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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小部分DNA模板中的突变的识别对生

物学研究的几个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大量

平行测序仪器基本上非常适合该任务，但是这样

的仪器中的差错率通常太高以至于不允许稀有

变体的确信识别。我们这里描述了用于该目的的

可大大增加大量平行测序仪器灵敏度的方法。该

方法——称作“安全测序系统”——的一个实例

包括(i)给每个模板分子分配独特识别符(UID)；

(ii)扩增每个独特标记的模板分子以产生UID-

家族；和(iii)扩增产物的丰余测序。如果它们的

≥95％含有相同的突变，那么具有相同UID的PCR

片段是真正的突变体(“超突变体”)。我们显示用

于测定聚合酶保真度的该方法的实用性、体外合

成的寡核苷酸的准确度、和正常细胞的核和线粒

体基因组中的突变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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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核酸序列的方法，包括：

将独特识别符核酸序列(UID)与多个分析物核酸片段中每个的第一末端连接以形成独

特识别的分析物核酸片段；

丰余地测定独特识别的分析物核酸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其中测定的共享UID的核苷酸

序列形成成员家族；

当所述家族成员的至少1％含有所述序列时，将核苷酸序列识别为准确代表分析物核

酸片段。

2.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丰余地测定的步骤之前，扩增所述独特识别的分

析物核酸片段。

3.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家族成员的至少5％含有所述序列时识别所述核

苷酸序列。

4.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家族成员的至少25％含有所述序列时识别所述

核苷酸序列。

5.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家族成员的至少50％含有所述序列时识别所述

核苷酸序列。

6.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家族成员的至少70％含有所述序列时识别所述

核苷酸序列。

7.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家族成员的至少90％含有所述序列时识别所述

核苷酸序列。

8.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家族成员的100％含有所述序列时识别所述核苷

酸序列。

9.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连接步骤通过聚合酶链反应进行。

10.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将第一通用引发位点与多个分析物核酸片段中每个的

第二末端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016499 A

2



安全测序系统

[0001] 本申请是分案申请，原申请的申请日是2012年4月12日，申请号为2012800292846

(PCT/US2012/033207)，发明名称为“安全测序系统”。

[0002] 本发明利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CA62924、CA43460和CA57345而作出。本发明的

某些权利在资助条款下由美国政府保留。

[0003] 发明的技术领域

[0004] 本发明涉及核酸测序领域。特别地，涉及分析和验证低频率事件的产物的操作和

分析步骤。

[0005] 发明背景

[0006] 基因突变分别成为生存和死亡——进化和疾病自始至终的许多方面的基础。相应

地，它们的测量对几个研究领域是关键的。Luria和Delbrück的经典的波动分析是对生物学

过程洞察的原型实例，该生物学过程可通过计数仔细控制的实验中突变的数目而简单地获

得(1)。计数人类中不存在于它们的父母中的新形成的突变已相似地导致对我们的物种可

进化的速度的新洞察(2、3)。相似地，计数肿瘤中遗传或后生变化可告知癌症生物学的基本

问题(4)。在处理患有病毒疾病如AIDS和肝炎的患者中，由于它们可引起的抗药性，突变位

于目前的问题的核心(5、6)。这样的突变的检测，特别地在它们变得在人口中占优势之前的

阶段，对优化治疗将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器官移植患者的血中供体DNA的检测是移植物排斥

的重要指示器，并且母亲血浆中胎儿DNA的检测可用于非创伤方式的产前诊断(7、8)。在均

由体细胞突变驱动的肿瘤病中，稀有突变体检测的应用是各种各样；当在血浆中评价时，它

们可用于辅助识别在手术边缘或在淋巴结中残余的疾病，以继续治疗过程，和当在粪便、唾

液、血浆和其它体液中评价时，也许识别患有早期的手术可医治的疾病的患者(9-11)。

[0007] 这些实例强调了对于基础和临床研究识别稀有突变的重要性。相应地，在几年里

人们已想出了评价它们的创新的方法。第一方法包括基于原养型、对病毒感染或药物的抵

抗或生物化学测定的生物学测定(1、12-18)。分子克隆和测序为该领域提供新的尺度，因为

它允许识别突变类型而不仅仅是它的存在(19-24)。这些较新的方法中效力最大的一些基

于数字PCR，其中个体分子被逐一评价(25)。数字PCR在概念上与细菌、细胞或病毒的个体克

隆的分析相同，但是用限定的、无生命的试剂完全在体外进行。数字PCR的几个实现已被描

述，包括多孔板中、群落(polonies)中、微流体装置中和油包水乳状液中排列的分子的分析

(25-30)。在这些技术中的每个中，突变体模板通过它们结合到对潜在的突变体碱基特异的

寡核苷酸而被识别。

[0008] 大量平行测序代表特别地有效力的形式的数字PCR，因为许许多多模板分子可被

逐一分析。它较常规的数字PCR方法具有优势，因为多个碱基可以以自动化方式被连续地和

容易地询问。然而，由于与测序过程相关的高差错率，大量平行测序不能通常用于检测稀有

变体。例如，通常使用的Illumina测序仪器，该差错率从～1％(31、32)至～0.05％(33、34)

变化，取决于因素如阅读长度(35)、改进的碱基召唤算法(base  callingalgorithms)的使

用(36-38)和检测的变体的类型(39)。这些错误中的一些可能由模板制备期间、文库制备所

需的预扩增步骤期间和仪器自身上进一步固相扩增期间引入的突变而产生。其它错误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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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测序期间碱基错误掺入和碱基召唤错误。碱基召唤的改进可提高可靠性(例如，(36-

39))，但是基于仪器的误差仍然是限制性的，特别地在临床样品中，其中突变流行率可以是

0.01％或更少(11)。在下面描述的工作中，我们显示模板如何可被制备和从它们中获得的

测序数据如何可被更可靠地解释，以便相对稀有的突变可以用商业上可用的仪器识别。

[0009] 在本领域中存在对提高研究、临床、法医和系谱目的的序列测定的灵敏度和准确

性的持续需求。

[0010] 发明概述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一个方法分析核酸序列。将独特识别符(unique 

identifier)(UID)核酸序列与多个分析物核酸片段中每个的第一末端连接以形成独特识

别的分析物核酸片段。将独特识别的分析物核酸片段的核苷酸序列丰余地测定，其中测定

的共享UID的核苷酸序列形成成员家族。当家族成员的至少1％含有该序列时，将核苷酸序

列识别为准确代表分析物核酸片段。

[001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一个方法分析核酸序列。利用至少两个用第一和第二

引物的扩增循环将独特识别符序列(UID)与多个分析物DNA片段中每个的第一末端连接以

形成独特识别的分析物DNA片段。扩增期间UID多于分析物DNA片段。第一引物包括与期望的

扩增子互补的第一段；含有UID的第二段；和含有用于随后扩增的通用引发位点的第三段。

第二引物包括用于随后扩增的通用引发位点。每个扩增循环将一个通用引发位点与链连

接。扩增独特识别的分析物DNA片段以由每个独特识别的分析物DNA片段而形成独特识别的

分析物DNA片段家族。测定家族的多个成员的核苷酸序列。

[0013]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是利用内源独特识别符序列(UID)分析DNA的方法。获得片段

化的分析物DNA，其包含30至2000个碱基——包括30和2000个碱基——的片段。片段的每个

末端形成针对片段的内源UID。将衔接头寡核苷酸与片段的末端连接以形成衔接的片段。代

表一个或多个选择的基因的片段任选地通过利用与分析物DNA中选择的基因互补的捕获寡

核苷酸而捕获片段的子集或通过扩增与选择的基因互补的片段而被富集。将衔接的片段利

用与衔接头寡核苷酸互补的引物扩增以形成衔接的片段家族。测定家族的多个成员的核苷

酸序列。比较家族的多个成员的核苷酸序列。当家族成员的至少1％含有该序列时，将核苷

酸序列识别为准确代表分析物DNA片段。

[0014]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是包括引物对群体的组合物，其中每对包括用于扩增和识别

