗的实施。结合测序
技术和质谱方法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图景，
通过功能蛋白质组学和信号网络将癌症
‘基因组’和‘表型’连接起来。
[0004] 通过对146例结直肠患者的临床组织进行蛋白质基因组学的整合分析，
获知蛋白
质表达谱划分3个具有显著不同分子特征和预后的分子亚型，
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整合分
析也表明了不同亚型之间的体细胞突变和拷贝数变异差异以及对蛋白质表达水平的影响。
磷酸化蛋白质数据能显著区分转移性结直肠癌和早发性结直肠癌，
转移性结直肠癌的转移
灶相比于原发灶在基因组水平上并没有明显差异，
但是在蛋白质和磷酸化水平上却有明显
不同。基于蛋白质磷酸化数据的激酶富集和网络分析说明了原发灶和转移灶的异质性。包
括转移癌组织和原位癌组织的临床组织的体内异种移植药物实验能够验证组织的个性化
药物反应。
因此，
如何实现不同药物的敏感性预测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课题。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以上所述现有技术的缺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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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系统、
存储介质及终端，
采用基于激酶底物特征边的机器学习模型实现靶向药物的药
效判别，
从而提供癌症药物敏感性的准确预测。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及其他相关目的，
本发明提供一种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包
括以下步骤：
获取多个患者的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和药物敏感值；
获取蛋白质组
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将多个药效敏感值和对应的边强度特
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
基于所述训练数据集训练弹性网络以预
测癌症药物敏感性，
基于所述测试数据集来验证所述弹性网络；
基于训练好的弹性网络进
行癌症药物敏感性的预测。
[0007]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基于微型患者源异种移植模型获取所述药物敏感值。
[0008]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所述微型患者源异种移植模型包括原位癌组织和转移癌组
织。
[0009]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所述节点特征值为原位癌组织或肝转移癌组织中激酶蛋白
质表达水平或底物磷酸化修饰水平相对于正常组织的表达量比值的log2转换数值。
[0010]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所述边强度特征表示每一对激酶和底物之间的相关性，
根

