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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方法 

1.1 Small RNA 测序 

质量合格的总 RNA 样品通过 PAGE 胶分离出不同片段大小的 RNA。切取 18－30nt 之

间的条带，回收 Small RNA。2) 接头连接: 配制连接体系，混匀离心，适温连接一段时间。

3)RT-PCR: 配制反转录体系，在 PCR 仪上适温反应一定时间，使连接产物反转录成双链，

再配制 PCR 反应体系，在 PCR 仪上按照一定程序进行扩增。4) PCR 产物回收纯化: 使用

PAGE 胶对 PCR 产物进行切胶回收纯化，回收产物溶于 EB solution。最后贴上标签，至此

文库构建完成。5)文库质量检测: 构建好的文库使用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和 ABI 

StepOnePlus Real-Time PCR System 进行质量和产量的检测。我们使用 Illumina HiSeq 系列

平台，对每个合格的文库进行高通量测序，并保证每个样品的数据量达标。测序得到的原

始图像数据，经 Illumina 碱基识别软件（Base Calling）转化为原始序列数据（raw 

reads），即双末端 reads（paired-end reads），数据以  FASTQ  文件格式存储，称之为 raw 

data。 

1.2 生物信息分析概述   

信息分析从测序的下机数据（raw data）开始。原始下机数据（raw data）中会包含接

头（adapter）序列、测序质量很低的碱基、未测出的碱基（以 N 表示），这会对后续的信

息分析造成很大的干扰，因此，首先需要对原始下机数据（raw data）进行过滤得到  clean 

data  或  clean reads 。测序所得 49nt 序列，通过去接头、去低质量、去污染等过程完成数据

处理得到可信的备用分析的目标序列，对其进行序列长度分布的统计及样品间公共序列统

计。将清理后的目标序列分类注释，可以获得样品中包含的各组分及表达量信息。将所有

小 RNA 片段注释后，用剩下的未注释片段来进行：1）novel miRNA 的预测；2）已知

miRNA 的碱基编辑预测。对于鉴定得到的 miRNA 进行靶基因预测和对靶基因的 GO 功能

注释以及 KEGGpathway注释。 

1.3 数据过滤   

小 RNA 测得 rawdata 数据中首先会对其进行数据评估，主要有两个方面：1）对于杂质

的过滤; 2）对数据的初步判断。 

Rawdata 中杂质一般是指无插入片段序列、插入片段过长的序列、低质量序列、palyA

序列和小片段序列，其中无插入片段和测得 5’接头的序列定义为接头污染，插入片段过长

的序列表现为没有测得 3’接头的序列。一般接头污染情况的发生与样品本身以及其建库过

程中接头浓度和样品浓度比例控制相关，接头比例过高时一般接头污染情况比较严重。低

质量序列主要是对测序可靠性的筛选，其条件是序列中碱基质量小于 10 的碱基数不超过 4

个同时碱基质量小于 13 的碱基数不超过 6 个。 

对于这些定义为过滤掉的序列会通过一系列的处理得到干净的序列(clean tags)。然后统

计小 RNA(sRNA)的序列种类(用 unique 表示)及序列数量(用 total 表示)，并对小 RNA 序列

做长度分布统计，一般来说，小 RNA 的长度区间为 18～30nt，长度分布的峰能帮助我们判

断小 RNA 的种类，如 miRNA 集中在 21 或 22nt，siRNA 集中在 24nt，piRNA 集中在

28~30nt。 另外多数情况下植物样品和动物样品序列长度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表现是

植物样品长度分布的峰值一般出现在 21nt 或者 24nt，而动物样品峰值则出现在 22nt。根据

这些条件对于样品情况和测序情况可以做出一些初步的判断。 

数据处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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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除测序质量较低的 tag  

