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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转录组测序（Transcriptome Sequencing）是对某一物种的 mRNA 进行高通量测序。 

转录组测序能够对样品任意时间点或任意条件下的转录组进行测序，拥有精确到单个核 

苷酸的分辨率。转录组测序通过将测序 Reads 与所选参考基因组的序列比对，定位其在 

基因组或基因上的位置。基于比对上的数据进行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确定外显子 

/内含子的边界，分析基因可变剪接情况；识别转录区的 SNP 位点；修正已注释的 5'和 

3'端基因边界；发掘未注释的基因区和新的转录本；定量基因或转录本表达水平，进而 

识别不同样品（或样品组）之间显著差异表达的基因或转录本；通过对差异表达基因或 

转录本的功能注释和功能富集分析，为后续的生物学研究提供分子水平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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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流程 

 

1、实验流程 

 
转录组测序首先需要从组织样品中提取总 RNA，对总 RNA 的浓度、纯度、完整性 

等进行检测，以保证实验样本的可用性。样本检测合格后进行 mRNA 纯化、链特异性 

文库制备，制备好的文库还需进行文库质检，质检合格后进行上机测序。为了从源头上 

保证测序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我们对样品检测、建库、测序每一个生产步骤都严格 

把控，从根本上确保了高质量数据的产出。流程图如下： 

 

 
 

图 1 实验流程图 

 

1.1 RNA 检测 

 

对 RNA 样品的检测主要包括 4 种方法： 

 

(1)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RNA 降解程度以及是否有污染 

 

(2) Nanodrop 检测 RNA 的纯度（OD260/280 比值） 

 

(3) Qubit 对 RNA 浓度进行精确定量 

 

(4)Qsep100 精确检测 RNA 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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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链特异性文库构建 

 

RNA 样品检测合格后，用带有 Oligo(dT)的磁珠富集真核生物 mRNA（若为原核生 

物，通过试剂盒去除 rRNA 来富集 mRNA） 。随后加入 fragmentation buffer 将 mRNA 

打断成短片段，以 mRNA 为模板，用六碱基随机引物（random hexamers）合成一链 cDNA， 

然后加入缓冲液、dNTPs（其中用 dUTP 代替 dTTP，以形成含有 U 碱基的二链；）和 

DNA polymerase I 和 RNase H 合成二链 cDNA，随后利用 AMPure XP beads 纯化双链 

cDNA。纯化的双链 cDNA 先进行末端修复、加 A 尾并连接测序接头，再用 AMPure XP 

beads 进行片段大小选择。之后用 USER 酶降解含有 U 的 cDNA 第二链，使得最终的测 

序信息都来自于第一链 cDNA，从而保留了 mRNA 的链方向性。测序后的数据分析可确 

定转录本是来自正义还是反义 DNA 链。最后进行 PCR 扩增，并用 AMPure XP beads 纯 

化 PCR 产物，得到链特异性 cDNA 文库。构建原理图如下： 

 

 

图 1.2 链特异性建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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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库质检 

 

文库构建完成后，先使用 Qubit3.0 进行初步定量，稀释文库至 1ng/uL，随后使用 

Qsep100 对文库的 insert size 进行检测，insert size 符合预期后，使用 Q-PCR 方法对文库 

的有效浓度进行准确定量（文库有效浓度 ＞2nM），以保证文库质量。 

1.4  上机测序 

 

库检合格后，把不同文库按照有效浓度及目标下机数据量的需求 pooling  后进行 

HiSeq 测序。 

 

2 数据分析流程 

 
将下机数据进行过滤得到 Clean Data，与指定的参考基因组进行序列比对，得到的 

Mapped Data，进行插入片段长度检验、随机性检验等文库质量评估；进行可变剪接分 

析、新基因发掘和基因结构优化等结构水平分析；根据基因在不同样品或不同样品组中 

的表达量进行差异表达分析、差异表达基因功能注释和功能富集等表达水平分析。 

转录组生物信息分析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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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分析流程图 

 
 

三、结果展示及说明 

 

1 原始序列数据 

 
高通量测序得到的原始图像数据文件经 CASAVA 碱基识别(Base Calling)分析转化 

为原始测序序列（Sequenced Reads），我们称之为 Raw Data 或 Raw Reads，结果以 

FASTQ (简称为 fq)文件格式存储，其中包含测序序列（reads）的序列信息以及其对应的 

测序质量信息。 

FASTQ 格式文件中每个 read 由四行描述[1]，如下： 

 

@E00495:60:HF3YLALXX:5:1101:11546:1379 1:N:0:NCTTGA 

NACAGATAGTATTTCCACTCGCTCGGATCATCCTTGCCGCCCTTCTCA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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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FAFA-JFJ<FJJFJJJJJFFJF<FAFFJJJJ-AAFJF<JFJJJJJJ 
 

第一行是序列标识（read ID）以及相关的描述信息，以“@”开头； 第二行即为碱基序列，

长度由测序策略决定； 第三行以“+”开头，后面是序列标示符、描述信息，或者什么也不

加； 第四行是测序质量值（phred），与第二行一一对应，phred 值以 ASCII 码标记，对 

应的 ASCII  值减去 33，即为第二行对应碱基的测序质量值。 
 

Illumina 测序标识详细信息如下： 

 

E00495 Instrument – unique identifier of the sequencer 

60 run number – Run number on instrument 

HF3YLALXX FlowCell ID – ID of flowcell 

5 LaneNumber – positive integer 

1101 TileNumber – positive integer 

11546 X – x coordinate of the spot. Integer which can be negative 

1379 Y – y coordinate of the spot. Integer which can be negative 

1 ReadNumber - 1 for single reads; 1 or 2 for paired ends 

N whether it is filtered - NB：Y if the read is filtered out, not in the delivered fastq file, N otherwise 

0 control number - 0 when none of the control bits are on, otherwise it is an even number 

NCTTGA Illumina index sequences 

 

 

2 测序数据质量评估 

 
2.1 测序数据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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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得到的原始测序序列（Sequenced Reads）或者 raw reads，里面含有带接头的、 

低质量的 reads，如图 1 所示。为了保证信息分析质量，必须对 raw reads 过滤，得到 clean 

reads，后续分析都基于  clean reads。数据处理的步骤如下： 

(1)  去除带接头(adapter)的 reads； 

 

(2) 去除 N(N 表示无法确定碱基信息)的比例大于 1%的 reads； 

 

(3) 去除低质量 reads(质量值 sQ <= 15 的碱基数占整个 read 的 50％以上的 reads)。 

RNA-seq 的接头信息： 

RNA 5' Adapter（5’端接头） 

5’AATGATACGGCGACCACCGAGATCTACACTCTTTCCCTACACGACGCTCTTCCG 

ATCT 

RNA 3' Adapter（3’端接头，带下划线的  6bp  的碱基为 Index） 
 

5’GATCGGAAGAGCACACGTCTGAACTCCAGTCACATCACGATCTCGTATGCCGTC 

TTCTGCTTG 

 

 
 

图 2.1 原始数据组成 

 

注：不同颜色的比例分别代表不同成分比例。Adapter related：因有接头，过滤掉的 reads数及其占总 raw 

reads数的比例；Containing N：因 N含量超过 10%，过滤掉的 reads数及其占总raw reads数的比例；Low 

quality：因低质量，过滤掉的reads数及其占总raw reads数的比例；Clean reads：最终得到的 clean reads 数及其占总 raw 

reads 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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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序质量分布检查 

 

