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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技术介绍

从早期的 Sanger测序到第二代高通量测序、再到现在的单分子测序技术（第三代高通量测

序），DNA测序技术一直推动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发展。

当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后，读长过短、PCR 扩增带来的偏向性等问题开始

日益凸显；作为基因组学上新的转折点，Pacific Biosciences 公司的 SMRT（Single Molecule

Real-Time Sequencing）技术以第三代高通量测序技术（Third-generation Sequencing ）的身份开

始进入科研应用。

PacBio 测序是以 SMRT Cell 为载体进行测序反应，位于 ZMW 孔底部的荧光信号检测区锚

定了 DNA 聚合酶和一条 DNA 片段，并通过不同荧光标记的核苷酸及荧光激发的过程，将不同

碱基的信号捕捉下来，从而得到 DNA序列信息。

PacBio SMRT 测序原理示意图

PacBio SMRT测序技术在单分子水平上对 DNA分子的实时测序，成功解决了二代测序几大

困扰：极端 GC含量区域覆盖度低、高度重复区域无法较好地拼装、大片段变异难以准确检测、

不能直接检测碱基修饰等问题。

到目前为止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的测序平台是唯一真正成熟应用于科研的第三代测序仪，

2015年 10 月 PacBio公司发布的 Sequel 平台以其高通量的优势备受关注，目前已正式应用于科

研动植物基因组、全长转录组和微生物领域。除此之外，PacBio测序技术也正在积极进入医学

相关的研究领域，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桌面型测序仪，进一步普及单分子实时测序。

Sequel：通量更高的第三代测序平台

2015年 10月，PacBio公司发布 Sequel测序平台，与PacBio RS II相比，单个 cell的 zero-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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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guides (ZMWs)数目从 150,000上升到 1,000,000，单个 cell的数据产出大约会是以前的 7倍，

但是体积只有 PacBio RS II的三分之一。测序成本显著降低，项目周期也大大减少。

未来组于 2016年 1月引进了最新 Sequel测序平台，于 2016年 8月正式提供 Sequel测序服

务，目前动植物基因组、全长转录组等相关项目已在 Sequel 平台稳定运行，未来组也将继续增

加对 Sequel平台的投入。依托 Sequel平台不断上升的通量，未来组在承诺高标准的交付指标的

同时，将进一步大幅压缩项目服务周期以满足呈指数增长的三代测序服务市场。

Sequel测序平台的工作流程

基于 PacBio SMRT测序技术的全长转录组分析

全长转录组是基于 PacBio单分子实时测序技术的超长读长数据，从而实现无需拼装的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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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本分析。平均 10Kb左右读长的数据可以轻松跨越从 5’末端到 3’-PolyA tail的完整转录本，

从而准确鉴定异构体，并对可变剪接、融合基因、等位基因表达等进行精确分析，即使是已经研 究

十分深入的物种（如人类）也能够发现新功能基因或新的异构体。全长转录组重新定义了转录 组学

研究思路：

 多倍体物种

 超大基因组物种

 非模式物种

 可变剪接、融合基因的精确分析

 新转录本、新内含子鉴定

基于第二代高通量测序平台的 RNA-Seq技术凭借其高通量和低运行成本在科研上被广泛应

用，然而读长的限制使得其无法得到精确完整的转录本，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复杂转录本的深入 研

究。基于 PacBio的全长转录组得以应用后，不再需要通过复杂算法以预测可变剪接和融合基

因，而是通过全长覆盖的测序数据直接获得异构体信息。通过与二代 RNA-Seq 方法相结合，以

轻量级的测序费用就能够将 mRNA表达水平分析精确到每个异构体，这使得全长转录组在课题

思路上显得十分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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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流程

1. 项目信息

项目物种名称为**，样品名为**，样品为**各部分组织均匀混合，提取 RNA，经质检合格，

构建 1~2Kb、2~3Kb、3~6K文库各测 1个 cell。文库与 cell对应关系如下：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客户样品名 Well编号 Size selection

** F01 Between1k2k
G01 Between2k3k

H01 Above 3k

说明：客户样品名：客户提供的样品名，Well编号：测序下机 cell的编号，Size selection：文库

筛选的片段大小。

2. 实验流程

未来组根据客户提供的 RNA进行严格的样品检测，建库以及上机测序，每个环节都严格把

控，以求测序的结果的准确性和长度得到保障。该转录组项目用 Qiagen试剂盒提取高质量的

RNA，并反转录为 cDNA，构建 3个插入片段分别为 1~2kb、2~3kb及 3-6kb文库（或构建一个

不筛分片段的文库），利用第三代测序仪 Sequel对全长 cDNA进行测序，获得高质量转录组原始

测序数据。

2.1 RNA样品检测

采用以下种方法检测 RNA 是否合格：

(1) 样品的外观性状是否含有异物

(2) 1%琼脂糖电泳检测样品是否有降解及基因组 DNA污染

(3) Nanodrop检测 RNA纯度(A260/A280在 2.0-2.2之间，A260/A230在 1.8-2.1之间)

(4) Qubit精确地对 RNA进行定量

(5)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检测 RIN值和 28S/18S（28s:18s≥1.5，RIN≥ 8）

2.2 文库构建

PacBio转录组建库实验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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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SMARTer® PCR cDNA Synthesis Kit对检测合格的 RNA进行反转录，将 RNA 反

转录成 cDNA。

2、 使用 KAPAHiFi PCR Kits进行 PCR扩增。

a、 PCR Optimization：优化 PCR循环数，选择一个最优的循环数。

b、 Size Selection：按照优化的循环数进行 PCR扩增，扩增产物按照 1~2 kb, 2~3 kb和 3~6

kb进行片段分选。（可选）

c、 Large Scale PCR：对分选的片段进行大规模 PCR扩增，以获得足够的 DNA总量。

3、 扩增产物用 SMRTbell template prep kit 1.0构建 SMRTbell文库。进行损伤修复，末端修

复；在 DNA片段两端连接茎环状测序接头，并利用外切酶去除连连接失败的片段。

Figure 1 PacBio全长转录组建库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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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Figure 3片段加接头示意图（蓝色茎环状接头，黄色双链 DNA）

2.3文库测序

建库完成后将一定浓度和体积的文库模板和酶复合物转移到 Sequel测序仪的纳米孔里面开

始实时单分子测序。

Figure 2 Sequel单分子实时测序

3. 生物信息分析流程

测序完成后经过过滤得到高质量的测序数据，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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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smrtanalysis（2.3version）分析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聚类后得到全长的一致序列，然后

利用全长的一致性序列进行后续分析。如果分析项目无参考基因组，全长转录组分析将不进行变

异检测、新转录本预测及融合基因分析。流程图如下：

Figure 3生物信息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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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结果

1. 实验结果

对客户提供的 RNA样品质检，分别利用 NanoDrop、Qubit、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检测，

测定结果如下表和下图所示，详细结果见实验报告。符合建库要求后进行测序文库构建和测序。

Table 2样品检测结果(NanoDrop, Qubit)

Figure 4琼脂糖电泳胶图

采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胶孔上方标注为样品编号，M：TAKARA250bp DNA Ladder，