基因或基因部分的第一和第二引物。第一引物包括与基因或基因部分互补的10-100个核苷

酸的第一部分和包括与第三引物杂交的位点的10至100个核苷酸的第二部分。第二引物包

括与基因或基因部分互补的10-100个核苷酸的第一部分和包括与第四引物杂交的位点的

10至100个核苷酸的第二部分。第二引物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插入的是由形成独特

识别符(UID)的2至4000个核苷酸组成的第三部分。群体中的独特识别符具有至少4个不同

的序列。第一和第二引物与基因或基因部分的相反链互补。试剂盒可包括引物群体和与第

一和第二引物中每个的第二部分互补的第三和第四引物。

[0015] 读了说明书之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是明显的这些和其它实施方式提供选择性

地和准确地测定核酸特点或序列的工具和方法。

[0016] 附图简述

[0017] 图1。安全测序系统的必要元件。在第一步骤中，给将被分析的每个片段分配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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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UID)序列(金属阴影线或点状条)。在第二步骤中，扩增独特标记的片段，产生UID-家

族，其每个成员具有相同的UID。超突变体被定义为UID-家族，其中≥95％的家族成员具有

相同的突变。

[0018] 图2。用内源UID加捕获物的安全测序系统。随机剪切产生的每个片段的末端的序

列(各种形状的条充当独特识别符(UID)。这些片段与衔接头连接(土地阴影线和网状线条)

以便它们可随后通过PCR扩增。一个独特地可识别的片段从双链模板的每条链产生；只显示

一条链。目的片段被捕获在含有与目的序列互补的寡核苷酸的固相上。PCR扩增以产生具有

含有5’“嫁接”序列的引物的UID-家族(粘合剂填充的条和浅点状条)之后，进行测序和将超

突变体如图1中一样地定义。

[0019] 图3。用外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用一组基因特异的引物扩增DNA(剪切或未剪切

的)。引物之一具有随机的DNA序列(例如，一组14N的)，其形成独特识别符(UID；各种形状的

条，位于其基因特异性序列的5’，和二者具有允许下一步骤中通用扩增的序列(土地阴影线

条和网状线条)。两个UID分配(assignment)循环产生两个片段——每个具有与每个双链模

板分子不同的UID，如所显示的。用还含有“嫁接”序列的通用引物(粘合剂填充的条和浅点

状条)的随后PCR产生被直接测序的UID-家族。将超突变体如图1的图例中一样地定义。

[0020] 图4A-4B。常规和安全测序系统分析识别的单碱基置换。图3中描绘的外源UID策略

用于从三个正常的无关个体的CTNNB1基因产生PCR片段。每个位置代表87个可能的单碱基

置换(3个可能的置换/碱基×29个分析的碱基)之一。将这些片段在IlluminaGA  IIx仪器上

测序和以常规方式(图4A)或用安全测序系统(图4B)分析。将安全测序系统结果以与常规分

析相同的比例显示用于直接比较；插图是放大的视图。注意，常规分析识别的大多数变体可

能代表测序错误，如相对于安全测序系统它们的高频率和无关样品之中它们的一致性所表

明的。

[0021] 图5。用内源UID加反向PCR的安全测序系统。随机剪切产生的每个片段末端的序列

充当独特识别符(UID；各种形状的条)。如在标准的Illumina文库制备中将这些片段与接头

连接(土地阴影线条和网状线条)。一个独特标记的片段从双链模板的每条链产生；只显示

一条链。用连接酶环化之后，反向PCR用也含有5’“嫁接”序列的基因特异性引物(粘合剂填

充的条和浅的点状条)进行。该PCR产生被直接测序的UID-家族。将超突变体如图1中一样地

定义。

[0022] 图6A-6B。用亚磷酰胺和Phusion合成的寡核苷酸中单碱基置换位置对错误频率。

将用亚磷酰胺(图6A)或Phusion聚合酶(图6B)合成的相同的31-碱基DNA片段的代表性部分

用安全测序系统来分析。绘制每个类型的七个独立的实验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亚磷酰胺

合成的和Phusion产生的片段中分别识别到1,721±383和196±143SBS超突变体的平均数。

y轴指示在指示位置的总错误的分数。注意，亚磷酰胺合成的DNA片段中的错误在七个复制

之中是一致的，如在合成自身期间如果错误被系统地引入所将期望的。相比之下，Phusion

产生的片段中的错误在样品之中表现出是异质的，如随机过程所期望的(Luria  and 

Delbruck,Genetics  28:491-511,1943)。

[0023] 图7。UID-家族成员分布。图3中描绘的外源UID策略用于从三个正常的无关个体的

CTNNB1区域产生PCR片段(表2B)；显示从一个个体产生的具有≤300个成员(总UID-家族的

99％)的UID-家族的代表性实例。y轴指示不同的UID-家族——含有x轴上显示的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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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的数目。

[0024] 发明详述

[0025] 本发明人已开发了一种称作“安全测序系统(Safe-SeqS)”(来自Safe-Sequencing 

System)的方法。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它包括两个基本步骤(图1)。第一个是将独特识别符

(UID)分配给将被分析的每个核酸模板分子。第二个是每个独特标记的模板的扩增，以便产

生许多具有相同序列的子分子(定义为UID-家族)。如果突变预先存在于用于扩增的模板分

子中，突变应以一定比例存在，或甚至所有的子分子含有该UID(除任何随后复制或测序错

误外)。UID-家族——其中每个家族成员(或一定的预设的比例)具有相同突变——被称作

“超突变体(super-mutant)”。不发生在原始模板中的突变，如扩增步骤期间或碱基召唤中

通过错误发生的那些突变，不应产生超突变体，即，将不以预设的频率存在于UID家族中。在

其它实施方式中，扩增不是必需的。

[0026] 该方法可用于任何目的，其中序列数据需要非常高水平的准确度和灵敏度。如下

面所显示的，该方法可用于评价聚合酶的保真度、体外合成的核酸合成的准确度和正常细

胞的核或线粒体核酸中突变的流行。该方法可用于检测和/或定量嵌合突变和体细胞突变。

[0027] 核酸片段可利用随机片段形成技术如机械剪切、超声处理或使核酸经受其它物理

或化学应激而获得。片段可以不是严格随机的，因为一些位点较其它位点可对应激更易感。

随机或特别地片段化的内切核酸酶还可用于产生片段。片段的大小可变化，但是期望地将

是30和5,000个碱基对之间，100和2,000个之间，150和1,000个之间，或在具有这些端点的

不同的组合的范围内。核酸可以是，例如，RNA或DNA。还可利用RNA或DNA的修改的形式。

[0028] 将外源UID与分析物核酸片段的连接可通过本领域已知的任何方法来进行，包括

酶学、化学或生物学方法。一种方法利用聚合酶链反应。另一种方法利用连接酶。例如，酶可

以是哺乳动物的或细菌的酶。在连接之前可将片段的末端利用其它酶如T4DNA聚合酶的

Klenow片段来修复。可用于连接的其它酶是其它聚合酶。可将UID加到片段的一个或两个末

端。UID可包含在核酸分子内，该核酸分子含有针对其它预期功能性的其它区域。例如，可加

入通用引发位点以允许后面的扩增。另一个附加的位点可以是对分析物核酸中的特定区域

或基因互补性的区域。UID的长度可以是例如，2至4,000、100至1000、4至400个碱基。

[0029] UID可利用核苷酸的随机添加来制备以形成将用作识别符的短序列。在每个添加

位置，可使用来自四个脱氧核糖核苷酸之一的选择。可选地可使用来自三个、两个或一个脱

氧核糖核苷酸之一的选择。因此UID在某些位置中可以是完全随机的，稍微随机的或非随机

的。制备UID的另一个方式利用装配在芯片上的预设的核苷酸。在该制备方式中，以计划的

方式获得复杂性。将UID与片段的每个末端连接可以是有利的，增加片段上UID群体的复杂

性。

[0030] 用于加入外源UID的聚合酶链反应循环指双链分子的热变性、第一引物与产生的

单链的杂交、引物延伸以形成与原始单链杂交的新的第二条链。第二循环指新的第二条链

从原始单链的变性、第二引物与新的第二条链的杂交和第二引物延伸以形成与新的第二条

链杂交的新的第三条链。可需要多个循环以增加效率，例如，当分析物经稀释或存在抑制剂

时。

[0031] 在内源UID的情况中，可将接头通过连接加到片段的末端。分析物片段的复杂性可

通过在固相上或在液体步骤中的捕获步骤而被减少。通常捕获步骤将利用与代表目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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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因组的探针的杂交。如果在固相上，则将非结合片段与结合片段分离。本领域已知的合

