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IEasy RNA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 V2.1
产品亮点
极低的样本起始量

Total RNA起始量可低至10 ng，且在不同起始量下文库均有出色、稳定的数据表现

广泛的样本类型

兼容多种物种样本，包括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样本，以及轻微降解RNA、FFPE样本

出色的数据质量

转录本覆盖率高，可全面、准确地反应样本中RNA转录情况

优异的覆盖均匀性

高度均匀的覆盖转录本5’端至3‘端，优异的3’端覆盖度

精确的链特异性信息

可准确确定转录的DNA模板链信息，发现更多反义转录本，获得更准确的转录本注释信息

简便的操作

操作流程简化，建库时间短，且可适配自动化建库仪

灵活的使用方法

可搭配不同RNA富集方法及不同测序读长，适合于不同的样本类型项目的需求

产品概述
RNA测序是对某一物种或特定细胞在某个特定状态下转录的RNA进行高通量测序，不仅可以检测基因表达水平的变
化，还能发现稀有转录本和未知转录本，精确识别可变剪接位点、基因融合、SNP以及等位基因特异表达。
随着对RNA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研究者们发现在RNA测序中，区分转录本来自DNA正链还是负链，可为基因的注释和
功能分析提供更准确的信息，更准确地统计转录本的数量和确定基因的结构，同时可以发现更多的反义转录本和新的基
因。
MGIEasy RNA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可将10 ng - 1 μg total RNA制备成适合于MGI高通量测序仪测序的文库,用于
链特异性RNA测序，分析确定RNA链在DNA上的来源信息。

产品性能参数
建库周期

~7 小时

手动操作时间

~30 分钟

所需样本量

10 ng - 1 μg total RNA

样本类型

组织、FFPE样本

物种兼容性

人、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鼠、水稻、拟南芥、酵母及大肠杆菌）

应用方向

RNA-Seq、转录组、total RNA测序、长链非编码RNA

测序平台

BGISEQ-500、MGISEQ-2000、DNBSEQ-G400

推荐的测序读长

SE50/PE100/PE150

推荐的测序数据量

25 M raw reads（SE50）/8 Gb raw data（PE100/PE150）

仅用于科学研究，不能用于临床诊断

性能数据
兼容不同的样本起始量，文库质量高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兼容 10 ng- 1 μg total RNA 起始量，在不同起始量下所构建的文库均表现
良好、性能稳定，且一致性高。以 Universal Human Reference RNA(UHRR)[1][2] 标准品为测试样本，比较在不同样本起始量下
构建的文库，结果显示，不同起始量的文库的基因组比对率均可达到 90% 以上，基因比对率均达到 70% 以上，基因检出数表
现一致。

图1a 不同样本起始量下的基因组/基因区比对率

图1b 不同样本起始量下的基因检出数

图1 以UHRR为测试样本，在不同total RNA起始量下，富集得到（ployA）mRNA后，采用MGIEasy RNA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构建文库，在MGISEQ-2000平台采用PE100
测序，数据过滤后截取相同的数据量（约8 Gb）进行分析。

文库重复性好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性能稳定，技术重复性高。以 UHRR 为测试样本，测试本试剂套装所构建的文库
的稳定性，结果显示，在 200 ng 起始量下重复建库，文库间表达量检测相关性的 Pearson 系数可达到 0.997 以上，在 50 ng
和 200 ng 起始量下建库，基因表达量检测相关性的 Pearson 系数可达到 0.993 以上。

图2a两次建库重复的基因表达量重复性

图2b 不同样本起始量的基因表达量重复性

图2 以UHRR为测试样本，富集得到（ployA）mRNA后，采用MGIEasy RNA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构建文库，在MGISEQ-2000平台采用PE100测序，数据过滤后截取相同的
数据量（约8 Gb）。