2) 去除有 5’接头污染的 tag  

3) 去除没有 3’接头序列的 tag  

4) 去除没有插入片段的 tag  

5) 去除包含 polyA 的 tag  

6) 去除小于 18nt 的 tag  

7) 统计小 RNA 片段的长度分布 

过滤后的数据称为 clean tags,仍然以 FASTQ[7]格式存储（参见帮助页面 FASTQ 格式说

明），该序列文件可直接用于发表，公共数据库提交等，后续分析都基于此文件。  

1.4 数据比对   

一般来说,比对率越高,说明样本和参考序列之间的关系越近；较低的比对率可能是由于

低相似性或还有其他污染导致。 

我们使用比对软件 Bowtie2[8]将 clean reads 比对到参考基组和其他小 RNA 数据库，除

了 Rfam 是用 cmsearch[9]进行比对。 

1.5 小 RNA 分类   

所有 sRNA 与各类 RNA 的比对、注释情况进行总结。在以上各注释信息中，有可能存

在一个 sRNA 同时比对上两种不同的注释信息的情况。为了使每个 unique sRNA 有唯一的注

释，按照: miRNA > piRNA > snoRNA > Rfam > other sRNA 的优先级顺序将 sRNA 遍历注

释。 

1.6 小 RNA 预测 

基于 miRNA 的前体能够形成发夹二级结果，我们使用 miRDeep2[10]（适用于动物）和

RIPmiR[11]（适用于植物）进行新的 miRNA 预测。 

我们使用 Piano[12]进行 piRNA 预测，该方法主要基于 SVM 算法和转座子信息，进行预

测，适合于人、小鼠、大鼠等。 

siRNA[13]是一种 22-24nt 的双链 RNA 分子，每条链的末端会多出 2 个碱基；结合已报

道的 siRNA 碱基特性，进行预测潜在的 siRNA。 

1.7 小 RNA 表达定量 

我们使用 TPM[14]标准化小 RNA 的表达水平，这样处理可以避免不同测序量对应定量

准确性的影响。因此，标准化后的数据可以直接用于后续差异比较分析。TPM 的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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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靶基因预测 

找到 miRNA 潜在的靶点基因是后续分析的必要过程，为了找到更准确的结果，我们采

用多个软件进行预测。结合相应的过滤条件如自由能、得分值等进行过滤。一般来说，我们

用 RNAhybrid[15], miRanda[16] 和 TargetScan[17]来预测动物的靶基因，用 psRobot[18] 和 

TargetFinder[19]预测植物的靶基因。 

1.9 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NOISeq[20]软件包分析，用于筛选两组间差异表达小 RNA，组内样品要求是生物重

复。该方法能降低测序深度过低带来的高假阳性率，建立独有的噪音分布模型来检测差异表

达基因。 

该模型首先对所有样品构建两两之间的差异倍数（M）以及绝对差值（D）两个背景数

据集，称之为噪音背景： 

 

对于小 RNA A 分别计算在对照样品中的平均表达量 Control-avg，处理样品中的平均表

达量 Treat-avg，得到该基因的差异倍数（MA=log2((Treat-avg)/(Control-avg))）和绝对差值

（DA=|Congrol-avg-Treat-avg|），如果 MA、DA 均明显偏离噪音背景数据集，则该基因属于

差异表达小 RNA。具体地，以 MA、DA 同时大于相应数据集的概率来衡量该基因偏离噪音

背景数据集的程度： 

 

我们计算出每个小 RNA 的差异倍数，以及偏离度概率值，然后按照差异倍数≥2、同时

偏离概率值≥0.8 的默认标准，筛选出差异表达小 RNA。 

1.10 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DESeq2[21]是基于负二项分布，计算基因在不同样品中表达是否差异的方法。我们采用

差异倍数在两倍及以上且校正的 P 值小于等于 0.1 来筛选显著差异的小 RNA。 

1.11 差异小 RNA 筛选（泊松分布） 

参照 Audic S.等人发表在 Genome Research 上的基于测序的差异基因检测方法[22]，

我们开发了严格的算法筛选两样本间的差异表达基因。假设观测到小 RNAA 对应的 reads

数为 x，已知在一个大文库中，每个小 RNA 的表达量只占所有基因表达量的一小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x 的分布服从泊松分布： 

 
已知，样本一中比对到基因组的总 reads 数为 N1，样本二中比对到基因组的总 reads

数为 N2；样本一中比对到小 RNAA 的总 reads 数为 x，样本二中比对到小 RNAA 的总

reads 数为 y，则小 RNAA 在两样本中表达量相等的概率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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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对差异检验的 p-value 作多重假设检验校正[23]，通过控制 FDR （False 

Discovery Rate）[24]来决定 p-value 的域值。假设挑选了 R 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 S 个是

真正有差异表达的基因，另外 V 个是其实没有差异表达的基因，为假阳性结果。希望错

误比例 Q＝V/R 平均而言不能超过某个可以容忍的值（比如 5％），则在统计时预先设

定 FDR 不能超过 0.05。在得到差异检验的 FDR 值同时，我们根据基因的表达量（FPKM

值）计算该基因在不同样本间的差异表达倍数。 FDR 值越小，差异倍数越大，则表明表

达差异越显著。 

在我们的分析中，差异表达基因默认定义为 FDR ≤0.001 且倍数差异在 2倍以上的基

因。 

1.12 层次聚类分析 

根据差异 miRNA 检测结果，我们使用 R 软件中的 pheatmap 函数进行层次聚类分

析。多组差异 miRNA 同时聚类时，我们将分别对组间交集与并集差异 miRNA 单独进行

聚类分析。 

1.13 GO 显著性富集分析 

Gene Ontology （简称 GO）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的基因功能分类体系，提供了一套动

态更新的标准词汇表（controlled vocabulary）来全面描述生物体中基因和基因产物的属

性。GO 总共有三个 ontology（本体），分别描述基因的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细胞成分（cellular component）、参与的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GO

