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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流程 

2.1 项目执行流程 

 

2.1.1 DNA 提取及检测 

基因组 DNA 提取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 meta 提取流程完成，其中微生物细胞破

碎采用了玻璃珠研磨结合化学裂解及酶解等方法，最大程度的还原微生物的组成。

提取完成后利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抽提的基因组 DNA 的完整性，并用

Nanodrop 或 Qubit 对 DNA 的浓度进行精确定量。 

2.1.2 PCR 扩增 

按指定测序区域，合成带有 8-12bp barcode 的融合引物。 

为保证后续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及可靠性，需满足两个条件： 

1）尽可能使用低循环数扩增； 

2）保证每个样品扩增的循环数一致。随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预实验，

确保在最低循环数中使绝大多数样品能够扩增出浓度合适的产物。 

全部样品按照标准实验条件进行，每个样品 3 个重复，将同一样品的 PCR 产物

混合后用 Agencourt AMPure XP 纯化后，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纯化后的 PCR 产物用 Qubit 进行浓度检测，之后按照每个样品的测序量要求，

进行相应比例的混合。 

2.1.3 Miseq/Miniseq 文库构建 

利用 Illumina 建库试剂盒完成文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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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Miseq/Miniseq 测序 

严格按照 Illumina 公司推荐的文库质检方案进行质检，合格文库根据 Illumina 

Miseq/MiniSeq 测序操作指南完成上机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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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物信息分析流程 

通过 Illumina Miniseq 平台进行 Paired-end 测序，Paired-end Reads 通过 reads 之

间的 overlap 关系拼接成长 tag，并对拼接后的 tag 进行质控和过滤，得到 clean tags。

微生物多样性生物分析流程图如下： 

原始数据

Reads拼接 Tags过滤 去嵌合体

数据质控

OTU聚类及过滤

α-多样性指数

α-多样性

α-多样性组间差异分析

多样性曲

线
累积曲线

Venn图/花瓣图

OTU序列分析
物种注释

注释结果概况

Core microbiome分析

物种分布

OTU系统发生关系

β-多样性指数

β-多样性

β-多样性组间差异分析

排序分析（PCoA/PCA）

NMDS（高级分析）

组间差异显著性分析

Test STAMP

LEfSe

环境因子关联分析 菌群功能分析

（高级分析）

Anosim

CCA/RDA

物种相关系数

分析

PICRUSt

高级分析

物种Network

Random forest

功能相关系数

分析

高级分析

相关性网络

肠型分析（高级分析）

 

图 1 生物信息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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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分析内容 

本次实验生物信息学分析内容见下表： 

基本分析 标准分析 高级分析 

数据下机质控 样品内α多样性指数 STAMP 

OTU 聚类分析 样品内稀释曲线 Random forest 

OTU 谱生成 样品间β多样性指数 相关性网络 

OTU 注释分析 Test  

Core microbiome 分析 LEfSe  

OTU Venn 图分析 Anosim  

OTU PCA 分析 CCA/RDA  

物种丰度分析 物种相关系数分析  

系统发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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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结果报告 

3.1 测序数据预处理 

3.1.1 测序数据过滤与拼接 

Miniseq Paired-end 测序获得的下机数据通过 reads之间的overlap关系拼接成长

tag，并对拼接后的 tag 进行质控和过滤，得到有效数据。 

拼接方法：通过 fastq-join 软件，利用重叠关系将双末端测序得到的成对 reads

组装成一条序列，得到高变区的 Tags。 

拼接条件： 

1）最小匹配长度为 6 bp； 

2）重叠区域匹配率为 92%； 

去除低质量的方法： 

1）去除 3’端 adapter，保留平均质量值大于等于 20 的 reads； 

2）去除含 N 碱基的 reads； 

去除嵌合体的方法： 

1）使用 usearch61 方法，将 reference 与 de novo 同时鉴定为嵌合体的 Tag 去除； 

2）OTU 代表序列使用 pynast 与 greengene 数据库比对，去除 identity 小于 75%

的 O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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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OTU 分析 