转录本覆盖率高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构建的文库，对样本中的基因和转录本覆盖全面，可全面、准确、有效地反映样
本中 RNA 转录情况。
以 UHRR 为测试样本，采用本试剂盒构建文库，将文库测序数据与基因组数据库 (hg19 Human Genome)
和基因数据库 (refMrna.fa) 比对分析，结果显示，各样本的基因检出数可达 20000，
且在不同起始量下表现一致 ( 图 1b)。

仅用于科学研究，不能用于临床诊断

转录本覆盖度均匀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构建的文库，对转录本从 5’
端至 3
‘端的具有高度均匀的覆盖度，有助于基因结构
分析 [3]。
比较本试剂套装与 I 品牌的同类产品在对应的测序平台上的表现，数据显示，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
的 3’
端的覆盖度优于 N 平台上 I 品牌建库试剂盒
（图 3）
。

图3 不同平台不同试剂盒的转录本覆盖度
以 UHRR 为测试样本，富集得到 (ployA)mRNA 后，MGI-1/2/3/4 采用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构建文库，在 MGISEQ-2000 平台采用 PE150 测序，N-C1-1/2
采用 I 品牌的同类产品构建文库，在 N 平台 PE150 测序。数据过滤后截取相同的数据量 ( 约 10Gb) 进行分析。

链特异性高，表达量检测准确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制备的文库，通过测序分析转录本的来源，即可准确确定其来自 DNA 正链还是
负链，为基因注释和功能分析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以 UHRR 为测试样本，采用本试剂套装制备文库，结果显示，文库测序数据中
正链比例可达 99% 以上，说明准确地定位了转录本的方向性。
同时，在基因表达量方面，与采用 MGIEasy RNA 文库制备试剂
套装 (MGI，
货号 1000006383/1000006384) 所构建的文库间相关性可达 0.99 以上，
反映了 RNA 表达量检测的精确性。
因此，
采用本试剂套装制备的文库不仅能检测到转录本的链特异信息，
还能准确地进行定量分析。

图4a MGIEasy RNA方向性试剂盒正负链比例

图4b RNA方向性与RNA试剂盒相关性

图 4 以 UHRR 为测试样本，富集得到（ployA）mRNA 后，采用不同批次的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和 MGIEasy RNA 文库制备试剂套装（MGI，货号
1000006383/1000006384) 构建文库，在 MGISEQ-2000 平台采用 PE100 测序。数据过滤后截取相同的数据量 ( 约 8Gb) 进行分析。

简单易用，可适配自动化建库仪
MGIEasy RNA 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对常规建库流程中较为繁琐耗时的操作步
骤进行的优化简化，使得部分关键步骤实现了单管操作，极大缩短建库周期至 7 小时，其
中手工操作累积仅需 30 分钟，同时实现了在自动化样本制备仪 MGISP-100 上进行自
动化建库。

仅用于科学研究，不能用于临床诊断

灵活的使用方法
MGIEasy RNA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可与不同的RNA富集方法组合使用，de并搭配不同测序读长，以满足不同的物
种和样本类型的研究需求。
表1 不同样本类型对应的使用方法

样本描述

RNA富集方法

测序读长

应用方向

OligodT磁珠富集mRNA

SE50/PE100/PE150

mRNA定量
及转录本结构分析

rRNA去除试剂盒去除rRNA

PE100/PE150

lncRNA及mRNA
检测和分析

原核 total RNA

rRNA去除试剂盒去除rRNA

PE100/PE150

RNA定量
及转录本结构分析

不完整的FFPE样本
及血浆游离RNA等

rRNA去除试剂盒去除rRNA

SE50/PE100

RNA定量
及转录本结构分析

完整的真核
total RNA

总结
MGIEasy RNA方向性文库制备试剂套装操作简便，可快速地从低至10 ng的total RNA样本构建RNA方向性文库，所得文库的测序
数据质量好，对转录本覆盖率高、覆盖度均匀性好，基因表达量检测的精确性高，还可准确检测转录本的链特异信息，且在不同样本
起始量下均表现稳定。该试剂盒适用范围广，对多种物种、多种样本类型、不同起始量的样本均可适用，还可适配自动化建库仪，可
助您更快、更便捷地实现您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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