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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生物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

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

的构建方法。其中：所述RN A引物的序列为

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TAGGG_

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_NNNNNNNN_

CATCACGC_TTTTTTTTTV；其中：所述DNA引物的基因

序列为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TAGGG_

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_NNNNNNNN_

CATCACGC_CATG。本发明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

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首次实现了同一样本

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扩增和测序文库的构建，

解决了尚未有方法能够实现同一样品转录组和

基因组的同时构建测序文库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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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RNA引物，其特征在于，所述RNA引物的序列为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

TAGGG_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_NNNNNNNN_CATCACGC_TTTTTTTTTV，其中：

序列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TAGGG为T7启动子；

序列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为RA5即Illumina测序平台识别引物；

序列NNNNNNNN为特异分子识别码(UMI)；

序列CATCACGC为样品识别码(SB，sample  barcode)，为可变序列；

序列TTTTTTTTTV是多聚T尾。

2.一种DNA引物，其特征在于，所述DNA引物的序列为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

TAGGG_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_NNNNNNNN_CATCACGC_CATG，其中：

序列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TAGGG为T7启动子；

序列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为RA5即Illumina测序平台识别引物；

序列NNNNNNNN为特异分子识别码(UMI)；

序列CATCACGC为样品识别码(SB，sample  barcode)，为可变序列；

序列CATG为内切酶Nlalll识别序列。

3.一种RA3连接物，其特征在于，所述RA3连接物的序列为5’TGGAATTCTCGGGTGCCAAGG。

4.一 种 R T P 反 转 录 引物 ，其特征 在于 ，所 述 R T P 反 转 录 引物的 序列为 5’

GCCTTGGCACCCGAGAATTCCA。

5.一种PCR扩增反应体系中的引物，其特征在于，包括RP1共用引物和RPI含索引序列引

物，其中：

所述RP1共用引物的序列为：

5’AATGATACGGCGACCACCGAGATCTACACGTTCAGAGTTCTACAGTCCGA；

所述RPI含索引序列引物的序列为：

5’CAAGCAGAAGACGGCATACGAGCTCGTGATGTGACTGGAGTTCCTTGGCACCCGAGAATTCCA。

6.一种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一、RNA扩增

S1、取生物样品的冰冻切片放置在载玻片上，然后用杂交室(Secure-Seal T M 

hybridization  chamber)覆盖所述冰冻切片使得杂交室黏贴在所述载玻片上；

S2、在杂交室内加入RNA引物、脱氧核糖核甘三磷酸和无核酸酶水后反转录cDNA第一

链；

S3、在杂交室内反转录cDNA第二链；

S4、将杂交室内的溶液转移至EP管中，沉淀DNA；

S5、利用超声仪对沉淀后的DNA进行片段化处理，获得目标长度为200～300bp的DNA片

段；

S6、使用核酸纯化磁珠对DNA片段进行纯化，纯化后的转录组DNA溶解于无核酸酶水中，

用于测序文库制备；

二、DNA扩增

a、取步骤S1中相同的生物样品的冰冻切片收集到EP管中，使用苯酚氯仿分离法提取生

物样品组织的基因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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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用超声仪对基因组DNA进行片段化处理，获得目标长度为500-1000bp的DNA片段；

c、取步骤b中60pg～200ng的基因组DNA加入限制性内切酶、反应缓冲液和无核酸酶水

后在35～40℃下孵育13～15小时，接着在60～70℃下孵育15～30min，得到进行限制性内切

酶切后的基因组DNA；

d、向步骤c中的所述限制性内切酶切后的基因组DNA内加入DNA引物、T4  DNA连接酶反

应缓冲液、三磷酸腺苷、牛血清白蛋白、T4  DNA连接酶和无核酸酶水；

e、将步骤d中的基因组进行DNA沉淀后使用核酸纯化磁珠进行纯化，纯化后的基因组

DNA溶解于无核酸酶水中，用于测序文库制备；

三、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

A、将步骤S6中的转录组DNA和步骤e中的基因组DNA均使用体外转录(IVT，in  vitro 

transcription)进行扩增，得到RNA产物；

B、对IVT扩增后的RNA产物利用纯化磁珠进行纯化，纯化后溶于无核酸酶水中；

C、接着加入RA3连接物，在60～75℃下孵育2～3min后放置在冰上后，加入RNA连接酶反

应缓冲液、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T4  RNA连接酶后在20～30℃下孵育2～3h，得到转录反应体