如果测序错误率用 e 表示，Illumina 平台测得数据的碱基质量值用 Qphred 表示， 

则有：Qphred=-10log10(e)。Illumina 软件中碱基识别正确率与 Phred 分值之间的简明对 

应关系见下表： 

 

Phred 分值 不正确的碱基识别 碱基正确识别率 Q-score 

10 1/10 90% Q10 

 

20 
 

1/100 
 

99% 
 

Q20 

30 1/1000 99.9% Q30 

 

40 
 

1/10000 
 

99.99% 
 

Q40 

 

 
 

图 2.2   测序质量值分布图 

 

注：  横坐标为reads的碱基位置，纵坐标为单碱基质量值。前150bp  为双端测序序列的第一端测序 Reads 

的碱基质量分布情况，后150bp为另一端测  序reads 的碱基质量分布情况。 
 

2.3 测序错误率分布检查 

 

测序错误率是影响碱基测序质量的因素之一。对于 RNA-seq 技术，测序碱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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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布具有两个特点: 

 

(1)测序碱基质量值会随着测序序列(Sequenced Reads)的长度的增加而降低，这是由 

于测序过程中化学试剂的消耗而导致的，并且为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平台都具有的特征 

[2-3]。 

(2)前 6 个碱基的位置也会发生较高的测序错误率，而这个长度也正好等于在  

RNA-seq 建库过程中反转录所需要的随机引物的长度。所以推测这部分碱基的测序错误 

率较高的原因为随机引物和 RNA 模板的不完全结合所致[2]。一般情况下，单个碱基位 

置的测序错误率应该低于 1%。 

样品测序错误率如下图： 

 

 
 

图 2.3 测序错误率分布图 

 

注：横坐标为reads的碱基位置，纵坐标为单碱基错误率。前半部分为双端测序序列的第一端测序 Reads的 

错误率分布情况，后半部分为另一端测序reads 的错误率分布情况 
 

2.4 A/T/G/C 含量分布检查 

 

GC 含量分布检查用于检测有无 AT、GC 分离现象。 

对于 RNA-seq 来说，因随机性打断及 G/C 和 A/T 含量分别相等的原则，理论上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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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AT  含量每个测序循环上应分别近似相等(美因基因转录组建库为链特异性建库，可能 

会出现 AT 分离和/或 GC 分离)，且整个测序过程基本稳定不变，呈水平线。但在现有的 

高通量测序技术中，反转录成 cDNA 时所用的 6bp 的随机引物会引起前几个位置的核 

苷酸组成存在一定的偏好性，这种波动属于正常情况。 

 

 
 

图 2.4    GC 含量分布图 

 

注：横坐标为reads的碱基位置，纵坐标为单碱基所占的比例；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碱基类型。前150bp为双 

端测序序列的第一端测序Reads的GC分布情况，后150bp为另一端测序reads的G分布情况。 
 

2.5    测序数据质量情况汇总 

 

样品测序产出数据质量评估情况详见下表。 

 

表 2.5 数据产出质量情况一览表 

 

Sample_name Reads Bases Error_rate(%) Q20(%) Q30(%) GC_content(%) 

H100_1 46663385 6999507750 0.01 98.75 96.09 52.99 

 

H100_2 
 

46663385 
 

6999507750 
 

0.02 
 

94.98 
 

88.49 
 

53.52 

H168_3 37996900 5699535000 0.01 98.73 96.06 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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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68_4 37996900 5699535000 0.02 95.20 88.96 53.60 

 
 

注：Sample_name: 样品名；Reads：测序数据过滤后clean reads的数量；Bases：测序数据过滤后clean data 

的总碱基数；Error_rate(%)：平均碱基测序错误率；Q20(%)：Phred 数值大于20的碱基占总体碱基的百分 

比；Q30(%)：Phred 数值大于30的碱基占总体碱基的百分比；GC_content(%)：G/C碱基数占总碱基数量的 

百分比。 

 

3 与参考基因组比对 

 
本项目使用指定的基因组作为参考进行序列比对及后续分析。参考基因组下载地址 

见：ftp://ftp.ensemblgenomes.org/pub/plants/release-32/fasta/vitis_vinifera/。 

比对软件选用 TopHat2[3]，它是一个高效的序列比对软件它以高通量 Reads 比对软 

件 Bowtie2 为基础，将转录组测序 Reads 比对到基因组上，然后通过分析比对结果识别 

外显子之间的剪接点（Splicing Junction）。这不仅为可变剪接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还 

能够使更多的 Reads 比对到参考基因组，提高了测序数据的利用率。TopHat2 分析流程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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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过程可分为以下 3 部分： 
 

(1)  将 Reads 比对到已知转录组上（可选）； 

 

(2)  将未比对上的 Reads 整条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 

 

(3) 将未比对上的 Reads 分段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 转录组测序数据中，只有比对到参

考基因组上的数据才能用于后续分析。因此，将 

比对到指定的参考基因组上的 Reads 称为 Mapped Reads，对应的数据称为 Mapped Data。 

 

3.1 比对效率统计 

 

比对效率指 Mapped Reads 占 Clean Reads 的百分比，是转录组数据利用率的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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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比对效率除了受数据测序质量影响外，还与指定的参考基因组组装的优劣、参考 

基因组与测序样品的生物学分类关系远近（亚种）有关。如果参考基因组选择合适，而 

且相关实验不存在污染，实验所产生的测序序列的定位的百分比正常情况下会高于 70% 

(Total Mapped Reads or Fragments)， 其中具有多个定位的测序序列(Multiple Mapped 

Reads or Fragments)占总体的百分比通常不会超过 10%。因此，通过比对效率，可以评 

估所选参考基因组组装是否能满足信息分析的需求，及后期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使用软件 RseQC[4]统计比对结果。比对结果展示如下部分样品测序数据与所选参 

考基因组的序列比对结果统计见表 3： 

表 3.1 Clean Data 与参考基因组比对结果统计表 

 

 
4YS-2_S3 450154 360301(80.04%) 20694(4.60%) 339607(75.44%) 169503(37.65%) 170104(37.79%) 

 

 

4YX-2_S4 445554 352579(79.13%) 19784(4.44%) 332795(74.69%) 165983(37.25%) 166812(37.44%) 
 

 

4ZS-2_S1 453352 367564(81.08%) 26522(5.85%) 341042(75.23%) 169975(37.49%) 171067(37.73%) 
 

 

5YS-2_S7 451440 362956(80.40%) 19001(4.21%) 343955(76.19%) 171413(37.97%) 172542(38.22%) 
 

 

5YX-2_S8 452224 365518(80.83%) 20503(4.53%) 345015(76.29%) 172132(38.06%) 172883(38.23%) 
 

 

5ZS-2_S5 447446 358234(80.06%) 19475(4.35%) 338759(75.71%) 169014(37.77%) 169745(37.94%) 

 
 

注：Total reads：Clean Reads，数目按单端计；Unmapped reads：未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的Reads；Mapped reads： 

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的Reads；Unique mapped reads：比对到参考基因组唯一位置的Reads；Multiple mapped 

reads：比对到参考基因组多个位置的Reads。Reads map to '+'：比对到正义链的reads数目；Reads map to '-'： 

比对到负义链的reads数目； 
 

3.2 Read 在参考基因组不同区域分布统计 

 

将比对到基因组上的 reads 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定位区域分为 Exon(外显子)、 Intron(

内含子)和 Intergenic(基因间区)。 

 

理论上，来自成熟 mRNA 的 Reads 应该比对到外显子区。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一 

Sample Total Total Multiple 

mapped 

Uniquely 

mapped 

Reads map Reads map 

name reads mapped to '+'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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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Reads 会比对到内含子区和基因间区： 

 