适的固相包括过滤器、膜、珠、柱等。如果在液相中，则可加入捕获试剂，其结合探针，例如通

过生物素-抗生物素蛋白型相互作用。捕获之后，可将期望的片段洗脱用于进一步处理。加

入接头和捕获的顺序不是关键的。减少分析物片段复杂性的另一种方法包括一个或多个特

定基因或区域的扩增。实现这的一个方法是利用反向PCR。可使用基因特异的引物，这样在

形成文库时富集。任选地，基因特异的引物可含有用于随后与大量平行测序平台连接的嫁

接序列。

[0032] 因为内源UID提供有限数目的独特可能性，取决于片段大小和测序阅读长度，可使

用内源和外源UID的组合。当扩增将增加可用的UID和由此增加灵敏度时引入另外的序列。

例如，扩增之前，可将模板分配到96个孔中，扩增期间可使用96个不同的引物。这将有效地

增加可用的UID  96-倍，因为多达96个具有相同的内源UID的模板将被区别。该技术还可与

外源UID一起使用，以便每个孔的引物将独特的、非常特异的序列加到扩增产物。这可提高

稀有模板检测的特异性。

[0033] 含有UID的片段扩增可根据已知的技术来进行以产生片段家族。可利用聚合酶链

反应。可也利用方便的其它扩增方法。可利用反向PCR，其可滚环扩增。片段扩增通常利用与

引发位点互补的引物来进行，该引发位点与同时作为UID的片段连接。引发位点位于UID远

侧，以便扩增包括UID。扩增形成片段家族，家族的每个成员共享相同的UID。因为UID的多样

性大大超过片段的多样性，所以每个家族应来自分析物中的单个片段分子。用于扩增的引

物可被化学修饰以使它们更加抵抗外切核酸酶。一种这样的修饰是利用一个或多个3’核苷

酸之间的硫代磷酸键。另一种利用硼烷磷酸(boranophosphate)。

[0034] 将家族成员测序和比较以识别家族内的任何多样性。测序优选在大量平行测序平

台上进行，平台中的许多是商业上可获得的。如果测序平台需要用于“嫁接”的序列，即，与

测序装置连接，这样的序列可在UID或接头加入期间加入或分开加入。嫁接序列可以是UID

引物、通用引物、基因靶向特异性引物、用于制备家族的扩增引物的部分或分开的。丰余测

序指单一家族的多个成员的测序。

[0035] 可对识别分析物中的突变设置阈值。如果“突变”出现在家族的所有成员中，那么

它来自分析物。如果它出现在小于所有的成员中，那么它可能在分析期间已被引入。可将召

唤突变的阈值设定，例如，在1％、5％、10％、20％、30％、40％、50％、60％、70％、80％、90％、

95％、97％、98％或100％。阈值将基于被测序的家族成员的数目和特定目的和情形来设定。

[0036] 引物对群体用于连接外源UID。第一引物包括与基因或基因部分互补的10-100个

核苷酸的第一部分和包括与第三引物杂交的位点的10至100个核苷酸的第二部分。第二引

物包括与基因或基因部分互补的10-100个核苷酸的第一部分和和包括与第四引物杂交的

位点的10至100个核苷酸的第二部分。第二引物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插入由形成独

特识别符(UID)的2至4,000个核苷酸组成的第三部分。群体中独特识别符至少4、至少16、至

少64、至少256、至少1,024、至少4,096、至少16,384、至少65,536、至少262,144、至少1,048,

576、至少4,194,304、至少16,777,216,或至少67,108,864个不同的序列。第一和第二引物

与基因或基因部分的相反链互补。可制备试剂盒，含有用于连接外源UID的引物以及扩增引

物，即，与第一和第二引物中每个的第二部分互补的第三和第四引物。第三和第四引物可任

选地含有另外的嫁接或标引序列。UID可包括随机选择的序列、预先限定的核苷酸序列或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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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选择的序列和预先限定的核苷酸。如果二者都有，那么这些可被整批连接在一起或散布。

[0037] 分析方法可用于定量以及测定序列。例如，可比较两个分析物DNA片段的相对丰

度。

[0038] 下面实施例中描述的结果显示，安全测序系统方法可基本上提高大量平行测序的

准确度(表1和2)。它可通过内源或外源引入的UID而实现和可应用于实际上任何样品制备

工作流或测序平台。如这里所显示的，该方法可容易地用于识别DNA模板群体中稀有的突变

体，以测量聚合酶差错率，和判断寡核苷酸合成的可靠性。该策略的优势之一是它产生分析

的模板数目以及含有不同碱基的模板部分。先前描述的用于少量模板分子检测的体外方法

(例如，(29、50))允许测定突变体模板的部分但不能测定原始样品中突变体和正常模板的

数目。

[0039] 比较安全测序系统与减少下一代测序中错误的其它方法是有意义的。如上面所提

到的，在本发明背景中，已开发了增加碱基召唤准确度的复杂算法(例如，(36-39))。这些可

当然减少假阳性召唤，但是它们的灵敏度仍然受限于文库制备需要的PCR步骤期间发生的

人工突变以及(减少数目的)碱基召唤错误。例如，目前的研究中利用的算法使用非常严格

的碱基召唤标准和应用于短阅读长度，但是仍然不能将差错率减少到小于2.0×10-4错误/

bp的平均值。该错误频率至少与用其它算法报道的一样低。为了进一步提高灵敏度，这些碱

基召唤改进可以与安全测序系统一起使用。Travers  et  al.已描述了另一个有力的减少错

误的策略(51)。用该技术，许多制备型酶法步骤之后，每个模板分子的两条链被丰余地测

序。然而，该方法只可在特定的仪器上进行。而且，对于许多临床应用，最初的样品中存在相

对少的模板分子，和需要几乎所有它们的评价以获得需要的灵敏度。这里描述的用外源引

入的UID的方法(图3)通过将UID分配步骤与随后的扩增——其中丧失很少的分子——连接

而实现该需要。由于连接和其它制备步骤期间不可避免的模板分子的丧失，我们的内源UID

方法(图2和图5)和Travers  et  al.描述的方法不是理想地适合该目的。

[0040] 我们如何知道目前的研究中常规分析识别的突变代表人为现象而不是原始模板

中真正的突变？支持这的强有力的证据通过除了一个以外的所有实验中突变流行是相似

的——2.0×10-4至2.4×10-4突变/bp——的观察来提供(表1和2)。例外是用从亚磷酰胺合

成的寡核苷酸的实验，其中当用严格的碱基召唤标准时合成过程的错误明显高于常规

Illumina分析的差错率。相比之下，安全测序系统的突变流行变化得更多，从0.0至1.4×

10-5突变/bp，取决于模板和实验。而且，大多数对照实验——其中测量聚合酶保真度——中

安全测序系统测量的突变流行(表2A)几乎与先前的实验——其中通过生物学试验测量聚

合酶保真度——预测的相同。我们的来自正常细胞的DNA中突变流行的测量与一些先前的

实验数据一致。然而，这些流行的估计变化很大并可取决于分析的细胞类型和序列(参见SI

文本)。我们因此不能确定安全测序系统揭示的很少的突变代表测序过程期间发生的错误

而不是原始DNA模板存在的真正的突变。安全测序系统过程中错误的潜在来源在SI文本中

被描述。

[0041] 安全测序系统的另一个潜在的应用是PCR污染——临床实验室的严重问题——的

最小化。对于内源或外源UID分配，可将突变体模板的UID简单地与先前实验中识别的那些

比较；当突变不常见时，不同的实验中来自两个独立的样品的相同突变将具有相同UID的概

率是可以忽略的。另外，对于外源UID，具有相同模板但没有UID分配PCR循环的对照实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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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保证模板制备中没有DNA污染存在；在缺少UID分配循环的情况中应没有模板被扩增，