的基本单位是 term（词条、节点），每个 term都对应一个属性。 

GO 功能显著性富集分析给出与基因组背景相比，在差异表达小 RNA 对应的靶基因

中显著富集的 GO 功能条目，从而给出差异表达小 RNA 对应的靶基因与哪些生物学功能

显著相关。该分析首先把所有差异表达小 RNA 对应的靶基因向 Gene Ontology 数据库

（http://www.geneontology.org/）的各个 term映射，计算每个 term的基因数目，然后应用

超几何检验，找出与整个基因组背景相比，在差异表达小 RNA 对应的靶基因中显著富集

的 GO 条目。参照软件‘GO::TermFinder’（http://www.yeastgenome.org/help/analyze/go-

term-finder），我们开发出严格的算法来做此项分析，其公式如下： 

 
其中，N 为所有基因中具有 GO 注释的基因数目；n 为 N 中差异表达小 RNA 对应的

靶基因的数目；M 为所有基因中注释为某特定 GO term的基因数目；m为注释为某特定

GO term的差异表达基因数目。计算得到的 p-value 通过 Bonferroni [23]校正之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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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ed p-value≤0.05 为阈值，满足此条件的 GO term定义为在差异表达小 RNA 对应的

靶基因中显著富集的 GO term。通过 GO 功能显著性富集分析能确定差异表达小 RNA 对

应的靶基因行使的主要生物学功能。 

1.14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 

基于 Pathway 的分析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基因的生物学功能。KEGG[6]是有关

Pathway的主要公共数据库，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以 KEGG Pathway 为单位，应用超

几何检验，找出与整个基因组背景相比，在差异表达小 RNA 的靶基因中显著性富集的

Pathway。该分析的计算公式同 GO 功能显著性富集分析，在这里 N 为所有基因中具有

Pathway注释的基因数目；n 为 N 中差异表达小 RNA 的靶基因的数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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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异表达小 RNA 的靶

基因数目。Qvalue≤0.05 的 Pathway定义为在差异表达基因中显著富集的 Pathway。通过

Pathway显著性富集能确定差异表达小 RNA 的靶基因参与的最主要生化代谢途径和信号

转导途径。 

1.15 相关性分析 

基于 miRNA 和基因之间的靶向关系计算他们表达量的相关性，然后用阈值（默认

0.6）进行过滤，筛选出正（负）相关 miRNA 和基因集；然后用 visNetwork[25]来展示他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项目流程 

2.1 实验流程 

实验过程的每个步骤（如样品制备，文库构建以及测序过程）都会影响数据质量，从而

影响后续信息分析结果。为了得到高质量测序数据，我们对实验过程的每个步骤都进行严格

的质控。 

建库主要步骤如下： 

1 RNA 样品提取及检测：提取 RNA，检测 RNA 样品的完整性、纯度和浓度等； 

2 文库构建：RNA 样品检测合格后，使用 PAGE 胶分离不同片段大小的 RNA；切取 18

－30nt 之间的条带，回收 Small RNA；连接接头，逆转录，并进行扩增，完成文库构建； 

3 上机测序：质控合格的文库进行上机测序。 

2.2 信息分析流程 

得到原始测序数据后，我们将进行相关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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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RNA 测序信息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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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结果报告 

3.1 数据统计 

每个样品的 small RNA 测序数据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样品检测到的小 RNA 数 

 

Sample 

name 

Known 

miRNA 

count 

Novel 

miRNA 

count 

Known 

piRNA count 

Novel piRNA 

count 

Known 

siRNA count 

Novel siRNA 

count 

       

       

 

先去除质数据后再进行下游分析（具体规则详见方法介绍数据过滤）。每个样品的

测序数据量统计情况见表 2。过滤后数据的碱基质量分布图 1。一般来说，小 RNA 的长

度区间为 18～30nt，长度分布的峰能帮助我们判断小 RNA 的种类详见图 2。 

 

表 2  各样品测序数据量统计 

Sample name Sequence type Raw tag count Clean tag count Percentage(%) 

     

     

 

 
图 1  Clean tag 碱基质量分布图。X 轴是碱基在 read 中的位置，Y 轴代表碱基质量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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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个点表示此位置达到某一质量值的碱基总数，颜色越深表示数目越多。碱基质量分布反

映了测序 tag 的准确性，测序仪、测序试剂、样品质量等均能影响碱基质量。从整体上看，如

果低质量(<20)的碱基比例较低，说明这个 lane 的测序质量比较好。由于此图按 lane 展示，若

某样品名在右边框中出现多次，说明此样品为多 lane 测序。 

 

 
 

图 2 小 RNA 长度分布图。X 轴是小 RNA 的长度，Y 轴是对应的小 RNA 所占比例。长度

分布能反映测序数据中小 RNA 的种类。 

3.2 小 RNA 分类注释 

数据过滤后，clean  tag 和已知的小 RNA 数据库进行比对，包括 miRBase[3]、Rfam[4]、

siRNA、piRNA、snoRNA 等。表 3 统计了所有样品的基因组比对情况，图 3 是对应的 tag 在

基因组的分布情况。 

 

表 3 基因组比对统计 

 

Sample name Total tag Mapped tag Percentage(%) 

    

    

 



成都生命基线科技有限公司 

Chengdu life baseline technology co., LTD 

                                                                                                    项目编号：************ 

 12 

 
 

图 3 Tag 在基因组的分布。 X 轴是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Y 轴是对应的数量。红色代表

tag 的总数，绿色代表 tag 种类数。 

 

