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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此测序方法有两个类别：SBL(通过连接测序)    SBS(通过合成测序) 

 

SBL:与荧光团结合的探针序列与DNA片段杂交，并与相邻的寡核苷酸连
接成像，荧光团的发射光谱指示与探针内的特定位置互补的碱基的同一
性 

 

SBS：通过单分子列阵实现在小型芯片上进行PCR反应，应用可逆阻断技
术实现每次只合成一个碱基，并标记荧光基团，激发后捕获激发光，读
取对应碱基信息 

一.Short-read NGS 



常见辅助测序技术 

A.DNA微阵列 
      即基因芯片，在固相表面合成成千上万个寡核苷酸探针再与放射性同
位素或荧光标记的DNA或CDNA杂交，通过放射性自显影或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扫描后，对杂交结果进行计算机软件处理，获得杂交信号的强度
及模式分布图 
 
 B. NANOSTRING 
     设计一对一对的探针，每对探针均分为Capture探针（捕获探针）、和
Report探针（报告探针）， 两种探针均有50个碱基，CAPTURE探针的作用
是把目标MRNA给抓住（对应目标MRNA的5‘段），并固定到玻璃板上。
REPORT探针，与目标MRNA相结合的同时带了一串6个彩色的小珠子，通
过小珠子的颜色和排列，光学识别软件可以在后期识别过程当中，把不同
的REPORT探针给识别出来，并加以区分、和统计。（每次实验，最多可
以测800种探针。也就是说一次最多可以测800种基因的MRNA） 



常见辅助测序技术 

C.qpcr 

        实时定量PCR技术，在常规PCR体系中加入荧光基团，利用荧光信号累计实时
监测pce扩增反应中每一个循环产物量的变化，最后通过标准曲线对未知模板进行
定量分析http://wenku.baidu.com/view/6c0a011ffad6195f302ba605.html 

 

D, Optical mapping 

        基因组DNA以单个DNA分子的形式固定在长的平行的阵列中，固定的DNA依
然保持其原有的静电属性。DNA被限制性内切酶处理，切得的限制性酶片段按
DNA原来的顺序保持不变。将基因组DNA进行染色、扫描、计算、组装一系列工
作，作出全基因组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图谱。  

       消化的DNA使用荧光染料染色，再置于全自动的荧光显微观察仪采集数据。测
量每个DNA分子限制性内切酶片段的大小和顺序，光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生成单
个DNA分子的限制性内切酶酶切位点图谱。通过DNA分子限制性内切酶酶切位点
图谱相互重叠的部分拼接得到全基因组限制性内切酶酶切位点图谱——光学图谱 

http://wenku.baidu.com/view/6c0a011ffad6195f302ba605.html


模板群体DNA的克隆策略 

• 基于珠的（乳液PCR）：DNA模板产生是样品DNA的断裂，随后连接
到普通衔接子 用于克隆扩增和测序。对于珠基制剂，一个衔接子与固
定在珠子上的寡核苷酸片段互补（图1a）。使用乳液PCR 8，DNA模板
被扩增，使得多达100万克隆DNA片段被固定在单个9珠上。 



模板群体DNA的克隆策略 

• 固相桥放大 

       固态扩增避开使用emPCR有
利于直接在载玻片13上扩增（图
1b，c）。 在这种方法中，正向
和反向引物随机地或在图案化的
载玻片上共价结合到载玻片表面。 

         这些引物提供了单链DNA
（ssDNA）模板可以结合的互补
末端 

  



模板群体DNA的克隆策略 

• 固相模板扩增 

     游离DNA模板与结合的引物杂
交 

     第二链被扩增 

     dsDNA部分变性，允许自由端
与附近的引物杂交 

       扩增结合的模板以再生游离
DNA模板序列 



模板群体DNA的克隆策略 
• 溶液中DNA纳米球产生 

衔接子连接将一组衔接子连接到DNA模板的任一末端，随后为模板环化 

在衔接子序列的下游切割环形DNA模板 

另外三轮结扎，环化和切割产生具有四个不同衔接子的环形模板 

将环形模板扩增产生长的连接物，称为DNA纳米球;分子间相互作用保持纳米球在溶
液中粘性和分离 

DNA纳米球固定在图案化的流动池上 



SBL测序方法 

• SBL方法包括标记的探针和锚定序列与DNA链的杂交和连接。 

       探针由一个或两个已知碱基和一系列简并或通用碱基编码，驱动探针和模板
之间的互补结合，而锚定片段编码  与衔接子序列互补  并提供起始连接的位点  
的已知序列 

 