因此应没有观察到适当大小的PCR产物。

[0042] 象所有的技术一样，安全测序系统具有局限性。例如，我们已经证明外源UID策略

可用于深入地分析单一扩增子。该技术不可应用于这样的情形，其中多个扩增子必须从含

有有限数目的模板样品被分析。UID分配循环中的多重技术(图3)可给该挑战提供解决方

案。第二局限性是UID分配循环中的扩增效率对方法的成功是关键性的。临床样品可含有降

低该步骤效率的抑制剂。该问题可能通过UID分配PCR步骤中进行两个以上的循环而克服

(图3)，虽然这将使分析的模板数目的测定变复杂。安全测序系统的特异性目前受限于UID

分配PCR步骤中使用的聚合酶的保真度，即，在其目前的具有两个循环的实行中8.8×10-7突

变/bp。将UID分配PCR步骤中的循环数增加到五会将整体特异性降低到～2×10-6突变/bp。

然而，该特异性可通过需要一个以上用于突变识别的超突变体而增加——引入相同的人工

突变两倍或三倍的概率将是非常低的(分别为[2×10-6]2或[2×10-6]3)。总之，有几种简单

的方法来进行安全测序系统改变和分析改变以实现特定实验的需要。

[0043] Luria和Delbrück在它们1943年的经典论文中写到，他们的“预测不能被直接检

验，因为当我们计数培养基中抗药菌数目时，我们观察到的不是已经出现的突变数目，而是

通过突变的那些抗药菌繁殖而已出现的抗药菌的数目，繁殖的数量取决于发生的突变回溯

多久”。这里描述的安全测序系统程序可检验这样的预测，因为每个突变发生的数目以及时

间可从数据估计，如对聚合酶保真度的实验中所记录的。除了聚合酶体外产生的模板，相同

的方法可应用于来自细菌、病毒和哺乳动物细胞的DNA。我们因此期望该策略将为许多种重

要的生物医学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

[0044] 以上的公开概括地描述了本发明。本文公开的所有参考文献通过引用被清楚地并

入。更完全的理解可通过参考以下具体实施例而获得，该实施例仅为了说明的目的而被本

文提供，并且不意欲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45] 实施例1--内源UID。

[0046] UID，有时被称作条形码或索引，可以以许多方式被分配给核酸片段。这些包括外

源序列通过PCR(40、41)或连接(42、43)的引入。甚至更简单地，随机剪切的基因组DNA固有

地含有由每个剪切的片段的两个末端序列组成的UID(图2和图5)。这些片段的配对的末端

测序产生可被如上所述分析的UID-家族。为了在安全测序系统中利用这样的内源UID，我们

使用两个独立的方法：一个设计为同时评价许多基因的方法和另一个设计为深入地评价单

个基因片段的方法(分别为图2和图5)。

[0047] 为了多个基因的评价，我们将标准的Illumina测序衔接头与剪切的DNA片段的末

端连接以产生标准的测序文库，然后在固相上捕获目的基因(44)。在该实验中，使用由～

15,000个正常细胞的DNA制备的文库，和靶向来自六个基因的2,594bp用于捕获。排除已知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之后，还识别了25,563个明显的突变——对应2.4×10-4±突变/bp(表

1)。基于先前的人细胞中突变率的分析，这些明显的突变的至少90％可能代表模板和文库

制备期间引入的突变或碱基召唤错误。注意，这里测定的差错率(2.4×10-4突变/bp)较利用

Illumina仪器的实验中通常报道的低得多，因为我们使用非常严格的碱基召唤标准。

[0048] 表1.用内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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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对于相同数据的安全测序系统分析，我们测定69,505个原始模板分子在该实验中

被评价(即，识别了69,505个UID-家族，每个家族平均40个成员，表1)。还通过安全测序系统

识别了常规分析识别的所有多态变体。然而，这些家族中只观察到8个超突变体，对应3.5×

10-6突变/bp。因此安全测序系统降低假定的测序错误至少70倍。

[0051] 安全测序系统分析还可测定模板的哪条链突变了，因此召唤突变的另外的标准可

要求突变在原始双链模板的仅一条链或两条链中出现。大量平行测序仪能从两个连续的阅

读中模板的两个末端获得序列信息。(这种类型的测序实验在Illumina平台上被称作“配对

的末端”运行，但是相似的实验可在其它测序平台——其中它们可被称作另一个名字——

上进行)。当序列信息从两个末端获得时，双链模板的两条链可通过观察到的序列定向和它

们出现的顺序而被区分。例如，当模板的每个末端在连续的阅读中测序时，UID链对可由以

下两组序列组成：1)有义方向的A序列，其在第一阅读中染色体2的位置100开始，之后是反

义方向的序列，其在第二阅读中染色体2的位置400开始；和2)反义方向的A序列，其在第一

阅读中染色体2的位置400开始，之后是有义方向的序列，其在第二阅读中染色体2的位置

100开始。在上面描述的捕获实验中，目的区域中69,505个UID(代表21,111个原始双链分

子)中的42,222个代表UID链对。这些42,222个UID包括目的区域中1,417,838个碱基。当允

许突变仅发生在UID链对内(在一条链或两条链中)，观察到两个超突变体，产生1.4×10-6超

突变体/bp的突变率。当需要突变仅发生在UID链对的一条链中时，只观察到一个超突变体，

产生7.1×10-7个超突变体/bp的突变率。当需要突变发生在UID链对的两条链中时，只观察

到一个超突变体，产生7.1×10-7超突变体/bp的突变率。因此，需要突变发生在模板的仅仅

一条链或两条链中可进一步增加安全测序系统的特异性。

[0052] 利用内源UID的策略也用于减少单个目的区域的深入测序之后的假阳性突变。在

这种情况中，将如上面描述的从～1,750个正常细胞制备的文库用作利用与目的基因互补

的引物的反向PCR的模板，所以PCR产物可直接用于测序(图5)。对于常规分析，观察到2.3×

10-4突变/bp的平均数，与捕获实验中观察到的相似(表1)。假定只有1,057个来自正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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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的分子在该实验中被评价，如通过安全测序系统分析所测定的，常规分析观察到的

所有突变可能代表假阳性(表1)。对于相同数据的安全测序系统分析，在任何位置都没有识

别到超突变体。

[0053] 实施例2--外源UID.