M1：TAKARA λ-Hind III digest，样品上样 200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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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质控

2.1 质控说明

将测序完成后得到的原始数据经过过滤得到高质量的 cDNA序列数据后，利用这部分数据

进行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分析。

测序数据的产生是经过了 RNA 提取、RNA 反转录为 cDNA、建库、测序多个步骤的，这

些步骤中产生的无效数据会对后续信息分析带来严重干扰，如测序接头序列，建库长度的偏差，

以及测序错误、低质量碱基、未测出的碱基（以 N 表示）等情况，须通过一些手段将上述无效

数据过滤掉，以保证分析的正常进行。过滤标准主要有：

1. 过滤掉含有接头序列的 reads

2. 截掉 reads部分区域的低质量碱基

3. 去除 adapter序列

2.2 数据统计

PacBio RSII测序的下机数据的保存格式为二进制的 h5格式（且文件较大），在以往项目中，

交付给客户的最后数据是 fastq格式的 Subreads，最新测序平台 Sequel测序的下机数据为 bam二

进制格式的 Subreads，占用存储空间更小。Sequel产出数据的 BAM文件与 BAM完全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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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路径：

质控统计表：/results/01_isoseq/02_QC/Post-Filter_Polymerase_reads.summary.xlsx

Table 3 Summary of ** Sequel sequencing

Run.

well

#_of_total_polymer

ase_Bases

#_of_polymeras

e_reads

Mean_polymerase_re

ads_length

Polymerase_re

ads_N50

#_of_total_subrea

ds_bases

#_of_sub

reads

Mean_subre

ads_len

Subreads_N50

_length

* 下机数据的质量会根据前期实验提取建库质量的差别而会有所不同

（1）Polymerase_Read Total_Bases (bp) 下机的碱基数目

（2）Number_of_Polymerase_Reads下机的 reads条数

（3）Post-Filter Mean Read Length 过滤后下机的 read平均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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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olymerase_Read_N50 下机的 read的 N50长度

（5）Subreads Total_Bases(bp) 去掉接头后的碱基数目

(6) Number_of_subeads去掉接头后的 subread条数

（7）Subreads_N50去掉接头后的 subread 的 N50长度

3. 插入片段质控

3.1 质控说明

PacBio测序原始序列错误率在 15%左右，主要是额外插入碱基，但是错误都是随机的，同

一位点错误分布符合二项式分布，可以通过提升深度达到提升准确度的目的。

Figure 5 CNS错误率与深度关系

同一条 Polymerase reads含有一条或者多条 subreads，因此插入片段可能未测完，也可能测

了多次。未测完整的插入片段往往质量值很低，测了多次的插入片段，可以根据三代测序随机错 误

的特性进行自我校正，得到高质量的插入片段序列（reads of insert）。

Reads of insert 过滤标准主要有：

1、 最小 full passes 为1 2

、 最小预测准确度为 0.80

3.2插入片段质控统计

1~2K文库平均插入序列长度为**bp，平均插入序列质量为**；2~3K 文库平均插入序列长

度为**bp，平均插入序列质量为**；3~6K文库平均插入序列长度为**bp，平均插入序列质量为

**，可见数据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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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Summary of sample reads of insert

Cell Reads Of Insert
Read Bases Of

Insert
Mean Read Length Of

Insert
Mean Read Quality

Of Insert
Mean Number
Of Passes

说明：Cell：测序下机 cell的编号，Reads Of Insert：插入片段长度，Read Bases Of Insert：插

入片段的总碱基数，Mean Read Length Of Insert：插入片段平均长度， Mean Read QualityOf

Insert :插入片段平均质量值，Mean Number Of Passes：插入片段被测序的平均圈数。

结果路径：

插入片段序列：/results/01_isoseq/03_insert_QC/*reads_of_insert.fastq 插入片段质控统计结果

：/results/01_isoseq/03_insert_QC/*.reads_of_insert_report.stat.txt 插入片段 length, quality, passes

统计图：/results/01_isoseq/03_insert_QC/figure/*png

4. 转录本分类

理论上，完整的插入片段序列（Reads of insert），一端为 5’ primer, 另外一端为 3’ primer，

且 3’ primer前也存在 polyA序列。如果实验中提取的转录本为全长转录本，则完整的插入片段

序列就是全长转录本序列。实际测序结果中，并不是所有的插入片段序列（Readsof insert）都是

完整的，同时也有少部分序列为嵌合体。因此通过判断 5’primer, 3’primer, polyA的存在以及位置

关系，将插入片段序列进行分类，Full-length reads为完整插入片段序列。

Figure 6 Identification of Full-LengthReads

转录本分类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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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reads of insert

0.5~1k 1~2K 2-3K >3K

Term Value Rate Value Rate Value Rate Value Rate

# of reads of insert 174,237 100%

# of five primer reads 110838 63.61%

# of three primer reads 124800 71.62%

# of poly-A reads 122313 70.19%

# of filtered short reads 32161 18.45%

# of non-full-length reads 43275 24.83%

# of full-length reads 98801 56.70%

# of full-length
non-chimeric reads

96673 55.48%

Average full-length
non-chimeric read length

1347 0.77%

说明：# of reads of insert：插入片段条数以及比例（100%），# of five primer reads：含有 5’primer

插入片段的条数和比例，# of three primer reads：含有 3’primer插入片段的条数和比例，# of

poly-A reads：含有 polyA的插入片段条数和比例，# of filtered short reads：过滤掉的短序列（小

于 300）# of non-full-length reads：非全长的插入片段数量，# of full-length reads：全长的插入

片段数量，# of full-length non-chimericreads：全长并去除嵌合体的插入片段数量，Average

full-length non-chimeric read length：平均全长并且去除嵌合体的插入片段长度。

结果路径：

分类统计结果：/results/01_isoseq/04_classify/*isoseq_classify.stat.txt

Non-chimeric统计结果图：

/results/01_isoseq/04_classify/figure/*fulllength_nonchimeric_readlength_hist.png

全长转录本序列：/results/01_isoseq /04_classify/figure/*isoseq_flnc.fastq

5. 转录本聚类与校正

转录组测序过程中，isoform 存在大量的冗余，将冗余序列聚类到一起，得到新的一致性序 列

，然后将未测完整的插入片段序列比对回一致性序列，进行校正，进一步提升 isoform序列准

确度。采用ICE包中 ICE algorithm模块进行聚类, 使用DAGCon得到一致性序列，最后使用quiver

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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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Figure 7 the clustering process in detail

聚类与校正标准：

HQ（high quality）准确度大于 0.99

通过 ICE聚类后的序列依旧会存在冗余，对 HQ序列使用 CD-HIT (version 4.6)，进一步将

基因的相同 isoform聚类到一起：

参数：-c 0.99 -T 6 -G 0 -aL 0.90 -AL 100 -aS 0.99 -AS30

得到去冗余的序列后，使用CD-HIT (version 4.6)，进一步来源于一个基因的 isoform聚类到

一起，得到 Unigene序列：

参数：-T 12 -M 45000 -c 0.85

子项目结果：

经过聚类和校正后共得到**条高质量（准确度大于 99%），和**条低质量的转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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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Length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low quality consensus sequences说明：

