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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通量测序技术中的数据质量控制足测序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样本文库的质量则是莪墩高质量的测
序数据的前提和基础。在各种样本文库的制备过程中，样本的片段化过程受到普遍关注，该文主要针对基
因组ＤＮＡ样本的片段化技术中，涉及到的非接触式全自动超声破碎仪Ｈ１。ｒｕＩ】Ｌ。ｒ和自动聚焦声波样本处理

仪ｃ。ｖａｍ ｓ２２０的使用技巧和仪器的优缺点进行了初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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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分子进行序列测定。同理，每个延伸所掺人的
Ｉｉｆｅ

荧光标记的成像检测也能同时进行，获取数据后．经
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的

一种基于微乳液ＰｃＲ技术的高通量测序技术以
来。，第２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快速发展起来，已经在

许多领域得到ｒ广泛的应用２。。多数高通量测序
技术都是将片段化的基因组ＤＮＡ加上相应的通用
接头，进行引物杂交和酶的延伸反应。由于所有的
基因组ＤＮＡ片段都在同一平面上，这些反应就能够
高通最地平行进行，实现１次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

过计算机软件分析获得ＤＮＡ序列信息小ｉ『。高通量
测序的最大优势就是１次可以平行做大量样本，得
到数据后，在多个样本之问进行比较。如果样本处
理参差不齐，文库构建不理想，将在很大程度Ｅ会影
响数据质量．从而导致分析结论上的偏差。困此在
高通量测序中，样本文库制备过程的平行性、可比
性、重复性显得尤其重要。在保证较好数据质量的
情况下，３大主流平台的Ｒｏ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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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而基因组【）ＮＡ的长度从几十Ｋｂ到几百Ｍｂ，

甚至（；ｆ）不等”州。因此，获得适当大小的ＤＮ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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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是测序前样本文库制备的必要步骤。如果片段太
长，会导致数据整理分析时拼接的困难；如果太短，
会导致数据量的降低、浪费以及增加测序成本。在
ｃＨＩＰ—ｓｅｑ和外显子捕获等测序中，片段的大小甚至
决定了文库构建的成功与否。太大、太小都无法获

主要试剂：血液，组织＋细胞基因组提取试剂盒
（ＤＰ３０４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４实验方法
４．１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

得最终的理想数据。核酸片段化的技术主要分为３

将适量新鲜的人的血液用血液、组织、细胞基因组

大类：一类是化学法，主要应用于ｍＲＮＡ的样本制备

提取试剂盒提取基因组ＤＮＡ，用分光光度计检测

过程；一类是酶切，主要应用于数字基因表达谱（ｄｉｇ—

定量。

ｉｔａｌ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２超声波破碎基因组ＤＮＡ

ｐｒｏｆｉＩｉｎｇ，ＤＧＥ）的样本制备过程；

一类是物理法。主要应用于ＤＮＡ，ｃＨＩＰ—ｓｅｑ．Ｍａｔｅ

４．２．１

Ｐａｉｒ的样本制备过程０１‘”］。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物理

破碎基因组ＤＮＡ

法中应用最多的超声波破碎仪破碎样本的应用与
技巧。

使用非接触式全自动超声破碎仪Ｂｉｏｒｕｐｔｏｒ

（１）在５ ｍＩ。离心管管中．加入ｌｏｏ ｎＬ溶液（内含
２肚ｇ基因组ＤＮＡ），封口膜封口，备用；

２超声波破碎仪的选择

（２）调整相应参数：强度钮置“Ｈ”，时间钮置？３０
ｓ”，见图１；

超声波破碎仪的基本原理是将电能转换为声能．
这种声能使水（或其他液体）形成密集的小气泡，随着

（３）添加适量碎冰于槽内。水添加到水位线．每５
ｍｉｎ重新添加１次碎冰，以保证全过程在Ｏ℃进行；

（４）持续时间段分别为ｏ、３、７、１０、１４、２４、２８、３２、

气泡震动和其猛烈的聚爆而产生机械剪切力，对基因
组ＤＮＡ进行物理性打断。超声波破碎仪的种类和型

号都很多，为满足高通量测序样本文库构建的基本要
求，选择仪器时要关注：（１）样本之间不能有任何交叉

３４、３８、４０ ｍｉｎ；

（５）仪器停止２ ｈ后．每次１个样本，８个样本连
续做．每个样本持续时间为２０

ｍｉｎ。

污染的可能，高通测序是灵敏的测试，只要有任何其他
ＤＮＡ在其中都会被当作测序对象进行测序，会造成测

序数据的污染和不可信；（２）需要的样本量较少，一些
临床样本，稀有动植物的样本，或残存物质中不可再获
得的样本都是十分珍贵的．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量都
不是很高，基本是微克级别，所以有些需要大量样本才
能操作的仪器．在高通量测序文库构建中是不建议使

用的；（３）可重复性要高，高通量测序的一个特点就是
平行处理多个样本，如果破碎条件不稳定，那么意味着
各个样本的可比性、重复性和稳定性很差，会造成实验
不可重复。基于以上基本的３条，本文选择非接触式

