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XFORD NANOPORE进行cDNA测序

入门指南

生物研究应用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依据，揭示了从单细胞到整个组
织的转录组动力学。

RNA测序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病毒
鉴定方法，为发育生物学提供了跟踪转
录变化的能力，有助于解析实际运作中
的发育机制。转录组学在环境和农业科
学中也有应用，例如害虫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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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定位读长

对RNA进行测序的能力为众多的

使用纳米孔测序，没有读长上限的限
制：不需要进行长度选择，整个转录本
可以进行单读长的端到端测序，实现了
简单、准确的组装，并能区分高度相似
的异构体、识别新转录本以及检测融
合。此外，多重定位的比率显著降低
（参见图1）。
外部RNA加标对照（ERCC）证明，纳
米孔测序可以获得准确的异构体定量
（参见图2）。

尽管使用短读长cDNA测序技术在转录组
分析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仍存在一
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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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读长

•	
转录本长度通常为几千碱基对：典型
的人类基因包含12个外显子，每个外
显子的平均长度为236个碱基对1 ，
而且在95%的人类基因中发现了选择
性剪接。

ONT cDNA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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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读长仅能部分覆盖转录本的长度，
因此依赖计算重构准确的异构体组装
非常困难，短读长也表现出高比率的
多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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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医药领域，鉴定差异剪接的异构体和
融合转录本，可以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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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CBI: https://www.ncbi.nlm.nih.gov/Web/
Newsltr/Spring03/hum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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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短读长数据相比，在纳米孔cDNA数据
（参见图3）中几乎不存在GC偏向
性，PCR偏向性在PCR-cDNA测序中最
小，在cDNA直接测序中不存在
（参见图4）。此外，与在测序运行完成
后开始数据分析的传统测序方法不同，
纳米孔测序实时运行：可在测序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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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高深度的全长转录本测序提供直
接的和基于PCR的cDNA测序试剂盒，
在单个实验中可实现高可信度识别和准
确的转录本定量。在这里，我们推出最
新的cDNA直接测序试剂盒（Direct
cDNA Sequencing Kit）和PCR cDNA测
序试剂盒（PCR cDNA Sequencing
Kit），为起始样本量较低的全长转录本
提供更高的富集程度，并为高深度转录

0.02

1 ng
18次循环

2

Oxford Nanopore提供高度灵活、可扩
展的长读长RNA测序方法。在测序
中，RNA直接测序试剂盒（Direct RNA
Sequencing Kit）提供了对全长非扩增
RNA链进行测序的唯一方法，无需转换
为cDNA，可进行序列以及碱基修饰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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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读长进行碱基识别和分析，从而显著
缩短从拿到样本到出检测结果的时间。
一旦生成了足够的数据，例如达到覆盖
度目标，可以立即停止运行。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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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r = 0.19; p = 1.6 e-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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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r = 0.013; p =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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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r = 0.016; p =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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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r = 0.048; p = 8.6 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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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测序提供迄今最高的产量。
对于无PCR偏向性的高通量cDNA测
序，cDNA直接测序试剂盒（Direct
cDNA Sequencing Kit）提供了无扩增的
文库制备方法。如果RNA数量有
限，PCR-cDNA测序试剂盒（PCRcDNA Sequencing Kit）则非常适合从1
ng起始材料中生成最高的测序输出。

cDNA更新
新一代cDNA测序

新的逆转录酶

介绍最新的cDNA直接测序试剂盒
（Direct cDNA Sequencing Kit）和
PCR-cDNA测序试剂盒（PCR-cDNA
Sequencing Kit）：通过多次化学改
进，结合我们测序平台和软件的升级，
纳米孔cDNA测序可在大量减少RNA起
始量的条件下，以迄今最佳的测序通量
生成全长转录本。

由于cDNA制备的链转换方法依赖于产生
端对端逆转录的链，所用逆转录酶的效
率是成功获得测序所用的全长cDNA链的
主要因素。通过将我们的逆转录酶更新
为Maxima H Minus（ThermoFisher，
赛默飞世尔），我们观察到全长cDNA链
的生成效率更高，测序数据中较长转录
本呈现显著增加。这种转换有助于显著
减少生成cDNA文库所需的poly-A RNA
起始量：直接cDNA样本减少2.5倍，