通过与已知的 sRNA 数据库比对，鉴定小 RNA，各类小 RNA 所占比对见图 4。 

 
图 4 小 RNA 分类注释。 小 RNA 注释统计，为了使每个 unique sRNA 有唯一的注释，按

照: miRNA > piRNA > snoRNA > Rfam > other sRNA 的优先级顺序将 sRNA 遍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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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的以 catalog.xls 后缀的文件，即小 RNA 分类注释结果（格式说明见帮助页面的

小 RNA 分类注释结果文件格式）。 

表 4  c1.catalog.xls 

表 5  t1.catalog.xls 

3.3 小 RNA 预测 

通过和已知的小 RNA 数据库比对，鉴定出已知的 sRNA；剩下的未知的部分（结果格式

详见帮助页面 未知小 RNA 结果文件格式）将用于预测新的小 RNA，主要的软件详见帮助页

面小 RNA 预测。新的 miRNA 预测结果格式详见帮助页面新 miRNA 结果文件格式。新的

piRNA 预测结果格式详见帮助页面新 piRNA 结果文件格式。新的 siRNA 预测结果格式详见帮

助页面新 siRNA 结果文件格式。具体预测的小 RNA 信息如下： 

表 6  unknown.xls  

表 7  predicted_miRNA.xls 

表 8  predicted_piRNA.xls 

表 9  predicted_siRNA.xls 

 

下面是一个新 miRNA 的前体的颈环结构图的例子，每个新 miRNA 的结构图见

precursor.tar.gz。 

 
 

图 4 miRNA 前体的颈环结构。 结合折叠的自由能推断可能的二级结构。 

 

3.4 小 RNA 表达定量 

我们使用 TPM（详见方法页面小 RNA 表达定量）进行标准化，具体的结果格式

见帮助页面小 RNA 表达量结果文件格式。每个样品的表达量结果如下。 

表 10  c1.expr.xls 

表 11  t1.expr.xls 

 

统计已知 miRNA 家族在其他物种中的情况，1 代表该家族在对应物种存在，0 代

表不存在。miRNA 家族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 12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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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iRNA 靶基因预测 

我们使用多个软件（详见方法页面靶基因预测）预测 miRNA 的靶基因。然后选

择对应的交集或者并集作为预测结果。不同软件预测结果见表 13 和统计结果图 6，

详细结果见表 14。具体的结果文件格式参考帮助页面靶基因预测结果文件格式。 

表 13  靶基因预测统计 

miRNA count Target count TargetScan target miRanda 

    

 

 
 

图 6 靶基因预测结果的维恩统计图。 不同靶基因预测软件结果统计图。 

 

表 14  靶基因并集结果 

 

为了找到更准确的结果，我们采用多个软件进行预测。结合相应的过滤条件如自由

能、得分值等进行过滤。过滤后的结果见图 7，详细结果见表 15。具体的结果文件格式

参考帮助页面靶基因预测结果文件格式。 

 
图 7 过滤后的靶基因预测统计。 过滤后的不同靶基因预测软件结果统计图。 

 

表 15  过滤后的靶基因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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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筛选差异表达 piRNA 

通过比较样品之间的表达量，筛选差异表达小 RNA，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我们采

用 NOIseq （详见方法描述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方法描述

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方法描述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

松分布））进行差异小 RNA 筛选。筛选的差异小 RNA 统计见图 8。 

 
图 8  差异表达 piRNA。X 轴代表比较组，Y 轴是对应的小 RNA 数。蓝色代表下调，黄

色代表上调。 

 

每个比较组的所有的 piRNA 存储在*.diffexp.xls，如下所示。具体的结果格式请参考

NOIseq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松分布）） 

表 16  C-vs-T_DESeq2.diffexp.xls 

表 17  C-vs-T_NOIseq.diffexp.xls  

表 18  c1-vs-t1_ExpDiff.diffexp.xls 

 

检测到的显著差异的小 RNA 存储在*.diffexp.xls，如下所示。具体的结果格式请参考

NOIseq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松分布）） 

表 19  C-vs-T_DESeq2.diffexpfilter.xls  

表 20  C-vs-T_NOIseq.diffexpfilter.xls  

表 21  c1-vs-t1_ExpDiff.diffexpfilter.xls  

3.7 筛选差异表达 siRNA 

通过比较样品之间的表达量，筛选差异表达小 RNA，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我们采

用 NOIseq （详见方法描述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方法描述

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方法描述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

松分布））进行差异小 RNA 筛选。筛选的差异小 RNA 统计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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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差异表达 siRNA。X 轴代表比较组，Y 轴是对应的小 RNA 数。蓝色代表下调，

黄色代表上调。 

 

每个比较组的所有的 siRNA 存储在*.diffexp.xls，如下所示。具体的结果格式请参考

NOIseq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松分布）） 

表 22  C-vs-T_DESeq2.diffexp.xls 

表 23  C-vs-T_NOIseq.diffexp.xls 

表 24  c1-vs-t1_ExpDiff.diffexp.xls 

 