       连接后，对模板成像，并鉴定探针中的一个或多个已知碱基。 在完全去除锚 
- 探针复合物或通过裂解以除去荧光团并再生连接位点之后开始新的循环 

SOLiD平台使用两个碱基编码的探针，其中每个荧光信号代表二核苷酸。 因此，
原始输出不与已知核苷酸的掺入直接相关。 

 

        因为16种可能的二核苷酸组合不能与光谱可分辨的荧光团单独相关，使用四
个荧光信号，每个代表四个二核苷酸组合的子集。因此，每个连接信号代表几种
可能的二核苷酸之一，在数据分析期间必须去卷积 



1.SOLiD平台 

       探针具有两个已知的碱基，随后简并或
通用碱基与模板杂交;连接酶固定复合物并
对载玻片成像 
    荧光团与探针一起从几个碱基切割，显
示磷酸5‘端 
     10轮杂交，连接，成像和清洗鉴定每5个
碱基中的2个 
     重启阶段经过一轮探针扩展后， 
     所有的探针和锚点被移除，并且循环以
偏移锚点再次开始，之后在将得到的数据
进行重叠组装 



2.cPAL平台 
        完整基因组学使用组合探针 - 锚连接（cPAL）
或组合探针 - 锚定子合成进行DNA测序。在cPAL中
（图2b），锚定序列（与四个衔接子序列之一互补）
和探针在几个位置与DNA纳米球杂交。在每个循环
中，杂交探针是单碱基编码探针池的成员，其中每
个探针含有在恒定位置的已知碱基和相应的荧光团
成像后，去除整个探针 - 锚复合物，并且新的探针 - 
锚定子组合被杂交。每个随后的循环利用具有在n + 
1位置中的已知碱基的探针组。该方法中的进一步循
环也使用可变长度和化学性质的衔接头，允许在衔
接子序列的上游和下游进行测序。 

（1）具有单个已知碱基和简并碱基的探针与模板杂
交并成像 

（2）在每个成像步骤之后，去除探针和锚 

（3）配对末端测序 

（4）随后的杂交和连接循环使用偏移锚定序列更远
的碱基 



SBS测序方法 

1.循环可逆终止（CRT） 

       CRT方法通过使用与在Sanger测序中使用的终止子分子类似的终止
子分子来定义，其中核糖3'-OH基团被封闭，从而防止伸长。 为了开始
该过程，DNA模板由与衔接子区域互补的序列引发，其将启动聚合酶
结合到该双链DNA（dsDNA）区 

 

        在每个循环期间，加入所有四种单独标记的和3'-封闭的脱氧核苷酸
（dNTP）的混合物,在将单个dNTP掺入每个伸长的互补链后，除去未
结合的dNTP，并将表面成像以鉴定在每个簇处掺入了哪个dNTP。 然
后可以除去荧光团和封闭基团并开始新的循环 



(1).Illumina CRT系统 

       与其他平台相比，Illumina CRT系统（图
3a）占了测序仪器的最大市场份额21。 
Illumina的短读测序仪器包括小，低通量台
式装置到专用于群体水平全基因组测序
（WGS）的大型超高通量仪器。 
 
        dNTP鉴定通过使用两个或四个激光通
道的全内反射荧光（TIRF）显微镜实现。 
在大多数Illumina平台中，每个dNTP结合到
特定于该碱基类型的单个荧光团，并且需要
四个不同的成像通道，而NextSeq和Mini-Seq
系统使用双荧光团系统 