上图为 ICE初步将同一个转录组本的序列聚类后，得到的高质量和低质量的转录本的长 度分布

图，横坐标为长度分为，纵坐标为转录本的条数。

Table 6 Length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low quality consensus sequences

Flnc reads length HQ reads number LQ reads number

<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1600-1800

1800-2000

2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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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400
2400-2600

2600-2800
2800-3000

3000-3200

3200-3400
3400-3600

3600-3800

3800-4000

4000-4200

4200-4400

4400-4600
4600-4800

4800-5000

>5000

Total

说明：Flnc reads length：ICE聚类后全长非嵌合转录本的长度，HQ reads number：高质量的转 录本条数，

LQ reads number：低质量的转录本条数。

结果路径：

ICE聚类统计结果：/results/01_isoseq /05_cluster/*cluster.stat.txt

ICE聚类后的高低质量序列：/results/01_isoseq /04_classify/*/*fq

6. 与参考基因组比对

经过校正得到 HQ和 LQ 的 isoform整合，使用 gmap软件与参考基因组比对，cluster结果 里依然存在大

量的冗余序列，继续使用 collapse_isoforms_by_sam.py对比对上的结果过滤并且进 一步去冗余后，并对去冗

余前后比对结果进行统计。比对结果为 sam格式，可以导入 IGV中进 行可视化浏览。

Software: GMAP参数选择唯一比对（-n 0）

collapse_isoforms_by_sam.py --min-identity 0.9 --min-coverage 0.85

子项目结果：

Table 7 Summary of mapping result

type Total number unmapped
Total mapped

number
Total mappe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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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 287,153 205 286,948 99.93%

LQ ** ** ** **

Total ** ** ** **

说明：上表中 Total mapped rate 表示比对到基因组上的 reads数占测序总 reads数比例

Table 8 进一步过滤后结果

Total
consensus

unmappe
d

Identity_filte
r

coverage_filt
ered

Total filter
Total filter

rate

** ** ** ** ** **

说明：Total consensus：总的一致性序列，高质量和低质量序列之和，unmapped：未比对上的序 列，

Identity_filter：identity过滤掉的序列，coverage_filtered：coverage过滤掉的序列，Totalfilter： 总的过滤掉

的序列。identity和 coverage过滤有重合，即同一条reads可能同时被 identity和 coverage过滤掉。

Table 9 进一步去冗余结果

Total
consensus

Remained
consensus

Mean consensus
number per isoform

collapse_
isoforms

** ** ** **

说明：Total consensus：总的一致性序列，高质量和低质量序列之和，Remained consensus：通过

过滤后的一致性序列，Mean consensus number per isoform：，平均每个 isoform里包含的一致性序

列条数，collapse_isoforms：去冗余后 isoform条数。

IGV查看比对结果（sam格式）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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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6 Example of result of IGV

结果路径：

用 gmap比对获得的 sam文件：/results/01_isoseq/06_gmap/*.sam去冗余后

的序列文件：/results/01_isoseq/06_gmap/all.collapsed.rep.fq去冗余后的 sam

文件：/results/01_isoseq/06_gmap/all.collapsed.rep.fq.sam去冗余后序列文件

和去冗余前序列文件对应关系：

/results/01_isoseq/06_gmap/all.collapsed.group.txt

7. 与参考序列注释比较

采用matchAnnot软件将比对结果与注释信息进行比较，然后提取结果信息，并将三代注释

结果和原基因组结果进行合并。

每条 isoform序列都选取最佳比对结果，进行统计。

子项目结果：

下表是注释结果的统计，按照 gene id统计，相同 gene id的记为同一个基因，原参考序列

注释的基因为**个，得到注释基因**个，不在基因区的序列有**条。

Table 10 Summary of annotation result

Total
Isoform
number

Isoformmapped
to known gene no_genes_found

Total mapped
known gene

Total mapped
known tran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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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no_genes_found 表示比对上参考序列，但原始的注释文件没有显示这个地方有基因，故这些 区域都处

在基因间区或者 intron区。

Total isoform number 表示去冗余后总的转录本数量

Total mapped gene 表示注释上的基因总数

Total mapped transcript 表示注释上的基因的转录本数目

Table 11注释结果展示

Chr source type start End score strand phase attributes

1 PacBio transcript 11739 16372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1739 11794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1919 12034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2373 12521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2795 12953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注：PB开头的 gene_id 是本次测序结果，如果和原注释结果相同，则 orginal_gene_id 为原 gene name

。

结果路径：

合并注释文件：/results/01_isoseq/07_annotation/merge.gtf

isoseq的注释文件：/results/01_isoseq/07_annotation/isoseq.info.gtf原注释结果未测到的注释文件：

/results/01_isoseq/07_annotation/ref.spec.gtf 和注释结果比较结果：

/results/01_isoseq/07_annotation/matchAnnot_result.txt

8. 饱和曲线

饱和曲线检查反映了 isoseq测序数据量与测到基因数目的关系，通过计算测得不同数量全长 转录

本的条数与测得的基因数目的关系，来观察整体基因测到水平。

子项目结果：

随机抽取一定数目的 reads对 gene饱和曲线模拟绘图，结果如下：绿线为基因数对应左纵 轴，紫

色为转录本数，对应右纵轴，可以看出随着 reads数增加，gene数已有缓慢增长的趋势， 但离饱和还

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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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路径：

Figure 9 Saturation Cave

饱和曲线图：/result/01_isoseq/08_saturation_curve/saturation_curve.pdf饱和曲线数据：

/result/01_isoseq/08_saturation_curve/saturation_curve.xls

9. 变异检测

通过将 Hiqh quality与参考序列比对，基于比对结果，检测出一致性序列。再通过一致性序

列与参考序列的比较，从而找到变异位点。

子项目结果：

共找到**个 SNPs及**个 Indels。 结果路径

：

SNPs结果： /result/01_isoseq/09_variation/ SNP.vcf

INDELs结果： /result/01_isoseq/09_variation/INDEL.vcf

VCF格式说明：/result/01_isoseq/09_variation/VCFv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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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变剪接分析

大多数真核基因转录产生的 mRNA前体是按一种方式剪接产生出一种成熟 mRNA分子，因

而只翻译成一种蛋白质。但有些基因的一个 mRNA前体通过不同的剪接方式（选择不同的剪接

位点）产生不同的mRNA剪接异构体，这一过程可称为可变剪接（或选择性剪接）。它是调节基

因表达和产生蛋白质组多样性的重要机制。

在生物体内，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可变剪接类型，如图：

Figure 10可变剪接类型示意图

将原始数据比对上基因组得到比对到 cdna区域的 gff3文件，从中提取比对到同个基因的

isoform，即为可变剪接。

子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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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可变剪接结果图