[0054] 虽然上面描述的结果显示安全测序系统可增加大量平行测序的可靠性，但是利用

内源UID可被检查的不同的分子的数目受限制。对于被剪切到150bp(125-175)的平均大小

的片段，36个碱基配对的末端测序可评价～7,200个含有特定突变的不同分子的最大值(在

片段的任一末端上2个阅读×2个方向×36个碱基/阅读×50个碱基变化)。在实践中，实际

的UID数目较小，因为剪切过程不是完全随机的。

[0055] 为了使原始模板更有效的应用，我们开发了安全测序系统策略，其利用酶步骤的

最小数目。该策略还允许降解或损伤的DNA的应用，如临床样本中或胞嘧啶甲基化检查的亚

硫酸氢盐处理之后发现的(45)。如图3中所描绘的，该策略利用两组PCR引物。第一组用标准

的亚磷酰胺前体合成和含有与3’末端上目的基因互补的序列和在正向和反向引物的5'末

端的不同的尾。不同的尾允许在下一步骤中的通用扩增。最后，在正向引物中尾和序列特异

的核苷酸之间存在12至14个随机核苷酸的延伸(40)。随机核苷酸形成UID。将UID分配给片

段的等同的方法——不用于本研究——将利用微阵列上合成的10,000个正向引物和10,

000个反向引物。这些20,000个引物中每个将具有在它们3'末端的基因特异性引物和在它

们5'末端的10,000个特异的、预设的、无重叠的UID序列之一，考虑到108(即，[104]2)个可能

的UID组合。在任何一种情况中，两个PCR循环用引物和高保真度聚合酶来进行，从每个原始

模板分子的两条链中每个产生独特标记的、双链DNA片段(图3)。残留的、未用过的UID分配

引物通过用单链特异性外切核酸酶的消化来去除，无需进一步纯化，和加入两条新引物。可

选地或除了这种消化，人们可利用硅胶柱选择性地保留较大大小的片段或人们可在选择性

地保留较大片段的条件下利用固相可逆固定(SPRI)珠来除去较小的、非特异的、扩增人为

物。该纯化可潜在地有助于减少后面步骤中引物二聚体积累。新引物——与UID分配循环中

引入的尾互补——含有在它们5'末端的嫁接序列，允许在Illumina仪器上固相扩增，和在

它们的3'末端的硫代磷酸残基以使它们抵抗任何剩余的外切核酸酶。25个另外的PCR循环

之后，将产物加载在Illumina仪器上。如下面所显示的，该策略允许我们评价大多数输入片

段和用于几个示例的实验。

[0056] 实施例3--DNA聚合酶保真度的分析。

[0057] DNA聚合酶的差错率的测量对于它们的表征是必要和指示这些酶可使用的情形。

我们选择测量Phusion聚合酶的差错率，因为该聚合酶具有任何商业上可用的酶的最低报

道的错误频率之一和因此对基于体外的方法提出特定的挑战。我们首先通过19轮PCR扩增

了单个的人DNA模板分子，包括一段任意选择的人基因。将来自这些扩增的PCR产物，以它们

的全部，用作安全测序系统的模板，如图3中所描述的。在七个独立的这种类型的实验中，测

序识别的UID-家族的数目是624,678±421 ,274，其与每轮PCR的92±9.6％的扩增效率一

致。

[0058] Phusion聚合酶的差错率——通过在质粒载体中克隆编码β-半乳糖苷酶的PCR产

物和转化进细菌而被评价——由制造商报道为4.4×10-7错误/bp/PCR循环。甚至用非常高

的严格碱基召唤，Illumina测序数据的常规分析显示9.1×10-6错误/bp/PCR循环的表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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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率，超过高于报道的Phusion聚合酶差错率的数量级(表2A)。相比之下，相同数据的安全

测序系统显示4.5×10-7个错误/bp/PCR循环的差错率，几乎与生物学测定中对于Phusion聚

合酶测量的相同(表2A)。这些错误的绝大多数(>99％)是单碱基置换(表3A)，与由其它原核

DNA聚合酶产生的突变谱上的先前数据一致(15、46、47)。

[0059] 表2A-2C。用外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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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表3A-C.用外源UID的单碱基置换、插入和缺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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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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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安全测序系统还允许全部数目的不同突变事件的测定和突变发生的PCR循环的估

计。在这些实验中存在19个在含有单个模板分子的孔中进行的PCR循环。如果聚合酶错误发

生在第19个循环中，则将只存在一个产生的超突变体(来自含有突变的链)。如果错误发生

在第18个循环中，则应存在两个超突变体(来自第19个循环中产生的突变体链)等。相应地，

错误发生的循环与含有该错误的超突变体的数目相关。来自七个独立的实验的数据显示相

对一致数目的观察到的全部聚合酶错误(2.2±1.1×10-6不同的突变/bp)，与来自模拟的观

察的预期数目非常一致(1.5±0.21×10-6不同的突变/bp)。该数据还显示实验之中高度可

变的聚合酶错误的发生时机(表4)，如从经典的波动分析所预测的(1)。该种类的信息难于

利用相同的下一代测序数据的常规分析而取得，部分由于上面提到的禁止性地高度表观突

变率。

[0066] 表4A-4G.观察到的和预期数目的Phusion聚合酶产生的错误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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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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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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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模拟的细节参见SI文本

[0072] 实施例4--寡核苷酸组合物的分析。

[0073] 从亚磷酰胺(phoshoramidite)前体的寡核苷酸合成期间少量错误对于大多数应

用，如常规PCR或克隆是可容忍的。然而，对于合成生物学——其中许多寡核苷酸必须连接

在一起，这样的错误呈现对成功的主要障碍。已想出了使基因构建方法更有效的较聪明的

策略(48,49)，但是所有这样的策略将从寡核苷酸自身更准确的合成获益。测定合成的寡核

苷酸中错误的数目是困难的，因为含有错误的寡核苷酸的部分可以较常规的下一代测序分

析的灵敏度更低。

[0074] 为了测定是否安全测序系统可用于该测定，我们使用标准的亚磷酰胺化学来合成

含有31个碱基的寡核苷酸，这些碱基被设计与上面描述的聚合酶保真度实验中分析的相

同。在合成寡核苷酸中，31个碱基由与可用于安全测序系统的UID分配步骤的引物互补的序

列包围(图3)。通过对～300,000个寡核苷酸进行安全测序系统，我们发现存在8.9±0.28×

10-4个超突变体/bp，并且这些错误发生遍及寡核苷酸(图6A)。寡核苷酸含有大量的插入和

缺失错误，分别代表全部超突变体的8.2±0.63％和25±1.5％。重要地，错误的位置和性质

在对相同批次的寡核苷酸进行的该实验的七个独立的复制之中是高度可重现的(图6A)。错

误的该性质和分布与Phusion聚合酶产生的错误的性质和分布——其在复制实验之中以期

望的随机型分布——鲜有相同(图6B和表5)。用亚磷酰胺合成的寡核苷酸中错误的数目较

Phusion聚合酶合成的相等产物高～60倍。这些数据全部指示，前者中的绝大多数错误在它

们的合成期间而不是在安全测序系统程序期间产生。

[0075] 表5.亚磷酰胺与Phusion合成的DNA：转换与颠换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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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0077] *p值利用双尾配对t检验来计算

[0078] 安全测序系统保持原始模板中突变体：正常序列之比吗？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合

成了两个相同序列的31-碱基寡核苷酸，除了nt  15(50:50C/G代替T)和将它们以3.3％和

0.33％的突变体/正常部分混合。通过寡核苷酸混合物的安全测序系统分析，我们发现比分

别是2.8％和0.27％。我们得出结论，安全测序系统中使用的UID分配和扩增程序没有大大

改变变体序列的比例和由此当未知时提供该比例的可靠的估计。当在独立的安全测序系统

实验中分析时，该结论还得到变体部分重现性的支持(图6A)。

[0079] 实施例--5来自正常人细胞的DNA序列的分析。

[0080] 然后外源UID策略(图3)用于测定来自三个无关个体的～100,000个正常人细胞的

CTNNB1基因的小区域中稀有突变的流行(prevlence)。通过与安全测序系统实验中获得的

UID-家族的数目的比较(表2B)，我们计算得到，大多数(78±9.8％)输入片段转化进UID-家

族。存在68个成员/UID-家族的平均数，容易满足安全测序系统需要的丰余(图7)。Illumina

测序数据的常规分析显示每个样品～560Mb的分析的序列之中平均118,488±11,357个突

变，对应2.1±0.16×10-4突变/bp的表观突变流行(表2B)。在安全测序系统分析中只观察到

平均99±78个超突变体。绝大多数(>99％)超突变体是单碱基置换和计算的突变率是9.0±

3.1×10-6突变/bp(表3B)。安全测序系统由此减少基因组DNA中表观突变频率至少24倍(图

4)。

[0081] 增加安全测序系统特异性的一个可能的策略是在多个孔中进行文库扩增(和可能

地UID分配循环)。这可利用标准的PCR板在少至2个或多至384个孔中或当利用微流体装置

时扩大到更多的孔(数千至数百万)来完成。当进行该方法时，可将指示序列引入模板，该模

板对于模板被扩增的孔是独特的。因此，稀有突变应产生两个超突变体(即，每条链一个)，

两个都具有相同的孔指示序列。当在上面描述的CTNNB1模板上用外源UID进行安全测序系

统和稀释进10个孔(每个孔产生用不同指示序列扩增的模板)时，突变率从9.0±3.1×10-6

被进一步减小到3.7±1.2×10-6超突变体/bp。因此，分析多个区室中的模板——以基于模

板被扩增的区室而产生有差别地编码的模板的方式——可以是增加安全测序系统特异性

的另外的策略。

[0082] 实施例6--来自线粒体DNA的DNA序列的分析

[0083] 我们将相同的策略应用于来自七个无关个体每个的～1,000个细胞中的一短段线

粒体DNA。用安全测序系统程序产生的Illumina测序文库的常规分析(图3)显示每个样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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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150Mb序列之中平均30,599±12,970个突变，对应2.1±0.94×10-4突变/bp的表观突