系；

D、向步骤C中的转录反应体系中加入RTP反转录引物，在60～80℃下孵育1～3min后放

置于冰上，接着加入第一链反应缓冲液、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二硫苏糖醇、核糖核酸酶抑

制剂和反转录酶后在45～55℃下孵育1～2小时，得到反转录体系；

E、向步骤D中的反转录体系中加入RPl含索引序列引物、RP1共用引物、所述PCR反应混

合液和无核酸酶水后按照如下程序进行PCR扩增：

得到扩增后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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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使用纯化磁珠对步骤E中扩增后的DNA进行纯化，纯化后的DNA溶解于无核酸酶水中，

测量浓度及质量，并进行Illumina测序，同时建立转录组和基因组的测序文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C中，所述RNA连接酶反应缓冲液、所述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所述T4  RNA

连接酶的体积比为2∶1∶1。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D中，所述第一链反应缓冲液、所述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所述二硫苏糖

醇、所述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所述反转录酶的体积比为5∶1∶2∶1∶2。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E中，所述RPI含索引序列引物、所述RP1共用引物、所述PCR反应混合液

和所述无核酸酶水的体积比为2∶2∶50∶17。

10.根据权利要求6至9任一项所述的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

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所述IVT扩增为加入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尿嘧啶组

成的混合剂、反应缓冲液、T7  RNA聚合酶、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后在35～40℃下孵育3～5h，其

中，所述混合机、所述反应缓冲液、所述T7  RNA聚合酶和所述核糖核酸酶抑制剂的用量比为

8∶2∶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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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

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体内的核酸物质主要有两种：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在人体

细胞中，这两者分别起着遗传物质的储藏体和载体的功能。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完

成以及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多种多样的核酸扩增方法也随之涌现，并且，其中很多已发展

成熟为商品化试剂盒，应用广泛。测序技术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代。一代的Sanger测序

目前已应用较少甚至趋于淘汰，但仍被看作验证新一代测序技术结果的“金标准”；二代的

短读长测序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有罗氏公司的FLX、IIIumina公司的GA和Life公司

的Solid测序平台等。其中，由于IIIumina公司的产品试剂更多样化更完善而具有更大的市

场占有率；三代测序是为了弥补二代短读长测序的缺陷应运而生的长读长测序，目前比较

知名的是OxfordNanopore公司的单纳米孔测序和Pacific  Biosciences的单分子实时测序

两种平台，但由于三代测序刚刚起步，加之其通量较低以及费用较高的缘故，尚未在市场广

泛推广。因此可以说，二代测序仍然是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生命科学领域的测序主

导手段。

[0003] RNA扩增主要用于RNA测序(RNAseq)来获得生物体转录组信息。RNAseq的发明出现

已有十余年之久。在这十余年间，不断涌现的RNA扩增及数据库制备技术已达上百种，大部

分应用于二代测序平台，方法绝大多种涉及大组织块或大量细胞样本(此处的“大组织块或

大量细胞样本”应至少包括百万个细胞)。

[0004] DNA扩增主要用于DNA测序(DNAseq)来获得生物体基因组信息。生物体细胞(以人

体细胞为例)的基因组信息主要保存在细胞核内的染色质DNA中，正常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

是两个拷贝。与RNAseq类似，DNAseq发展到目前，也已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适用于二代或三代

测序平台的扩增方法，一部分可达到单细胞的分辨率。大组织块/大样本的DNAseq方法发展

迅猛，市场上也有多种多样的试剂盒可供选择。这些方法一般都遵循同样的流程：基因组

DNA超声片段化-末端修复-加poly(A)尾-连接测序引物-PCR扩增。

[0005]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方法能够实现同一样品转录组和基因组的同时构建测序文

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构建转录组文库和基因组

文库的方法。

[0007]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RNA引物，所述RNA引物的序列为CGATTGAGGCCGGTAA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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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TCACTATAGGG_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NNNNNNNN_CATCACGCTTTTTTTTTV，其中：

[0009] 序列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TAGGG为T7启动子；

[0010] 序列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为RA5即IIIumina测序平台识别引物二

[0011] 序列NNNNNNNN为特异分子识别码(UMI)；

[0012] 序列CATCACGC为样品识别码(SB，sample  barcode)，为可变序列；

[0013] 序列TTTTTTTTTV是多聚T尾。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实现样品转录组文库的构建，其中，T7启动子为RNA聚合酶

