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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big data）是指由于容量太大和过于复

测序成本的下降。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以对数百万个

杂，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对其内容进行抓

DNA 进行同时测序，使得对一个物种的转录组和基

取、管理、存储、检索、共享、传输和分析的数据集。

因组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成为可能［6］。随着人类基

大数据具有“4V”特征：①数据容量（Volume）大，常

因组计划的完成和计算能力的快速发展，每个基因

常 在 PB（1 PB＝250 B）级 以 上 ；② 数 据 种 类

组的测序成本已从数百万美元降低至数千美元（并

（Variety）多，常常具有不同的数据类型（结构化、半

［7］
且还将继续降低）
。这将产生海量测序数据（每个

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和数据来源；③产生和更新速度

人的基因组就需要 3 G 的数据存储量）。③医院信

（Velocity）快（如实时数据流），时效性要求高；④科

息化和 IT 业的迅速发展。人体本身就是生物医学

学价值（Value）大，尽管利用密度低，却常常蕴藏着

大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医院信息化和 IT 业的

新知识或具有重要预测价值 。人类已进入大数据

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体数据能够获得储存和利

时代。国际数据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2011 年全球

用。例如，X 线、3D 核磁、乳腺 X 线、3D CT 扫描分别

产生的数据量高达 1.82 ZB 。2012 年 5 月，联合国

包括 30 M、150 M、120 M 和 1 G 的数据量，至 2015

发布了《大数据与人类发展：挑战与机遇》白皮书，指

年美国平均每家医院需要管理 665 T 的数据量［8］。

［1］

［2］

出大数据是一个历史性机遇，人们可以使用极为丰

生物医学大数据广泛涉及人类健康相关的各个

富的数据资源对社会经济进行前所未有的实时分

领域：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医药研发、医疗市场与费

析，帮助政府更好地响应社会和经济运行 。

用、个体行为与情绪、人类遗传学与组学、社会人口

［3］

大数据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欧美国家许多

［9］
学、环境、健康网络与媒体数据（表 1）
。

高校纷纷成立了数据科学研究机构，开设了数据科

表 1 生物医学大数据的主要来源

学课程。Nature 和 Science 也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1

数据来源

具体类型

临床医疗

电子病历、医学影像、医疗设备监测等

公共卫生

疾病与死亡登记、公共卫生监测、电子健康档
案、食品销售、营养标签等

医药研发

临床试验、药物研发、医疗设备研发等

1. 生物医学大数据的来源：以下因素促进了生

医疗市场与费用

物医学领域大数据的出现。①生命的整体性和疾病

医疗服务费用、医疗设备销售记录、药店销售记
录、医疗保险等

个体行为与情绪

实时视频、个体行为、健身记录、体力活动记录、
缺勤记录、传感器等

年推出了大数据专刊，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进行讨
论［4］。作为最活跃的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生物医学领
域的大数据也备受关注。

的复杂性。例如，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病多为
复杂性疾病，其发生具有复杂的遗传和分子机制，受
到基因、环境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其病因学研究将
产生大量的数据［5］。②高通量技术的发展和基因组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4.06.001
作者单位：100730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王

人类遗传学与组学 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
社会人口学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收入等

环境

休闲场所、污染、犯罪、交通等

健康网络与媒体

健康网站、搜索引擎、通讯运营商、微博、微信、
论坛、即时通讯等

2. 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应用：生物医学大数据可

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吕筠、李立明）

应用于以下方面。①开展组学研究及不同组学间的

通信作者：李立明，Email：lmlee@vip.163.com

关联研究。从环境、个体生活方式行为等暴露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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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个体细胞分子水平上的基因组学、表观组学、转录