3.2.1 OTU 聚类分析 

OTU（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是在系统发生学研究或群体遗传学研究中，

为了便于进行分析，人为给某一个分类单元（种，属等）设置的同一标志。在生物

信息分析中，一般来说，测序得到的每一条序列来自一个菌。要了解一个样品测序

结果中的菌种、菌属等数目信息，就需要对序列进行归类操作（cluster）。通过归类

操作，将序列按照彼此的相似性分归为许多小组，一个小组就是一个 OTU。可根据

不同的相似度水平，对所有序列进行 OTU 划分，通常在 97%的相似水平下的 OTU 

进行生物信息统计分析。 

软件平台：QIIME（v 1.8.0） 

分析方法： 

使用 uclust（v1.2.22q）方法进行 OTU 聚类，OTU 中序列相似性设为 97%，得

到 OTU 的代表性序列； 

使用 pynast（v1.2.2）检测 PCR 扩增中产生的嵌合体序列并从 OTU 中去除。 

表 1 OTU 聚类基本数据统计表 

 Number Note 

Total tags XXX XXX 

Original OTUs XXX XXX 

After filtering singletons XXX XXX 

After filtering chimerical sequences XXX XXX 

After downsizing to an even sampling depth XXX XXX 

注：Total tags：总tag数；Original OTUs：原始OTU数；After filtering singletons：去除Singletons OTU（对应reads

只有一条的序列）后的OTU数；After filtering chimerical sequences：去除嵌合体后的OTU数；After downsizing to 

an even sampling depth：样品稀释抽样后的OTU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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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OTU 谱 

统计各个样品每个 OTU 中的丰度信息，OTU 的丰度初步说明了样品的物种丰

富程度。 

表 2 样品 OTU 序列数统计表 

OTU ID Sample 1 Sample 2 Sample 3 Sample 4 

OTU1 XXX XXX XXX XXX 

OTU2 XXX XXX XXX XXX 

OTU3 XXX XXX XXX XXX 

OTU4 XXX XXX XXX XXX 

OTU5 XXX XXX XXX XXX 

注：每行是一个OTU在不同样品中的序列数，每列对应一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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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生命基线科技有限公司 
Chengdu life baseline technology co., LTD 



                                                                 

9 

3.2.3 OTU 注释分析 

从各个 OTU 中挑选出一条序列作为该 OTU 的代表序列。使用 uclust 方法，将

该代表序列与已知物种的 16S 数据库进行比对，从而对每个 OTU 进行物种归类，

在 Domain（域）、Kingdom（界）、Phylum（门）、Class（纲）、Order（目）、Family

（科）、Genus（属）、Species（种）各个分类学水平上统计物种在各个样品中的丰

度，从而构建相应分类学水平上的 taxonomy profile。 

比对数据库： 

16S 细菌和古菌核糖体数据库：Greengene（Release 13.8）； 

功能基因：Greengene 的功能基因数据库； 

软件平台：QIIME 平台。 

表 3 OTU 注释统计 

No. of OTUs（总 OTU 数） XXX 

Assigned to Kingdom（注释到界的 OTU） XXX 

Assigned to Phylum（注释到门的 OTU） XXX 

Assigned to Class（注释到纲的 OTU） XXX 

Assigned to Order（注释到目的 OTU） XXX 

Assigned to Family（注释到科的 OTU） XXX 

Assigned to Genus（注释到属的 OTU） XXX 

Assigned to Species（注释到种的 OTU） XXX 

Min no. of OTUs（样本中最少 OTU 数） XXX 

Max no. of OTUs（样本中最多 OTU 数） XXX 

Mean no. of OTUs per sample（平均 OTU 数） XXX 

Sd no. of OTUs per sample（平均 OTU 数的标准差）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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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Core microbiome 分析 

结合样品的共有 OTU 以及 OTU 所代表的物种，可以找出 Core microbiome（或

称“共有 OUT”）数与样本数的关系。 

结合样品的所有 OTU，可以找出所有 OTU 数与样本数的关系，随着样本数的

增加，所有 OTU 的个数应该逐渐增加，且趋于平缓。 

 

图 2 多样品共有 OTU 个数及丰度分布 

注：横坐标：共有的样本数；左纵坐标：共有的OTU数量；右纵坐标：共有的OTU丰度。 

 

