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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環境中的多種化學物質對於我們的健康與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部
分化學物質會藉由參與生物體內的作用機制對疾病發生產生影響
，更有一些化學物質會造成食安風險。微核糖核酸(microRNA,
miRNA)是一種長度約22個核苷酸，具有高度保守性的單股非編碼
RNA(non-coding RNA, ncRNA)，其在生物體中扮演相當多樣且重要
的基因調控角色。目前有超過2500種成熟的miRNA在人體內被發現並
記錄，並且有多種預測miRNA目標基因的演算法，然而卻缺乏
miRNA、環境化合物與人體健康關聯性的資料庫或演算法。為了發展
一套關於化學物質與表觀遺傳間關聯性的可信預測方法，此應用平
臺會比較化學物質影響的基因與miRNA目標基因，並通過生物途徑
，找出化學物質、miRNA與人體健康之間可能的關聯。藉由文獻探討
，我們獲得關於miRNA、化學物質對人體基因的影響，並藉由
miRNA目標基因(Target genes)預測方法找出miRNA與基因間可能的
關聯性。這些基因會再進行生物途徑(pathway)分析，找出在人體中
可能的影響範圍與作用機制。

中文關鍵詞： 雲端應用、資料庫、化學物質、微核糖核酸、生物途徑、疾病、基
因本體論

英 文 摘 要 ： Chemicals in environment affect our health and daily life;
some chemicals may cause food safety hazards, and some of
them lead to diseases by inferring biological pathways.
MicroRNAs (miRNAs) are about 22 nucleotides, non-coding
RNAs that affect various cellular functions, and play a
regulatory role in different organisms including human.
Until now, more than 2500 mature miRNAs in human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registered, but still lack of information or
algorithm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iRNAs,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and human health. To develop a
creditable method for predic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emicals and epigenomics, the database can not only
compare the gene lists affected by chemicals and miRNAs,
but also use curated pathway to find possibly interactions.
The web server we describe here is an online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interactions/relationships between
chemicals, miRNAs and pathways. Here, we manually retrieved
the associations of miRNAs and chemicals from literatures.
We will build an online web server system, which contains
epigenomics information, disease names, MeSH IDs, chemical
IDs, gene names, pathways, and the literature PubMed IDs.

英文關鍵詞： cloud application, database, chemical, epigenomics,
microRNA, pathway, gene ontology



化學物質的表觀基因體雲端分析系

統成果報告  

 
系統架構 

本雲端分析系統，其使用MVC模式與使用者互動，如圖 1所示，MVC

架構由三部分組成，資料模型(Model)(以PostgreSQL實作)、使用者介面

(Veiw) (以ZK實作)與控制器(Controller)(以Java實作)。 

此應用程式採用Java Servlet(JSP)的方式，為一個用Java編寫的伺服

器端程式。和Java Applet不同，使用者不需要啟用或安裝Java，伺服器會

根據使用者瀏覽互動，動態生成網頁內容，因此具有跨平台特性。 

而針對視覺化繪製部分，將採用d3.js [1]，一個JavaScript的資料視覺

化的程式庫，提供許多現有的模組供圖形繪製，並可與ZK整合。另提供

Circos繪製功能，來呈現各種交互作用。對於miRNA的目標基因資料，可由

多個網頁系統下載整合，如表1，並整合miRNA與疾病、化學物質直接證據

的資料庫，如表2。 

本網頁應用程式執行於Amazon AWS EC2 的虛擬主機上，建構者無須

自行架設主機，因而能夠減少維護成本，並且有更高的可靠性。 

 

表1：被證實及預測的miRNA和其目標基因資料庫 

miRNA資料庫 引用文獻 網址 
miRecords [2] http://mirecords.biolead.org/ 
miRanda [3] http://www.miRNA.org 
MiRBase [4] http://miRNA.sanger.ac.uk 
TargetScan [5] http://www.targetscan.org 
DIANA-microT [6, 7] http://diana.cslab.ece.ntua.gr/ 



PicTar [8] http://pictar.mdc-berlin.de/ 
miRDB [9] http://mirdb.org 

 