注：绿色框表示参考基因序列，红色表示测序注释结果对应的基因的序列

Table 12 可变剪接类型统计表

Type AS_Number Gene_Number

ExonS 4,693 2,602

AltD

AltA

IntronR

Other

AltP

注：AS统计根据测序注释结果与参考基因转录本比较得到。其他更复杂的剪接类型未作统计。

结果路径：所有注释基因图：

/results/01_isoseq/10_AS/gene.cluster.picture/*

11. 可变聚腺苷酸化

mRNA多聚腺苷酸化 APA是真核生物细胞中关键的转录后事件之一，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

中，并被视为一种主要的基因调控机制。由于mRNAs的 3'末端通常包含对 mRNA稳定性，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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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和翻译重要的顺式元件，所以多聚腺苷酸化调控的意义是多样的。可变聚腺苷酸化被顺式元 件和

反式因子控制，被认为以一种组织或疾病特异性方式发生。

在生物体体内存在以下几种类型，如下图：

Figure 12 3‘UTR APA示意图

Figure 13 UR-APA示意图

将校正去冗余全长转录本序列比对上基因组，从中提取出 polyA的位置。

子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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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CCS polyA长度分布

Figure 15基因 poly(A) sites 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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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某基因在 3’UTR区域产生多个聚腺苷酸化的转录本

12. 融合基因

融合基因，是指将两个或多个基因的编码区首尾相连．置于同一套调控序列（包括启动子、 增

强子、核糖体结合序列、终止子等）控制之下，构成的嵌合基因.

使用 fusion_finder.py在比对结果中提取比对上多个基因，并且有一定 reads支持度的序列即

为候选融合基因。

原理：

1.Reads至少Map到两个或多个分离的位点;

2.每个位点对应的转录本覆盖度至少要达到 10%;

3.比对区域覆盖度>=99%;

4.比对的两个位点至少 10kb的距离;

子项目结果： 融合基因示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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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融合基因展示图

注：深蓝色方框表示融合基因及对应的exon区域，上方表示对应的区间长度。黄绿色方框表示参考基因落

在融合区间的转录本及对应的 exon区域。

融合基因统计如下：得到融合基因数共有**个。

结果路径：

注释文件：/results/01_isoseq/11_fusion/ fusion.gff融合基因序列：

/results/01_isoseq/11_fusion/ fusion.rep.fq融合基因结构图：

/result/01_isoseq/11_fusion/figure

13. novel基因检测

13.1 功能注释

将 27条未注释上的 reads做以下注释。

13.2 GO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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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描述基因的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所处的细胞位置（ cellular

component）、参与的生物过程（ biological process）。得到每个基因的 GO 注释后，我们用 WEGO

软件（Ye, Fang et al. 2006）对所有基因做 GO 功能分类统计，从宏观上认识该物种的基因功能

分布特征。

结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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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注释结果：/result/01_isoseq/12_novel_gene/annotation/GO/

13.3 KEGG 注释

KEGG（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是系统分析基因产物在 细胞中的代谢

途径（ Pathway）以及这些基因产物功能的主要公共数据库，利用 KEGG 可以进一步研究基因

在生物学上的复杂行为。

Figure 18KEGG map 图

注：KEGG map 示意图:其中红色标识位置表示有基因注释上，鼠标停在红色位置会显示基因名

我们对 KEGG 注释结果做了分类统计，根据参与的 KEGG 代谢通路，将基因分为 5 个分

支：细胞过程（ Cellular Processes），环境信息处理（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遗

传信息处理（ Gene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代谢 （ Metabolism），有机系统（ Organismal

Systems）。结果如下：

结果路径：

KEGG注释结果：/result/01_isoseq/12_novel_gene/annotation/K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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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COG注释

Cluster of Orthologous Groups of proteins（COG）(Tatusov, Natale et al. 2001)是对基因产物进

行直系同源分类的数据库，每个COG蛋白都被假定来自祖先蛋白，COG数据库是基于细菌、藻

类、真核生物具有完整基因组的编码蛋白、系统进化关系进行构建的，我们将 Unigene和 COG

数据库进行比对，预测Unigene可能的功能并对其做功能分类统计，从宏观上认识该物种的基因

功能分布特征。

COG注释结果如下：

Table 13COG注释结果展示

结果路径：

COG注释结果：/results/12_novel_gene/annotation/COG/

13.5 Swiss-Prot /UniProt注释

Swiss-Prot （Magrane and Consortium 2011）是 UniProt蛋白数据库下的一个子数据库，该数

据库是一个高质量、非冗余、手工注释的蛋白数据库，将实验结果，特征和科学结论整合在一起。

根据 Unigene与该蛋白库的比对，得到每个基因的注释。

Uniprot注释结果如下：

Table 14 UniProt注释结果展示

Gene_ID
UniPort
_ID

Identit
y

Align
Length

Q
start

Q
end

T
start

T end
E

vlaue
Score Function

** ** 41.10 73 20 92 31 103 1e-14 71.2

Transmembrane

protein 238 OS=Mus
musculus

GN=Tmem238 PE=2

S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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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路径：

SwissProt注释结果：/results/12_novel_gene/annotation/uniprot/

13.6 NR注释

NR是 NCBI 非冗余的蛋白数据库，包含了 NCBI所有物种非冗余蛋白序列，是目前使用最

多，数据最全的蛋白库。我们使用 BLAST 软件将 Unigene 序列比对到 NR的蛋白序列，进而得

到每个基因的 NR注释。

NR注释结果如下：

Table 15 NR 注释结果展示

Gene_ID NR_ID Identity
Align
Length

Q
start

Q
end

T
start

T
end

E
vlaue

Score Function

** ** 89.474 190 13 185 1 190
4.61e-1
19

348

PREDICTED:
uncharacterized

protein
LOC100333048

[Danio rerio]

结果路径：

NR注释结果：/results/12_novel_gene/annotation/NR/nr.annotation.xls

13.7 编码蛋白框预测

我们采用 angel软件(v1.0)，对 novel基因做 CDS和 Protein预测。

结果路径：

CDS 预测结果： /result/01_isoseq/12_novel_gene/CDS

14. ncRNA预测

采用 ncrna_pipeline流程，官方网站（https://bitbucket.org/arrigonialberto/lncrnas-pipeline）， 对未注释上

的 reads预测 ncRNA， 共预测出**条 nc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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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路径：

Table 16 ncRNA 预测结果展示

ncRNA序列：/result/01_isoseq/13_ncRNA

15. 基因结构优化

通过比较测序结果和现有基因注释结果，对基因的 5'端或 3'端进行延长。 如下图所示：注释信息

的 exon片段优于参考基因区域。图为 3'端发生延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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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基因结构优化示例图