图 3 OTU 最大集 

注：横坐标：所有的样本数；纵坐标：所有的OTU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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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OTU Venn 图分析 

在 97%的相似度下，得到了每个样品的 OTU 个数，利用 Venn 图可以展示多样

品共有和各自特有 OTU 数目，直观展示样品分组间 OTU 的重叠情况。 

 

图 4 OTU Venn 分析 

注：不同颜色图形代表不同组别，不同颜色图形之间交叠部分数字为两个组别之间共有的OTU个数。同

理，多个颜色图形之间交叠部分数字为多个样品或组别之间共有OTU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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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OTU PCA 分析 

PCA 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即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分析和简化

数据集的技术。主成分分析经常用于减少数据集的维数，通过保留低阶主成分，忽

略高阶主成分，保持数据集中对方差贡献最大的特征。PCA 运用降维的思想，通过

分析不同样品 OTU（97%相似性）组成可以反映样品的差异和距离，将多维数据的

差异反映在二维坐标图上，坐标轴取对方差贡献最大的前两个特征值。如果两个样

品距离越近，则表示这两个样品的组成越相似。不同处理或不同环境间的样品可能

表现出分散和聚集的分布情况，从而可以判断相同条件的样品组成是否具有相似性。 

  

 

图 5 基于 OTU 丰度的 PCA 分析 

注：横坐标表示第一主成分，括号中的百分比则表示第一主成分对样品差异的贡献率；纵坐标表示第二主

成分，括号中的百分比表示第二主成分对样品差异的贡献率。图中点分别表示各个样品。不同颜色代表样

品属于不同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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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物种丰度分析 

根据 OTU 注释结果，分别在门、纲、目、科、属分类等级对各个样品做物种

profiling 相应的柱状图。形成物种相对丰度柱状图，可以直观地查看各样品在不同

的分类等级上，相对丰度较高的物种和比例（图例只展示属水平）。 

  

 

图 6 样品属分类水平中物种 profiling 柱状图 

注：横坐标表示每个条形代表一个样品，纵坐标为物种相对丰度的比例。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物种名称，

色块长度表示该色块所代表的物种的相对丰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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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系统发育分析 

系统发育树（英文：phylogenetic tree 或 evolutionary tree）是表明被认为具有共

同祖先的各物种相互间演化关系的树，又被称为系统发生树、系统演化树、系统进

化树、种系发生树、演化树、进化树、系统树。它用来表示系统发生研究的结果，

用它描述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 

通过每个 OTU 的代表序列可以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如下图： 

 

图 7 系统发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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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α-多样性 

群落生态学中研究微生物多样性，通过单样品的多样性分析（α-多样性）可以

反映微生物群落的复杂度和多样性，包括一系列统计学分析指数估计环境群落的物

种丰度和多样性。 

α-多样性（Alpha-diversity）是对单个样品中物种多样性的分析，包括 observed 

species 指数、chao 指数、shannon 指数，simpson 指数以及 PD_whole_tree 指数。利

用 QIIME 软件计算样品的α-多样性指数的值。 

3.3.1 α-多样性指数 

observed species 指数和 chao 指数反映样品中群落的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

即简单指群落中物种的数量，而不考虑群落中每个物种的丰度情况。这 2 个指数对

应的稀释曲线还可以反映样品测序量是否足够。如果曲线趋于平缓或者达到平台期

时也就可以认为测序深度已经基本覆盖到样品中所有的物种；反之，则表示样品中

物种多样性较高，还存在较多未被测序检测到的物种。 

shannon 指数以及 simpson 指数反映群落的多样性（species diversity），受样品

群落中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和物种均匀度（species evenness）的影响。相

同物种丰富度的情况下，群落中各物种具有越大的均匀度，则认为群落具有越大的

多样性。shannon 指数和 simpson 指数值越大，说明个体分配越均匀。如果每一个体

都属于不同的种，shannon 指数和 simpson 指数就大，如果每一个体都属于同一种，

则 shannon 指数和 simpson 指数就小。 

PD_whole_tree 指数反应了样品中物种对进化历史保存的差异，PD_whole_tree

指数越大说明物种对进化历史保存的差异越大。goods_coverage 指数反应了测序的

深度，goods_coverage 指数越接近于 1，说明测序深度已经基本覆盖到样品中所有的

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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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生命基线科技有限公司 
Chengdu life baseline technology co., LTD 