(2)GeneReader系统 

       Qiagen收购了Intelligent BioSystems CRT
平台，该平台已经商业化，并于2015年作为
GeneReader 22重新推出（图3b）。 
       与其他系统不同，此平台旨在成为一个
一体化的NGS平台，从样品制备到分析。 
为此，GeneReader系统与QIAcube样品制备
系统和Qiagen Clinical Insight平台捆绑以进行
变体分析。 
        GeneReader使用几乎与Illumina使用的
相同的方法; 然而，其目的不是确保每个模
板结合荧光标记的dNTP23。 相反，
GeneReader旨在确保合并足够标记的dNTP
以实现鉴定。 



2.单核苷酸添加（SNA） 
 
概述： 
      与CRT不同，SNA方法依赖于单个信号来标记dNTP掺入延伸链中。 
因此，四个核苷酸中的每一个必须迭代地添加到测序反应中，以确保
只有一个dNTP负责信号。 此外，这不需要dNTP被阻断 

 

      因为测序反应中不存在下一个核苷酸阻止了延伸, 但其中添加了相
同dNTP的多聚物区域是个列外，其中序列鉴定依赖于并入多个dNTP时
信号的比例。 



(1).454焦磷酸测序装置 

       454焦磷酸测序装置是开发的第一
个NGS仪器。 
 
       这个SNA系统将模板结合的珠子
分布到PicoTiterPlate和含有酶混合物的
珠。 
        当dNTP掺入链中时，发生酶级联，
产生生物发光信号。由于在特定珠粒
处掺入一种或多种相同的dNTP（图
4a），因此通过电荷耦合器件（CCD）
照相机检测的每个光脉冲 



(2) Ion Torrent平台 

       Ion Torrent是第一个没有光学传感的
NGS平台。 
 
       不使用酶级联产生信号， Ion Torrent
平台检测在每个dNTP结合时释放的H +
离子。所得的pH变化由集成互补金属氧
化物半导体（CMOS）和离子敏感场效应
晶体管（ISFET）检测，（图4b）。 
 

       由传感器检测的pH变化与检测到的
核苷酸数目不完全成比例，测量多聚物
长度的精度有限。 



短读平台的比较 

      个体短片测序平台在吞吐量，成
本，错误轮廓和读取结构方面有所
不同（表1）。 

      尽管存在几个NGS技术提供商，
NGS研究正越来越多地在Illumina仪
器中进行。 虽然这意味着他们的数
据的高可信度。 

       但它也引起了对使用单一测序方
法26-28导致的系统性偏倚的关注。 

如今，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选择将
多种测序方法与互补的优势整合。 



短读平台的比较 
（1） SOLiD和Complete Genomics系统cPAL的Revolocity系统 

• SOLiD和Complete Genomics系统使用的SBL技术为这些技术提供了非常高的精度
（〜99.99％），因为每个基底被探测多次。虽然准确，两个平台也显示敏感性和
特异性之间的折衷的证据，使得出现假阳性的结果，使得假变异体被误判。SOLiD
平台显示一些替代错误和一些富含GC的低表达。也许这些技术受限于广泛采用的
特征是它们非常短的读取长度。 

 

• 尽管两个平台都可以产生单端和配对末端测序读取，但SOLiD的最大读取长度仅为
75bp，Complete Genomics33的最大读取长度为28-100bp，限制了其用于基因组装配
和结构变体检测应用。不幸的是，由于这些限制，以及大约几天的运行时间，
SOLiD系统已被降级到行业内的一个小领域。 

 

• 此外，虽然基于cPAL的Revolocity系统旨在与Illumina HiSeq在成本和整个方面进行
竞争，但其发布在2016年暂停，并且现在仅可用作人类WGS的服务平台，而基于
cPAS的BGISEQ -500平台仅限于中国大陆 



短读平台的比较 
（2）Illumina系统 

• Illumina主导短读排序行业，部分原因在于其作为技术的成熟度，
高水平的跨平台兼容性及其广泛的平台。可用的仪器套件包括从
低通量MiniSeq到超高通量HiSeq X，其能够将〜1,800个人类基因
组测序至每年30×覆盖。 

 

• 选项的多样化— —运行时间，读取结构和读取长度（高达300 
bp）。 

 