变流行(表2C)。在安全测序系统分析中只观察到135±61个超突变体。当用CTNNB1基因时，

绝大多数突变是单碱基置换，虽然也观察到偶然的单碱基缺失(表3C)。mtDNA的分析区段中

计算的突变率是1.4±0.68×10-5突变/bp(表2C)。因此，安全测序系统由此减少基因组DNA

中表观突变频率至少15倍。

[0084] 实施例7--材料和方法

[0085] 内源UID。利用Qiagen试剂盒制备来自人胰腺或培养的类淋巴母细胞的基因组

DNA。胰腺DNA用于捕获实验，类淋巴母细胞用于反向PCR实验。通过光吸收和用qPCR来定量

DNA。通过声学剪切(Covaris)将DNA破碎成～200bp的平均大小，然后根据标准的Illumina

程序将其末端修复、加A尾和与Y-形衔接头连接。每个模板分子的末端提供对应它们的染色

体位置的内源UID。用衔接头内引物序列对文库进行PCR介导的扩增之后，将DNA用含有2,

594nt——对应六个癌基因——的过滤器捕获(1)。捕获之后，进行18个PCR循环以保证用于

IlluminaGA  IIx仪器上测序的足够量的模板。

[0086] 对于反向PCR实验(图5)，我们将定制的衔接头(IDT，表6)代替标准的Y形Illumina

衔接头与剪切的细胞DNA连接。这些衔接头保留了与通用测序引物互补的区域但是缺少与

IlluminaGA  IIx流式细胞杂交需要的嫁接序列。将连接的DNA稀释到96孔中和将每列8孔中

的DNA用独特的正向引物加标准的反向引物扩增，该正向引物在其5'末端含有12个指示序

列之一(表6)。扩增利用Phusion  HotStart  I(NEB)在50uL反应中进行，该反应含有1X 

Phusion  HF缓冲液、0 .5mM  dNTPs、每个正向和反向引物(都是5’磷酸化)0 .5uM和1U 

Phusion聚合酶。使用以下循环条件：98℃持续30s的一个循环；和98℃持续10s、65℃持续

30s和72℃持续30s的16个循环。将所有的96个反应混合和然后利用Qiagen  MinElute  PCR

纯化试剂盒(cat.No.28004)和QIA快速凝胶提取试剂盒(目录号28704)纯化。为了制备反向

PCR必需的环状模板，将DNA稀释到～1ng/uL和在室温在含有1×T4  DNA连接缓冲液和18,

000U  T4  DNA连接酶的600uL反应中与T4  DNA连接酶(Enzymatics)连接30min。利用Qiagen 

MinElute试剂盒纯化连接反应。利用PhusionHot  StartI对分布在12个50uL反应中的90ng

环状模板进行反向PCR，每个反应含有1×Phusion  HF缓冲液、0.25mM  dNTPs、KRAS正向和反

向引物每个0.5uM(表6)和1U  Phusion聚合酶。KRAS-特异性引物均含有与IlluminaGA  IIx

流式细胞杂交的嫁接序列(表6)。使用以下循环条件：98℃持续2min的一个循环；和98℃持

续10s、61℃持续15s和72℃持续10s的37个循环。最后的纯化用NucleoSpin  Extract  II试

剂盒(Macherey-Nagel)进行和在20uL  NE缓冲液中洗脱。产生的DNA片段含有由三个序列组

成的UID：两个内源序列——由原始剪切的片段的两个末端表示——加上指示扩增期间引

入的外源序列。由于使用12个外源序列，所以这比没有外源UID而获得的数目增加了不同

UID数目12倍。该数目可通过利用更大数目的不同引物而容易地增加。表6.使用的寡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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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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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0092] 外源UID。利用Qiagen试剂盒制备来自正常人结肠粘膜或血淋巴细胞的基因组

DNA。将来自结肠粘膜的DNA用于关于CTNNB1和线粒体DNA的实验，而将淋巴细胞DNA用于关

于CTNNB1和聚合酶保真度的实验。利用从人细胞扩增单拷贝基因的引物进行的数字PCR(聚

合酶保真度和CTNNB1的分析)、qPCR(线粒体DNA)或通过光吸收(寡核苷酸)对DNA定量(2)。

利用两个扩增子特异性PCR循环将每个模板分子的每条链用12或14碱基UID编码，如文本和

图3中所描述的。扩增子特异性引物在它们的5'末端均含有用于后面扩增步骤的通用标签

序列。UID构成附加于正向扩增子特异性引物5'末端的12或14个随机核苷酸序列(表6)。这

些引物可分别产生1.68千万和2.68亿不同的UID。不同UID的数目大大超过原始模板分子的

数目是重要的，以最小化两个不同原始模板取得相同UID的概率。UID分配PCR循环包括45uL

反应中的Phusion  Hot  Start  II(NEB)，该反应含有1×Phusion  HF缓冲液、0.25mM  dNTPs、

0.5uM每个正向(含有12-14Ns)和反向引物、和2U  Phusion聚合酶。为了保持最终模板浓度<

1.5ng/uL，多个孔用于产生一些文库。利用以下循环条件：98℃持续30s的一个温育(以激活

Phusion  Hot  Start  II)；和98℃持续10s、61℃持续120s和72℃持续10s的两个循环。为了

保证完全去除第一轮引物，将每个孔用60U单链DNA特异性核酸酶(外切核酸酶-I；

Enzymatics)在37℃消化1hr。在98℃5min热灭活之后，加入与引入的通用标签互补的引物

(表6)到每个0.5uM的终浓度。这些引物含有两个末端硫代磷酸以使它们抵抗任何残留的外

切核酸酶-I活性。它们还含有与IlluminaGA  IIx流式细胞杂交必需的5’嫁接序列。最后，它

们在嫁接序列和通用标签序列之间含有指示序列。该指示序列使来自多个不同个体的PCR

产物能够在测序仪的同一流动细胞室中被同时分析。以下循环条件用于随后的25个PCR循

环：98℃持续10s和72℃持续15s。不进行中间体纯化步骤以减少模板分子的丧失。

[0093] 第二轮扩增之后，将孔合并和利用Qiagen  QIA快速PCR纯化试剂盒(目录号28104)

纯化和在50uL  EB缓冲液(Qiagen)中洗脱。将期望大小的片段在琼脂糖(mtDNA文库)或聚丙

烯酰胺(所有其它文库)凝胶电泳之后纯化。对于琼脂糖凝胶纯化，将八个6-uL等分部分装

载到2％尺寸选择凝胶(Invitrogen)的孔中和在EB缓冲液中收集期望大小的带，如制造商

所说明的。对于聚丙烯酰胺凝胶纯化，将十个5-uL等分部分装载到10％TBE聚丙烯酰胺凝胶

(Invitrogen)的孔中。将含有目的片段的凝胶薄片切下、破碎和洗脱，基本上如所描述的

(3)。

[0094] Phusion聚合酶保真度的分析。BMX(RefSeq  Accession  NM_203281.2)基因内人基

因组DNA片段的扩增首先利用上面描述的PCR条件进行。将模板稀释以便平均一个模板分子

存在于96孔PCR板的每10个孔中。然后五十uL  PCR反应在1×Phusion  HF缓冲液、0.25mM 

dNTPs、0.5uM每个正向和反向引物(表6)、和2U  Phusion聚合酶中进行。循环条件是98℃持

续30s的一个循环；和98℃持续0s、61℃持续120s和72℃持续10s的19个循环。通过用60U外

切核酸酶-I在37℃消化1hr，之后是在98℃的5min热灭活而去除引物。外切核酸酶-I消化之

前或之后不进行PCR产物的纯化。然后将每个孔的全部内含物用作上面描述的外源UID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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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板。