据

将分子定量的数

据node转换为表征分子之间相关性的边强度edge，
其中xi ,j ,k代表来自于第k类的第j个样
本的分子i的表达值，

和

分别表示该分子i在l类的

平均值和标准差，
u和v表示分子。
[0011]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在训练所述弹性网络时，
计算预设药物敏感值和实际药物
敏感值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及P值以判断所述弹性网络的预测效果。
[0012]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对于所述训练数据集中的激酶底物磷酸化的边强度特征或
节点特征值，
首先根据预设条件进行预选，
再根据预选得到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训
练所述弹性网络。
[0013] 对应地，
本发明提供一种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系统，
包括获取模块、划分模块、训
练模块和预测模块；
[0014] 所述获取模块用于获取多个患者的蛋白 质组、
磷酸化蛋白 质组数据和药物敏感
值；
[0015] 所述划分模块用于获取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
征值，
将多个药效敏感值和对应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
集；
[0016] 所述训练模块用于基于所述训练数据集训练弹性网络以预测癌症药物敏感性，
基
于所述测试数据集来验证所述弹性网络；
[0017] 所述预测模块用于基于训练好的弹性网络进行癌症药物敏感性的预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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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存储介质，
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
该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
上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0019] 最后，
本发明提供一种终端，
包括：
处理器及存储器；
[0020] 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
[0021] 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存储器存储的计算机程序，
以使所述终端执行上述的癌
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0022] 如上所述，
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系统、存储介质及终端，
具有以下
有益效果：
[0023]
(1)采用基于激酶底物特征边的机器学习模型实现靶向药物的药效判别，
从而提
供癌症药物敏感性的准确预测；
[0024]
(2)为扩充对转移性结直肠癌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并且为结直肠癌等癌症
的个性化用药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显示为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于一实施例中的流程图；
[0026] 图2显示为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系统于一实施例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显示为本发明的终端于一实施例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元件标号说明
[0029] 21
获取模块
[0030] 22
划分模块
[0031] 23
训练模块
[0032] 24
预测模块
[0033] 31
处理器
[0034] 32
存储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
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
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
在没有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36] 需要说明的是，
本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构想，
遂图式中仅显示与本发明中有关的组件而非按照实际实施时的组件数目、形状及尺寸绘
制，
其实际实施时各组件的型态、
数量及比例可为一种随意的改变，
且其组件布局型态也可
能更为复杂。
[0037] 由于磷酸化蛋白质数据能够显著区分出转移性癌和早发性结癌。
同时通过结合蛋
白质和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建立的激酶和底物相互作用网络能够有效地反应每个肿瘤对
药物的反应。这些结果为癌转移病人的预测和治疗提供了蛋白质和磷酸化蛋白质的新特
征。
故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系统、