识别结合位点，启动RNA转录；UMI为特异分子识别码，帮助识别和筛除PCR复制子；SB为六位

核苷酸序列样品识别码，可实现多样品混合并帮助追踪终产物中初始样品来源。

[0015]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DNA引物，所述DNA引物的序列为CGATTGAGGCCGGTAAT

ACGACTCACTATAGGG_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_NNNNNNNN_CATCACGC_CATG，其中：

[0016] 序列CGATTGAGGCCGGTAATACGACTCACTATAGGG为T7启动子；

[0017] 序列GTTCAGAGTTCTACAGTCCGACGATC为RA5即IIIumina测序平台识别引物；

[0018] 序列NNNNNNNN为特异分子识别码(UMI)；

[0019] 序列CATCACGC为样品识别码(SB，sample  barcode)，为可变序列二

[0020] 序列CATG为内切酶NlaIII识别序列。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实现样品基因组文库的构建，其中，T7启动子为RNA聚合酶

识别结合位点，启动RNA转录；UMI为特异分子识别码，帮助识别和筛除PCR复制子；SB为六位

核苷酸序列样品识别码，可实现多样品混合并帮助追踪终产物中初始样品来源；内切酶识

别序列可以互补连接DNA片段的内切酶切位点，依据所使用的限制性内切酶而不同。本内切

酶NlaIII识别序列以限制性内切酶NlaIII为例。

[0022]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R A 3连接物，所述R A 3连接物的序列为5’

TGGAATTCTCGGGTGCCAAGG。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既能够适用于转录组的文库的构建，又适合基因组的文库

的构建。

[0024]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RTP反转录引物，所述RTP反转录引物的序列为5’

GCCTTGGCACCCGAGAATTCCA。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既能够适用于转录组的文库的构建，又适合基因组的文库

的构建。

[0026]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PCR扩增反应体系中的引物，包括RP1共用引物和RPI

含索引序列引物，其中：

[0027] 所述RP1共用引物的序列为：

[0028] 5’AATGATACGGCGACCACCGAGATCTACACGTTCAGAGTTCTACAGTCCGA；

[0029] 所述RPI含索引序列引物的序列为：

[0030] 5’CAAGCAGAAGACGGCATACGAGCTCGTGATGTGACTGGAGTTCCTTGGCACCCGAGAATTCCA。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用于体外转录中，既能够适用于转录组的文库的构建，又适

合基因组的文库的构建。其中RPI含索引序列引物中的CGTGAT的6位核苷酸的索引序列是可

变的。

[003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上述RNA引物和上述DNA引物的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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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一、RNA扩增