子项目结果：

得到 3' or 5'延长区域共**处，其中支持的 reads数**条，对应基因数是**个。

Table 17基因 3' or 5'延长结果展示

gene
3' or 5'
end

chr
stra
nd

original_region
extended_regi

on
final_region reads_id

** 5 1 + 13219-13332 13211-13219 13211-13332
PB.1.9|1:11971-16371(+)
|c67659/f1p17/2200

** 5 1 + 13070-13135 13034-13070 13034-13135
PB.1.11|1:12126-16361(+)|

c296086/f1p15/1600

** 3 1 - 39325-40061 39317-39325 39317-40061
PB.5.1|1:39317-44253(-)|
c116568/f1p24/2083

** 3 1 - 39325-40061 39317-39325 39317-40061
PB.5.2|1:39317-44527(-)|

c74437/f1p23/1969

** 3 1 - 39325-40061 39317-39325 39317-40061
PB.5.3|1:39317-44478(-)|

c78094/f1p23/2113

说明：gene:发生结构优化区域的转录本对应的基因；

3' or 5' end：延长端； chr:染色体

号； strand：链的方向；

original_region：原始参考基因组的位置；

extended_region：延长的区域；

final_region：延长后的 exon区域。

reads_id: 支持该结构优化的 reads

结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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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结构优化结果：/results/01_isoseq/14_structure_optimize/structure_optimiz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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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果文件及数据说明

1. 交付结果文件

交付结果包括 clean data及分析结果，通过硬盘交付。

├──01_Raw data 总序列结果目录

├── 02_QC 质量统计目录

├── 03_reads_of_insert reads_of_insert结果目录

├── 04_classify 转录本分类结果目录

├── 05_cluster 转录组聚类结果目录

├── 06_alignment 比对结果目录

├── 07_annotation 结构注释结果目录

├── 08_saturation_curve 饱和曲线图目录

├── 09_variation 变异检测结果目录

├── 10_AS 可变剪切结果目录

│ └── gene.cluster.picture 基因可变剪切形式图

├── 11_fusion 融合基因结果目录

│ └── figure 融合基因形式图

├── 12_novel_gene 新基因结果目录

│ ├── annotation 新基因功能注释结果目录

│ └── CDS 新基因 CDS结果目录

├── 13_ncRNA ncRNA结果目录

└── 14_structure_optimize 基因结构优化结果目录

2. fastq格式文件

Fastq文件中包含有测序数据的序列信息以及对应的质量值。每条 read包含 4 行信息，如下：

@HWI-ST531R:144:D11RDACXX:4:1101:1212:1946 1:N:0:ATTCCT

ATNATGACTCAAGCGCTTCCTCAGTTTAATGAAGCTAACTTCAATGCTGAGATCGTTG

ACGACATCGAATGGG

+HWI-ST531R:144:D11RDACXX:4:1101:1212:19461:N:0:ATTCCT

?A#AFFDFFHGFFHJJGIJJJIICHIIIIJJGGHIIJJIIJIIJIHGI@FEHIIJBFFHGJJIIHHHDFFFF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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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EDDCDDCDEACC

其中第一行以“@”开头，为序列名称；第二行是碱基序列，由大写“ACGTN”组成，N

表示测序未知的碱基；第三行以“+”开头，为序列 ID；第四行是对应序列的测序质量，以ASCII

值表示，每个字母对应第 2行每个碱基。

3. fasta 格式文件

FASTA 格式是一种基于文本用于表示核苷酸序列或氨基酸序列的格式。在这种格式中碱基

对或氨基酸用单个字母来编码。如下：

序列文件的第一行是由大于号">"或分号";"打头的任意文字说明（习惯常用">"作为起始）， 用

于序列标记。从第二行开始为序列本身，只允许使用既定的核苷酸或氨基酸编码符号。

4. PACBIO glossary
 Zero-ModeWaveguide（ZMW）孔：位于 SMRTCell上的数百纳米的小孔，测序反应在其

中进行。由于孔径小于荧光基团激发所需激发光的波长，导致激发光在孔中发生了零模式

波导效应，只能在孔底部几十纳米的范围传播，有效地降低了背景噪音；

 insert size: SMRTbell template 中不含有发夹接头的双链核苷酸片段

 SMRT®Cells: 含有零模波导纳米结构（ZMWs）的上机耗材

 Reads：高通量测序中产生的序列标签称为 Reads；

 Polymerase Reads：Pacbio 平台产生的原始 read称为 Polymerase Reads；

 Subreads：去掉 Polymerase Read 中所包含的测序接头序列后的 Polymerase Read 称为

subreads；

 Adapter：测序过程中添加在待测DNA片段两端的颈环状接头序列为Adapter，序列信息已

知，主要用来结合测序引物；

 Circular consensus（CCS）Reads：环形一致性序列，是指使用同一条 Polymerase Reads（通

读待测 DNA片段两圈以上）所产生的多个 Subread进行一致性校正所产生的高准确度序列

称为 CCS Reads；

 Full-length reads：在全长转录组测序中，包含有 5，端测序引物结合区、3，端 PolyA区域、

3，端测序引物结合区的 Polymerase Reads称为 Full-length reads，通常代表的了一条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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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本。