全自动超声破碎仪Ｂｉｏｒｕｐｔｏｒ和自动聚焦声波样本处
理仪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根据不同的超声频率和强度可将
ＤＮＡ打断成相应大小的ＤＮＡ片段，从而达到满足高
通量测序的长度要求。本文主要的片段长短在１００～
５００

图１

ｂｐ之间。

３仪器与主要试剂

４．２．２

Ｂｉｏｒｕｐｔｏｒ操作面板图

自动聚焦声波样本处理议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破碎
基因组ＤＮＡ

仪器：非接触式全自动超声破碎仪Ｂｉｏｒｕｐｔｏｒ（比
利时Ｄｉａｇｅｎｏｄｅ公司）．自动聚焦声波样本处理仪ｃｏ—
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美国ｃｏｖａｒｉｓ公司），电泳仪ＰｏｗｅｒＰａｃ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美国Ｂｉ０＿Ｒａｄ公司），凝胶成像

系统ｃｈｅｍｉＤｏｃ ｘＲｓ＋（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离心机

５４２４（德国Ｅ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分光光度计Ｎａｎｏ—
Ｄｒｏｐ２０００（美国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ｊｃ公司）
万方数据

（１）将ｌｏｏ

ｐＬ、２

Ｐｇ基因组ＤＮＡ放人Ｃｏｖａ“ｓ

ｓ２２０专用小玻璃管（５２００４５）中，盖好盖子，备用；

（２）由于超声波主要是依赖时间和功率控制破
碎强度，所以根据目的片段的大小调整参数，各参数
见表１，在如图２所示的软件编辑界面分别进行
调整。

刘莉扬，等：超声波破碎仪在高通量测序中的应用

５１

染色，用凝胶成像系统ｃｈｅｍｉＤｏｃ ＸＲｓ＋进行拍照、观
察和分析。
２１００生物分析仪检测

４．４

将２种超声波破碎的峰值在３００ ｂｐ左右的基因
组ＤＮＡ，用２１００生物分析仪ＤＮＡ

ｃｈｉｐｓ

１０００进行

检测。

５结果与分析
５．１超声波破碎仪仪器比较
２台超声波破碎仪的性能、价格以及优缺点比较

见表２。可以看出非接触式全咱动超声破碎仪Ｂｉ—
ｏｒｕｐｔｏｒ的仪器价格相对低廉，不需要专门特殊的实验
围２

４．３

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操作软件界面围

耗材，实验样本体积最低可达５０“Ｌ，但是操作相对繁

超声波破碎后基因组ＤＮＡ电泳检测

琐、噪音大；自动聚焦声波样本处理仪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的

将以上２种方法制备的样品，用质量浓度为

仪器价格昂贵，需要专门的实验耗材配合使用，样本所

２０９／Ｌ的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电泳后凝胶用ＥＢ

需最小体积为１００“Ｌ，但是操作简单、噪音小。

表２超声波破碎仪性能价格比较表

５．２超声波破碎仪破碎效果比较
Ｂｉｏｒｕｐｔｏｒ破碎凝胶成像电泳检测结果如图３中

（ａ）和（ｂ）所示：Ｂｉｏｒｕｐｔｏｒ破碎效率并不随时间的延长

３中（ｃ）所示，同样的样本，同样的浓度，同样的超声条
件，只是先后不同，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破碎效率在
下降，样本之间的片段差异在２００ ｂｐ左右。

而成正比增加，在１４ ｍｉｎ以后，破碎效果变化不显著。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的超声效率很

考虑是仪器不能连续工作时间太长，导致超声效率下

高，且连续工作效率很好。同样浓度的样本在不同的

降，设计了新的超声破碎实验过程，每次１个样本，每

作用时间下，依然可获得相应大小的片段，其中７

个样本２０ ｍｉｎ，连续做３个样本。电泳检测结果如图

即可获得峰值１５０ ｂｐ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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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Ｂｉｏｒｕｐ｜ｏｒ破碎凝胶电泳图

—譬圈

耗时１．３ ｍｉｎ，而Ｂｉｏｒｕｐｔｏｒ却需要１４ ｍｉｎ。由于过短

的片段对于高通量测序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未做ｃ６一
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在１４ ｍｌｎ和２０ ｍｉｎ破碎效果对比实验。
表３破碎效果对照表

麓

图４

囊囊囊强慧１

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超声破碎凝胶电泳图

２１００生物分析仪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ａ）为Ｂｉ—
ｏｒｕｐｔｏｒ破碎的３００ ｂｐ峰值的ＤＮＡ片段；（ｂ）为ｃｏ—
ｖａ“ｓ

Ｓ２２０破碎的３００ ｂｐ峰值的ＤＮＡ片段。经过比

较，可以看出二者的波峰跨度和面积基本一致，也就是
说破碎效果基本一样。

６结论
本文涉及的实验主要是样本文库制备过程中样本
片段化的处理。从以上实验结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１）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比较

理想的片段，重复性很好，操作简单，就高通量测序方

己４０

高２０

向上的应用来说，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２０有很大优势。但是仪

蓍。

器和耗材比较昂贵，而且这台仪器占实验台的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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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２台仪器在不同的实验室背景下，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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