[0034] S1、取生物样品的冰冻切片放置在载玻片上，然后用杂交室(Secure-SealTM 

hybridization  chamber)覆盖所述冰冻切片使得杂交室黏贴在所述载玻片上；

[0035] S2、在杂交室内加入所述RNA引物、脱氧核糖核甘三磷酸和无核酸酶水后反转录

cDNA第一链；

[0036] S3、在杂交室内反转录cDNA第二链；

[0037] S4、将杂交室内的溶液转移至EP管中，沉淀DNA；

[0038] S5、利用超声仪对沉淀后的DNA进行片段化处理，获得目标长度为200～300bp的

DNA片段；

[0039] S6、使用核酸纯化磁珠对DNA片段进行纯化，纯化后的转录组DNA溶解于无核酸酶

的水中，用于测序文库制备；

[0040] 二、DNA扩增、

[0041] a、取步骤S1中相同的生物样品的冰冻切片收集到EP管中，然后使用苯酚氯仿分离

法提取生物样品组织的基因组DNA；

[0042] b、使用超声仪对基因组DNA进行片段化处理，获得目标长度为500-1000bp的DNA片

段；

[0043] c、取步骤b中60pg～200ng的基因组DNA加入限制性内切酶、反应缓冲液和无核酸

酶水后在35～40℃下孵育13～15小时，接着在60～70℃下孵育15～30min，得到进行限制性

内切酶切后的基因组DNA；

[0044] d、向步骤c中的所述限制性内切酶切后的基因组DNA内加入所述DNA引物、T4  DNA

连接酶反应缓冲液、三磷酸腺苷、牛血清白蛋白、T4  DNA连接酶和无核酸酶水；

[0045] e、将步骤d中的基因组进行DNA沉淀后使用核酸纯化磁珠进行纯化，纯化后的基因

组DNA溶解于无核酸酶的水中，用于测序文库制备；

[0046] 三、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

[0047] A、将步骤S6中的转录组DNA和步骤e中的基因组DNA均使用体外转录(IVT，in 

vitro  transcription)进行扩增，得到RNA产物二

[0048] B、对IVT扩增后的RNA产物再利用纯化磁珠进行纯化，纯化后溶于无核酸酶的水

中；

[0049] C、接着加入所述RA3连接物，在60～75℃下孵育2～3min后放置在冰上后，加入RNA

连接酶反应缓冲液、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T4  RNA连接酶后在20～30℃下孵育2～3h，得到转

录反应体系；

[0050] D、向步骤C中的转录反应体系中加入所述RTP反转录引物，在60～80℃下孵育1～

3min后放置于冰上，接着加入第一链反应缓冲液、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二硫苏糖醇、核糖

核酸酶抑制剂和反转录酶后在45～55℃下孵育1～2小时，得到反转录体系；

[0051] E、向步骤D中的反转录体系中加入所述RPI含索引序列引物、所述RP1共用引物、所

述PCR反应混合液和无核酸酶水后按照如下程序进行PCR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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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得到扩增后的DNA；

[0054] F、使用纯化磁珠对步骤E中扩增后的DNA进行纯化，纯化后的DNA溶解于无核酸酶

水中，测量浓度及质量，并进行IIIumina测序，同时建立转录组和基因组的测序文库。

[005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方面，本发明引入了特殊设计的RNA引物及DNA引物。其中

的T7序列可帮助实现体外转录，这是一种有别于PCR扩增的线性扩增方式，偏差更小，且可

以帮助减少后续PCR扩增循环数而进一步减小PCR扩增带来的偏差；其中的UMI序列为合成

引物时机器随机合成的八核甘酸序列，为特异分子识别码，带有同一UMI的相同序列可被认

为是PCR复制子，在终产物中UMI可帮助筛除PCR复制子从而量化初始特异RNA/DNA片段；其

中的SB序列为八核苷酸样品识别码，不同样品引入特异识别码从而实现多样品混合，这一

方面可轻易实现样本文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可降低文库制备以及测序成本。另一方面，本

发明首次实现了同一样本的转录组和基因组的同时扩增和测序文库的构建，解决了尚未有

方法能够实现同一样品转录组和基因组的同时构建测序文库的技术问题。其中，在基因组

文库构建中，可在组织切片多位点取材，保存样本基因组的空间位置信息，解决了在大组织

块或大量细胞文库制备过程中空间位置多样性信息易被掩盖的技术问题，这一点对于样本

内异质性研究尤为重要。另外，带有样品识别码的引物在文库制备前期引入，可轻易实现文

库多样性，降低成本。本发明只需要投入60pg～200ng的基因组DNA，所以解决了现有技术中

要求初始投入的DNA量大，多数都要求起始量在50ng及以上的技术问题。在步骤S1中，此方

法既可以使用杂交室来制备整个切片的数据库，也可以多位点取材，获取同一张切片上多

个位点的转录组/基因组信息，用于样本内异质性研究。在步骤A中，IVT扩增相比PCR扩增，

偏差(bias)更小，此处的预扩增可以降低最终PCR步骤的循环数。本方法中的步骤二的RNA

扩增部分可应用于单细胞水平，DNA扩增部分可应用于低至60pg(相当于10个单细胞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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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组DNA，这是目前所有商品化试剂盒所达不到的(单细胞基因组数据库制备试剂盒除

外，但是单细胞试剂盒价格昂贵)

[005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57] 进一步，在步骤C中，所述RNA连接酶反应缓冲液、所述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所述T4 

RNA连接酶的体积比为2∶1∶1。

[0058] 进一步，在步骤D中，所述第一链反应缓冲液、所述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所述二硫

苏糖醇、所述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所述反转录酶的体积比为5：1∶2∶1∶2。

[0059] 进一步，在步骤E中，所述RPI含索引序列引物、所述RP1共用引物、所述PCR反应混

合液和所述无核酸酶水的体积比为2∶2∶50∶17。

[0060] 进一步，在步骤A中，所述IVT扩增为加入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尿嘧啶组成的