5. 结果文件查看说明

(1)上传的结果数据文件多以文本格式为主(fa 文件、txt 文件，detail 文件，xls 文件等)。

在 Windows 系统下查看文件，推荐使用 sublime text3、Editplus或 UltraEdit作为文本浏览程序

，或者使用 PilotEdit Lite打开超大文本文件。在 Unix或 Linux系统下可以浏览较大的文本文件

，用 Less等 操作命令可以顺利地查看。

(2)报告文件含有 SVG格式的图片文件，SVG是矢量化的图片文件，可以随意放大而不失真。

要查看 SVG格式的文件，可以用浏览器打开，推荐使用 Adobe Illustrator打开。

（3）结果文件建议使用 Excel 或者 sublime text3、EditPlus 等专业文本编辑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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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PacBio 公司发布 Sequel 测序平台，与 PacBio RS II
	waveguides (ZMWs)数目从 150,000 上升到 1,000,000，单个 cell
	未来组于 2016 年 1 月引进了最新 Sequel 测序平台，于 2016 年 8 月正式提供 
	Sequel 测序平台的工作流程
	基于 PacBio SMRT 测序技术的全长转录组分析
	全长转录组是基于 PacBio 单分子实时测序技术的超长读长数据，从而实现无需拼装的全长
	转录本分析。平均 10Kb 左右读长的数据可以轻松跨越从 5’末端到 3’-Poly A tail 
	多倍体物种
	超大基因组物种
	非模式物种
	可变剪接、融合基因的精确分析
	新转录本、新内含子鉴定
	基于第二代高通量测序平台的 RNA-Seq 技术凭借其高通量和低运行成本在科研上被广泛应 用，然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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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目信息
	项目物种名称为**，样品名为**，样品为**各部分组织均匀混合，提取 RNA，经质检合格， 构建 1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客户样品名
	Well 编号
	Size selection
	**
	F01
	Between1k2k
	G01
	Between2k3k
	H01
	Above 3k
	说明：客户样品名：客户提供的样品名，Well 编号：测序下机 cell 的编号，Size selec
	2.  实验流程
	未来组根据客户提供的 RNA 进行严格的样品检测，建库以及上机测序，每个环节都严格把 控，以求测序的
	2.1 RNA 样品检测
	采用以下种方法检测 RNA 是否合格：
	(1)   样品的外观性状是否含有异物
	(2)   1%琼脂糖电泳检测样品是否有降解及基因组 DNA 污染
	(3)   Nanodrop 检测 RNA 纯度(A260/A280 在 2.0-2.2 之间，A2
	Qubit 精确地对 RNA 进行定量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检测 RIN 值和 28S/18S（28s:18s
	2.2  文库构建
	PacBio 转录组建库实验流程如下：
	1、 使用 SMARTer® PCR cDNA Synthesis Kit 对检测合格的 RNA 进
	2、 使用 KAPA HiFi PCR Kits 进行 PCR 扩增。
	a、 PCR Optimization：优化 PCR 循环数，选择一个最优的循环数。
	b、 Size Selection：按照优化的循环数进行 PCR 扩增，扩增产物按照 1~2 kb,
	c、 Large Scale PCR：对分选的片段进行大规模 PCR 扩增，以获得足够的 DNA 总
	3、 扩增产物用 SMRTbell template prep kit 1.0 构建 SMRTbel
	Figure 1 PacBio 全长转录组建库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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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3 片段加接头示意图（蓝色茎环状接头，黄色双链 DNA）
	2.3 文库测序
	建库完成后将一定浓度和体积的文库模板和酶复合物转移到 Sequel 测序仪的纳米孔里面开 始实时单
	Figure 2   Sequel 单分子实时测序
	3.  生物信息分析流程
	测序完成后经过过滤得到高质量的测序数据，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分析，使用
	smrtanalysis （2.3 version）分析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聚类后得到全长的一
	Figure 3 生物信息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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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分析结果
	1.  实验结果
	对客户提供的 RNA 样品质检，分别利用 NanoDrop、Qubit、Agilent 2100 B
	Table 2 样品检测结果(NanoDrop, Qubit)
	Figure 4 琼脂糖电泳胶图
	采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胶孔上方标注为样品编号，M：TAKARA 250bp DNA Ladd
	bookmark11
	bookmark12
	bookmark13
	2.  数据质控
	2.1  质控说明
	将测序完成后得到的原始数据经过过滤得到高质量的 cDNA 序列数据后，利用这部分数据 进行一系列的
	测序数据的产生是经过了 RNA 提取、RNA 反转录为 cDNA、建库、测序多个步骤的，这 些步骤中
	1.过滤掉含有接头序列的 reads
	2.截掉 reads 部分区域的低质量碱基
	3.去除 adapter 序列
	2.2  数据统计
	PacBio RSII 测序的下机数据的保存格式为二进制的 h5 格式（且文件较大），在以往项目中，
	结果路径：
	质控统计表：/results/01_isoseq/02_QC/Post-Filter_Polymer
	Table 3 Summary of ** Sequel sequencing
	Run. well
	#_of_total_polymer ase_Bases
	#_of_polymeras e_reads
	Mean_polymerase_re ads_length
	Polymerase_re ads_N50
	#_of_total_subrea ds_bases
	#_of_sub reads
	Mean_subre ads_len
	Subreads_N50
	_length
	* 下机数据的质量会根据前期实验提取建库质量的差别而会有所不同
	（1）Polymerase_Read Total_Bases (bp) 下机的碱基数目
	（2）Number_of_Polymerase_Reads 下机的 reads 条数
	（3）Post-Filter Mean Read Length 过滤后下机的 read 平均长度
	bookmark14
	bookmark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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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olymerase_Read_N50  下机的 read 的 N50 长度
	（5）Subreads Total_Bases(bp) 去掉接头后的碱基数目
	Number_of_subeads 去掉接头后的 subread 条数
	（7）Subreads_N50 去掉接头后的 subread 的 N50 长度
	3.  插入片段质控
	3.1  质控说明
	PacBio 测序原始序列错误率在 15%左右，主要是额外插入碱基，但是错误都是随机的，同 一位点
	Figure 5 CNS 错误率与深度关系
	同一条 Polymerase reads 含有一条或者多条 subreads，因此插入片段可能未测完
	Reads of insert 过滤标准主要有：
	1、 最小 full passes  为 1 2、 最小预测准确度为 0.80
	3.2 插入片段质控统计
	1~2K 文库平均插入序列长度为**bp，平均插入序列质量为**；2~3K 文库平均插入序列长 度为
	**，可见数据的可靠。
	bookmark17
	Table 4 Summary of sample reads of insert
	Cell
	Reads Of Insert
	Read Bases Of Insert
	Mean Read Length Of Insert
	Mean Read Quality Of Insert
	Mean Number Of Passes
	说明：Cell：测序下机 cell 的编号，Reads Of Insert：插入片段长度，Read 
	结果路径：
	插入片段序列：/results/01_isoseq/03_insert_QC/*reads_of_i
	4.  转录本分类
	理论上，完整的插入片段序列（Reads of insert），一端为 5’ primer,另外一
	Figure 6 Identification of Full-Length Reads
	转录本分类结果统计：
	bookmark18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reads of insert
	0.5~1k
	1~2K
	2-3K
	>3K
	Term
	Value
	Rate
	Value
	Rate
	Value
	Rate
	Value
	Rate
	# of reads of insert
	174,237
	100%
	# of five primer reads
	110838
	63.61%
	# of three primer reads
	124800
	71.62%
	# of poly-A reads
	122313
	70.19%
	# of filtered short reads
	32161
	18.45%
	# of non-full-length reads
	43275
	24.83%