PCR-cDNA样本减少50倍。最后，结合
我们设备和软件的改进，效率的提高显
著提升了直接和PCR cDNA文库的测序
通量能力：可在单个测序芯片上进行高
覆盖度全转录组测序。

稳定性更高

提升全长PCR-cDNA
读长检测
对PCR-cDNA文库制备中扩增全长转录
本的cDNA PCR引物（cPRM）进行优
化后，使我们的软件能检测到更多的端
到端的完整序列，再次增加全长转录本
覆盖度。

测序接头配方的改进确保了其具备抗冻
融性，提供更高的稳定性并进一步提高
测序通量。

cDNA遇见PromethION
测序仪

更新内容？
• 起始量更少
• 转录本更长
• 通量更高

这两种cDNA试剂盒现已完全支持在高通
量PromethION测序仪上使用，可极大提
高转录组数据产量，用以在高解析度下
发现稀有异构体、识别低拷贝数转录本
以及对整个转录组进行高覆盖度的从头
测序。直接和PCR-cDNA方案的混样建
库选项也允许在单个PromethION测序芯
片上对多个转录组进行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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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试剂盒？

由这里
开始

已经准备了
cDNA文库？

否

对修饰感兴趣?

否

Poly-A
富集？
否

是

直接RNA测序试剂盒

是

是

样本
≥100 ng?

是

否

PCR-cDNA测序试剂盒

直接cDNA测序试剂盒

准备时间

115分钟

准备时间

165分钟

准备时间

275分钟

起始材料要求

500 ng RNA (poly-A+)

起始材料要求

1 ng RNA (poly-A+)

起始材料要求

100 ng RNA (poly-A+)

是否需要逆转录

可选

是否需要逆转录

是

是否需要逆转录

是

是否需要PCR

否

是否需要PCR

是

是否需要PCR

否

读长长度

等于RNA长度

读长长度

富集全长cDNA

读长长度

富集全长cDNA

典型通量

●●●

典型通量

●●●

典型通量

●●●

典型读长数量

100万

典型读长数量

700万 - 1200万

典型读长数量

500万 - 1000万

混样建库选项

研发中

混样建库选项

是

混样建库选项

是

现在购买

https://nanopore.yilimart.com/
Shop/Details/SQK-RNA002

现在购买

https://nanopore.yilimart.com/
Group/Ki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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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购买

https://nanopore.yilimart.com/Shop/
Details/SQK-DCS109

从样本到结果
问题

生物学样本

我如何设
计自己的实
验方案？

交互式Oxford Nanopore 实验
方案生成器（Protocol
Builder）使您能够生成您自
己的具体应用方案；向导从
RNA提取开始，带您完成文
库制备、测序和最终的数据
分析。

Oxford Nanopore实验方案生成器

实验方案生成器使您能够以创建您的自定义方案。
https://community.nanoporetech.com/knowledge/protocol_builder/

纳米孔社区：知识

保存高质量RNA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和储存。社区的知
识（Knowledge）板块为处理RNA样本的最佳方法提供了
深入的指导，并为保留全长mRNA以充分利用长读长纳米
孔测序提供了针对性技巧。

了解更多处理RNA的信息
https://community.nanoporetech.com/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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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处理RNA
时需要考虑哪
些因素？

提取

RNA样本

我能做基
因特异性测
序吗？

可对链转换方法根据需要进行修改，选择感兴趣的转录本，进行靶
向PCR cDNA测序。PCR-cDNA测序试剂盒（PCR-cDNA
Sequencing Kit）中提供的VN引物（VNP）可与任何poly-A尾RNA
杂交，在引物位点加尾以进行后续扩增。通过将您的定制基因特异
性引物在引物位点序列加尾，您可以确保仅针对靶点启动第一链
cDNA合成。访问实验方案（Protocol） 板块以获取更多信息。