(1) 样品提取时将含有 Ploy(A)尾而内含子没有切除完全的 mRNA（即 mRNA 前体） 

提出，使得来自内含子片段的 Reads 比对到了内含子区； 

(2) 基因组注释错误，原来为外显子的区域注释成了内含子区，或者相反； 

(3) 基因组注释水平低，对于使用转录组测序数据进行的基因组注释，由于转录组 测

序不能遍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点，使得用于注释的转录组测序数据中不表达 

或低表达的基因刚好在该项目的样品中检测到较高丰度时，来自这类基因的 

Reads 就比对到了被注释的基因间区，这也是新基因和新转录本发掘的基础之 

一； 

(4) 测序样品与参考基因组存在差异，比如测序样品中突变形成新的转录组起始位 点

形成样品特有的新基因，或者剪接位点差异形成新的转录本，这也是新转录 

本发掘的基础之一。 
 

 
 

图 3.2 基因组不同区域 Reads 分布图 

 

注：图中将基因组分为外显子区、基因间区、内含子区，区域大小按Map到相应区域的Reads在所有Mapped 

Reads中所占的百分比。基因组不同区域Reads分布图 
 

3.3 Read 在染色体分布密度统计 

 

对 Total mapped reads  的比对到基因组上的各个染色体（分正负链）的密度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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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如下图所示，具体作图的方法为用滑动窗口(window  size)为 1K，计算窗口内部比对 

到碱基位置上的 reads 的中位数，并转化成 log2 。正常情况下，整个染色体长度越长， 

该染色体内部定位的 reads 总数会越多。从定位到染色体上的 reads 数与染色体长度的关 

系图中，可以更加直观看出染色体长度和 reads 总数的关系。 

 

 
 

图 3.3 Mapped Reads 在参考基因组上的位置及覆盖深度分布图 

 

注：横坐标为染色体位置；纵坐标为覆盖深度以2为底的对数值，以10kb作为区间单位长度，划分染色体成 

多个小窗口（Window），统计落在各个窗口内的Mapped Reads作为其覆盖深度。 
 

3.4 比对结果可视化 

 

转录组测序 Reads 与参考基因组序列比对结果文件（通常为 BAM 格式）、物种参 

考基因组序列和注释文件，推荐使用整合基因组浏览器（IGV，Integrative Genomics 

Viewer）进行可视化浏览。IGV 具有以下特点： 

(1) 能在不同尺度下显示单个或多个 Reads 在参考基因组上的位置，包括 Reads 在 

各个染色体上的分布情况和在注释的外显子、内含子、剪接接合区、基因间区的分布情 

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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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在不同尺度下显示不同区域的 Reads 丰度，以反映不同区域的转录水平； 
 

(3) 能显示基因及其剪接异构体的注释信息； 

 

(4) 能显示其他注释信息； 

 

(5) 既可以从远程服务器端下载各种注释信息，又可以从本地加载注释信息。 

 

 

图 3.4 IGV 浏览器界面 
 

4 测序文库整体质量评估 

 
合格的转录组文库是转录组测序的必要条件，为确保文库的质量，从以下 3 个不同 角度

对转录组测序文库进行质量评估： 

（1）通过检验插入片段在基因上的分布，评估 mRNA 片段化的随机性、mRNA 的 降解

情况； 

（2）通过插入片段的长度分布，评估插入片段长度的离散程度； 

 

（3）通过绘制饱和度图，评估文库容量和 Mapped Data 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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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RNA 片段化随机性检验 

 

mRNA 片段化后的插入片段大小选择，可以理解为从 mRNA 序列中独立随机地抽 

取子序列，如果样本量（mRNA 数目）越大、打断方式和时间控制得越合适，那么目的 

RNA 每个部分被抽取到的可能性就越接近，即 mRNA 片段化随机性越高，mRNA 上覆 

盖的 Reads 越均匀。 

通过 Mapped Reads 在各 mRNA 转录本上的位置分布，模拟 mRNA 片段化结果，检 

验 mRNA 片段化的随机程度。另外，如果 mRNA 存在严重降解，被降解的碱基序列不 

能被测序，即无 Reads 比对上。因此，通过查看 Mapped Reads 在 mRNA 转录本上的位 

置分布也能了解 mRNA 的降解情况。各样品 Mapped Reads 在 mRNA 转录本上的位置分 

布如下图： 

 

 
图 4.1 Mapped Reads 在 mRNA 上的位置分布图 

 

注：横坐标为标准化后的mRNA位置，纵坐标为对应位置区间内Reads在总Mapped Reads中所占百分比。由 

于参考的mRNA长度不同，作图时对把每个mRNA按照长度划分成100个区间，进而统计每一区间内的 

Mapped Reads数目及所占的比例，图中反映的是所有mRNA各个区间内的Mapped Reads比例的汇总。 

 

由上图可知，各样品的曲线较平滑，说明 mRNA 片段化随机性较高；曲线中间部 

分斜率极小，说明各样品不存在降解现象。 

4.2  插入片段长度检验 

插入片段长度的离散程度能直接反映出文库制备过程中磁珠纯化的效果。通过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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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两端的 Reads 在参考基因组上的比对起止点之间的距离计算插入片段长度。 
 

大部分的真核生物基因为断裂基因，外显子被内含子隔断，而转录组测序得到的是 

无内含子的成熟 mRNA。当 mRNA 中跨内含子的片段两端的 Reads 比对到基因组上时， 

比对起止点之间的距离要大于插入片段长度。因此，在插入片段长度模拟分布图中，主 

峰右侧形成 1 个或多个小峰。 

样品 T1 的插入片段长度模拟分布图如下： 

 

 
图 4.2 插入片段长度模拟分布图 

 

注：横坐标为双端Reads在参考基因组上的比对起止点之间的距离，范围为0到800bp；纵坐标为比对起止点 

之间不同距离的双端Reads或插入片段数量。 

 

上图中曲线的主峰落在 200bp 附近，没有偏离目标区域，且峰型较窄，说明插入片 

段长度的离散程度较小，插入片段大小选择正常。 

4.3  测序数据饱和度检验 

 

充足的有效数据是信息分析准确的必要条件。与传统的基因表达检测方法相比，转 

录组测序拥有较高的灵敏度，不仅能检测到高表达的基因，还能检测到低表达的基因。 

转录组测序检测到的基因数目与测序数据量呈正相关性，即测序数据量越大，检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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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数目越多。但一个物种的基因数目是有限的，而且基因转录具有时间特异性和空间 

特异性，所以随着测序量的增加，检测到的基因数目会趋于饱和。 为了评估数据是否充

足，对测序得到的基因数进行饱和度检测，查看随着测序数据 

量的增加，新检测到的基因是否越来越少或无，即检测到的基因数目是否趋于饱和。 
 

使用各样品的 Mapped Data 对检测到的基因数目的饱和情况进行模拟，绘制曲线图 

如下： 

 

 
图 4.3 转录组数据饱和度模拟图 

 

注：本图为随机抽取10%、20%、30%……90%的总体测序数据单独进行基因定量分析的结果；横坐标代表 

抽取数据定位到基因组上的Reads数占总定位的reads数的百分比，纵坐标代表所有抽样结果中表达量差距小 

于15%的Gene在各个FPKM范围的百分比。 
 

由图可知，各曲线越向右延伸，斜率越小，逐渐趋于平坦，说明各样品随着测序数 

据量的增加，新检测到的基因越来越少，趋于饱和，有效测序数据量充足。 

 

5 基因结构分析 

 
5.1  新转录本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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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新转录本预测及基因结构优化 

 

