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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WS 的国际个人基因组服务 



一些背景知识…  



我们是谁？ 

WeGene 致力于整合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帮助每一个人，尤其是东亚人群，了解自己的基因组并从
中受益。 
 
WeGene 成立于2014年底。2015年底发布 WeGene 个人基因组检测产品和解读服务，迄今已积累超过
6000份高通量基因组数据，海外用户的数据量超过30%。 
 
已与 Thermo Fisher、DNA GenoTek 和 Illumina 等生物技术公司达成技术战略合作，和搜狐、联想等
达成市场合作，与华大基因签署港澳台地区合作协议。同时，WeGene 的检测数据已被 SNPedia、
GEDmatch 等海外第三方基因解读服务商所支持。 



我们在做什么？ 



一堂简单的生物课… 

人类基因组 = 30 亿对碱基 = 3 GB 数据 

存在多态性的位点 > 3,000,000 
WeGene 检测的位点 = 600,000 



一堂简单的生物课…（续） 

韩国 日本 南方汉族 北方汉族 字符串
匹配 

机器学
习与聚
类 

多叉树
节点匹
配 



从 BT 到 IT，有哪些切实问题？ 



我们面临着哪些问题 —— 安全 

• HIPAA 

• HITRUST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数据控制 
数据保护 

验证 

加密 

授权 真实 

可用 

完整 



我们面临着哪些问题 —— 数据存储 

WeGene 检测的位点 = 600,000 个 = 2MB / 样本 

优
点

 

缺
点

 

• 架构简单 

• 低存储成本 

• 数据传输 

• 索引 

• 单位点查询 

• 群体频率计算 

 

user_id snps 

user_001 AATTCC… 

user_002 AACTCC… 

user_003 AATTCT… 

user_004 ATTTCC… 

user_005 ATTTCC… 

user_006 ATTTCC… 



我们面临着哪些问题 —— 计算 

• 生物信息软件编译 
• 计算环境和依赖配置 计算前 

• 并行任务 
• 资源调度 计算中 

• 资源调度 
• 数据销毁 计算后 



我们面临着哪些问题 —— 人员技能 

http://www.biocomicals.com/categocartoons.php?id=20121213.19 

生物信息工程师善于… 

• 生物信息算法开发 

• 分析流程搭建 

生物信息工程师不善于… 

• 系统架构 

• 软件工程开发 

如何高效、安全、快速的将生物信息工程师开发的算法服务化？ 

http://www.biocomicals.com/categocartoons.php?id=20121213.19


那么… 我们在用 AWS 做什么？ 



概况—— AWS 组件 

DynamoDB ECS Lambda API Gateway 

IAM CloudWatch 



安全，安全，安全！ 

精细粒度的权限管理 日志审计、可用性保障 



DynamoDB —— 快速查询个人、群体位点数据 

user_id 
(primary key) snps 

user_001 AATTCC… 

user_002 AACTCC… 

user_003 AATTCT… 

user_004 ATTTCC… 

user_005 ATTTCC… 

user_006 ATTTCC… 

user_id 
(primary index) 

rsid  
(secondary index) snp 

user_001 rs1000002 AA 

user_001 rs10000023 TT 

user_001 rs10000043 AT 

user_001 rs10000141 CT 

user_001 rs10023550 CC 

user_001 rs10100013 AA 



DynamoDB —— 灵活调配数据库读写能力 

基因数据库特点 

• 一次写入，多次读取 

• 读写压力峰谷差异大 



ECS —— 离线长时间的基因数据分析 

• 显著减少运维成本 

• 生信人员可将更多精力放在算法开发上 

• 大规模并行计算带来更快交付时间 

• 减少资源浪费 



本地服务器 - 20 CPU ECS - 4 CPU / Tasks 

> 100 小时 0.5 
小时 

1000位用户的祖源成分计算 

本地服务器 - 20 CPU ECS - 4 CPU / Tasks 

> 10 小
时 

0.5 
小时 

100位用户的祖源成分计算 

ECS —— 交付时间的提升 



Lambda —— 快速执行生物信息分析任务 

• 从写脚本到写函数—— 1分钟完成迁移 

• 通过 boto3 与 AWS 其他服务交互 

• 无后台，微服务 
使用Lambda为科学计算服务 

• 科学计算的常用包需要一些预编译的Lib 库 

• 包括 numpy, scipy, pandas 等 

• 需要使用AWS AMI 环境编译的Lib 文件 

• 上传代码时需要将Lib 文件一同打包 

• 预编译包 GitHub：lambda-packages 



Lambda —— 基于事件快速触发计算任务 



API Gateway —— 生物信息即服务 

什么是REST? 

怎么校验身份？ 

怎么返回结果？ 

… 

• 无缝连接 AWS Lambda 

• 与 WeGene 现有应用 API 对接简单 

• 5分钟完成 API 搭建 

• 完善的安全验证机制 

• 线上/测试环境随时切换 

• 低运维成本 

• 自动生成 SDK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美好了一些… 

while True: 

 undone_list = get_undone_filehash() 

 for data in undone_list: 

  filehash = data['filehash'] 

  gene_str = get_gene(filehash) 

  # 2MB String! 

  rs1234 = gene_str[10000:10002] 

  do_some_calculation(rs1234) 

 

AWS 之前… AWS 之后… 
import boto3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dynamodb = boto3.client(‘dynamodb’）

 filehash = event[‘file_hash’]      

 rs1234 =  

 dynamodb.get_item(TableName=‘gene_data’, 

 Key={‘user_id’: { ‘S’: filehash }, ‘rsid’: 

 {‘S’: ‘rs1234’} }) 

 do_some_calculation(rs1234) 



系统架构 



未来计划 

• 与 AWS 合作共同实践最高标准的健康数据安全与合规 

• 完成从概念验证到大规模生产的迁移 

• 开源 AWS 上的基础架构工作及开放 API 

• 更多 AWS 组件的利用，如 Data Pipeline、Redshift、Machine Learning 等 

• 期待更多服务落地 AWS 北京！ 



WeGene 开放 API 计划 

https://api.wegene.com/ 

https://api.wegene.com/


Questions？ 



Thank You! 
wxl@wege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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