• 由于Illumina平台依赖于CRT方法，它对SNA平台中观察到的同聚
物误差更不敏感。虽然它的总体准确率大于99.5％，该平台在富
含AT和富含GC的区域中一些显示比较模糊，有替代错误的倾向 



（2）综述 

 



长读平台 

•概述： 已经显而易见的是，基因组是高度复杂的，具有与进化，适应和
疾病相关的许多长的重复元件，拷贝数改变和结构变化。然而，这些复
杂元素中的许多都长到短读配对端技术不足以解决它们。 

 

• 长读取测序提供超过几千碱基的读数，允许分辨这些大的结构特征。这
样的长读数可以跨越具有单个连续读数的复杂或重复区域，从而消除基
因组元件的位置或大小的不确定性。长读也可以用于转录组研究，因为
它们能够跨越整个mRNA转录物，允许研究人员确定外显子和脱氧合酶
同种型的精确连接。 



长读平台 

•类型：单分子实时测序方法和合成
方法，其依赖于现有的短读技术来
在计算机中构建长读取。单分子方
法不同于短读方法，因为它们不依
赖于扩增的DNA片段的克隆群产生
可检测的信号，它们也不需要对所
加入的每种dNTP进行化学循环。另
外，合成方法不产生实际长读数;相
反，它们是利用条形码以允许较大
片段的计算组装的库准备的方法。 

• 单分子长读序列（PacBio和ONT）。 
目前，最广泛使用的长读平台是
Pacific Biosciences（PacBio）（图5a）
使用的单分子实时（SMRT）测序方
法— — 仪器使用专门的流动池. 



连接阅读 
 

       短读SBS技术结合DNA并允许聚合酶沿着DNA模板移动，PacBio将聚合酶固定在底部并
允许DNA链通过ZMW。由于固定酶具有恒定的掺入位置，该系统可以集中在单个分子上。
因为标记的核苷酸在掺入ZMW的底部期间暂时停止，因此可以通过一个记录发射光的颜色
和持续时间的激光和照相机系统连续显现每孔中每个单分子模板上的dNTP掺入。聚合酶在
掺入过程中切割dNTP结合的荧光团，允许其在掺入下一个标记的dNTP之前扩散远离传感
器区域。 

        SMRT平台还使用独特的环形模板使得每个模板在聚合酶重复穿过环状分子时被
测序多次。尽管对长于〜3kb的DNA模板进行多次测序是困难的，但是可以对较短的
DNA模板可以作为模板长度的函数而进行多次测序。这些多遍被用于产生插入片段
的一致性读取，称为环状共有序列（CCS）。 
  
 



• 在2014年，纳米孔测序仪的第一个消费者原
型 - 牛津纳米技术（ONT）的Minion实现可
用。 纳米孔测序仪不监测由模板DNA链引
导的核苷酸的掺入或杂交。而其他平台使用
次级信号，光，颜色或pH，纳米孔测序仪
直接检测天然ssDNA分子的DNA组成。 

• 为了进行测序，当电流通过孔60时，DNA
通过蛋白质孔（图5b）。当DNA通过次级
运动蛋白的作用移位时，发生电压阻挡，其
调制通过孔的电流。这些电荷的时间跟踪称
为波形空间，电压的变化是孔中特定DNA
序列的特征，其然后可以被解释为k聚体。
不仅仅只是具有1-4个可能的信号，该仪器
可以产生1000多个— —每个可能的k聚体。     

• 对于2~4Tb的数据在满负荷（火力全开）的
设备上只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 



合成长读 
• 与真正的测序平台不同，合成长期阅读技术依赖一种用于关联在现有短读序
列器上排序片段的条形码系统 

 

• 这些方法将大DNA片段分配到微量滴定孔中或乳液，使得每个分区中存在
非常少的分子。在每个分区内，模板片段被剪切和条形码。 该方法允许在
现有的短读取仪表测序之后，数据被条形码分割，并且与共享条形码的片段
（源自相同的原始大片段）进行信息重新组合。类似于早期的技术 

 

• BAC-by-BAC测序，合成条形码读取提供从较大的片段衍生的小片段之间的
关联。通过分离片段，可以分离重复或复杂的区域，允许每个都在本地组装。
这防止组件中的不可分辨的分支点，其导致断裂（间隙）和更短的组装的连
续序列。 