混合剂、反应缓冲液、T7  RNA聚合酶、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后在35～40℃下孵育3～5h，其中，

所述混合机、所述反应缓冲液、所述T7  RNA聚合酶和所述核糖核酸酶抑制剂的用量比为8∶2

∶1.5∶0.5。

附图说明

[0061] 图1为本发明RNA引物示意图；

[0062] 图2为本发明DNA引物示意图；

[006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测量浓度及质量示意图；

[0064] 图4为本发明操作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66] 实施例1、

[0067] 如图4所示，一种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68] 一、RNA扩增

[0069] S1、将正常厚度(4-7μm)的新鲜肿瘤组织冰冻切片放置于 Plus防脱

载玻片正中，选择合适大小的Secure-SealTM  hybridization  chamber(杂交室)，尽量覆盖

整个切片大小，黏贴于载玻片上。

[0070] S2、在杂交室内反转录cDNA第一链：具体操作如下：

[0071] 在杂交室中，加入以下反应液(共60μl)：

[0072] RNA  Primer(1μM)(RNA引物) 1μl

dNTPs(10μM)(脱氧核糖核甘三磷酸) 5μl

Nuclease  free  water(无核酸酶水) 54μ|

[0073] 在65℃下孵育5分钟，立刻放置于冰上；

[0074] 其中：所述RNA引物序列包含T7  prompter(T7启动子)、RA5(IIIumina测序平台识

别引物)、Unique  Molecular  Identifier(UMI，特异分子识别码)、Sample  barcode(样品识

别码)以及Poly(T)(多聚T尾)，如图1所示，T7序列用于后续的体外转录步骤，UMI可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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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帮助除去PCR副本，barcode可帮助轻松实现样品多样化，降低数据库制备成本。

[0075] 接着在杂交室中，加入以下反应液(共40μl)：

[0076]

[0077] 在50-55℃下孵育10分钟，继而在80℃下孵育10分钟，立刻放置于冰上。

[0078] S3、在杂交室内反转录cDNA第二链；具体操作如下：

[0079] 在杂交室中，加入以下反应液(共50μl)：

[0080]

[0081] 在16℃下孵育2小时，

[0082] S4、将杂交室内的溶液转移到1.5ml的EP管中，然后在EP管中合成DNA，其中合成

DNA的具体的操作为将样品放置于冰上，加入2μl的T4DNA合成酶，在16℃下继续孵育5分钟，

样品中加入10μl的0.5M的EDTA(乙二胺四乙酸)；

[0083] S5、将DNA沉淀后利用超声仪对DNA进行片段化处理，获得目标片段200～300bp的

DNA片段；其中：DNA的沉淀过程如下：

[0084] 加入以下反应液，

[0085] Glycogen  from  mussels(糖原) 3.7μl/100μl

Sodium  Acetate(3M)，pH  5.5(醋酸钠) 使终浓度达到0.3M

Ice-code  ethanol(冰乙醇) 2.5倍体积

[0086] -80℃下孵育过夜并离心沉淀，沉淀出的DNA重新溶解于无核酸酶水中；

[0087] S6、片段化后的DNA使用核酸纯化磁珠进行纯化，纯化后的转录组DNA溶解于8μl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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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酶的水中，用于测序文库制备；

[0088] 二、DNA扩增、

[0089] a、取步骤S1中相同的生物样品的冰冻切片收集到1.5ml的EP管中，然后使用苯酚

氯仿分离法提取生物样品组织的基因组DNA；

[0090] b、使用超声仪对基因组DNA进行片段化处理，获得目标片段500-1000bp的DNA片

段；

[0091] c、取步骤b中60pg～200ng的基因组DNA，按照如下比例混合：

[0092]

[0093] 在37℃下孵育14小时，接着在65℃下孵育20min，得到进行限制性内切酶切后的基

因组DNA二

[0094] d、向步骤c中的所述限制性内切酶切后的基因组DNA内加入1μl的DNA引物、3μl的

T4  DNA连接酶反应缓冲液、2.4μl的三磷酸腺苷、0.6μl的牛血清白蛋白、1μl的T4  DNA连接

酶和12μl的无核酸酶水，其中：所述DNA引物如图2所示包含T7  prompter、RA5、Unique 

Molecular  ldentifier、Sample  barcode以及CutSite(内切酶位点)，；

[0095] e、将步骤d中的基因组进行DNA沉淀后使用核酸纯化磁珠进行纯化，纯化后的基因

组DNA溶解于无核酸酶的水中，用于测序文库制备；

[0096] 三、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

[0097] A、将步骤S6中的转录组DNA和步骤e中的基因组DNA均使用IVT进行扩增，得到RNA

产物；其中，IVT扩展的具体的反应过程如下：

[0098] 将8μl转录组和基因组的cDNA分别与以下反应液混合

[0099]