表2：miRNA與疾病、化學物質直接證據的資料庫 

miRNA資料庫 引用文獻 網址 
HMDD [10] http://210.73.221.6/hmdd 
miR2Disease [11] http://www.mir2disease.org/ 
Pharmaco-miR [12] http://www.pharmaco-mir.org/ 
miRCancer [13] http://mircancer.ecu.edu/ 
SM2miR [14] http://210.46.85.180:8080/sm2mir 

 

可由CTD(http://ctdbase.org/downloads/)上取得化學物質、疾病與其相

關基因的資料。而基因與基因相互調控的資料(用以描繪基因間相互調控的

網絡)，可由Reactome(http://www.reactome.org/)取得。 

1. 資料庫建構環境	

採用PostgreSQL作為資料庫管理系統，其為關聯性資料庫的管理系統。

基本概念是所有資料皆由表格構成，每個表格含有許多欄位，每個欄位中

的資料性質相同，資料則是由列的型式儲存在表格中。 

關聯性資料庫的內容可以用實體關聯模型 (Entity-relation model)表示

各資料表之間的關聯性。此類資料模型由兩個主要類別表示資料內容：實體 

(Entity)與關聯 (relation)；實體是指特定對象，如本文中的miRNA、化學物

質、疾病、基因。關聯則用以連結各實體間的關係，如化學物質所影響的基

因、疾病與化學物質的關聯等。 

為了方便維護與效能考量，將建立兩個資料庫框架，source與public，

source中存放的是未經修改的原始資料，而public存放的是處理過的資料，

其架構將方便於控制器讀取，與容易維護。 

 



2. 使用者介面與控制器設計	

使用者介面開發將使用ZK框架，其為一Java的開發框架，並提供多樣

的元件，能簡化使用者介面開發時間。而介面控制器以Java編寫，負責處

理元件的行為互動。Java是一種物件導向程式，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是一種

有別於過去程序導向的設計模式，旨在將程序與數據存放於各自獨立的物件

中，使程式碼得以更容易地被重複利用並減少維護時的難度。 

每一個頁面由zul檔構成，並連結控制器。當使用者在頁面上進行操作

時，這些操作會呼叫控制器內的方法，這些方法會依照使用者使用的功能判

斷輸入格式是否正確，查詢資料庫內的相關資料，運算由資料庫中取出的資

料並加以排列，接著重新整理頁面將內容顯示在使用者的畫面上。 

由於資料庫中的資料以表的型式儲存，而Java的資料卻是以物件的方

式存取，因此使用MyBatis，將資料庫中取出的資料封裝成Java物件以提供

Java控制器處理。MyBatis是一個對象關係映射框架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 ORM)，MyBatis允許在Java中呼叫SQL代碼取出的資料，並將得

到的資料列表，每一列產生一個預先定義好的Java物件回傳。 

 
圖 1、MVC系統架構 



3. 與 JavaScript的視覺化模組結合	

 原有的ZK框架使用AJAX技術，來呈現使用者介面，並提供直接呼叫執

行用戶端JavaScript的方法。而與JavaScript間的資料交換，能夠藉由在java

之中建立ZK的JSONObject，該物件提供toJSONString()方法，能夠產生字

串形式的JSON，再傳遞給JavaScript，以JSON.parse(str)讀取資料並顯示。

其中視覺化的圖形是在終端使用者的瀏覽器上繪製(使用瀏覽器資源)，但由

於其不涉及結果計算，故不會使用過多資源。且對於不涉及預測運算的圖形

改變(如資料排序、圖形縮放、改變顯示類型)，因不須重新要求伺服器運算，

而無需等待時間，能夠即時呈現。 

 圖形視覺化上，將使用d3.js與sigma.js這兩個JavaScript函式庫，來繪

製各種互動式的圖形，其中sigma.js特別適合用於表示生物網路(network)。

而d3.js則是一套將資料視覺化的函式庫，提供許多方法供開發者繪製資料

的視覺化圖形。 

在HTML5標準下的JavaScript具有強大的能力，藉由Canvas API，得

以繪製能與使用者互動的動態模型。且多數現代瀏覽器，已支持多數HTML5

標準。且由於無須依賴外掛程式，使其具有良好的跨平台特性。 

 