[0095] 测序。所有上面描述的文库的测序利用IlluminaGA  IIx仪器来进行，如制造商所

说明的。用于每个实验的阅读总长度从36至73个碱基变化。碱基召唤和序列排列用Eland 

pipeline(Illumina)进行。只有满足以下标准的高质量阅读用于随后的分析：(i)第一个25

个碱基通过标准的Illumina  chastity过滤器；(ii)阅读中的每个碱基具有≥20的质量评

分；和(iii)与期望序列≤3的错配。对于外源UID文库，我们另外要求UID具有≥30的质量评

分。我们注意到在用标准的Illumina程序制备的内源UID文库中阅读末端的相对高的错误

频率，可能是剪切或末端修复期间引入的，所以将这些标签的第一和最后的三个碱基从分

析中排除。

[0096] 安全测序系统分析。基于它们的内源或外源UID将高质量阅读分成UID-家族。只考

虑具有两个或多个成员的UID-家族。这样的UID-家族包括绝大多数(≥99％)测序阅读。为

了保证相同的数据用于常规和安全测序系统分析，我们还从常规分析排除了只含有一个成

员的UID-家族。进一步，当比较常规分析与用外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的分析时，如果相同

的变体在至少一个UID-家族的至少两个成员(即，两个突变)中被识别，那么我们只将碱基

识别为常规测序分析中的“突变体”。对于与用内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的比较，我们要求两

个UID-家族中每个的至少两个成员(即，四个突变)将位置识别为常规分析中的“突变体”。

对于内源或外源UID，超突变体被限定为其中≥95％的成员共享相同突变的UID-家族。因

此，具有<20个成员的UID-家族不得不在突变体位置100％相同，而5％组合的复制和测序差

错率在具有更多成员的UID-家族中被允许。为了利用安全测序系统测定聚合酶保真度，和

为了比较结果与Phusion聚合酶保真度的先前的分析，认识到先前的分析将只检测存在于

PCR产物的两条链中的突变是必需的(4)。这将等同于分析用一个较少的安全测序系统循环

产生的PCR产物，和在表2A中作出了适当的校正。除非另外说明，文本和表中列出的所有值

代表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0097] 实施例8–错误-产生过程

[0098] 明显的突变——被限定为与限定位置的期望碱基不同的任何碱基召唤——可由

许多种过程产生：

[0099] 1 .存在于模板DNA中的突变。对于来自正常人细胞的模板，这些包括这样的突变，

其存在于合子中，发生在后面胚胎和成年人发育期间，或存在于不注意地引入样品的污染

物中。期望这些突变存在于相关模板的两条链中。如果突变只发生在其DNA用作模板的细胞

的最后细胞-循环中，那么突变将只存在于模板的一条链中。

[0100] 2.存在于模板中的化学修饰的碱基。已估计成千上万的氧化的碱基存在于每个人

细胞中(5)。当这样的DNA通过Phusion聚合酶扩增时，在一条链中可产生明显的突变。

[0101] 3.产生用于测序的小片段需要的剪切过程期间引入的错误。声学剪切产生短的活

的，高温度可损伤DNA。

[0102] 4.剪切片段的末端修复期间引入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来源可以是聚合酶不保真或

通过化学修饰的碱基掺入用于聚合的dNTPs中。

[0103] 5.其它酶步骤引入的错误，特别地如果酶不纯和用核酸酶、聚合酶或连接酶污染。

[0104] 6.PCR扩增以制备用于捕获或用于反向PCR的文库的期间引入的错误。

[0105] 7.捕获之后的PCR期间或反向PCR扩增期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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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8.引入安全测序系统的UID分配循环中的错误(图3)。

[0107] 9.引入用外源UID进行的安全测序系统的文库扩增循环中的错误。注意，如果来自

过程#8的UID分配引物没有完全被去除，那么它们可潜在地扩增含有这些循环期间引入的

错误的DNA片段，产生新的超突变体。

[0108] 10.引入Illumina流式细胞上第一桥式PCR循环中的错误。如果扩增是无效的，那

么引入第二桥式PCR循环中的错误还可导致在大多数其组成分子中含有突变的簇。

[0109] 11.碱基召唤中的错误。

[0110] 实施例9–用安全测序系统获得准确度

[0111] 用常规的合成测序方法，上面描述的所有产生错误的过程是相关的，导致相对高

数目的假阳性突变召唤(表1和2)。安全测序系统以几种方式最小化假阳性突变召唤的数

目。用外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导致最少的假阳性突变召唤，因为它需要最少的酶步骤。对

于外源UID，产生错误的过程#3至#7被完全除去，因为这些步骤没有进行。由于数据被分析

的方式，用外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还显著减少由产生错误的过程#10和#11产生的错误。

[0112] 用外源UID的安全测序系统之后，只有剩下的假阳性错误应是UID分配PCR循环(产

生错误的过程#8)期间引入的那些错误或文库扩增循环(产生错误的过程#9)期间残留的含

有UID的引物。来自产生错误的过程#8的错误可通过要求至少两个超突变体识别作为“突变

体”的位置而被理论上地除去。该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双链DNA模板中每个预先存在的突变

应产生两个超突变体，每条链一个。此外，该要求将除去产生错误的过程#2(原始模板中损

伤的碱基)，因为这样的碱基，当拷贝时，应只产生一个超突变体。最后，如果那些引物被完

全去除，如这里用过量外切核酸酶-I进行的，文库扩增循环(过程#9)期间产生的错误将不

被残留的含有UID的引物扩增。

[0113] 对于内源UID，由于数据被分析的方式，过程#10和#11引入的错误显著减少(正如

外源UID)。由于上面的段落中说明的原因，过程#2至#7中引入的错误可通过要求突变在至

少两个UID-家族中观察到而被最小化。以该要求，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假阳性突变将被识

别。

[0114] 在实践中，各种扩增不是完美的事实使情形复杂，所以每个原始模板分子的每条

链没有恢复为UID-家族。该效率可在样品与样品之间不同，部分取决于存在于临床样品中

的抑制剂的浓度。而且，对于外源UID，文库扩增步骤期间的聚合酶错误可产生未在UID分配

步骤中描述的新UID-家族。如果该错误发生在突变体模板中，那么将产生另外的人工超突

变体。

[0115] 这些因素可通过将各种另外的标准并入分析中而被管理。例如，人们可要求UID-

家族含有超过两个、五个或十个成员。另一个要求可以是超突变体的外源UID通过一个碱基

差异而与文库中任何其它UID不相关。这将消除文库扩增步骤期间产生的人工超突变体(上

面的段落中记录的)。我们在我们的安全测序系统分析中常规地制定该要求，但是它在识别

的超突变体的数目上几乎没产生差别(<1％)。突变的特异性可通过要求超过一个的超突变

体将位置识别为“突变体”而进一步增加，如上面针对内源UID所描述的。当需要多个超突变

体时，特异性可通过要求原始双链模板的每条链含有突变而甚至进一步增加，或当文库利

用多个孔扩增时，稀有突变共享识别突变(即，每条链一个)扩增所在孔的引入的序列。这样

的决定包括特异性和灵敏度之间的通常的权衡。在我们用外源UID的实验中(表2)，我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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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个超突变体将位置识别为“突变体”和包括具有超过一个成员的所有UID-家族。由于

内源UID较外源UID与更多的产生错误的过程相关，我们要求两个超突变体在表1中报道的

实验中将位置识别为突变体和还包括具有超过一个成员的所有UID-家族。

[0116] 实施例10–正常人组织中的突变流行

[0117] 表1和2中报道的评价>10,000个模板的实验显示，突变以3.5×10-6至9.0×10-6突

变体/bp的频率——取决于分析的区域——存在于正常人细胞的核DNA中。不可能确定是否

该低水平代表存在于原始模板中的真正突变或真正突变加来自上面描述的产生错误过程

的人工突变之和。人细胞中的突变流行尚未被广泛研究，部分因为它们非常罕见。然而，识

别稀有突变体的几种精巧的技术已被设计和可原则上用于比较。不幸的是，人突变流行的

估计变化很大，从多至10-5突变体/bp至多至10-8突变体/bp(6-12)。在这些研究中的几个

中，实际突变的特性方面的数据缺乏使估计变得复杂，在一些情况中该突变可以由整个染

色体的丧失而引起，在其它情况中由错义突变，和在其它情况中由小的插入或缺失引起。另

外，这些研究使用多种来源的正常细胞和检查不同的基因，使直接比较变得困难。线粒体

DNA突变的流行和速度的估计相似地变化(13-19)。

[0118] 在未来的工作中用各种技术分析相同的DNA模板和基因以测定这些不同的估计的

基础将具有意义。

[0119] 但是让我们假定用安全测序系统识别的所有突变代表存在于来自正常细胞的原

始DNA模板的真正突变。这告诉我们关于世代的数目——通过该数目这些细胞自从生物体

被孕育就已前进——的什么？突变率和突变流行之间存在简单关系：突变流行等于突变率

和细胞从孕育开始已经过的世代数目的积。在先前的研究中体细胞突变率已被测定为～

10-9突变体/bp/代，虽然因为关于突变流行的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相关的原因，该估计也在研