检测到的显著差异的小 RNA 存储在*.diffexp.xls，如下所示。具体的结果格式请参考

NOIseq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松分布）） 

表 25  C-vs-T_DESeq2.diffexpfilter.xls 

表 26  C-vs-T_NOIseq.diffexpfilter.xls 

表 27  c1-vs-t1_ExpDiff.diffexpfilter.xls 

3.8 筛选差异表达 miRNA 

通过比较样品之间的表达量，筛选差异表达小 RNA，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我们采

用 NOIseq （详见方法描述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方法描述

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方法描述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

松分布））进行差异小 RNA 筛选。筛选的差异小 RNA 统计见图 10。 

 
图 10  差异表达 miRNA。X 轴代表比较组，Y 轴是对应的小 RNA 数。蓝色代表下

调，黄色代表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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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比较组的所有的 miRNA 存储在*.diffexp.xls，如下所示。具体的结果格式请参考

NOIseq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松分布）） 

表 28  C-vs-T_DESeq2.diffexp.xls 

表 29  C-vs-T_NOIseq.diffexp.xls 

表 30  c1-vs-t1_ExpDiff.diffexp.xls 

 

检测到的显著差异的小 RNA 存储在*.diffexp.xls，如下所示。具体的结果格式请参考

NOIseq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NOISeq））, DESeq2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DESeq2））, ExpDiff （详见帮助页面差异小 RNA 筛选（泊松分布）） 

表 31  C-vs-T_DESeq2.diffexpfilter.xls 

表 32  C-vs-T_NOIseq.diffexpfilter.xls 

表 33  c1-vs-t1_ExpDiff.diffexpfilter.xls 

3.9 差异表达小 RNA 层次聚类 

根据需求，我们对 DEG 进行层次聚类，结果见图 11。 

 

 
 

图 11  层次聚类。X 轴代表进行聚类分析的差异比对，Y 轴代表差异基因。颜色代表

差异倍数(颜色越红代表表上调倍数越大，越蓝代表下调倍数越大)。 

 

聚类对应的小 RNA 列表如下所示，具体的文件格式请参考帮助页面聚类结果格式。 

表 34  Clustering list of c1-vs-t1_C-vs-T_ExpDiff.union 

表 35  Clustering list of c1-vs-t1_C-vs-T_NOIseq.union 

表 36  Clustering list of c1-vs-t1_ExpDiff.union 

表 37  Clustering list of c1_t1_DESeq2.union 

表 38  Clustering list of c1_t1_ExpDiff.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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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预测 

我们用多个软件预测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具体参考方法页面靶基因预测）。差异

小 RNA 的靶基因结果如下，具体的结果文件格式请参考帮助页面靶基因预测结果文件格

式。 

表 39  C-vs-T_DESeq2.target.xls 

表 40  C-vs-T_NOIseq.target.xls 

表 41  c1-vs-t1_ExpDiff.target.xls 

3.11 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 GO 显著性富集分析 

对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进行 GO 显著性富集分析（具体过程参考方法页面 GO 显著

性富集分析），具体结果参考帮助页面 GO 显著性富集分析结果。我们用 WEGO[5]软件

对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做 GO 功能分类统计，从宏观上认识差异基因的功能分布特征，

结果展示如图 12。 

 

 
 

图 12  GO 功能分类。横坐标为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个数（为图形美观，将数目作

了开平方处理），纵坐标表示 GO terms。GO terms 总共有三类，分别以不同颜色标注。 

 

GO 显著性富集分析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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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GO 功能富集结果。X 轴代表基因数目，Y轴代表 GO 功能分类。 

 

GO 显著性富集分析具体结果请参考 GOView。 

3.12 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 

在生物体内，不同基因相互协调行使其生物学功能，基于 Pathway 的分析有助于更

进一步了解基因的生物学功能。我们以 KEGG[6]公共数据库对差异基因作 Pathway富集

分析（详见分析方法页面中 Pathway显著性富集分析和帮助页面中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

析结果）。此外，我们还对 KEGG 富集分析结果以图形化方式展示，如图 14、图 15 所

示。 

 
图 14  pathway 富集统计散点图。RichFactor 指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中位于该

pathway 条目的基因数目与所有有注释基因中位于该 pathway条目的基因总数的比值，

Rich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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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值范围为 0 到 1，越接近于零，表示富集越显著。图中只展示富集程度排名前 20 的

pathway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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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KEGG 通路注释分类统计图。横坐标为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个数，纵坐标表

示二级 KEGG pathway 通路。二级通路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一级通路，图中用不同颜色表

示一级通路类别。 

 

具体的 pathway 结果如下所示 

C-vs-T_NOIseq 

c1-vs-t1_ExpDiff 

3.13 相关性分析 

miRNA 和靶基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下所示，具体的结果格式请参考帮主页面相关

性分析结果文件格式： 

表 42  candidate_interaction_filtered_cor0.6.xls 

表 43  candidate_interaction_negative_correlation.xls 

表 44  candidate_interaction_original.xls 

表 45  candidate_interaction_positive_correlation.xls 

 