将所有测序 reads 数据的基因组定位结果放到一起，用 Cufflinks [5]进行组装，然后 

用 Cuffcompare 和已知的基因模型进行比较，可以： 

 

(1)发现新的未知基因（相对于原有基因注释文件）； (2)发现已知基因新的外

显子区域； (3)对已知基因的起始和终止位置进行优化。 新基因和新外显子区

域预测结果为 GTF 格式的注释文件。 

表 5.1.1 新基因的 GFF 文件 

 

chr1 Cufflinks Gene 24696475 24909650 . + . ID=Pig_newGene_10 

chr1 Cufflinks mRNA 24696475 24909650 . + . ID=Pig_newGene_10.2;Parent=Pig_newGene_10 

chr1 Cufflinks CDS 24696475 24697841 . + . Parent=Pig_newGene_10.2 

chr1 Cufflinks CDS 24792108 24792185 . + . Parent=Pig_newGene_10.2 

chr1 Cufflinks CDS 24857803 24857916 . + . Parent=Pig_newGene_10.2 

chr1 Cufflinks CDS 24909384 24909650 . + . Parent=Pig_newGene_10.2 

chr1 Cufflinks mRNA 24696475 24909650 . + . ID=Pig_newGene_10.3;Parent=Pig_newGene_10 

chr1 Cufflinks CDS 24696475 24697841 . + . Parent=Pig_newGene_10.3 

chr1 Cufflinks CDS 24792111 24792185 . + . Parent=Pig_newGene_10.3 

注：文件总共有9列。第1列：染色体号；第2列：注释信息的来源，Cufflinks软件；第3列：注释特征（Feature） 

类型；第4、5列：特征序列的起止位置；第6列：得分，数字，注释信息可能性的说明，“.”表示缺失值； 

第7列：特征序列所在的正负链；第8列：仅对注释类型为CDS有效，表示起始编码的位置，有效值为0、1、 

2，“.”表示缺失值；第9列：以多个键值对组成的注释信息描述。 

 

5.1.2 新转录本功能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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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需要转录为 RNA 和翻译为蛋白质才能发挥其功能，因此，所谓基因的功能实 

际上是基因产物的功能。对于预测出来的尚未被实验证实的基因，其功能是未知的。 基于

结构决定功能的基本生物学原理，通过序列比对的方式，寻找各功能注释数据 

库中与新基因（转录本或蛋白质）序列相似度最高的同源序列，二者拥有相似或相同的 

功能，将同源序列的功能描述信息作为新基因的功能描述。在生物信息学中，这种获取 

基因功能描述信息的过程叫做基因功能注释（Gene Function Annotation）或基因功能预 

测（Gene Function Prediction）。 

 

使用 BLAST[6]软件将发掘的新基因与 NR[7]，Swiss-Prot[8]，GO[9]，COG[10]，KOG[11]， 

Pfam[12]，KEGG[13]数据库进行序列比对，获得新基因的注释信息。 

 

最终得到各数据库注释的新基因数量统计见表 15： 

 

表 5.1.2 新基因功能注释结果统计 

 

 
 

NR 1,574 

Swiss-Prot 953 

GO 1,046 

COG 222 

KOG 209 

Pfam 627 

eggNOG 568 

KEGG 498 

Total 1,580 

注：Annotated databases：用于功能注释的数据库；New Gene Number：获得相应数据库注释信息的新基因 数目

。 

Annotated databases New Gen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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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因结构优化 

 

由于使用的软件或数据本身的局限性，导致所选参考基因组的注释往往不够精确， 

这样就有必要对原有注释的基因结构进行优化。如果在原有基因边界之外的区域有连续 

的 Mapped Reads 支持，将基因的非翻译区（Untranslated Region，UTR）向上下游延伸， 

修正基因的边界。部分基因结构优化结果见表 12： 

表 5.2 基因结构优化结果 

 

 
 

ENSSSCG00000004017 chr1:2657891-2672308 + 5' 2657897-2658138    2657891-2658138 

 
 

ENSSSCG00000004018 chr1:2720188-2815647 - 5' 2815404-2815404    2815404-2721970 

 
 

ENSSSCG00000004023 chr1:3234125-3263726 - 3' 3234135-3238823    3234125-3238823 

 
 

ENSSSCG00000004024 chr1:3289728-3307756 + 5' 3289751-3289852    3289728-3289852 

 
 

ENSSSCG00000004024 chr1:3289728-3307756 + 3' 3306795-3306795    3306795-3289852 

 
 

ENSSSCG00000004027 chr1:4311157-4747168 + 3' 4742048-4742048    4742048-4311678 

 
 

ENSSSCG00000004029 chr1:6374471-6525819 - 3' 6380698-6380714    6374471-6380714 

 
 

ENSSSCG00000004048 chr1:9388932-9400894 + 5' 9389098-9389283    9388932-9389283 

 
 

ENSSSCG00000012836 chr2:47858-94095 - 3' 49279-49279 47858-49279 

 
 

ENSSSCG00000012839 chr2:135117-143729 + 3' 143584-143584 143584-135445 

 
 

ENSSSCG00000012849 chr2:240358-246141 - 3' 240545-241216 240358-241216 

 
 

注：GeneID：基因ID；Gene Locus：基因座；Strand：正负链；UTR site：3'或5'UTR；Original region：原 来

的注释的UTR起止坐标；Optimized region：延伸之后的UTR起止坐标。 
 

5.3  可变剪接分析 

 

5.3.1 可变剪接类型 

Gene ID Gene Locus Strand   UTR site   Original region Optimize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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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转录生成的前体 mRNA（pre-mRNA），有多种剪接方式，选择不同的外显子， 

产生不同的成熟 mRNA，从而翻译为不同的蛋白质，构成生物性状的多样性。这种转录 

后的 mRNA 加工过程称为可变剪接或选择性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 

采用 Cufflinks[17]对 tophat 的比对结果进行拼接，并使用 Cufflinks 的 Cuffcompare 

将 Cufflinks 拼接结果与初始注释结果比较分析，通过 ASprofile[18]软件获取每个样品存 

在的可变剪接类型及相应表达量。基因可变剪接类型如下图所示： 

 

 
 

图 5.3.1 可变剪接类型 

 

注：(A) 外显子跳跃和多外显子跳跃；(B) 单内含子保留和多内含子保留；(C) 可变外显子；(D) 可变转录 起

始位点；(E) 可变转录终止位点；其中红色处为可变剪接类型。 

 

ASprofile 软件将可变剪接类型细分为 12 类，分别为： 

 

(1) TSS: Alternative 5' first exon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第一个外显子可变剪切； 

(2) TTS: Alternative 3' last exon (transcription terminal site) 最后一个外显子可变剪 

切； 

(3) SKIP: Skipped exon(SKIP_ON,SKIP_OFF pair) 单外显子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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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SKIP: Approximate SKIP (XSKIP_ON,XSKIP_OFF pair) 单外显子跳跃（模糊边 

界）； 

 

(5) MSKIP: Multi-exon SKIP (MSKIP_ON,MSKIP_OFF pair) 多外显子跳跃； 

 

(6) XMSKIP: Approximate MSKIP (XMSKIP_ON,XMSKIP_OFF pair) 多外显子跳跃 

（模糊边界）； 

 

(7) IR: Intron retention (IR_ON, IR_OFF pair) 单内含子滞留； 

 

(8) XIR: Approximate IR (XIR_ON,XIR_OFF pair) 单内含子滞留（模糊边界）； 

 

(9) MIR: Multi-IR (MIR_ON, MIR_OFF pair) 多内含子滞留 ； 

 