	# of full-length reads
	98801
	56.70%
	#offull-length
	non-chimeric reads
	96673
	55.48%
	Averagefull-length
	non-chimeric read length
	1347
	0.77%
	说明：# of reads of insert：插入片段条数以及比例（100%），# of five
	于 300）# of non-full-length reads：非全长的插入片段数量，# of f
	片段数量，# of full-length non-chimeric reads：全长并去除嵌合体的
	结果路径：
	分类统计结果：/results/01_isoseq/04_classify/*isoseq_clas
	/results/01_isoseq/04_classify/figure/*fulllength_
	全长转录本序列：/results/01_isoseq /04_classify/figure/*is
	5.  转录本聚类与校正
	转录组测序过程中，isoform 存在大量的冗余，将冗余序列聚类到一起，得到新的一致性序 列，然后将
	Figure 7 the clustering process in detail
	聚类与校正标准：
	HQ（high quality）准确度大于 0.99
	通过 ICE 聚类后的序列依旧会存在冗余，对 HQ 序列使用 CD-HIT (version 4.6
	参数：-c 0.99 -T 6 -G 0 -aL 0.90 -AL 100 -aS 0.99 -AS
	得到去冗余的序列后，使用 CD-HIT (version 4.6)，进一步来源于一个基因的 isof
	参数：-T 12 -M 45000 -c 0.85
	子项目结果：
	经过聚类和校正后共得到**条高质量（准确度大于 99%），和**条低质量的转录本。
	Figure 8 Length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l
	Table 6 Length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lo
	Flnc reads length
	HQ reads number
	LQ reads number
	<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1600-1800
	1800-2000
	2000-2200
	bookmark19
	2200-2400
	2400-2600
	2600-2800
	2800-3000
	3000-3200
	3200-3400
	3400-3600
	3600-3800
	3800-4000
	4000-4200
	4200-4400
	4400-4600
	4600-4800
	4800-5000
	>5000
	Total
	说明：Flnc reads length：ICE 聚类后全长非嵌合转录本的长度，HQ reads n
	结果路径：
	ICE 聚类统计结果：/results/01_isoseq /05_cluster/*cluster
	6.  与参考基因组比对
	经过校正得到 HQ 和 LQ 的 isoform 整合，使用 gmap 软件与参考基因组比对，clu
	Software: GMAP 参数选择唯一比对（-n 0） collapse_isoforms_by
	子项目结果：
	Table 7 Summary of mapping result
	type
	Total number
	unmapped
	Total mapped
	number
	Total mapped rate
	HQ
	287,153
	205
	286,948
	99.93%
	LQ
	**
	**
	**
	**
	Total
	**
	**
	**
	**
	说明：上表中 Total mapped rate  表示比对到基因组上的 reads 数占测序总 
	Table 8 进一步过滤后结果
	Total consensus
	unmappe d
	Identity_filte r
	coverage_filt ered
	Total filter
	Total filter rate
	**
	**
	**
	**
	**
	**
	说明：Total consensus：总的一致性序列，高质量和低质量序列之和，unmapped：未比
	Table 9 进一步去冗余结果
	Total consensus
	Remained consensus
	Mean consensus number per isoform
	collapse_ isoforms
	**
	**
	**
	**
	说明：Total consensus：总的一致性序列，高质量和低质量序列之和，Remained co
	IGV 查看比对结果（sam 格式）示例图：
	bookmark20
	Figure 3.6 Example of result of IGV
	结果路径：
	用 gmap 比对获得的 sam 文件：/results/01_isoseq/06_gmap/*.s
	/results/01_isoseq/06_gmap/all.collapsed.group.txt
	7.  与参考序列注释比较
	采用 matchAnnot 软件将比对结果与注释信息进行比较，然后提取结果信息，并将三代注释 结果和
	每条 isoform 序列都选取最佳比对结果，进行统计。 子项目结果：
	下表是注释结果的统计，按照 gene id 统计，相同 gene id 的记为同一个基因，原参考序列
	Table 10 Summary of annotation result
	Total Isoform
	number
	Isoform mapped to known gene
	no_genes_found
	Total mapped known gene
	Total mapped known transcript
	bookmark21
	**
	注：no_genes_found 表示比对上参考序列，但原始的注释文件没有显示这个地方有基因，故这些
	Total isoform number 表示去冗余后总的转录本数量
	Total mapped gene 表示注释上的基因总数
	Total mapped transcript 表示注释上的基因的转录本数目
	Table 11 注释结果展示
	Chr
	source
	type
	start
	End
	score
	strand
	phase
	attributes
	1
	PacBio
	transcript
	11739
	16372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1739
	11794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1919
	12034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2373
	12521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1
	PacBio
	exon
	12795
	12953
	.
	+
	.
	gene_id "PB.1"; transcript_id "PB.1.1";
	注：PB 开头的 gene_id 是本次测序结果，如果和原注释结果相同，则 orginal_gene
	结果路径：
	合并注释文件：/results/01_isoseq/07_annotation/merge.gtf
	isoseq 的注释文件：/results/01_isoseq/07_annotation/isos
	8.  饱和曲线
	饱和曲线检查反映了 isoseq 测序数据量与测到基因数目的关系，通过计算测得不同数量全长 转录本的
	子项目结果：
	随机抽取一定数目的 reads 对 gene 饱和曲线模拟绘图，结果如下：绿线为基因数对应左纵 轴，
	bookmark22
	结果路径：
	Figure 9 Saturation Cave
	饱和曲线图：/result/01_isoseq/08_saturation_curve/satura
	9.  变异检测
	通过将 Hiqh quality 与参考序列比对，基于比对结果，检测出一致性序列。再通过一致性序 列
	子项目结果：
	共找到**个 SNPs 及**个 Indels。 结果路径：
	SNPs 结果： /result/01_isoseq/09_variation/ SNP.vcf I
	bookmark23
	10.  可变剪接分析
	大多数真核基因转录产生的 mRNA 前体是按一种方式剪接产生出一种成熟 mRNA 分子，因 而只翻译
	在生物体内，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可变剪接类型，如图：
	Figure 10 可变剪接类型示意图
	将原始数据比对上基因组得到比对到 cdna 区域的 gff3 文件，从中提取比对到同个基因的
	isoform，即为可变剪接。 子项目结果：
	bookmark24
	Figure 11 可变剪接结果图
	注：绿色框表示参考基因序列，红色表示测序注释结果对应的基因的序列
	Table 12 可变剪接类型统计表
	Type
	AS_Number
	Gene_Number
	ExonS
	4,693
	2,602
	AltD
	AltA
	IntronR
	Other
	AltP
	注：AS 统计根据测序注释结果与参考基因转录本比较得到。其他更复杂的剪接类型未作统计。
	结果路径： 所有注释基因图：/results/01_isoseq/10_AS/gene.cluste
	11.  可变聚腺苷酸化
	mRNA 多聚腺苷酸化 APA 是真核生物细胞中关键的转录后事件之一，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 中，并被视
	定位和翻译重要的顺式元件，所以多聚腺苷酸化调控的意义是多样的。可变聚腺苷酸化被顺式元 件和反式因子控
	在生物体体内存在以下几种类型，如下图：
	Figure 12 3‘UTR APA 示意图
	Figure 13 UR-APA 示意图
	将校正去冗余全长转录本序列比对上基因组，从中提取出 polyA 的位置。 
	子项目结果：
	Figure 14 CCS polyA 长度分布
	Figure 15 基因 poly(A) sites 数量分布
	bookmark25
	Figure 16 某基因在 3’UTR 区域产生多个聚腺苷酸化的转录本
	12.  融合基因
	融合基因，是指将两个或多个基因的编码区首尾相连．置于同一套调控序列（包括启动子、 增强子、核糖体结合
	使用 fusion_finder.py 在比对结果中提取比对上多个基因，并且有一定 reads 支持
	原理：
	1.Reads 至少 Map 到两个或多个分离的位点;
	2.每个位点对应的转录本覆盖度至少要达到 10%;
	3.比对区域覆盖度>=99%;
	4.比对的两个位点至少 10kb 的距离;
	子项目结果： 融合基因示例图如下：