用 visNetwork 展现的 miRNA 和靶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体结果请参考
sRNA_result/07.Correlation/*.html 

 

candidate_interaction_filtered_cor0.6.html 

 

candidate_interaction_negative_correlation.html 

 

candidate_interaction_positive_correl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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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帮助 

5.1 FASTQ 格式说明 

高通量测序(如 Illumina、BGISEQ-500 测序平台)测序得到的原始图像数据文件经碱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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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含测序序列(reads)的序列信息及其对应

的测序质量信息。（注：reads，是一个测序反应能测得的碱基序列。它的长度和测序策略有

关，比如的 PE100 测序，就是对一条 DNA 序列测序，得到两端序列，每端得到的就是一个

长度为 100 bp 的 read。）在 FASTQ 格式文件中每条 read 由四行描述，如下： 

 

@A80GVTABXX:4:1:2587:1979#ACAGTGAT/1 

ATTTGATATGTGTGAGGACGTCTGCAGCGTCACCTTTATCGGCCATGGT 

+ 

BMMTKZXUUU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adddddd^WYYU 

 

每个序列共有 4 行，第 1 行和第 3 行是序列名称（有的 fq 文件为了节省存储空间会省略

第三行“＋”后面的序列名称），由测序仪产生；第 2 行是序列；第 4 行是序列的测序质量，

每个字符对应第 2 行每个碱基，第四行每个字符对应的 ASCII 值减去 33，即为该碱基的测序

质量值。下表为测序错误率与测序质量值简明对应关系。 如果测序错误率用 e 表示，测序质

量值用 Q 表示，那么有下列关系：Q=-10 * log10(e)。此公式可说明，质量值越大测序错误率

越 低 ， 准 确 性 越 高 。 更 多 关 于  FASTQ 格 式 的 说 明 ， 请 访 问 网

址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STQ_format。 

 

测序错误率与测序质量值简明对应关系 

Sequencing Error Rate(%) Sequencing Quality Value Character 

1.00 20 T 

0.10 30 ^ 

0.01 40 h 

 

5.2 比对结果格式说明 

比对结果以 BAM 格式存储，而 BAM 是 SAM 文本格式的二进制形式，以减小存

储。 SAM 的具体格式说明文档可点击 http://samtools.github.io/hts-specs/SAMv1.pdf 下载

查看。Samtools 工具能将 BAM 和 SAM 格式进行互转，还能对比对数据作可视化展示、

变异检测、排序、建索引、数据抽取等复杂操作。有关 samtools 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网址 

http://samtools.sourceforge.net/samtools.shtml#5。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STQ_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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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如何实现基因组变异可视化 

基因组可视化软件 IGV（Integrative Genomics Viewer）[1][2] 是高性能的基因组数据

可视化工具，能够帮助使用者同时合并分析不同类型的基因组数据，并能灵活放大基因

组上的某个特定区域。IGV 软件免费下载地址：http://www.broadinstitute.org/igv. IGV 可

查看  SAM / BAM  比对文件和 VCF 变异检测文件，下图显示的是 IGV 可视化窗口。 

 
 

5.4 基因组统计结果文件格式 

基因组统计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genome_stat.xls （*代表样品名

称），具体各列含义见下表。 
 

基因组比对统计结果文件格式 

列名 描述 

Flag 染色体名称 

Count 比对上的 tag 总数 

Percentage 比对上的 tag 所招比例 

Alias 染色体的别名，主要用在基因组统计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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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小 RNA 分类注释结果文件格式 

小 RNA 分类注释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catalog.xls （*代表样品名

称），具体各列含义见下表。 
 

小 RNA 分类注释结果文件格式 

Field Description 

sRNA id 小 RNA 名称 

Count 比对上的 tag 数 

Type 小 RNA 类型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 

5.6 未知小 RNA 结果文件格式 

未知小 RNA 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 unknown.xls，具体各列含义见下表. 
 

未知小 RNA 结果文件格式 

Field Description 

Tag Tag 名称 

Chr 染色体名称 

Start 起始位置 

End 终止位置 

Strand 正负链 

* 各个样品对应的拷贝数 

Sequence Tag 序列 

5.7 新 miRNA 结果文件格式 

新 miRNA 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 predicted_miRNA.xls，具体各列含义

见下表。 
 

新 miRNA 结果文件格式 

Field Description 

miRNA id miRNA 名称 

Chromosome 染色体名称 

Strand 正负链 

Sequence(mature) 成熟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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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star) 成熟体对应的 miRNA*序列 

Start 起始位置 

End 终止位置 

Sequence(precursor) 前体序列 

Tag info 比对上的 tag 信息 

5.8 新 piRNA 结果文件格式 

新 piRNA 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 predicted_piRNA.xls，具体各列含义

见下表。 
 

新 piRNA 结果文件格式 

Field Description 

piRNA id piRNA 名称 

Chromosome 染色体名称 

Repeat family repeat 家族 

Strand 正负链 

Start 起始位置 

End 终止位置 

Sequence piRNA 序列 

Tag info 比对上的 tag 信息 

5.9 新 siRNA 结果文件格式 

新 siRNA 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 predicted_siRNA.xls，具体各列含义见