(10) XMIR: Approximate MIR (XMIR_ON, XMIR_OFF pair) 多内含子滞留（模糊边 

界）； 

(11) AE: Alternative exon ends (5', 3', or both) 可变 5'或 3'端剪切； 

 

(12) XAE: Approximate AE  可变 5'或 3'端剪切（模糊边界）。 

 

5.3.2 可变剪接事件数量统计 

 

 
 

图 5.3.2 可变剪接事件数量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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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为该种事件下可变剪切的数量，纵轴为可变剪切事件的分类缩写。 

 

5.3.3 可变剪切结构和表达量统计 

 
表 5.3.3AS 结构和表达量统计 

 

 
 

 

 

 

 

 

 

 

 
 

注：event_id: AS事件编号；event_type: AS事件类型 (TSS, TTS, SKIP_{ON,OFF}, XSKIP_{ON,OFF}, 

MSKIP_{ON,OFF}, XMSKIP_{ON,OFF}, IR_{ON ,OFF}, XIR_{ON,OFF}, AE, XAE)；gene_id: cufflink组装 

结果中的基因编号；chrom: 染色体编号；event_start: AS事件起始位置；event_end: AS事件结束位置。 

event_pattern: AS事件特征 ；strand: 基因正负链信息； fpkm: 此AS类型该基因表达量； ref_id: 此基因在 参考

注释文件中的编号。 
 

5.4 SNP、Indel 分析 

 

SNP（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是指在基因组上由单个核苷酸变异形成的 

遗传标记，其数量很多，多态性丰富。美因基因基于各样品 reads 与参考基因组序列的 

TopHat2 比对结果，使用 GATK[19]软件识别测序样品与参考基因组间的单碱基错配， 

识别潜在的 SNP 位点。进而可以分析这些 SNP 位点是否影响了基因的表达水平或者蛋 

白产物的种类。 

InDel(insertion-deletion)是指相对于参考基因组，样本中发生的小片段的插入缺失， 

该插入缺失可能含一个或多个碱基。GATK 也能够检测样品的插入缺失（InDel）。InDel 

变异一般比 SNP 变异少，同样反映了样品与参考基因组之间的差异，并且编码区的 InDel 

会引起移码突变，导致基因功能上的变化。GATK 识别标准如下： 

(1) 35bp 范围内连续出现的单碱基错配不超过 3 个；  (2)   经过序列深度标准化的 

Event-id   Event-type   Gene-id Chrom    Event-start   Event-end Event-pattern   Strand    FPKM    Re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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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P 质量值大于 2.0。 各样品分别按照以上条件筛选，最终获得可靠的 SNP 位点。 
 

SnpEff[20]是一款用于注释变异（SNP、InDel）和预测变异影响的软件。根据变异 

位点在参考基因组上的位置以及参考基因组上的基因位置信息，可以得到变异位点在基 

因组发生的区域（基因间区、基因区或 CDS 区等），以及变异产生的影响（同义非同 

义突变等）。 

由于转录完成之后，mRNA 除了需要加帽、加 Ploy(A)和可变剪接之外，较少 mRNA 

会经历 RNA 编辑（RNA editing），从而会产生单碱基的替换、插入、缺失。RNA 编辑 

能使同一基因产生序列多样的 mRNA，但是这种多态性不是基因组固有的多态性。从比 

对结果来看，SNP 和单碱基替换的 RNA 编辑结果是一样的。因此，通过转录组测序数 

据识别出 SNP 不免会含有 RNA 编辑的产物。 

表 5.4-1 SNP 分析结果 

 

 
 

 

 

 

 

 

 

 

 
 

注：Chrom：SNP位点所在染色体；Pos：SNP位点坐标；Ref：参考序列在该位点的基因型；Alt：该位点的 其它

基因型；Gene_id: SNP所在基因id；other coloums：每个个体该位点的基因型(数字代表支持该位点的 reads个数

) 

 

表 5.4-2 Indel 分析结果 

 

 

Chrom Pos Ref Alt Sample1   Sample2 Sample3    Sample4 Gene-id other coloums 

Chrom Pos Ref Alt Sample1   Sample2 Sample3    Sample4 Gene-id other colo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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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hrom： Indel位点所在染色体；Pos： Indel位点坐标；Ref：参考序列在该位点的基因型；Alt：该位 

点的其它基因型；Gene_id:Indel所在基因id；other coloums：每个个体该位点的基因型(数字代表支持该位点 

的reads个数) 

 

5.4.1 SNP 位点统计 

 

根据 SNP 位点碱基替换的不同方式，可以将 SNP 位点分为转换（Transition）和颠 

换（Transversion）两种类型。根据 SNP 位点的等位（Allele）数目，可以将 SNP 位点 

分为纯合型 SNP 位点（只有一个等位）和杂合型 SNP 位点（两个或多个等位）。不同 

物种杂合型 SNP 所占的比例存在差异。 

对各样品筛选出的 SNP 位点数目、转换类型比例、颠换类型比例以及杂合型 SNP 

位点比例进行统计，如下表： 

 

表 5.4.1 SNP 位点统计表 

 

 
 

 

 

 

 

 

 

 

 
 

注：Sample-ID：样品分析编号；SNP Number：SNP位点总数；Genic SNP：基因区SNP位点总数；Intergenic SNP

：基因间区SNP位点总数；Transition：转换类型的SNP位点数目在总SNP位点数目中所占的百分比； 

Transversion：颠换类型的SNP位点数目在总SNP位点数目中所占的百分比；Heterozygosity：杂合型SNP位 点数

目在总SNP位点数目中所占的百分比。 

 

SNP 突变类型统计分布如下图所示： 

Sample-ID   SNP-number    Genic SNP Intergenic SNP Transltion Transversion Heterozyg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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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SNP 突变类型统计图 

 

注：横轴为SNP突变类型，纵轴为相应的SNP数目。 

 

5.4.2  基因的 SNP 密度分布 

 

将每个基因的 SNP 位点数目除以基因的长度，得到每个基因的 SNP 位点密度值， 

统计所有基因的 SNP 位点密度值并做密度分布图。 

基因的 SNP 位点密度分布图如下： 

 

 
 

图 5.4.2 SNP 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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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为基因上平均每1000bp序列中分布的SNP数目，纵轴为基因数。 

 

5.4.3 SNP/InDel 注释 

 

采用 SNPEff 分别对 SNP，InDel 注释，SNP，InDel 的注释结果统计如下所示： 

 

 
 

图 5.4.3-1 SNP 注释分类图 

 

注：纵轴为SNP所在区域或类型，横轴为分类数目。 

 

 

 
图 5.4.3-2 Indel 注释分类图 

 

注：纵轴为Indel所在区域或类型，横轴为分类数目。 

 

6 基因表达分析 

 
6.1  基因表达定量 

 

一个基因表达水平的直接体现就是其转录本的丰度情况，转录本丰度越高，则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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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越高。在 RNA-seq 分析中，我们可以通过定位到基因组区域或基因外显子区 

的测序序列(reads)的计数来估计基因的表达水平。Reads 计数除了与基因的真实表达水 

平成正比外，还与基因的长度和测序深度成正相关。为了使不同基因、不同实验间估计 的

基因表达水平具有可比性，人们引入了 FPKM[14]的概念，FPKM(expected number of 

Fragments Per Kilobase of transcript sequence per Millions base pairs sequenced)是每百万 

fragments 中来自某一基因每千碱基长度的 fragments 数目，其同时考虑了测序深度和基 

因长度对 fragments 计数的影响，是目前最为常用的基因表达水平估算方法 

用软件 cufflinks 进行转录本重构 cufflinks 会根据参考转录本构建出人工 reads，来 

弥补测序中低覆盖度的影响，这些 reads 将会与比对上的序列一起用于组装。最后一步 

组装出的转录片段将会与参考基因进行比较及合并。 

Cufflinks 进行转录本重构，再用 cuffmerge 将多个样品的转录本信息合并。然后用 

cuffquant 对各样品定量，再用 cuffnorm 对各样定量结果标准化。 

 