（1）Illumina合成长读序列测序平台 

• Illumina系统（以前的Moleculo）不需要
专门的仪器便可将DNA分成微量滴定板。
然而，10X Genomics仪器（GemCode和
Chromium）使用乳液分配DNA，并需
要使用微流体仪器进行预测序反应。只
有1ng的起始材料，10X Genomics仪器可
将任意大的DNA片段（高达〜100kb）
分成称为“GEM”的胶束，其通常包含
≤0.3×拷贝的基因组和一个独特的条码。
在每个GEM内，凝胶珠溶解并且较小的
DNA片段从原始大片段扩增，每个具有
识别源GEM的条形码。测序后，将读取
对齐并链接在一起以在原始片段的跨度
上形成一系列锚定片段。 



(2)基于10X Genomics乳液的系统 

• 与Illumina系统不同，该方法不尝试
对单个DNA片段的无间隙，端对端
覆盖。相反，它依赖于链接的读，其
中衍生自单个长分子的分散的小片段
共享公用条形码。      虽然这些片段
在没有任何覆盖的情况下裂解原始大
分子的片段，通过确保在初始制备中
存在许多来自相同基因组区域的长片
段，从而产生读云，其中来自每个长
片段的连接读数可以被堆叠，将它们
各自的覆盖组合到总图中（图5d） 



单分子和合成长扫描序列的比较 

(1) PacBio RS II仪器（长读序列中使用最广泛的仪器）  

 

• 其平均读长度为10-15kb，用于揭示复杂的长标记基因组结构64和
用于全长转录物测序是理想的 

 

• 有几个显着的限制。长读取的单通错误率高达15％，这些误差随
着读取而随机分布,需足够高的覆盖来克服 

  该仪器的运行时间和吞吐量可以通过控制传感器监测ZMW的时间         
长度来调节; 较长的模板需要较长的时间，且成本较高 

 

 



（2） ONT Minion 

• ONT Minion是一个小型（〜3厘米×10厘米的MK1）基于USB的设备，
运行在个人计算机，使其成为任何当前测序平台的最小尺寸对于文库制
备（例如，热循环器）仍然需要大量的辅助设备，但是文库制备和设备
优化的改进可以想到将完全功能的测序系统所需的空间减小到单行李行
李的尺寸 

• MinION对要排序的片段的大小有很少的约束。理论上，任何大小的
DNA分子可以在装置上测序，但是在实践中，当处理超长片段时存在一
些限制70ONT MinION具有大的误码率 - 一维读取可达30％ - 并且由indel
误差控制。有效的同聚物测序仍然是ONT MinION的挑战。当同聚物超
过k聚体长度时，可能难以鉴定当一个k聚体离开孔和另一个k聚体进入。
修饰的碱基也对该装置构成挑战，因为修饰的碱基将改变给定k-mer的典
型电压漂移。幸好，在最近改进的化学和碱基调用算法中提高了精确度 

 



（3）Illumina合成长期阅读方法 

• 吞吐量和误差分布与当前Illumina
设备的吞吐量和误差分布相同。
然而，由于DNA分裂的原因，该
系统需要比典型的短期项目所需
的更多的覆盖，因此相对于其他
Illumina应用，增加了与该技术相
关的成本 

（4）基于10X Genomics乳液的平台 

       与Illumina合成长读平台相似依赖
于现有的短读底片结构来提供测序。 
微流体仪器是一次性额外设备成本，
并且所使用的乳液方法允许少至1ng的
起始材料，这可有利于DNA是珍贵的
情况，例如活检样品。 

 
       读取之间的位置关系共享相同的
条形码会导致模糊，使分析更困难。
为了纠正这一点，10X Genomics计划
在2016年中期发布Chromium系统。 
       尽管化学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是
可能的胶束分隔物的数量将从100,000
增加到100万，并且条形码的数量将从
750,000增加到〜400万。 

 



应用 

• WGS正在成为NGS中最广泛使用的应用之一。 通过这项技术，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基因组
信息和相关生物学意义的最全面的观点。 