存储介质及终端采用基于激酶底物特征边
的机器学习模型实现靶向药物的药效判别，
从而提供癌症药物敏感性的准确预测。需要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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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是，
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适用于所有激酶抑制剂类药物、与激酶底物网
络调控相关的癌症药物。
以下仅以结直肠癌药物为例进行描述，
但并不限于结直肠癌药物。
[0038] 如图1所示，
于一实施例中，
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步骤S1、
获取多个患者的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和药物敏感值。
[0040]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基于微型患者源异种移植模型获取所述药物敏感值。为了
准确预测结直肠癌药物敏感性，
通过临床采集多个结直肠癌患者的微型患者源异种移植模
型的药物敏感值和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其中，
所述微型患者源异种移植模型
包括原位癌组织和转移癌组织。
[0041] 具体地，
对结直肠癌患者的原位癌组织和肝转移癌组织分别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
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
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的数据采集与分析。WES是
指利用序列捕获技术将全基因组外显子区域DNA捕捉并富集后进行高通量测序的基因组分
析方法。利用Spectronaut TM软件分别检索CCRC蛋白质组或磷酸化蛋白质组的杂交谱图
库，
进行蛋白质样品或磷酸化蛋白质样品的DIA原始数据文件的分析。校准设置为非线性
iRT校准，
并启用了精度iRT。使用5％q-value为阈值进行肽段前体离子、
蛋白质水平数据筛
选与鉴定，
而诱饵库(decoys)的最大数量设置为文库大小的0 .1。定量值选取MS/MS水平上
的XIC峰面积，
并启用交叉运行归一化。对于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
设置最小定量值为修饰
肽段水平，
并启用PTM定位，
将定位概率阈值设为0以便对磷酸化肽段及磷酸化位点进行小
结。根据MaxQuant策略，
对磷酸化肽段及磷酸化位点进行定量计算，
从而获得CCRC蛋白质组
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集。
[0042] 在本发明中，
所述药物敏感值采用肿瘤细胞生长抑制率(TCGI)来表示。于一实施
例中，
对于肿瘤标本，
先用Hank’s平衡盐溶液(HBSS)清洗以去除黏液和坏死的肿瘤组织。迅
速切碎后，用胶原酶在37℃下消化1-2h，
600g离心制粒5min，
磁珠去除血细胞和成纤维细
胞。然后用HBSS洗涤细胞，
填充到
胶囊中。每个胶囊包含大约2000个癌细胞。5周
龄雌性nu/nu小鼠经皮肤小切口皮下植入3个胶囊。给予小鼠适当的对照或药物(对照组、
阿
法替尼Afatinib、
吉非替尼Gefitinib或瑞格菲尼Regorafenib)。
阿法替尼、
吉非替尼、
瑞格
菲尼均口服，
单次给药连续7天，
剂量分别为20mg/kg、
75mg/kg、
30mg/kg体重。所有药物都用
0 .5％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和0 .2％Tween-80溶液溶解。对照组为等量0 .5％HPMC和
0 .2％Tween-80溶液，
相关小鼠以同样方式处理。每个治疗(对照或药物)都是在六份胶囊中
完成的。所有小鼠胶囊取出后，
使用CellTiter Glo发光细胞活力测定试剂盒测定每个胶囊
中的肿瘤细胞增殖情况，
再计算肿瘤细胞生长抑制率(TCGI)(％)。
[0043] 步骤S2、
获取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将多
个药效敏感值和对应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
[0044] 具体地，
获取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在进
行网络训练时，
首先需要将多个药效敏感值和对应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为训练
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所述训练数据集用于训练网络，
所述测试数据集用于检验所训练的
网络的可靠性。
[0045] 其中，
所述节点特征值为原位癌组织或肝转移癌组织中激酶蛋白质表达水平或底
物磷酸化修饰水平相对于正常组织的表达量比值的log2转换数值。
[0046] 所 述 边 强 度 特 征 表 示 每 一 对 激 酶 和 底 物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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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子定量的数据