究之间变化。将该来自文献的突变率估计与我们的突变流行估计结合提示分析的正常细胞

(淋巴细胞、类淋巴母细胞系或结肠粘膜)已从3,500代进行至8,900代，代表对于该研究中

检查的个体(平均年龄65岁)每3至7天分裂的细胞。

[0120] 实施例11–聚合酶引入错误的计算机模拟

[0121] 聚合酶引入的突变计时大大改变了观察到的突变的最终数目(20)。例如，如果分

开引入6个循环(26)，那么两个突变的流行将差～64倍。因为聚合酶以随机的方式引入突

变，简单的蒙地卡罗方法用于模拟。在这些模拟中，我们使用Phusion聚合酶差错率的制造

者估计，对安全测序系统检测仅一条链中的突变的能力做出适当的调节(4)。注意，循环19

中以及两个UID分配循环中引入的错误将导致仅双螺旋的一条链的改变，即，导致一个超突

变体而不是两个。在每个实验中，我们假定存在实验结束时获得的总模板数目给予的恒定

扩增效率(即，如果UID-家族的数目是N，那么我们假定每个循环中模板数目增加N/219)。对

七个实验中每个进行一千次模拟，并将结果记录在表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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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

<11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20> 安全测序系统

<130>  001107.00873

<160>  81

<170>  FastSEQ  for  Windows  Version  4.0

<210>  1

<211>  3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

gatcggaaga  gcggttcagc  aggaatgccg  ag  32

<210>  2

<211>  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

acactctttc  cctacacgac  gctcttccga  tct  33

<210>  3

<211>  6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a  cactctttcc  ctacacgacg  ctcttccgat  60

ct  62

<210>  4

<211>  5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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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tcggc  attcctgctg  aaccgctctt  ccgatct  57

<210>  5

<211>  6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a  cactctttcc  ctacacgacg  ctcttccgat  60

ct  62

<210>  6

<211>  5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tcggc  attcctgctg  aaccgctctt  ccgatct  57

<210>  7

<211>  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

acactctttc  cctacacgac  gctcttccga  tct  33

<210>  8

<211>  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8

ctcggcattc  ctgctgaacc  gctcttccga  tct  33

<210>  9

<211>  3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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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9

gatcggaaga  gcggttcagc  aggaatgccg  ag  32

<210>  10

<211>  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0

acactctttc  cctacacgac  gctcttccga  tct  33

<210>  11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1

cgtgat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2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2

acatcg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3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3

gcctaa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4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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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4

tggtca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5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5

cactgt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6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6

attggc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7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7

gatctg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8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8

tcaagt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19

<211>  39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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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19

ctgatc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20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0

aagcta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21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1

gtagcc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22

<211>  3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2

tacaagacac  tctttcccta  cacgacgctc  ttccgatct  39

<210>  23

<211>  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3

ctcggcattc  ctgctgaacc  gctcttccga  tct  33

<210>  24

<21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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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4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c  agcaggcctt  ataataaaaa  taatga  56

<210>  25

<211>  5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5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tgactg  aatataaact  tgtggtagtt  g  51

<210>  26

<211>  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6

acactctttc  cctacacgac  gctcttccga  tct  33

<210>  27

<211>  3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7

ctcggcattc  ctgctgaacc  gctcttccga  tct  33

<210>  28

<211>  2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8

cggaagagcg  tcgtgtaggg  aaagagtgt  29

<2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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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29

cggaagagcg  gttcagcagg  aatgccgag  29

<210>  30

<211>  23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0

ggttacaggc  tcatgatgta  acc  23

<210>  31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1

gataccagct  tggtaatggc  a  21

<210>  32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221>  misc_feature

<222>  (1) ...(56)

<223>  n  =  A,T,C  or  G

<400>  32

cgacgtaaaa  cgacggccag  tnnnnnnnnn  nnnggttaca  ggctcatgat  gtaacc  56

<210>  33

<211>  4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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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3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gatac  cagcttggta  atggca  46

<210>  34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4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c  gtgat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35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5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a  catcg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36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6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g  cctaa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37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7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t  ggtca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38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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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8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c  actgt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39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39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a  ttggc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40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0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g  atctg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41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1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t  caagt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42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2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c  tgatc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43

<211>  56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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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3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a  agcta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44

<211>  4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4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acaca  ggaaacagct  atgaccatg  49

<210>  45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5

cgacgtaaaa  cgacggccag  t  21

<210>  46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6

actggccgtc  gttttacgtc  g  21

<210>  47

<211>  58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221>  misc_feature

<222>  (1) ...(58)

<223>  n  =  A,T,C  or  G

<40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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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acgtaaaa  cgacggccag  tnnnnnnnnn  nnnnngcagc  aacagtctta  cctggact  58

<210>  48

<211>  48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8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tccac  atcctcttcc  tcaggatt  48

<210>  49

<211>  5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49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c  gacgtaaaac  gacggccagt  50

<210>  50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0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atcacg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1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1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gatgt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2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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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2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tgacca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3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3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gccaat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4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4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agatc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5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5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acttga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6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6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gatcag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7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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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7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tagctt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8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8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ggctac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59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59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ttgta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  55

<210>  60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0

cgacgtaaaa  cgacggccag  t  21

<210>  61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1

catggtcata  gctgtttcct  gtgtg  25

<210>  62

<211>  5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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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221>  misc_feature

<222>  (1) ...(57)

<223>  n  =  A,T,C  or  G

<400>  62

cgacgtaaaa  cgacggccag  tnnnnnnnnn  nnnnnttacc  gagaaagctc  acaagaa  57

<210>  63

<211>  4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3

cacacaggaa  acagctatga  ccatgatgct  aaggcgagga  tgaaa  45

<210>  64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4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a  catcg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65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5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g  cctaa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66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6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t  ggtca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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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67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7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a  ttggc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68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8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g  atctg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69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69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t  caagt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70

<211>  5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0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c  tgatccgacg  taaaacgacg  gccagt  56

<210>  71

<211>  4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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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acaca  ggaaacagct  atgaccatg  49

<210>  72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2

cgacgtaaaa  cgacggccag  t  21

<210>  73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3

cctaattccc  cccatcctta  c  21

<210>  74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4

actggccgtc  gttttacgtc  g  21

<210>  75

<211>  7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5

ggttacaggc  tcatgatgta  acctctgtgt  cttggtgtaa  ctttaaaaca  tatttttgcc  60

attaccaagc  tggtatc  77

<210>  76

<211>  77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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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6

ggttacaggc  tcatgatgta  acctctgtgt  cttggtgsaa  ctttaaaaca  tatttttgcc  60

attaccaagc  tggtatc  77

<210>  77

<211>  5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221>  misc_feature

<222>  (1) ...(55)

<223>  n  =  A,T,C  or  G

<400>  77

acactctttc  cctacacgac  gctcnnnnnn  nnnnnnggtg  agtctgtgca  ggcat  55

<210>  78

<211>  4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8

ctcgagcact  gtcctgactg  agacgatacc  agcttggtaa  tggca  45

<210>  79

<211>  5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79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c  gtgatacact  ctttccctac  acgacgctc  59

<210>  80

<211>  48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80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atctcgag  cactgtcctg  actgagac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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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81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220>

<223>  引物和衔接头

<400>  81

acactctttc  cctacacgac  gctc  24

序　列　表 18/18 页

51

CN 110016499 A

51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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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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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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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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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56

CN 110016499 A

56



图6A-6B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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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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