                                                                 

16 

表 4 样品α-多样性统计结果 

Sample name PD_whole_tree chao goods_coverage observed_species shannon simpson 

Sample 1 12.74459 288.2758621 0.997812705 205 3.842398539 0.868755142 

Sample 2 13.04169 263.3030303 0.998062682 206 3.886903817 0.870481096 

Sample 3 11.3247 238.5172414 0.998000187 169 3.376837921 0.844246335 

Sample 4 12.45842 229.2307692 0.998468894 184 4.05473899 0.901717531 

Sample 5 12.17305 251.3125 0.998125176 196 3.842068425 0.87037906 

注：第一列sample name是样品名称；第二列至最后一列是样品的不同的α-多样性指数的数值。 

3.3.2 稀释曲线（Rarefaction Curve） 

单样品的稀释曲线分析，是从样品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 Tags，统计稀释曲线

分析这些Tags所代表的OTU或物种分类数目，并以OTU或物种分类数来构建曲线。

稀释曲线可以用来说明样品的测序数据量是否合理，并间接反映样品中物种的丰富

程度。当曲线趋向平坦时，说明测序数量接近合理，更多的数据量对于发现新的 OTU

贡献很小，反之则表明继续测序还可能产生较多新的 OTU。 

软件：使用 97%相似度的 OTU，利用 QIIME 做 rarefaction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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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hannon 曲线图 

 

图 9 样品稀释曲线 

注：横坐标为随机抽取的测序条数，纵坐标为基于该测序条数聚类得到的OTU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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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β-多样性 

与α-多样性分析不同，β-多样性（Beta diversity）分析是用来比较不同样品在

物种多样性方面存在的差异大小。 

3.4.1 UniFrac 热图分析 

UniFrac 是通过利用系统进化的信息来比较样品间的物种群落差异。其计算结

果可以作为一种衡量β-多样性的指数，它考虑了物种间的进化距离，该指数越大表

示样品间的差异越大。报告中给出的 UniFrac 结果分为加权 UniFrac（weighted 

UniFrac）与非加权 UniFirac（unweighted UniFrac）2 种，其中 weighted UniFrac 考

虑了序列的丰度，unweighted UniFrac 不考虑序列丰度。 

根据各样品差异性的统计结果，对样品进行聚类分析并计算样品间距离，以判

断各样品物种组成的相似性。样品越靠近，说明两个样品的物种组成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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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β-多样性 heatmap 

注：上图为Weighted，下图为Unwe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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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PCoA 分析 

为了进一步展示样品间物种多样性差异，使用主坐标分析（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PCoA）的方法展示各个样品间的差异大小。如果两个样品距离较近，则

表示这两个样品的物种组成较相近。 

  

A B 

图 11 PCoA 分析图（A 为 Unweight_UniFrac 结果，B 为 Weight_UniFrac 结果 

注：PcoA是一种研究数据相似性或者差异性的可视化方法，它没有改变样品点之间的项目位置关系，只

改变了坐标系统。横坐标表示第一主坐标，括号中的百分比则表示第一主坐标对样品差异的贡献率；纵

坐标表示第二主坐标，括号中的百分比表示第二主坐标对样品差异的贡献率。图中点分别表示各个样品。

不同颜色代表样品属于不同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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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聚类分析 

根据各样品差异性的统计结果，对样品进行聚类分析并计算样品间距离，以判

断各样品物种组成的相似性。所有样品的聚类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样品越靠近，

枝长越短，说明两个样品的物种组成越相似。可直观地显示不同的环境样本中微生

物进化的差异程度。 

 

 

图 12 β-多样性聚类树 

注：上图为Weighted，下图为Unwe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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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组间差异显著性分析 

3.5.1 Test 

分析多个样品时，如果这些样品分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分组，则可以通过差异

检验分析比较各组间发生显著改变的微生态指标，包括：OTU、物种、α-多样性等。 

表 5 T-Test 分析结果 

 