node转换为表征分子之间相关性的边强度edge，
其中xi ,j ,k代表来自于第k类的第j个样本
的分子i的表达值，

和

分别表示该分子i在l类的平

均值和标准差，
u和v表示分子。在激酶底物网络中，
node u代表激酶的表达量(蛋白质水平，
癌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的比值取log2后的转换值) ，
node v则代表底物磷酸化水平的表达
量(磷酸化修饰水平，
癌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的比值取log2后的转换值) ，
<u ,v>则表示特定
的激酶和底物磷酸化之间的调控关系。
[0047] 如果数据集总共有C个不同的类群，
每一对分子之间将会有C个边的特征。假设总
共有N个分子，
转换将产生C×N×(N-1)/2个边的特征。注意第k类的分子u和v组成的边的特
征向量

的均值是皮尔森相关系数 ：

PCC是用来刻画两个点之间相关性的指征，
对
于每一对分子将会产生C个PCC。
[0048] 步骤S3、
基于所述训练数据集训练弹性网络以预测癌症药物敏感性，
基于所述测
试数据集来验证所述弹性网络。
[0049] 弹性网络是一种使用L1、
L2范数作为先验正则项训练的线性回归模型 .这种组合
允许学习到一个只有少量参数是非零稀疏的模型，
就像Lasso一样，
但是它仍然保持一些像
Ridge的正则性质，
是一不断叠代的方法。
[0050]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对于所述训练数据集中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首先
根据预设条件进行预选，
再根据预选得到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训练所述弹性网络。
优选地，
所述预设条件为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大于0 .3。
[0051] 具体地，
将所述训练数据集中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输入所述弹性网络，
使
预测得到的药物敏感值无限接近实际得到的药物敏感值。在所述弹性网络训练完成后，
将
所述测试数据集中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输入训练好的弹性网络，
验证预测得到的药
物敏感值是否接近实际得到的药物敏感值；
若是，
则停止网络训练；
若否，
则继续训练所述
弹性网络，
直至预测得到的药物敏感值无限接近实际得到的药物敏感值。
[0052]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在训练所述弹性网络时，
计算预设药物敏感值和实际药物
敏感值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及P值以判断所述弹性网络的预测效果。
[0053] 步骤S4、
基于训练好的弹性网络进行癌症药物敏感性的预测。
[0054] 具体地，
对于待预测敏感性的癌症药物，
将服用该药物的患者的蛋白质组及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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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蛋白质组数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输入训练好的弹性网络，
输出即为所述药物的
敏感性预测值。
[005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0056] 在该实施例中，
对来146例结直肠癌病人(CCRC)进行了多组学特征的研究，
其中包
括70例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以及76例早发性结直肠癌。采集每一个病人的原位癌组织
(T)、远端正常组织(N)、
正常癌旁组织(P)以及配对的血细胞(BC)。对于43个转移性的结直
肠癌，
还采集了肝转移的转移灶样本(LM)。首先对330个样本进行了外显子测序(WES) ，
包括
1 4 6 对配 对的 原位 癌 和外 周血或 远 端正常组 织以 及3 8个 远 端肝 转 移组 织 。同 时 通过
MaxQuant和SpectronautTM产生了CCRC的蛋白质组以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混合色谱库，
蛋白质组色谱库包含179382个前体离子、
113291个肽段、
11510个蛋白质家族以及9942个基
因产物，
而磷酸化蛋白 质色谱库包含了116121个磷酸化前体离子、65851个磷酸化肽段、
9977个磷酸化蛋白质家族以及7125个磷酸化基因产物。通过数据非依赖性采集(DIA)的方
法对480个样本(包括146对T-N-P组织以及43个LM组织)分别进行了蛋白质和磷酸化的定
量，
得到了8450个蛋白质和47786个磷酸化位点的定量信息。CCRC数据集的病人都是在2015
年到2019年之间进行了结直肠癌的手术，
随访天数的中位数为1240天。
[0057] 基于蛋白质组的分型反映了显著不同的基因组合蛋白质组特征，
但是不同的亚型
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富集。
故进一步探究磷酸化蛋白质组再区分转移
性结直肠癌和早发性结直肠癌中的作用。首先从原发癌和正常组织之间鉴定到了1487个差
异的磷酸化位点，
为了更好地诠释转移和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之间的关系，
在每一个蛋白
质分型的亚类内部进行了差异磷酸化位点的一致性聚类分析。令人惊奇的是，
磷酸化蛋白
质组能够在每个蛋白质亚型内部区分出转移性结直肠癌和原发性结直肠癌(P＝1 .47x 105；
卡房检验) ，
并因此产生了6个基于磷酸化蛋白质组的分型。SC1、SC3和SC5主要包含转移
性结直肠癌，
而SC2、
SC4和SC6中则主要是早发性结直肠癌。
我们对磷酸化6个亚型之间差异
的磷酸化位点进行了C-means聚类并发现了4个主要的变化模式。KEGG通路富集分析表明在
SC1、SC3和SC5中高表达的磷酸化位点主要富集于细胞黏连、粘附连接、
mTOR信号通路以及
淋巴细胞跨膜转移通路。而在SC1、SC3和SC5中低表达的磷酸化位点则主要富集在ERBB2信
号通路、
抗原呈递以及Fc gamma R-介导的吞噬作用等。进一步根据