表 6.1-1 不同表达水平区间的基因数量统计表 

 

 
 

0-1 

 
 

1-3 

 
 

3-15 

 
 

15-60 

 

>60 

 
 

 

注：第一列是不同的FPKM区间，后面每列代表不同的样品 
 

表 6.1-2 基因表达水平统计表(示例) 

 

 

Gene ID Locus Gene symbol   Sample1 Sample2 Sample3 Sample4 

FPKM interval Sample1 Sample2 Sample3 Sample4 Sample5 Sampl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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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一列是基因id、基因位置、基因symbol，后面各列是每个样品相应基因的FPKM值 
 

6.2  样品基因表达量总体分布 

 

利用转录组数据检测基因表达具有较高的灵敏度。通常情况下，能够测序到的蛋白 质

编码基因表达水平 FPKM 值横跨 10^(-2)到 10^4 六个数量级。 

 

 
图 6.2-1 各样品 FPKM 密度分布对比图 

 

注：图中不同颜色的曲线代表不同的样品，曲线上点的横坐标表示对应样品FPKM的对数值，点的纵坐标 表

示概率密度。 
 

从箱线图中不仅可以查看单个样品基因表达水平分布的离散程度，还可以直观的比 较

不同样品的整体基因表达水平。该项目各样品的 FPKM 分布箱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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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各样品 FPKM 箱线图 

 

注：图中横坐标代表不同的样品；纵坐标表示样品表达量FPKM的对数值。该图从表达量的总体离散角度 

来衡量各样品表达水平。 
 

7 基因差异表达分析 

 
基因表达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异性，在两个不同条件下，表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基 

因或转录本，称之为差异表达基因（DEG）或差异表达转录本（DET）。 

差异表达分析得到的基因集合叫做差异表达基因集，使用“A_vs_B”的方式命名。根 

据两（ 组） 样品之间表达水平的相对高低，  差异表达基因可以划分为上调基因  

（Up-regulated Gene）和下调基因（Down-regulated Gene）。上调基因在样品（组）B 

中的表达水平高于样品（组）A 中的表达水平；反之为下调基因。上调和下调是相对的， 

由所给 A 和 B 的顺序决定。 

7.1  重复相关性评估 

 

研究表明，基因的表达在不同的个体间存在生物学可变性[21][22]（Biological 

Variability），不同的基因之间表达的可变程度存在差异，而转录组测序技术、qPCR 以 

及生物芯片等技术都不能消除这种可变性。为了寻找真正感兴趣的差异表达基因，需要 

考虑和处理因生物学可变性造成的表达差异[23]。目前最常用且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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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设立生物学重复（Biological Replicates）。重复条件限制越严格，重复样品数目 

越多，寻找到的差异表达基因越可靠。对于设立生物学重复的项目，评估生物学重复的 

相关性对于分析转录组测序数据非常重要。生物学重复的相关性不仅可以检验生物学实 

验操作的可重复性；还可以评估差异表达基因的可靠性和辅助异常样品的筛查。 

将皮尔逊相关系数 r（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作为生物学重复相关性的评 

估指标[24]。r2 越接近 1，说明两个重复样品相关性越强。美因基因保证对同一条件的 

所有生物学重复样品进行同人同批样品提取、建库，同 Run 同 Lane 测序。对异常样品 

进行详细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与沟通共识决定重新进行实验，还是剔除异常样品进行 

后续分析。 

该项目样品间相关性统计作图： 

 

 

图 7.1 两两样品的表达量相关性热图 

 

 

 

7.2  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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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差异表达基因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差异表达分析软件。DESeq[15] 

适用于有生物学重复的实验，可以进行样品组间的差异表达分析，获得两个生物学条件 

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集；对于没有生物学重复的实验，则使用 EBSeq[16]进行差异表达 

分析，获得两个样品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集。 

在差异表达基因检测过程中，将|logFC|>1 且 FDR< 0.05  作为筛选标准。差异倍数 

（Fold Change）表示两样品（组）间表达量的比值。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是通过对差异显著性 p 值（p-value）进行校正得到的。由于转录组测序的差异表 达分

析是对大量的基因表达值进行独立的统计假设检验，会存在假阳性问题，因此在进 行差异表

达分析过程中，采用了公认的 Benjamini-Hochberg 校正方法对原有假设检验得 到的显著性 p 

值（p-value）进行校正，并最终采用 FDR 作为差异表达基因筛选的关键 指标。 

差异表达基因列表如下： 

 

表 7.2 差异表达基因结果 

 

 

Csa1G120450 67 129 3.72019 7.11568 2.24E-08 -4.324780343 down 

 
 

Csa1G530160 78 95 4.64125 5.57415 0.009071253 -8.867673847 down 

 
 

Csa2G021510 192 109 3.506244332 2.165475 9.26E-07 -3.324816885 down 

 
 

Csa2G357860 6526 8272 460.417 588.064 0.003195982 -1.177092002 down 

 
 

Csa3G055950 1156 8819 24.2658 181.1694 0.001489491 -8.91318503 down 

 
 

注：ID：基因编号；*_Count:样本的基因表达count值；*_FPKM:样本基因表达FPKM值；FDR：错误发现 率；log2FC

：表达量差异倍数的对数值；regulated：上调基因（up）还是下调基因（down）。 
 

用火山图可以推断差异基因的整体分布情况，对于无生物学重复的实验，为消除生 物学

变异，从差异倍数和显著水平两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差异基因进行筛选，阈值设定 

一般为: |log2(FoldChange)| > 1  且  qvalue < 0.005。对于有生物学重复的实验，由于 DESeq 

 

#ID T01_Count    T02_Count T01_FPKM T02_FPKM FDR log2FC 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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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行了生物学变异的消除，我们对差异基因筛选的标准一般为：padj < 0.05。 

 

 
 

图 7.2-1 差异表达基因火山图 

 

注：差异表达火山图中的每一个点表示一个基因，横坐标表示某一个基因在两样品中表达量差异倍数的对 

数值；纵坐标表示基因表达量变化的统计学显著性的负对数值。横坐标绝对值越大，说明表达量在两样品 

间的表达量倍数差异越大；纵坐标值越大，表明差异表达越显著，筛选得到的差异表达基因越可靠。图中 

绿色的点代表下调差异表达基因，红色的点代表上调差异表达基因，黑色的点代表非差异表达基因。 
 

通过 MA 图可以直观地查看基因的两个（组）样品的表达水平和差异倍数的整体分 

布。差异表达 MA 图见下图： 

 

 
图 7.2-2 差异表达 MA 图 

 

注：差异表达基因MA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基因。横坐标为A值：log2(FPKM)，即两样品中表达量均值的 对

数值；纵坐标为M值：log2(FC)，即两样品间基因表达量差异倍数的对数值，用于衡量表达量差异的大小。 图

中绿色的点代表下调差异表达基因，红色的点代表上调差异表达基因，黑色的点代表非差异表达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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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差异表达基因数目统计 

 

差异表达基因集基因数目统计如下表： 

 

表 7.3 差异表达基因数目统计表 

 
 

DGE Set 
 

DGE Number 
 

Up-regulated 
 

Down-regulated 

 