[0100]

[0101] 在37℃下孵育4小时。

[0102] B、对IVT扩增后的RNA产物再利用纯化磁珠进行纯化，纯化后溶于7.8μl的无核酸

酶的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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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C、接着加入1μl的所述RA3连接物，在70℃下孵育2min后放置在冰上后，加入2μl的

RNA连接酶反应缓冲液、1μl的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1μl的T4  RNA连接酶后在25℃下孵育2h，

得到转录反应体系；

[0104] D、向步骤C中的转录反应体系中加入2μl的所述RTP反转录引物，在70℃下孵育

2min后放置于冰上，接着加入5μl的第一链反应缓冲液、1μl的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2μl的

二硫苏糖醇、1μl的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和2μl的反转录酶后在50℃下孵育1小时，得到反转录

体系；

[0105] E、向步骤D中的反转录体系中加入2μl的所述RPI含索引序列引物、2μl的所述RP1

共用引物、50μl的所述PCR反应混合液和17μl的无核酸酶水后按照如下程序进行PCR扩增：

[0106]

[0107]

[0108] 得到扩增后的DNA；

[0109] F、使用纯化磁珠对步骤E中扩增后的DNA进行纯化，纯化后的DNA溶解于20μl的无

核酸酶的水中，测量浓度及质量如图3所示，并进行IIIumina测序，同时建立转录组和基因

组的测序文库。

[0110] 本发明的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111] 1、提供分子病理诊断等临床服务

[0112] 对新鲜组织冰冻切片实施此方法，进行临床分子病理诊断。目前，以基因测序为手

段的临床分子病理诊断并未广泛开展及普及，原因主要在于高昂的数据库制备及测序费

用，病人不能轻易接受。此方法的开发极大的降低了数据库制备及测序的费用，病人的接受

程度将提高。同时，此方法可以应用于少量珍贵样本，比如穿刺活检样品，因此，此方法可以

应用于临床分子病理诊断，病人的组织样本在得到转录组及基因组信息之后，通过进一步

的数据分析，可以反馈给病人和医生，指导临床诊断(如更精确的诊断某一肿瘤亚型)和临

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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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2、提供遗传信息分析等健康服务

[0114] 健康人群可通过提供外周血，经此方法制备数据库，获取转录组及基因组信息，进

一步数据分析可获得疾病潜在风险等信息。

[0115] 序列表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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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说　明　书 10/12 页

14

CN 111454942 A

14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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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

[0120]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具体实施例″等的描述

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

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实

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

合适的方式结合。

[01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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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

<110> 张晓鲁

<120> 一种同一样品的转录组和基因组同时建立测序文库的构建方法

<141>  2019-12-01

<160>  6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210>  1

<211>  21

<212>  DNA/RNA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400>  1

tggaattctc  gggtgccaag  g  21

<210>  2

<211>  22

<212>  DNA/RNA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400>  2

gccttggcac  ccgagaattc  ca  22

<210>  3

<211>  50

<212>  DNA/RNA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400>  3

aatgatacgg  cgaccaccga  gatctacacg  ttcagagttc  tacagtccga  50

<210>  4

<211>  63

<212>  DNA/RNA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400>  4

caagcagaag  acggcatacg  agctcgtgat  gtgactggag  ttccttggca  cccgagaatt  60

cca  63

<210>  5

<211>  79

<212>  DNA/RNA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400>  5

cgattgaggc  cggtaatacg  actcactata  ggggttcaga  gttctacagt  ccgacgatcn  60

nnnnnnncat  cacgccatg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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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6

<211>  85

<212>  DNA/RNA

<213>  Artificial  Sequence

<400>  6

cgattgaggc  cggtaatacg  actcactata  ggggttcaga  gttctacagt  ccgacgatcn  60

nnnnnnncat  cacgcttttt  ttttv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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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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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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