下表。 
 

新 siRNA 结果文件格式 

Field Description 

siRNA id siRNA 名称 

Guide sequence 潜在的 siRNA 序列 

Passenger sequence siRNA 的互补序列 

Tag info 比对上的 tag 信息 

5.10 小 RNA 表达量结果文件格式 

小 RNA 表达量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expr.xls（*代表样品），具体

各列含义见下表。 
 

小 RNA 表达量结果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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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Description 

sRNA id 小 RNA 名称 

Count 比对上该小 RNA 的 tag 总数，表头括号总的数值是比对上的 tag 总数 

Type 小 RNA 的类型 

Description 小 RNA 的描述信息 

TPM 标准化后的表达量值 

5.11 靶基因预测结果文件格式 

靶基因预测结果都是以制表符分割的文件 target.filter.xls，具体各列含义见下

表。 
 

靶基因预测结果文件格式 

Field Description 

miRNA id miRNA 名称 

target id 靶基因名称 

Chromosome 染色体名称 

TargetScan type TargetScan 预测的种子序列类型 

TargetScan pct TargetScan 计算的 pct 值 

TargetScan conserved TargetScan 保守性 

RNAhybrid MFE RNAhybrid 自由能 

RNAhybrid pvalue RNAhybrid 预测的 p 值 

miRanda MFE miRanda 自由能 

miRanda score miRanda 得分值 

psRobot score psRobot 得分值 

TargetFinder score TargetFinder 得分值 

5.12 差异小 RNA 结果格式说明（NOIseq 方法） 

用 NOIseq 方 法 筛 选 出 来 的 组 间 显 著 差 异 小 RNA 存 储 在

*_NOIseq.diffexpfilter.xls 中（*表示差异对），文件格式说明见下表。 

差异小 RNA 结果格式说明（NOIseq 方法） 

列名 描述 

miRNA id 小 RNA 名称 

Mean expression(A) 组 A 的平均表达量 

Mean expression(B) 组 B 的平均表达量 

log2Ratio(B/A) 差异倍数的 log2 值 

Probability 累积概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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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差异小 RNA 结果格式说明（DESeq2） 

用 DESeq2 方 法 筛 选 出 来 的 组 间 显 著 差 异 小 RNA 存 储 在

*_DESeq2.diffexpfilter.xls 中（*表示差异对），文件格式说明见下表。 
 

差异小 RNA 结果格式说明（DESeq2） 

列名 描述 

miRNA id 小 RNA 名称 

Expression(A) 样品 A 中的小 RNA 对应的表达量 

Expression(B) 样品 B 中的小 RNA 对应的表达量 

log2FoldChange(B/A) 差异倍数的 log2 值 

Pvalue p 值 

Padj 校正后的 p 值 

Up-Down-Regulation(B/A) 上下调 

5.14 差异小 RNA 结果格式说明（泊松分布） 

用泊松方法筛选出来的显著差异小 RNA 存储在*_ExpDiff.diffexpfilter.xls 中（*

表示差异对），文件格式说明见下表。 

差异小 RNA 果格式说明（泊松分布方法） 

列名 描述 

miRNA id 小 RNA 名称 

Count(A) 样品 A 中的小 RNA 对应的 tag 数 

Count(B) 样品 B 中的小 RNA 对应的 tag 数 

TPM(A) 样品 A 中的小 RNA 对应的表达量 

TPM(B) 样品 B 中的小 RNA 对应的表达量 

log2 Ratio(B/A) 差异倍数的 log2 值 

Up-Down-Regulation(B/A) 上下调 

P-value p 值 

FDR fdr 值 

5.15 聚类结果格式 

聚类结果存储在*inter/union.xls 中（*表示差异对），文件格式说明见下表。 

表 13  聚类结果格式   (下载) 

列名 描述 

miRNA 小 RNA 名称 

compare 差异倍数的 log2 值 

http://xbio1.genomics.cn/NGS/report/BGI-RD-DEMO-PROJECT/BGI-RD-DEMO-PROJECT-39-online/report/resource/cluster_cn.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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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GO 显著性富集分析结果 

用 IE 浏览器打开 GOView.html,出现的网页左侧导航，会列出每个差异对 GO

注释分析的三种类型结果（C: 细胞成分, P: 生物过程, F: 分子功能）。点击后，网

页右边将会出现对应的结果列表，如下图所示。 

 

       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的 GO terms 富集结果。第一列是 GO terms 名称；第二

列是注释到此 GO terms 的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数，占总差异小 RNA 的靶基因的

比例；第三列是数据库中注释到此 GO terms 的基因数，占总基因数的比例；第四

列是校正后的 p-value，值越小表示此 GO terms 富集程度越显著（本列表已按此值

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序）。 

       如果您的电脑有连接 Internet，点击上图中的'BLOC complex'名称，浏览器便

会跳转到官网 http://amigo.geneontology.org/amigo，以便获取更多 GO terms 信息。

点击上图中的'view genes'，可以看到注释到此 terms 的基因列表，如下图所示。 

 