T01vsT04 
 

35 
 

15 
 

20 

注：DEG Set：差异表达基因集名称；DEG Number：差异表达基因数目；up-regulated：上调基因的数目； 

down-regulated：下调基因数目。 
 

7.4  差异表达基因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用于判断差异基因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表达模式；通过将表达模式相同或 

相近的基因聚集成类，从而识别未知基因的功能或已知基因的未知功能；因为这些同类 

的基因可能具有相似的功能，或是共同参与同一代谢过程或细胞通路。以不同实验条件 

下的差异基因的 FPKM 值为表达水平，做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分析，不同颜 

色的区域代表不同的聚类分组信息，同组内的基因表达模式相近，可能具有相似的功能 

或参与相同的生物学过程。 

除了差异基因表达量 FPKM 层次聚类分析，我们还分别用 H-cluster、K-means 和 

SOM 等三种方法对差异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值 log2(ratios)进行聚类。不同的聚类算法分 

别将差异基因分为若干 cluster，同一 cluster 中的基因在不同的处理条件下具有相似的表 

达水平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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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差异基因聚类图 

 

图一： 整体FPKM层次聚类图，以log10(FPKM+1)值进行聚类，红色表示高表达基因，蓝色表示低表达基 

因。颜色从红到蓝，表示log10(FPKM+1)从大到小。 

 

图二：log2(ratios)折线图，每个子图中的灰色线条表示一个cluster中的基因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相对表达量， 

蓝色线条表示这个cluster中的所有基因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相对表达量的平均值，x轴表示实验条件，y轴表 

示相对表达量 
 

7.5  差异表达基因维恩图 

 

差异基因维恩图展示了各比较组间差异基因的个数，以及比较组间的重叠关系 (仅 

提供两组到五组比较的 venn 图)。 

 

 
 

图 7.5  差异基因维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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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大圆圈中的数字之和代表该比较组合的差异基因总个数，圆圈交叠的部分表示组合之间共有的差 

异基因。 
 

8 差异表达基因功能注释及富集分析 

 
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数据库的功能注释，各差异表达基因集注释到的基因数量统计 见

下表： 

表 8 注释的差异表达基因数量统计表 

 
 

DGE Set 
 

Total 
 

COG 
 

GO 
 

KEGG 
 

KOG 
 

NR 
 

Pfam 
 

Swiss-Prot 
 

eggNOG 

 

T01vsT02 
 

35 
 

15 
 

20 
 

23 
 

19 
 

38 
 

21 
 

14 
 

33 

注：DEG Set：差异表达基因集名称；Total：注释到的差异表达基因数目；第三列到最后一列表示各功能 数

据库注释到的差异表达基因数目。 
 

8.1  差异表达基因 COG 分类 

 

COG（Cluster of Orthologous Groups of proteins）数据库是基于细菌、藻类、真核生 

物的系统进化关系构建得到的，利用 COG 数据库可以对基因产物进行直系同源分类。 

差异表达基因 COG 分类统计结果见下图： 

 

 

图 8.1 差异表达基因 COG 注释分类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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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坐标为COG各分类内容，纵坐标为基因数目。在不同的功能类中，基因所占多少反映对应时期和环 

境下代谢或者生理偏向等内容，可以结合研究对象在各个功能类的分布做出科学的解释。 
 

8.2  差异表达基 eggNOG 分类 

 

eggNOG 是 evolutionary genealogy of genes: Non-supervised Orthologous Groups 的缩 写

。构成每个 eggNOG 的蛋白都是被假定为来自于一个祖先蛋白，并且因此或者是 

orthologous 或者是 paralogous。Orthologous 是指来自于不同物种的由垂直家系（物种形 成

）进化而来的蛋白，并且典型的保留与原始蛋白有相同的功能。Paralogous 是那些在 一定

物种中的来源于基因复制的蛋白，可能会进化出新的与原来有关的功能。 

相似的 eggNOG 进一步被归类为更高级别的分类目录，如能量产生与转换、碳水化 

合物转运和代谢等等。通过 eggNOG 分析，可以得到每一个蛋白所属的 eggNOG，从而 

推断出该蛋白质的功能。通过进一步的归类分析，可以获得该物种在基因组 eggNOG 注 

释的概述性结果。 

 

 
 

图 8.2  差异表达基因 eggNOG 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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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为不同eggNOG功能分类，纵轴为该功能所占整体百分比。通过基因功能eggNOG分类，可以直观 

的了解基因功能所占的比例。 
 

8.3 差异表达基因 GO 分类 

 

Gene Ontology（简称 GO, http://www.geneontology.org/）是基因功能国际标准分类 

体系。作为基因本体联合会(Gene Onotology Consortium)所建立的数据库，它旨在建立 

一个适用于各种物种的，对基因和蛋白质功能进行限定和描述的，并能随着研究不断深 

入而更新的语言词汇标准。GO 分为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和细胞组成（cellular component）三个部分。基因或蛋白质可以通过 ID 对应 

或者序列注释的方法找到与之对应的 GO 编号，而 GO 编号可用于对应到 Term，即功能 

类别或者细胞定位。 

 

差异表达基因 GO 分类统计结果见下图： 

 

 
 

图 8.3 差异表达基因 GO 注释分类统计图 

 

注：横坐标为GO分类，纵坐标左边为基因数目所占百分比，右边为基因数目。此图展示的是在差异表达基 

因背景和全部基因背景下GO各二级功能的基因富集情况，体现两个背景下各二级功能的地位，具有明显比 

例差异的二级功能说明差异表达基因与全部基因的富集趋势不同，可以重点分析此功能是否与差异相关。 
 

8.4  差异表达基因 GO 富集分析 

http://www.geneontolo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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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目的筛选差异基因后，富集分析研究差异基因在 Gene Ontology 中的分布 

状况以期阐明实验中样本差异在基因功能上的体现。普通 GO 富集分析的原理为超几何 

分布：根据挑选出的差异基因计算这些差异基因同 GO 分类中某几个特定的分支的超几 

何分布关系，通过假设验证得到一个特定 p-value。小的 p 值表示差异基因在该 GO 中出 

现了富集。 

 

我们在分析中 GO 富集分析采用的软件方法为 GOseq，此方法基于 Wallenius 

non-central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 相 对 于 普 通 的 超 几 何 分 布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此分布的特点是从某个类别中抽取个体的概率与从某个类别之外抽取一个 

个体的概率是不同的，而这种概率的不同是通过对基因长度的偏好性进行估计得到的， 

从而能更为准确地计算出 GO term 被差异基因富集的概率。 

 

8.4.1  差异表达基因 GO 富集列表 

 
表 8.4.1   差异基因 GO 富集列表 

 

 
 

T01vsT02 35 15 20 23 19 38 
 

 

 

 

结果表格详细内容如下： 

 

(1) GO accession：Gene Ontology数据库中唯一的标号信息。 

 

(2) Description：Gene Ontology功能的描述信息。 

 

(3) Term type：该GO的类别(cellular_component：细胞组分；biological_process：生物学过程； 

molecular_function：分子功能)。 

 

(4) Over represented p-Value：富集分析统计学显著水平。 

 

(5) Corrected p-Value：矫正后的P-Value，一般情况下，Corrected_pValue < 0.05 该功能为富集项。 

 

(6) DEG item：与该GO相关的差异基因的数目。 

 

(7) DEG list：GO注释的差异基因数目。 

 

GO accession Description Term type Over represented p-Value Corrected p-Value DEG item DE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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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差异表达基因 GO 富集柱状图 

 