(PSP)

中实验验证过的激酶和底物关系探究了每一个SC的磷酸化蛋白质调控网络。
网络分析发现
在SC1、SC3和SC5中激酶和底物之间的相关性大多为负相关，
而SC2和SC4中正相关性变多。
但是SC6的特征也是激酶和底物之间的负相关性较多，
暗示着CC3中的早发性结直肠癌更像
转移性的结直肠癌并可能有更差的预后。
[0058] 考虑到癌症治疗中，
蛋白质激酶与可行性药物靶点的密切联系，
通过与远端正常
组织比较，
根据每个CC亚型中转移性CRC的原发癌组织和肝转移癌组织中富集的底物磷酸
化水平来推测上游激酶的活性。通过激酶底物富集分析(Kinase-Substrate Enrichment
Analysis，
KSEA)可知，
不同的CC亚类富集了不同的上游激酶，
并且同一个CC亚类的原发癌
组织和肝转移癌组织对同一上游激酶表现出不同的活性。例如，
CDK5在CC1原位癌组织中呈
现高活性，
但CC1的肝转移癌组织和其他CC亚类中活性不高。
同样的，
MAPK1的高活性仅体现
在CC3原位癌组织和肝转移癌组织中。
[0059] 为了在蛋白 质水平、
磷酸化修饰水平上量化分析激酶活性和寻找临床可用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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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分析了42对N-T或N-LM组织中激酶对应的磷酸化底物的丰度。将定量蛋白质组数据与
(PSP)或NetworKIN 3 .0相结合，
共发现251对激酶-磷酸化底物关系对。
mCRC患者在不同癌组织和不同蛋白质亚型中，
磷酸化底物和上游激酶的高度异质性。根据
每对激酶-磷酸化底物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构建每个蛋白质组亚型中原发性和转移性
肿瘤的激酶-底物相关性网络。在CC1转移瘤中，
CDK4与其磷酸化底物之间存在正相关，
而在
CC1原位瘤中未发现显著相关；
MAPK3及其磷酸化底物在CC1或CC3亚群的原位瘤和转移性肿
瘤之间发现了显著的相关性差异。在每个蛋白质组亚型之间，
原位瘤和转移瘤之间的激酶磷酸化底物相关性网络也存在显著差异。CC3激酶-磷酸化底物相关性网络与CC1的相似性
大于与CC2的相似性。另外，
CC亚型内部原位瘤和转移瘤之间的激酶-磷酸化底物相关性网
络的差异也大于不同CC亚型的同种原位瘤之间的差异。这些观察结果提示，
在临床治疗中
与激酶-底物网络相应的激酶抑制剂药物会有个性化和肿瘤部位特异性的药物响应情况。
[0060] 为了进一步探索结肠癌患者的药物反应潜力，
为来源于22位患者的31个癌组织(9
对原位癌-肝转移癌和13个其他原位癌组织)构建了31个miniPDX模型，
并用三种激酶抑制
剂(Afatinib、Gefitinib和Regorafenib)进行体内药理学试验。通过肿瘤细胞生长抑制
(TCGI，
％)来测量各肿瘤的药物反应效果，
并确定了来自同一患者的原发性和转移性肿瘤
对同一药物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0061] 特别是，
CCRC-0323患者对regorafenib表现出非常高的敏感性，
这与患者的RAF1
基因突变有关；
然而，
CCRC-0323患者虽然有ERBB2突变，
但对ERBB2抑制剂Afatinib无良好
应答。相比之下，
CCRC-0397患者虽然没有携带RAF1突变，
但对上述两种激酶抑制剂药物均
敏感。研究发现，
在31例miniPDX模型对应的肿瘤组织中，
三种激酶抑制剂对应的基因很少
发生突变，
因而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
这些患者被排除在使用相应药物治疗的考虑之外；
然
而，
一些患者在体内药物测试中显示出良好敏感性；
这些都表明在指示治疗适宜性方面，
基
于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的判别可能比基因突变的存在与否更为敏感和更为直接。
[0062] 接下来，
探讨激酶-磷酸化底物网络和药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已有报道
的方法构建了组织特异性的激酶-底物网络。激酶-底物关系对是基于
(PSP)数据库或NetworKIN 3 .0预测。计算每个患者原发组织和转移组织的激酶-磷酸化底
物之间的边强度。对于每个激酶-底物关系对，
正的边强度表示激酶和底物磷酸化之间具有
相同方向的表达量变化，
负的边强度则表示反相关。
[0063] 基于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和上述激酶-底物数据库或预测，
提炼到1696个激酶-底
物磷酸化的边强度特征，
随后构建了弹性网络用于预测激酶抑制剂药物的反应。9对原位
癌-肝转移癌的18个miniPDX体内药效数据和边强度特征作为训练集，
其他的13个原位癌组
织模型的相关数据作为训练集。值得注意的是 ，
所有三种激酶抑制剂的预测和观察到的
TCGI％之间都有很高的相关性。
弹性网络分别选择了21对、
17对和21对激酶-磷酸化底物的
边特征用于预测激酶抑制剂药物Afatinib、
Gefitinib和Regorafenib的药效反应，
如表1所
示。
[0064] 表1、
弹性网络分别选择的21对、
17对和21对激酶-磷酸化底物的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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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由表可知，
与Afatinib敏感性密切相关的大多数选择的边特征，
呈现激酶-磷酸化
底物的负相关，
而与Regorafenib敏感性相关的激酶-磷酸化底物的边特征，
则呈现激酶-磷
酸化底物的正相关。具体而言，
EFGR与PTPN1-Y8这对激酶-磷酸化底物关系对的正相关，
EFGR与IRS1-S3这对激酶-磷酸化底物关系对的 负相关 ，这两个边特征都有助于判别
Afatinib的治疗敏感性效果；
这表明肿瘤治疗的药物反应性或敏感性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
的，
也不是表现出严格的正相关关系，
而是反映了多组学数据中多个分子特征的总和。对于
多靶点的激酶抑制剂药物Regorafenib而言，
RAF1、PDGRFB和EHPA2这三种激酶相关的边特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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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都会综合影响该药物的反应判别，
而RAF1相关的边特征对疗效判别起了主要的作用。相
比之下，
基于激酶或磷酸化底物表达值数据的点特征所构建的药物反应判别模型在预测药
效的准确性比边特征要差。这些结果表明，
激酶-磷酸化底物相关性网络在预测结肠癌患者
的临床组织药物敏感性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力和深远的临床应用前景。