序列特异性PCR-cDNA图表
全长RNA
引物退火
100分钟
逆转录和
链转换
55分钟

快速贴附
引物PCR
贴附快速
1D测序接头

10分钟

序列特异性PCR-cDNA测序实验方案

上样

https://community.nanoporetech.com/protocols/ss-cdnapcr-sequencing_sqk-pcs109/v/pcs109_ss_v1

为了获得最佳结果，我们建议使用poly-A富集的RNA作为
PCR-cDNA文库制备中的起始材料；但是，也可以从总RNA成功制
备cDNA文库。在处理人类样本时，我们观察到50 ng总RNA可生成
良好的扩增产量和测序通量，但这个数值仅供参考；总RNA样品中
poly-A RNA的比例因生物和组织而异，可能需要进行一些优化。

PCR-cDNA测序实验方案概览
https://community.nanoporetech.com/protocols/cdna-pcrsequencing_sqk-pcs109/v/pcs_9085_v109_revb_04feb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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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从
总RNA开
始吗？

文库制备

序列特异性PCR-cDNA图表
全长RNA
引物退火
100分钟
逆转录和
链转换
55分钟

快速贴附
引物PCR
贴附快速
1D测序接头

10分钟
上样

添加条形码（barcode）的选项可用于
两种cDNA文库制备方法：无扩增条形
码扩展包（Native Barcoding
Expansion Packs）可用于直接cDNA混
样建库，而PCR条形码试剂盒（PCR
Barcoding Kit）可用于PCR-cDNA样本
混样建库。我们目前正在开发可用于直
接和PCR-cDNA试剂盒的集成cDNA条
形码试剂盒，实现端到端cDNA混样文
库制备。

直接cDNA条形码（barcoding）图表

全长RNA
引物退火
100分钟
逆转录和链转换
RNA消化和
第二链合成

90分钟

末端修复
连接条形码
（barcodes）
连接测序接头

https://community.nanoporetech.com/protocols/direct-cdna-native_
barcoding_sqk-dcs109/v/dcs109_barcoding_v1/overview-of-thestrand-swi

cDNA文库

文库制备

80分钟

直接cDNA条形码（barcoding）实验方案概览

我可以从预先
准备的cDNA
文库开始吗？

如何对样本
混样建库？

上样

已经使用第三方试剂盒合成的cDNA文库可以使用cDNA直接测序试剂盒（Direct cDNA Sequencing Kit）
制备用于测序；由于该试剂盒已针对cDNA文库进行了专门优化，因此与使用连接测序试剂盒（Ligation
Sequencing Kit）相比，这将在测序中提供更高的性能。为了确保您的工作
流最适合纳米孔测序，我们强烈建议使用Oxford Nanopore的cDNA试剂盒
从RNA进行端到端样品制备：我们的引物和接头纯化标准非常高，并且链
转换富集全长转录本的方法确保了长读长测序技术的最佳结果。

直接cDNA测序实验方案概览
https://community.nanoporetech.com/protocols/direct-cdnasequencing_sqk-dcs109/v/dcs109_v1/overview-of-the-strand-s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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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孔测序的基础化学试剂可以按规模扩大或缩小：
我们的设备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从微型便携式的
Flongle和MinION，到灵活的GridION，再到非常高通
量的台式PromethION平台。帮助您选择合适的测
序设备，请访问产品比较页面。

每种设备48小时通量

我需要哪
种设备？

测序

我需要多
少数据？

测序

可在这里查看完整的产品详情
https://nanoporetech.com/cn/products/comparison

在转录本发现停滞之前确定所需的测序程度，可确保对样品进行的测序可在产生足够数据以涵盖目标转录本
后停止。为了找到在人类转录组测序中该停滞可能发生的地方，我们使用PCR-cDNA测序试剂盒（
PCR-cDNA Sequencing Kit）对GM12878人转录组进行了测序。
比对的读长和转录本覆盖度比较

超过1.0%所覆盖的转录本

比对的读长数目 vs. 超过1.0%所覆盖的转录本

在1000万条读长时，识别到了大约30,000个转录本；接下来的
2000万条读长只识别出额外的500多个。虽然寻找较罕见的转录
本或异构体可能需要更多数据，但1000万条读长是人类转录组
测序的参考数值；这可通过在单个MinION测序芯片上使用直接
或PCR-cDNA测序试剂盒来实现。