	bookmark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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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7 融合基因展示图
	注：深蓝色方框表示融合基因及对应的 exon 区域，上方表示对应的区间长度。黄绿色方框表示参考基因落
	融合基因统计如下：得到融合基因数共有**个。 
	结果路径：
	注释文件：/results/01_isoseq/11_fusion/ fusion.gff 融合基因
	novel 基因检测
	13.1  功能注释
	将 27 条未注释上的 reads 做以下注释。
	GO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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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路径：
	bookmark29
	GO 注释结果：/result/01_isoseq/12_novel_gene/annotation
	KEGG 注释
	KEGG（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是系统
	Figure 18 KEGG map 图
	注：KEGG map 示意图:其中红色标识位置表示有基因注释上，鼠标停在红色位置会显示基因名
	我们对 KEGG 注释结果做了分类统计，根据参与的 KEGG 代谢通路，将基因分为 5 个分 支：细
	结果路径：
	KEGG 注释结果：/result/01_isoseq/12_novel_gene/annotati
	bookmark30
	bookmark31
	COG 注释
	Cluster of Orthologous Groups of proteins（COG）(Tat
	COG 注释结果如下：
	Table 13COG 注释结果展示
	结果路径：
	COG 注释结果：/results/12_novel_gene/annotation/COG/
	Swiss-Prot /UniProt 注释
	Swiss-Prot （Magrane and Consortium 2011）是 UniProt 
	Uniprot 注释结果如下：
	Table 14 UniProt 注释结果展示
	Gene_ID
	UniPort
	_ID
	Identit y
	Align Length
	Q
	start
	Q
	end
	T
	start
	T end
	E
	vlaue
	Score
	Function
	**
	**
	41.10
	73
	20
	92
	31
	103
	1e-14
	71.2
	Transmembrane protein 238 OS=Mus musculus GN=Tmem2
	SV=1
	bookmark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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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路径：
	SwissProt 注释结果：/results/12_novel_gene/annotation/u
	NR 注释
	NR 是 NCBI 非冗余的蛋白数据库，包含了 NCBI 所有物种非冗余蛋白序列，是目前使用最 多，
	NR 注释结果如下：
	Table 15 NR 注释结果展示
	Gene_ID
	NR_ID
	Identity
	Align Length
	Q
	start
	Q
	end
	T
	start
	T
	end
	E
	vlaue
	Score
	Function
	**
	**
	89.474
	190
	13
	185
	1
	190
	4.61e-1
	19
	348
	PREDICTED:
	uncharacterized protein LOC100333048
	[Danio rerio]
	结果路径：
	NR 注释结果：/results/12_novel_gene/annotation/NR/nr.an
	13.7  编码蛋白框预测
	我们采用 angel 软件(v1.0)，对 novel 基因做 CDS 和 Protein 预测。 
	结果路径：
	CDS  预测结果： /result/01_isoseq/12_novel_gene/CDS
	ncRNA 预测
	采用 ncrna_pipeline 流程， 官方网站（https://bitbucket.org/a
	bookmark35
	结果路径：
	Table 16 ncRNA 预测结果展示
	ncRNA 序列：/result/01_isoseq/13_ncRNA
	15.  基因结构优化
	通过比较测序结果和现有基因注释结果，对基因的 5'端或 3'端进行延长。 如下图所示：注释信息的 e
	Figure 19 基因结构优化示例图
	子项目结果：
	得到 3' or 5'延长区域共**处，其中支持的 reads 数**条，对应基因数是**个。
	Table 17 基因 3' or 5'延长结果展示
	gene
	3' or 5'
	end
	chr
	stra
	nd
	original_region
	extended_regi
	on
	final_region
	reads_id
	**
	5
	1
	+
	13219-13332
	13211-13219
	13211-13332
	PB.1.9|1:11971-16371(+)
	|c67659/f1p17/2200
	**
	5
	1
	+
	13070-13135
	13034-13070
	13034-13135
	PB.1.11|1:12126-16361(+)|
	c296086/f1p15/1600
	**
	3
	1
	-
	39325-40061
	39317-39325
	39317-40061
	PB.5.1|1:39317-44253(-)|
	c116568/f1p24/2083
	**
	3
	1
	-
	39325-40061
	39317-39325
	39317-40061
	PB.5.2|1:39317-44527(-)|
	c74437/f1p23/1969
	**
	3
	1
	-
	39325-40061
	39317-39325
	39317-40061
	PB.5.3|1:39317-44478(-)|
	c78094/f1p23/2113
	说明：gene:发生结构优化区域的转录本对应的基因；
	3' or 5' end：延长端； chr:染色体号； strand：链的方向；
	original_region：原始参考基因组的位置； extended_region：延长的区域；
	结果路径：
	基因结构优化结果：/results/01_isoseq/14_structure_opti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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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结果文件及数据说明
	1.  交付结果文件
	交付结果包括 clean data 及分析结果，通过硬盘交付。
	├──01_Raw data总序列结果目录
	├── 02_QC质量统计目录
	├── 03_reads_of_insertreads_of_insert 结果目录
	├── 04_classify转录本分类结果目录
	├── 05_cluster转录组聚类结果目录
	├── 06_alignment比对结果目录
	├── 07_annotation结构注释结果目录
	├── 08_saturation_curve饱和曲线图目录
	├── 09_variation变异检测结果目录
	├── 10_AS可变剪切结果目录
	│└── gene.cluster.picture基因可变剪切形式图
	├── 11_fusion融合基因结果目录
	│└── figure融合基因形式图
	├── 12_novel_gene新基因结果目录
	│├── annotation新基因功能注释结果目录
	│└── CDS新基因 CDS 结果目录
	├── 13_ncRNAncRNA 结果目录
	└── 14_structure_optimize基因结构优化结果目录
	fastq 格式文件
	Fastq 文件中包含有测序数据的序列信息以及对应的质量值。每条 read 包含 4 行信息，如下：
	@HWI-ST531R:144:D11RDACXX:4:1101:1212:1946 1:N:0:A
	ACGACATCGAATGGG
	+ HWI-ST531R:144:D11RDACXX:4:1101:1212:1946 1:N:0:
	?A#AFFDFFHGFFHJJGIJJJIICHIIIIJJGGHIIJJIIJIIJIHGI@F
	bookmark39
	bookmark40
	CCCEDDCDDCDEACC
	其中第一行以“@”开头，为序列名称；第二行是碱基序列，由大写“ACGTN”组成，N 表示测序未知的碱
	fasta 格式文件
	FASTA 格式是一种基于文本用于表示核苷酸序列或氨基酸序列的格式。在这种格式中碱基 对或氨基酸用单
	序列文件的第一行是由大于号">"或分号";"打头的任意文字说明（习惯常用">"作为起始）， 用于序列
	PACBIO glossary
	Zero-Mode Waveguide（ZMW）孔：位于 SMRT Cell 上的数百纳米的小孔，测
	insert size: SMRTbell template 中不含有发夹接头的双链核苷酸片段
	SMRT®Cells: 含有零模波导纳米结构（ZMWs）的上机耗材
	Reads：高通量测序中产生的序列标签称为 Reads；
	Polymerase Reads：Pacbio 平台产生的原始 read 称为 Polymerase
	Subreads：去掉 Polymerase Read 中所包含的测序接头序列后的 Polymera
	subreads；
	Adapter：测序过程中添加在待测 DNA 片段两端的颈环状接头序列为 Adapter，序列信
	Circular consensus（CCS）Reads：环形一致性序列，是指使用同一条 Polym
	Full-length reads：在全长转录组测序中，包含有 5，端测序引物结合区、3，端 P
	3，端测序引物结合区的 Polymerase Reads 称为 Full-length reads，
	bookmark41
	转录本。
	5.  结果文件查看说明
	(1)上传的结果数据文件多以文本格式为主(fa 文件、txt 文件，detail 文件，xls 文件
	(2) 报告文件含有 SVG 格式的图片文件，SVG 是矢量化的图片文件，可以随意放大而不失真。 要
	（3）结果文件建议使用 Excel 或者 sublime text3、EditPlus 等专业文本编
	bookmark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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