[0069] 如图2所示，
于一实施例中，
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系统包括获取模块21、
划分模块22、训练模块23和预测模块24。
[0070] 所述获取模块21用于获取多个患者的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数据和药物敏感
值。
[0071] 所述划分模块22与所述获取模块21相连，
用于获取蛋白质组及磷酸化蛋白质组数
据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
将多个药效敏感值和对应的边强度特征或节点特征值划分
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
[0072] 所述训练模块23与所述划分模块22相连，
用于基于所述训练数据集训练弹性网络
以预测癌症药物敏感性，
基于所述测试数据集来验证所述弹性网络；
[0073] 所述预测模块34与所述训练模块23相连，
用于基于训练好的弹性网络进行癌症药
物敏感性的预测。
[0074] 其中，
获取模块21、划分模块22、训练模块23和预测模块24的结构和原理与上述癌
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中的步骤一一对应，
故在此不再赘述。
[0075] 需要说明的是，
应理解以上装置的各个模块的划分仅仅是一种逻辑功能的划分，
实际实现时可以全部或部分集成到一个物理实体上，
也可以物理上分开。且这些模块可以
全部以软件通过处理元件调用的形式实现；
也可以全部以硬件的形式实现；
还可以部分模
块通过处理元件调用软件的形式实现，
部分模块通过硬件的形式实现。例如，
x模块可以为
单独设立的处理元件，
也可以集成在上述装置的某一个芯片中实现，
此外，
也可以以程序代
码的形式存储于上述装置的存储器中，
由上述装置的某一个处理元件调用并执行以上x模
块的功能。其它模块的实现与之类似。此外这些模块全部或部分可以集成在一起，
也可以独
立实现。这里所述的处理元件可以是一种集成电路，
具有信号的处理能力。在实现过程中，
上述方法的各步骤或以上各个模块可以通过处理器元件中的硬件的集成逻辑电路或者软
件形式的指令完成。
[0076]
例如，
以上这些模块可以是被配置成实施以上方法的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
例如：
一个或多个特定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简称ASIC) ，
或，
一个或多个微处理器(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
简称DSP)，
或，
一个或者多个现场可编
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简称FPGA)等。再如，
当以上某个模块通过处
理元件调度程序代码的形式实现时 ，该处理元件可以 是通 用处理器 ，例如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简称CPU)或其它可以调用程序代码的处理器。再如，
这些模块
可以集成在一起，
以片上系统(system-on-a-chip，
简称SOC)的形式实现。
[0077] 本发明的存储介质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
该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上述的癌症
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所述存储介质包括：
ROM、
RAM、
磁碟、
U盘、
存储卡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
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0078] 如图3所示，
于一实施例中，
本发明的终端包括：
处理器31及存储器32。
[0079] 所述存储器32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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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存储器32包括：
ROM、
RAM、磁碟、U盘、存储卡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
码的介质。
[0081] 所述处理器31与所述存储器32相连，
用于执行所述存储器32存储的计算机程序，
以使所述终端执行上述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
[0082] 优选地，
所述处理器31可以是通用处理器，
包括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简称CPU)、
网络处理器(Network Processor，
简称NP)等；
还可以是数字信号处理器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简称DSP) 、专 用集成电 路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简称ASIC)、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简称FPGA)或者其他可编程逻辑器件、
分立门或者晶体管逻辑器件、
分立硬件组件。
[0083] 综上所述，
本发明的癌症药物敏感性预测方法、系统、
存储介质及终端采用基于激
酶底物特征边的机器学习模型实现靶向药物的药效判别，
从而提供癌症药物敏感性的准确
预测；
为扩充对转移性结直肠癌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并且为结直肠癌等癌症的个性
化用药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所以 ，
本发明有效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种种缺点而具高度产业
利用价值。
[0084]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
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
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
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
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15

CN 114121150 A

说

明

书

图1

图2

16

附

图

1/2 页

CN 114121150 A

说

明

书

图3

17

附

图

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