数据仓库建立和数据挖掘分析的自动化和规范化计

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宏基因组学，再到个体健

算。其有关中国的研究发现：与 1990 年相比，2010

康和疾病状态的表型组学等。利用大数据将各种组

年造成中国人群寿命损失的前 25 位病因中，慢性非

学进行综合及整合，既能为疾病发生、预防和治疗提

传染性疾病显著上升，传染病则显著下降，说明慢

供全面、全新的认识，也有利于开展个体化医学，即

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我国人群健康的主要威

通过整合系统生物学与临床数据，可以更准确地预

胁［18］。⑥实时开展健康管理。通过可穿戴设备对个

测个体患病风险和预后，有针对性地实施预防和治

体体征数据（心率、
脉率、
呼吸频率、
体温、
热消耗量、
血

［7，10］

疗

。②快速识别生物标志物和研发药物。利用

压、
血糖、
血氧、
体脂含量等）的实时、
连续监测，
提供实

某种疾病患者人群的组学数据，可以快速识别有关

时健康指导与建议，
更好地实施健康管理［9，19，20］。⑦实

疾病发生、预后或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11］。在药

施更强大的数据挖掘。数据挖掘的任务包括关联分

物研发方面，大数据使得人们对病因和疾病发生机

析、聚类分析、分类分析、异常分析等。大数据挖掘

制的理解更加深入，从而有助于识别生物靶点和研

能够增加把握度和发现弱关联的能力［13］。

发药物；同时，充分利用海量组学数据、已有药物
的研究数据和高通量药物筛选，能加速药物筛选

3. 生物医学相关的大数据计划：近年来国内外
一些生物医学相关的大数据计划见表 2。

过程 。③快速筛检未知病原和发现可疑致病微生

4. 生物医学大数据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发展趋势：

物。通过采集未知病原样本，对病原进行测序，并将

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大数据也伴随着一些争议［27，28］：

未知病原与已知病原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从而判

①既然数据总是不断增加，是否有必要区分大数据

断其为已知病原或与其最接近的病原类型，据此推

与传统数据？②大数据更多意义上可能是一种商业

测其来源和传播路线、开展药物筛选和相应的疾病

上的宣传？③大数据中变量类型更多、更复杂，而随

防治

。④实时开展生物监测与公共卫生监测。公

着变量的增加，获得假阳性关联的概率也会增加；④

共卫生监测包括传染病监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

更大的数据未必意味着更好的数据，必须考虑数据

相关危险因素监测、健康相关监测（如出生缺陷监

的代表性和数据纯度；⑤在未告知个体的情况下使

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等）。此外，还可以通过覆盖

用来自人群的数据是否符合伦理学要求？这些争议

全国的患者电子病历数据库进行疫情监测［13］，通过

是大数据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关注的。

［7］

［12］

监测社交媒体或频繁检索的词条来预测某些传染病

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生物医学大数据具有以

。例如，Google Trends 通过找寻“流感症

下优势：①具有大样本的特点，能够解决流行病学

状”和“流感治疗”之类搜索词的峰值，在医院急诊

研究中的样本量问题，大样本能够提高结果精度

流感患者增加之前就能对某些地区的流感做出预

高、降低随机/抽样误差；②客观的采集途径能够减

的流行

［14］

［15，16］

测

。⑤了解人群疾病谱的改变。这有助于制定

少信息偏倚。大数据的采集途径往往比较客观，还

新的疾病防治策略。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是一个应用

能全程动态地记录个体行为，相比传统流行病学调

大数据的实例

查通过询问、回忆某些行为的状况，能够减少信息

，该研究应用的数据范围广、数据量

［17］

巨大，近 4 700 台并行台式计算机完成了数据准备、
表2
名 称

制定机构
（发布时间）

偏倚。然而，相对于传统概率随机抽样而言，大数据

近年生物医学相关的大数据计划
主要目的

生物医学相关的内容

产出代表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
计划［21,22］

美国政府
（2012 年 3 月）

提高从大数据中获取知识和观点的能力，用 发布生物医学大数据科研招标 国 际 千 人 基 因 组
以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资助以确定蛋白结构和生物学 计划
路径为目的的研究

“从数据到知识再到
［23］
行动”

美国政府
（2013 年 11 月）

可视为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的第二期

［24］
“全球脉动”

联合国
（2009 年）

通过早期预警、实时反馈，更及时地追踪和 预测疾病暴发
监测全球和地区社会经济危机
监测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科技部
（2010 年）

通过科学数据汇交、数据加工、数据存储、数 整合全国健康领域数据资源提 脑 卒 中 专 题 服 务 、
据挖掘和数据共享服务，为创新型人才培养 供健康数据共享服务
农村卫生专题服务
和健康产业发展提供科学数据共享服务

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
共享平台［25］

疾病大流行预测项目“从大数据 癌 症 基 因 组 图 谱 、
到知识”
计划
心血管研究网络

上海推进大数据研究
中国上海市科技 加速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支撑智慧城市 建立全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6］ 委员会
建设
建立食品安全大数据服务平台
（2013 年 7 月）

全球脉动实验室
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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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选择偏倚问题，其收集途径常常覆盖的是

学大数据的可视化。可视化与信息图像、信息可视

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群（如医保患者、使用可穿戴设

化、科学可视化以及统计图形密切相关，能够更清晰

备的人群）。

有效地传达与沟通大数据包含的信息［13，36］。⑥基于

生物医学大数据面临的主要问题：①如何实现

生物医学大数据的个体化健康管理逐步流行。一方

生物医学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标准化是数

面，利用实时的传感器（可穿戴设备），能够对个体进

据共享的前提，只有标准化的数据才能有效融合与

行实时的、连续的健康监测与评估，为个体提供实时

整合，从而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②如何打破数据

健康指导［31］；另一方面，随着以生物医学大数据为基

孤岛，实现生物医学数据共享［25］。应避免数据只为

础的个体化医学发展，个体化预防、诊断和治疗将得

少数人或单位使用，数据共享是应用生物医学大数

以实现［11］。⑦生物医学大数据成为战略性产业。许

据的前提。许多公共资助机构已开始要求所资助研

多国家已经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生物医

究的数据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共享

学大数据产业化已经初现［4］。

［29］

。③生物医学大

［30］

数据的存储和管理。生物医学领域数据特别庞大，

5. 展望：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科学

产生和更新速度更快，其存储方式不仅影响数据分

作为一个横跨信息科学、社会科学、网络科学、系统

析效率，也影响数据存储的成本 。④如何实现生

科学、生物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新兴

物医学大数据的高效利用。我国已积累了海量的生

交叉学科方向正在逐渐形成，并已成为科学研究热

物医学数据，如何利用才是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点［4］。生物医学领域具有海量数据，如何共享、规

依赖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31］。⑤生物医学大数据的

范、管理和利用是关键。同时，生物医学大数据专业

分析、整合与挖掘。特别是对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生物医学大数据将改变医学实

数据（如心电图、医学影像资料）和对流数据（实时视

践模式，改善医药卫生服务质量，最终有利于实现个

频、传感器数据、医疗设备监测数据）的处理，是生物

体化治疗和群体性预防的医学目的。

［4］

医学大数据分析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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