4. 計算預測關聯性	
 由於miRNA、化學物質、疾病，皆有與其對應得基因列表，所以可藉

由比較其基因列表的交集部分，得出兩者之間的間接相關性，若兩者同時影

響的基因數量佔基因列表中的比率越大，這兩者間的關聯性就越強。這部分

可以利用超幾何分布將兩者間的關聯性以數學模型表示。[15] 



 
圖6 超幾何分佈參數的包含關係 

 

此數學模型中，所使用到的參數及其關係，如圖二說明，N為宇集，表示系

統中所有的基因；A和B表示欲分析的基因列表；r表示兩列表之間的交集。 

由化學物質找出可能的 miRNA，和從 miRNA找出相關的化學物質，應可得

到相同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考量到Java在計算大量資料時，速度緩慢，因此採用PL/R，在SQL查

詢指令中，呼叫R語言進行運算。 

5. 資料庫架構	
目前建構完成的系統，其資料庫的 ER Model，如圖 3所示 

 

 
圖 7 資料庫的 ER Model 

資料庫內儲存 mirna、gene、chemical與 disease的相關資料，包含其名稱以及俗名。而由

各網頁系統所收集的，各項目間已被驗證的交互作用，也被轉換為相同格式存放於資料庫內。 



 

類別 資料量 

MicroRNA 5124 

Gene 38305 

Chemical 171183 

Disease 13588 

MicroRNA Target 4201897 

Gene Chemical Interaction 1405922 

Gene Disease Interaction 29183 

Gene Gene interaction 38450 

表 3 目前資料庫的資料量 

 

 

圖 8系統架構簡介 

此為系統重要資料結構的 Class Diagram，其中 sqlFactory使用 Singleton Pattern，來確保不會

產生兩個 SQL查詢階段，以及 Factory Pattern，來生成查詢結果。 

  



系統操作流程簡介	

本系統由分頁構成(圖 9.1)，每一分頁表示一查詢階段，每個查詢可分別獨

立進行，並藉由分頁切換。查詢共分為三種類別：由 MicroRNA、Chemical或

Disease出發，尋找與其相關的基因、MicroRNA、Chemical與 Disease。 

 

以 MicroRNA為例，可藉由列表直接選取欲查詢的 MicroRNA，或是藉由搜

尋功能，篩選查詢目標。本資料庫使用 新版 version 20的 MicroRNA id作為

Primary Key，然而有許多論文依然使用舊版名稱，且名稱更替情況，複雜且混

亂(圖 2)，為了顧及向下相容性，系統允許使用者透過搜尋舊版(19～16)的 id來

進行查詢，並提示使用者其目前狀態，為被更名或被移除。 

	
圖 2、系統介面 

 



	
圖	 3、篩選功能	

搜尋 hsa-miR-3190，找到 4個結果，其中 hsa-miR-3190-3p於第 16版中被移除， 

而 hsa-miR-3190在第 16版中被更名為 hsa-miR-3190-5p，而在第 20版中又新加入了 

hsa-miR-3190-3p，但其與第 16中被移除的 hsa-miR-3190-3p是不同的(Acc不相同)。 

Acc為 miRBase microRNA的加入序號(Accession)，可以用識別是否為相同 microRNA。 

 

以查詢 has-let-7a-5p為例，先選取 has-let-7a-5p，然後勾選欲選用的

microRNA target預測方法後，按下 Query，便會依照所選定的方法，計算並列

出 microRNA與化學物質和疾病的關係結果。在完成查詢後，系統會顯示 Bubble 

graph來一次呈現多維度訊息(圖	 4)，使用者能夠方便比較各項目(MicroRNA、

Chemical或 Disease)間的相異點。並可藉由點擊 Bubble，跳轉至傳統列表以獲

得更進一步的資訊(圖	 5)。 



	

圖	 4、Bubble	graph 

 

此圖呈現MicroRNA has-let-7a-5p與MicroRNA、Chemical和Disease的關聯性，Bubble顏色分

別代表不同類別的項目，y軸為交集的基因數，圓圈大小為關聯性程度。 

 