差异基因 GO 富集柱状图，直观的反映出在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细胞组分 

(cellular component)和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富集的 GO term 上差异基因的个数分 

布情况。我们挑选了富集最显著的 30 个 GO term 在图中展示，如果不足 30 条，则全部 

展示。 

 

 
 

图 8.4.2   GO 富集柱状图 

 

注：每组两张图；图一：纵坐标为富集的GO term，横坐标为该term中差异基因个数。不同颜色用来区分生 

物过程、细胞组分和分子功能，带“*”为显著富集的GOterm 图二：对图一中的GO，按生物过程、细胞 

组分和分子功能三大类别及差异基因上下调分类画的三个子图。 

 

8.4.3  差异表达基因 GO 富集 DAG 图 

 

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为差异基因 GO 富集分析结果的图形化 

展示方式。图中，分支代表包含关系，从上至下所定义的功能范围越来越小，一般选取 

GO 富集分析的结果前 10 位作为有向无环图的主节点，并通过包含关系，将相关联的 

GO Term 一起展示，颜色的深浅代表富集程度。我们的项目中分别绘制生物过程 

(biological process)、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和细胞组分(cellular component)的 D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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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8.4.3   GO 富集有向无环图 

 

注：每个节点代表一个GO术语，方框代表的是富集程度为TOP10的GO，颜色的深浅代表富集程度，颜色 

越深就表示富集程度越高，每个节点上展示了该TERM的名称及富集分析的Corrected p-value。 
 

8.5  差异表达基因 KEGG 注释 

 

在生物体内，不同的基因产物相互协调来行使生物学功能，对差异表达基因的通路 

（Pathway）注释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解读基因的功能。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是系统分析基因功能、基因组信息数据库，它有助于研究者把基因及表 

达 信 息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网 络 进 行 研 究 。 作 为 是 有 关 Pathway 的 主 要 公 共 数 据 库 

(Kanehisa,2008），KEGG 提供的整合代谢途径 (pathway)查询，包括碳水化合物、核苷、 

氨基酸等的代谢及有机物的生物降解，不仅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代谢途径，而且对催化各 

步反应的酶进行了全面的注解，包含有氨基酸序列、PDB 库的链接等等，是进行生物体 

内代谢分析、代谢网络研究的强有力工具。 

差异表达基因的通路注释结果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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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1 差异表达基因的 KEGG 通路注释图 

 
注：相对于对照组来说，红色框标记的酶与上调基因有关，绿色框标记的酶与下调基因有关。蓝色框标记 

的酶与上调和下调基因均有关，框内的数字代表酶的编号（EC number），而整个通路由多种酶催化的复杂 

生化反应构成，此通路图中与差异表达基因相关的酶均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根据研究对象间的差异，重点 

研究某些代谢通路相关基因的差异表达情况，通过通路解释表型差异的根源。 

 

对差异表达基因 KEGG 的注释结果按照 KEGG 中通路类型进行分类，分类图如下 

图所示： 

 

 
 

图 8.5-2 差异表达基因 KEGG 分类图 

 

注：纵坐标为KEGG代谢通路的名称，横坐标为注释到该通路下的基因个数及其个数占被注释上的基因总 

数的比例。 

8.6  差异表达基因 KEGG 富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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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体内，不同基因相互协调行使其生物学功能，通过 Pathway 显著性富集能确 

定 差 异 表 达 基 因 参 与 的 最 主 要 生 化 代 谢 途 径 和 信 号 转 导 途 径 。 KEGG （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是系统分析基因功能、基因组信息数据库，它有助 

于研究者把基因及表达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网络进行研究。作为 Pathway 相关的主要公共 

数据库，KEGG 提供的整合代谢途径 (pathway)查询十分出色，包括碳水化合物、核苷、 

氨基酸等的代谢及有机物的生物降解，不仅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代谢途径，而且对催化各 

步反应的酶进行 了全面的注解，包含有氨基酸序列、PDB 库的链接等等，是进行生物 

体内代谢分析、代谢网络研究的强有力工具。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以 KEGG 数据库 

中 Pathway 为单位，应用超几何检验，找出与整个基因组背景相比，在差异表达基因中 

显著性富集的 Pathway。计算公式如下: 

 

M N M 
n1 




p 1 
 i

 

 n i 




i0 N 
 

n 


在这里 N 为所有基因中具有 Pathway 注释的基因数目； n 为 N 中差异表达基因的 

数目；M 为所有基因中注释为某特定 Pathway 的基因数目； m 为注释为某特定 Pathway 

的差异表达基因数目。FDR≤ 0.05 时，表示差异基因在该 Pathway 中显著富集，我们使 

用 KOBAS（2.0）进行 Pathway 富集分析。 

 

8.6.1  差异表达基因 KEGG 富集列表 

 
表 8.6.1   差异基因 KEGG 富集列表 

 

 
 

 

 
 

 

注：Term：KEGG通路的描述信息；Database：KEGG数据库；ID：KEGG数据库中通路唯一的编号信息； 

 

Term Database ID Sample number Background number P-Value Corrected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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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number：该通路下差异基因的个数；Background number：该通路下注释基因的个数；P-value：富集 

分析统计学显著水平；Corrected P-value：矫正后的统计学显著水平，Corrected P-value < 0.05 该功能为富 

集项。 

 

8.6.2  差异表达基因 KEGG 富集散点图 

 

散点图是 KEGG 富集分析结果的图形化展示方式。在此图中，KEGG 富集程度通 

过 Rich factor、Qvalue 和富集到此通路上的基因个数来衡量。其中 Rich factor 指该 

pathway 中富集到的差异基因个数与注释基因个数的比值。Rich factor 越大，表示富集 

的程度越大。Qvalue 是做过多重假设检验校正之后的 Pvalue，Qvalue 的取值范围为[0,1]， 

越接近于零，表示富集越显著。我们挑选了富集最显著的 20 条 pathway 条目在该图中 

进行展示，若富集的 pathway 条目不足 20 条，则全部展示。 

 

 
 

图 8.6.2 差异基因 KEGG 富集散点图 

 

注：纵轴表示pathway名称，横轴表示Rich factor，点的大小表示此pathway中差异表达基因个数多少，而点 

的颜色对应于不同的Qvalue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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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差异表达基因蛋白互作网络 

 
STRING[25]是收录多个物种预测的和实验验证的蛋白质-蛋白质互作的数据库，包 

括直接的物理互作和间接的功能相关。结合差异表达分析结果和数据库收录的互作关系 

对，构建差异表达基因互作网络。 

对于数据库中包含的物种，可直接从数据库中提取出目标基因集的互作关系对构建 

互作网络；对于数据库中未收录信息的物种，使用 BLAST 软件，将目的基因与数据库 

中的蛋白质进行序列比对，寻找同源蛋白，根据同源蛋白的互作关系对构建互作网络。 

构建完成的蛋白质互作网络可导入 Cytoscape[26]软件进行可视化。 

Cytoscape 可视化的差异表达基因蛋白质互作网络如下图： 

 

 

图 9 差异表达基因蛋白质互作网络图 

注：图中的节点为蛋白质，边为互作关系。互作网络中节点(node)的大小与此节点的度(degree)成正比，即 

与此节点相连的边越多，它的度越大，节点也就越大。节点的颜色与此节点的聚集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 

相关，颜色梯度由绿到红对应聚集系数的值由低到高；聚集系数表示此节点的邻接点之间的连通性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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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系数值越高表示此节点的邻接点之间的连通性越好。边(edge)的宽度表示此边连接的两个节点间的互相 

作用的关系强弱，互相作用的关系越强，边越宽。没有的组合代表没有互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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