注释到 GO terms 的基因列表。   本示例中，注释到'BLOC complex'的差异小 RNA 的靶基

因为：63915, 100526837。 

5.17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结果 

用浏览器打开 Pathway 分析结果目录下的*.html 文件，便会出现如下图的界

面，列出此差异对中的差异基因注释到的所有通路。 

 

   差异小 RNA 靶基因 Pathway 显著性富集结果列表。   第一列是序号；第二列是

Pathway名称；第三列是注释到此通路的差异小 RNA 靶基因占总差异小 RNA 靶基因的比

例；第四列是数据库中注释到此通路物基因，占总基因的比例。Pvalue 和 Qvalue 均为富

http://amigo.geneontology.org/amigo
http://xbio1.genomics.cn/NGS/report/BGI-RD-DEMO-PROJECT/BGI-RD-DEMO-PROJECT-39-online/report/resource/GOReport_1.png
http://xbio1.genomics.cn/NGS/report/BGI-RD-DEMO-PROJECT/BGI-RD-DEMO-PROJECT-39-online/report/resource/GOReport_2.png
http://xbio1.genomics.cn/NGS/report/BGI-RD-DEMO-PROJECT/BGI-RD-DEMO-PROJECT-39-online/report/resource/pathwayReport_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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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程度指标，Qvalue 是 Pvalue 经过 FDR 校正后的值，其值越小表示富集越显著（本列表

已按此值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序）；最后一列是 Pathway 名称对应的 ID。 

      点击下图中的通路名'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将看到与此通路相

关的基因 ID 列表，如下图。 

 

     注释到各通路的基因列表。本示例中，注释到通路'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

的基因有 46 个。 

 

差异小 RNA 靶基因的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不但得到最有意义的

Pathway 列表，点击其中的 Pathway 链接还将得到 KEGG 数据库中 Pathway 的详

细信息，如点上图中的'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通路名，可以看到如下

图所示的详细信息。 

 

图 7  通路'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的详细注释情况。    

上调基因用红框表示，下调基因用绿框表示，没有变化的基因则用黑框表示。当鼠标停

留在红绿框上时，与此相关的上下调基因信息将出现在左上方。在连接 Internet 的情况

下，还可以点击红绿框跳转到 KEGG 数据库相关网站来查看更详细信息。 

5.18 相关性分析结果文件格式 

http://xbio1.genomics.cn/NGS/report/BGI-RD-DEMO-PROJECT/BGI-RD-DEMO-PROJECT-39-online/report/resource/pathwayReport_2.png
http://xbio1.genomics.cn/NGS/report/BGI-RD-DEMO-PROJECT/BGI-RD-DEMO-PROJECT-39-online/report/resource/pathwayReport_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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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在*.xls，各类含义见下表。相互关系的结果参考*.html。 
 

关性分析结果文件格式描述 

Field Description 

miRNA miRNA 名称 

Target taget 名称 

Expression(miRNA) miRNA 的表达量值，不同样品的表达量用逗号分隔 

Expression(Target) target 的表达量值，不同样品的表达量用逗号分隔 

Correlation coefficient(pearson) 皮尔逊相关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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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常见问题 

Small RNA 分析需要合作伙伴提供参考序列吗？ 

需要，最好提供合作伙伴所做物种的全基因组序列，如果没有，也可以提供近缘物种的全基

因组序列或者是本物种的 EST 等序列作为参考序列，另外还需要老师提供相关的 exon/intron, 

repeat 信息以及基因编码序列。 

miRNA 验证方法？ 

茎环实时定量 PCR-Stem-loop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 PCR) 、Quantitative PCR 

(qPCR)、qRT-PCR 等。 

Small RNA 分析结果可以与其他 RNA 产品分析结果联合分析吗？ 

可以，不仅可以与 mRNA 分析结果联合分析，还可以与环状 RNA 分析结果联合分析。 

如何查看 '.fq.gz' 文件？ 

如果用的是 Linux 或 Unix 系统，直接用’less filename’命令就行；如果是在 windows 系统下，

事先得解压 fq 文件，然后用 ultraEdit 软件打开。我们建议使用 Linux 或 Unix 系统，因为如果

文件较大，windows 下用一般编辑工具打开文件会很耗资源。 

在基因差异表达分析中，例如样品 A-vs-样品 B，如何理解上调和下调？ 

样品 A-vs-样品 B’表示样品 A 是对照组，样品 B 是处理组。在相应的结果文件 A-vs-

B.diffexp..xls 和 A-vs-B.diffexpfilter.xls 中，如果一个基因被标记为上调，表示相对于样品

A(对照组)，该基因在样品 B(处理组)中的表达量是上调的。 

在 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的通路图中，为什么基因数目和有色方框数目不相等？ 

通路图中一个方框表示一种酶，而一种功能酶会与多种基因相关，所以一个方框可能与多个

基因相关，所以它们的总数不相等。 

http://www.newhua.com/softdown/7752_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