	
圖	 5、傳統列表清單 

點選Bubble graph上項目後，所顯示的詳細資訊列表 

	
此外，本系統也有收錄基因間相互調控的資訊，能夠描繪基因網路(圖	 6)，

呈現對於任意MicroRNA、Chemical或 Disease，所相關的基因之間的關係。該圖
形使用偽重力模型[16]，來呈現網路。相較於斥力模型，可能使多數節點超出可
見範圍。偽重力模型能夠在分隔各不相連的子圖形時，還能確保大部分的節點位



於圖形中心可見區域，能夠更明確的顯示基因網路的全貌。

	
圖	 6、has-let-7a-5p	相關基因相互調控情形 

此圖呈現 MicroRNA has-let-7a-5p相關基因，所構成的基因網路，使用者能夠縮放、平移來檢

視圖形，也能夠拖曳圖上的基因節點，來一併移動有關聯的基因。 



	
圖	 7、has-let-7a-5p	相關基因相互調控情形	 (平移縮放) 

 

跨物種搜尋	

更新的系統資料庫，除了人類(Homo sapiens)的 microRNA資訊外，還包含小

鼠(Mus musculus)與大鼠(Rattus norvegicus)的 microRNA以及 Target gene資

訊，並可以交互查詢預測。在 Filter中，可以選擇要篩選的物種，以小鼠為例，

選取 Mus musculus即可查詢小鼠的 microRNA(圖 12)。 

 



 
圖 12. 查詢小鼠 mmu-miR-124-3p結果 

由 Overview中可以看見 mmu-miR-124-3p與人類同源的 hsa-miR-124-3p具有高度關聯性，符

合實際情況。 

  



自訂圖形繪製功能	

除了內建資料集的視覺化外，只要更改系統查詢模式為Draw Mode，使用者也

能夠手動輸入數據，來繪製互動式圖表。 

 

以Gene Network為例，使用者僅需將Visualization設為Gene Network，即可上

傳或輸入Gene List，在按下Draw系統便會繪製出Gene Network(圖13)。 

	
圖	 8、自訂的 gene	Network 



上圖為手動上傳，基因晶片 GSE5392(患有 bipolar disorder的人類腦組織)上[17]，有顯著基因

表現的基因所構成的基因網路。由上圖可以看見，在這些基因中，有一群基因彼此間交互調控較

為密切，而形成相連的網路。 

 

若選取Chemical Gene Heatmap，則使用可以輸入化學物質清單，系統會計算

與該清單有關基因的交集，並繪製出個別化學物質對基因的Heatmap(圖	 9)。  

 

	
圖	 9、Chemical	Gene	Heatmap	

上圖為繪製出的Heatmap的一部分，用以演示常見抗憂鬱藥物(第1至3項)以及神經傳導物質(第

4至 6項)，所影響基因的比較。使用者也能夠改變顯示比例(圖 8-2)，來得到一個概觀的圖像。 

	

	

圖	 10、Chemical	Gene	Heatmap	(縮放) 

此為縮放後的圖形，能夠概觀的看到三種抗憂鬱藥物，對於基因有相似的調控模式，此外使用者

能夠藉由游標懸停來獲取gene名稱(圖中NR0B2)。 

 

若選取3D Scatter Plot，則可以藉由輸入資料，繪製3D的散佈圖。資料格式為： 

第一列為標題(欄1~3分別表示X,Y,Z軸， 後一欄為類型，可省略)，以逗點或Tab

分隔(圖	 11)，系統會依照輸入繪製出圖形(圖	 12、圖	 13)。 



	

圖	 11、範例資料格式 

圖中資料為由UCI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所取得的Iris Data Set [18]，使用其中的3個

Numerical attribute與1個Categorical attribute，作為視覺化範例資料。 

	
圖	 12、使用 Iris	Data	Set所繪製的 3D	Scatter	Plot 

 

由此圖形可以看見不同類群(顏色不同)的點，在空間分布上有明顯不同。此外，使用者可以旋轉、



縮放檢視圖形不同面向(圖	 13)

	

圖	 13、使用 Iris	Data	Set所繪製的 3D	Scatter	Plot(旋轉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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