 

例子：2010年，1000个Genomes项目从179个人的WGS发布其初步结果，并定向测序697个
个体76。截至2015年，来自26个不同人口的2,504人的基因组已被重建77,78，提供了对人群
水平的人类变化的无与伦比的洞察结果，项目序列更大的人正在接近完成或正在进行79-81。
人群水平测序被证明是理解人类疾病的重要工具，具有令人兴奋的结果。在一个例子中，
Sidore等人82，在2,120个撒丁岛人群上进行WGS，发现脂质水平和炎症标志物的新位点，
从而更好地了解驱动血液胆固醇水平的机制。全外显子组和靶向测序也证明了测序研究的
价值。 



应用 
        通过限制所用基因组材料的大小，可以在测序运行中对更多的单个样品进行测序。这
可以增加基因组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使用外显子测序，Iossifov等人84对超过2,500个单亲
家庭进行测序，每个家庭有一个被诊断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儿童，他们发现了
从头错义突变，从头基因破坏突变和拷贝数变异 〜30％的病例。这和其他有关 突变的基
因类型为ASD的可能原因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 
 
        NGS还提供了对基因组的调节机制的洞察。 蛋白质-DNA相互作用可以通过富集蛋白
质相互作用的DNA片段来探测，通常通过免疫沉淀，如ChIP-seq41的情况。 相反，ATAC-
seq使用多活性转座酶从未受蛋白质或核小体保护的区域产生短读NGS相容性DNA片段。 
 
        修饰碱基的分析也是可能的。甲基化包括甲基化DNA88的捕获和富集，甲基化或未
甲基化区域的选择性消化和/或甲基化碱基的修饰，使得其将SNP引入DNA序列。 纳米孔
平台还显示出用于直接检测修饰碱基的前景，因为可以通过碱基修饰调节通过孔的电压的
特征偏移，允许在不需要化学操作的情况下进行鉴别。 
 



•        NGS最近的范式转变是对非常长的DNA序列进行测序的能力。历史上重复
和复杂区域难以使用短读测序方法94-96组装和解析。 最近，使用长读测序技术，
Chaisson等人。 
 

•       能够通过间隙闭合和延伸，向人类GRCh37参考基因组添加超过1Mb的新序
列，并且它们鉴定出> 26,000个长度≥50bp的indels，提供了可用的最全面的参
考基因组之一。除了简单改善参考基因组，长的阅读被证明比短的阅读法更有
效地识别临床相关的结构变化。合成方法增强了研究阶段基因组的能力99。在
2014年，Kuleshov等人100显示合成方法如何可以减少基因组定相99所需的覆盖
率10倍，同时也逐步增加到可以检测到99%SNP。这允许研究人员跟踪跨代突变
的历史 — —家庭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 
 

•       转录组研究也从更好的NGS获得中受益。 今天，研究人员利用NGS的力量
深入序列到单转录灵敏度。在2014年，Treutlein等人101证明了单细胞RNA-seq的
功能，以表征不同的细胞群体在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和发现细胞亚群的新标记。
虽然长期阅读方法目前缺乏有效测量转录本丰度水平的能力，却提供了卓越的
性能，用于检测转录组学结构51。 例如，最近的人类转录组的长读谱显示> 10
％的读取表示新的剪接同种型102。 

应用 



结束语 

       我们正处在NGS技术的新革命的尖端。超高通量测序的出现推动了仅在
几年前不可能进行的研究，并且在临床部门中变得更加广泛。这场革命带来
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由于NGS的目标是在临床环境中无处不在，时间仍然是一个挑战。尽管
临床可能受到快速数据缺乏的挑战，但是NGS的其他方面受到大量数据的困
扰。NGS在临床上的增殖也 引起了对与基因组信息相关的效用和伦理的关
注。 

        然而，尽管有这些挫折，新的应用和仪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接下
来的几年中，更多的开发者寻求通过新的测序解决方案进一步泛化这个领域。
这些现有的和即将出现的NGS工具有可能引发生命科学革命性的突破，包括
RNA或蛋白质的直接测序，实时基因组病原体监测或基于个人基因组测序的
精确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