为您的实验选择正确的试剂盒
比对的读长数目

https://nanopore.yilimart.com/Group/Ki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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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github上提供了一套转录组数据分析工具：
– pychopper：识别全长cDNA读长
- pinfish：使用长读长转录组数据进行基因组注释
- pipeline pinfish analysis：使用长读长的minimap2和pinfish
基因组注释Snakemake流程

数据分析

我该如何开始
分析我的数据？

我们也在开发有针对性的应用教程，提供完整的、分步的数据分
析说明。可以在这里的社区知识（Knowledge）板块找到。

在社区中新增的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板块可找到完
整的指南
https://community.nanoporetech.com/knowledge/bioinformatics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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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A与纳
米孔社区

案例研究1

农业害虫的差异基因表达：发育中的橄榄果蝇胚胎cDNA测序
在2018年Nanopore科研团体大会
上，Anthony Bayega描述了他如何使用
纳米孔cDNA测序来描绘与橄榄果蝇胚胎
发育相关的转录本，橄榄果蝇是栽培以
及野生橄榄果实的重要害虫。性别决定
发生在橄榄果蝇胚胎发育的前6个小时
内，由选择性剪接事件调节；然而，雄
性决定因素仍然未知。在时间序列实验
中，对产卵后1到6小时采集的橄榄果蝇
胚胎总RNA进行cDNA建库并测序。与
来自短读长技术的数据相比，检测相同
数量的基因，所需的纳米孔序列减少40

倍，所需碱基较少7.9倍，而基因计数在
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对6小时内的转录表
达谱进行了比较，以识别发育过程中发
生的明显过渡。使用绝对表达谱进行的
转录本时间聚类揭示了参与早期发育的
基因聚类随着时间的推移丰度降低，而
参与后期发育的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增加。长读长也用来改进doublesex基因
的注释，其最初是由短读长测序生
成；Anthony解释了针对笼养蚊子这一
基因的CRISPR-Cas9靶向编辑，如何实
现了完全的种群数量抑制，说明

doublesex基因可以成为橄榄果蝇种群数
量抑制很好的目标。完成对新方法的描
述后，Anthony强调：新的PCR cDNA
试剂盒使文库产量增加了一倍，工作流
更简化。

在这里观看Anthony的完整发言
https://nanoporetech.com/cn/resourcecentre/anthony-bayegaoxford

案例研究2

用cDNA测序进行快速致癌基因融合检测
William Jeck展示了纳米孔cDNA测序可
怎样用于检测患者样本中与临床相关的
融合转录本。在2018年Nanopore科研团
体大会上的发言中，通过对临床病例的
分析，他强调了使用传统方法识别导致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肉瘤等疾病的
易位的挑战：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可能不
够精确，而外包测序可能需要一周或者
更多的时间。及时的治疗通常至关重
要，William研究了是否可以通过用
MinION对样本进行测序来更快地识别这
些融合转录本。该团队使用锚定多重

PCR（AMP）生成靶向cDNA文库，然
后将其在MinION上进行混样文库测序。
将生成的序列与一个合成的转录本文库
比对：得到的数据集实现了相同数据集
融合转录本的识别与定量。该流程首先
用于成功识别在一个红细胞白血病细胞
系中的BCR-ABL1融合，在开始运行的
几秒钟内就生成了第一条融合序列；此
外，长读长实现了融合中长程外显子结
构的解析。在临床样本中，一名白血病
患者的样本中识别出了PML-RARA融
合，而在一个FFPE脂肪母细胞瘤患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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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识别出了HAS2-PLAG1融合。通过
在Flongle设备上的测序，在一个临床样
本成功识别出ELBR-FLI1基因融合，表
明Flongle有潜力在未来成为一种经济有
效的单样本诊断工具。

在这里观看William的完整发言
https://nanoporetech.com/cn/resourcecentre/william-jeck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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