注：p value (an individual measure of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假阳性概率值，是统计学中常用的判定值，一般来说

P value<0.05 时差异显著；FDR p代表校正后的p值；taxonomy代表OTU的分类信息。 

 

图 13 T-Test 分析图 

注：为了研究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的α-多样性，利用T-Test方法对组间的shannon指数进行假设检验得到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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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通过对 p 值的校正，得到 q 值；最后根据 q 值筛选具有显著性差异的shannon指数，并绘制差异α-

多样性在组间的丰度分布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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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LEfSe 分析 

LEfSe 是一种用于发现高维生物标识和揭示基因组特征的软件。包括基因，代

谢和分类，用于区别两个或两个以上生物条件（或者是类群）。该算法强调的是统计

意义和生物相关性。让研究人员能够识别不同丰度的特征以及相关联的类别。 

LEfSe 通过生物学统计差异使其具有强大的识别功能。然后，它执行额外的测

试，以评估这些差异是否符合预期的生物学行为。具体来说，首先使用 

non-parametric factorial Kruskal-Wallis （KW） sum-rank test（非参数因子克鲁斯卡

尔—沃利斯和秩验检）检测具有显著丰度差异特征，并找到与丰度有显著性差异的

类群。最后，LEfSe 采用线性判别分析（LDA）来估算每个组分（物种）丰度对差

异效果影响的大小。 

软件：LEfSe（http://huttenhower.sph.harvard.edu/galaxy/root?tool_id=lefse_upload）。 

 

图 14 差异物种的 LDA 值分布图和进化分支图 

注：左图为统计两个组别当中有显著作用的微生物类群通过 LDA 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后获得的 LDA 

分值。右图为聚类树，红色区域和绿色区域表示不同分组，树枝中红色节点表示在红色组别中起到重要

作用的微生物类群，绿色节点表示在绿色组别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微生物类群，黄色节点表示的是在两组

中均没有起到重要作用的微生物类群。图中英文字母表示的物种名称在右侧图例中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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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Anosim 分析 

相似性分析（Anosim）是一种非参数检验，用来检验组间（两组或多组）的差

异是否显著大于组内差异，从而判断分组是否有意义。 

软件：R 语言 vegan 包或 QIIME 软件。 

 

图 15 组间与组内距离箱线图 

注：横坐标表示所有样品(Between)以及每个分组(A、B)，纵坐标表示unifrac距离的秩。Between组比其

它每个分组的秩较高时，则表明组间差异大于组内差异。R介于(-1，1)之间，R大于0，说明组间差异显

著；R小于0，说明组内差异大于组间差异，统计分析的可信度用P表示，P< 0.05表示统计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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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STAMP 差异分析（高级分析） 

STAMP 差异分析用于比较两个样品或两组样品之间物种（或功能）的丰度，

通过这项分析，可以得到显著性差异物种（或功能）和该物种（或功能）更趋向于

何种环境条件下的样品。 

软件：STAMP （http://kiwi.cs.dal.ca/Software/STAMP） 

 

图 16 STAMP 差异物种图 

注：左图所示为物种在两组中的平均丰度高低，中间所示为95%置信度区间内，物种丰度的差异比例，最

右边的值为 p 值，p 值＜0.05，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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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Random forest 分析（高级分析） 

随机森林指的是利用多棵树对样本进行训练并预测的一种分类器。分类器就是

给定一个样本的数据，判定这个样本属于哪个类别的算法。 

随机森林很善于分类，可以被用于为多个可能目标类别做预测，也可以被校正

输出概率。虽然由于采样的随机性，随机森林不容易产生过拟合，但是当数据集较

少的时候，模型也容易出现过拟合。产生过拟合的一个原因是在模型中只使用相关

特征。相关性分析也可以用主成分分析 PCA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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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Random forest 分析 

注：上图反映分类器树的数目和错误率之间的关系，随着树的数目增加，分类效果趋于稳定。中图反映

对分类效果起主要作用的菌种，按作用从大到小排列。下图是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曲线，又称为感受性曲线（sensitivity curve）。ROC曲线常用来评价一个二值分类器的好坏，也是基于

统计学上判断分组信息优劣的指标。AUC（Area Under Curve）被定义为ROC曲线下的面积。通常情况

下，它的值在1.0和0.5之间。在AUC>0.5的情况下，AUC越接近于1，说明分类预测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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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环境因子关联分析 

3.6.1 Permanova 分析 

微生物群落数据，是多元数据。比较不同实验设置组间微生物群落是否差异显

著，传统的多元统计的方法不具有适用性，所以需要用到非参数的多元统计方法

（Permanova 分析）。 

非参数体现在：统计方法是基于距离的，这些距离可以通过任意线性模型和实

验设置进行方差分解，用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的方法得到 P 值。传统模型

用的是实际数据的协方差阵，Permanova 分析用的是距离矩阵代替协方差阵。 

表 6 属水平对不同环境因子 permanova 分析 

特征值 p-value 

性别 XXX 

年龄 XXX 

体重（kg） XXX 

BMI 体重指数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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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物种 RDA/CCA 分析 

RDA 或者 CCA 是基于对应分析发展而来的一种排序方法，将对应分析与多元

回归分析相结合，每一步计算均与环境因子进行回归，又称多元直接梯度分析。此

分析是主要用来反映物种或功能与环境因子之间关系。 

RDA 是基于线性模型，CCA 是基于单峰模型。 

RDA 或 CCA 模型的选择原则：先做 CCA 分析，看分析结果中 Lengths of 

gradient 的第一轴的大小，如果大于 4.0，就应该选 CCA，如果 3.0-4.0 之间，选 RDA

和 CCA 均可，如果小于 3.0，RDA 的结果要好于 CCA。 

利用 RDA/CCA，可以对不同样品在物种层次上进行分析，以反映环境因子对

样品物种的影响。 

软件：R 语言 vegan 包中 RDA/CCA 分析和作图。 

  

 

图 18 在属水平对不同环境因子进行 RDA 分析 

注：图中数字表示样品名，不同颜色或形状表示不同环境或条件下的样本组；箭头表示环境因子；蓝色

下三角表示不同的细菌类型；物种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夹角代表物种与环境因子间的正、负相关关系（锐

角：正相关；钝角：负相关；直角：无相关性）；由不同的样本向各环境因子做垂线，投影点越相近说

明样本间该环境因子属性值越相似，即环境因子对样品的影响程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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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生命基线科技有限公司 
Chengdu life baseline technology co., LTD 



                                                                  

31 

3.6.3 物种热图分析 

Heatmap 是以颜色梯度来代表数据矩阵中数值的大小并能根据物种或样品丰度

相似性进行聚类的一种图形展示方式。聚类结果加上样品的处理或取样环境分组信

息，可以直观观察到相同处理或相似环境样品的聚类情况，并直接反映了样品的群

落组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本分析内容在属分类等级进行 heatmap 聚类分析。纵向

聚类表示所有物种在不同样品间表达的形似情况，距离越近，枝长越短，说明样品

的物种组成及丰度越相似。横向聚类表示该物种在各样品丰度相似情况，与纵向聚

类一样，距离越近，枝长越短，说明两物种在各样品间的组成越相似。 

 

图 19 物种丰度热图 

注：Heatmap是以颜色梯度来代表数据矩阵中数值的大小并能根据物种或样品丰度相似性进行聚类。如有

样品分组信息，图中前两行为样品分组信息（如只有一种分组情况，则只有一行），颜色与图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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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Cytoscape 网络分析（高级分析） 

Cytoscape 是一款分子相互作用网络的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对不同样品间的物

种丰度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获得物种在环境样品中的共存在关系，得到物种

在同一环境下的相互作用的情况，进一步解释样品间表型差异的形成机制。也可以

对代谢通路等功能的丰度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功能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

关系同环境之间的联系。Cytoscape 从可视化的角度去表现物种或代谢功能与样品、

样品分类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从网络结构图中发现重要的模式或信息。 

软件：Cytoscape（http://www.cytoscape.org/） 

 

 

图 20 相关性网络分析 

注：每个点代表一个菌，每条线将有相关性的菌连接起来，线的长度越短，表明相关性越强，最终构成

菌种之间的整体网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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