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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流程

16S rRNA

基本概念
16S rRNA

16S rRNA 基因是编码原核生物核糖体小
亚基的基因，长度约为1542bp，其分子
大小适中，突变率小，是细菌系统分类学
研究中最常用和最有用的标志。16S
rRNA基因序列包括9个可变区和10个保守
区，保守区序列反映了物种间的亲缘关系，
而可变区序列则能体现物种间的差异。
16S rRNA基因测序以细菌16S rRNA基因
测序为主,核心是研究样品中的物种分类、
物种丰度以及系统进化。

使用Illumina HiSeq对V4区进行扩增测序
使用引物为515F-806R
OTU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
在微生物的免培养分析中经常用到，通
过提取样品的总基因组DNA，利用16S
rRNA或ITS的通用引物进行PCR扩增，
通过测序以后就可以分析样品中的微生
物多样性，那怎么区分这些不同的序列
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引入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一般情况下，如果
序列之间，比如不同的 16S rRNA序列
的相似性高于97%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
个OTU，每个OTU对应于一个不同的
16S rRNA序列，也就是每个OTU对应
于一个不同的细菌（微生物）种。通过
OTU分析，就可以知道样品中的微生物
多样性和不同微生物的丰度。

我们对v4可变区域进行扩增和测序。首
先对每个样板库的序列进行OTU注释，
使用QIIME（version 1.8.0）工具包进
行注释，数据库使用GreenGene
（version gg_13_8）或Silva
（SILVA128）项目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
比较不同样本之间的微生物组成差异，
OTU比对完成后进行注释，由于16S序列
的高度相似性，根据V4区的测序长度，
大部分能将序列准确的归类到属（genus）
这个级别，肠道菌群更有接近70%能注
释到种（species）结果，不过不同来源
样品的注释比例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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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介绍：
微生物多样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传统平板纯培养方法、磷脂脂肪酸法、DGGE/TGGE/TTGE、T-RFLP、SSCP、
定量PCR、基因芯片等分子生物方法。而传统培养方法仅限于可培养的少数优势菌种，或者其他方法流程复杂操
作繁琐，准确度不够。随着近年来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凭借其周期快，低成本，通量较高，测序覆盖率高，
流程自动化等优势，逐渐成为研究微生物群落结构的主流技术平台。
微生物多样性测序（扩增子测序）是基于二代高通量测序对16S/18S/ITS等序列进行测序。可以同时检测样本中的
优势物种、稀有物种及一些未知物种的检测，获得样本的微生物群落组成以及相对丰度。
16S rDNA是细菌16S rRNA相对应的DNA序列，存在于所有细菌的基因组中，其中包括保守区域和高变区域，保守
区在细菌间差异不大，高变区在不同的种属间有一定的差异性，可以用做细菌分类鉴定的指标。通过选取特定可
变区域，用保守区段设计引物进行PCR扩增，通过16S rDNA扩增子测序对高变区进行系统鉴定，来研究环境样本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

二、实验流程：
样本接收后提总DNA，然后对样本进行质检，质检合格后进行PCR扩增。选择某个或某几个变异区域，设计通
用引物扩增。扩增完成后进行电泳检验，PCR产物合格且同批次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正常。进入混样及文库QC，
最后检测合格的文库进行高通量测序，使用Illumina HiSeq平台进行测序。得到的测序数据会用于物种鉴定分析。

实验流程简介：
1. 样品提取及检测
1.1 样品提取

1.2 样品浓度检测

1.3 电泳检测

2.1 实验前准备

2.2 PCR扩增

2.3 电泳检测

2.4 磁珠纯化

2.5 浓度检测及混样

2.6 电泳及胶回收纯化

2. 样品扩增及测序

2.7 上机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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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提取：
采用SDS裂解液冻融法进行DNA提取

样品编号

浓度(ng/ul)

体积（ul）

N5

554.9

20

N7

595.9

20

N16

467.2

20

N1

289.6

20

A2

390

20

A3

405.5

20

A8

390.9

20

A13

388.7

20

A24

443.4

20

H6

565.3

20

H10

350.7

20

H14

403.7

20

H17

357.7

20

H20

304.5

20

电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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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珠纯化：
a. 往剩余的PCR产物中加入 0.85x AMPure XP Beads，吸打混匀至少10次
b. 室温放置5min，快速离心PCR管，然后放置于磁珠板上，等液体变澄清（大约5min）
c. 小心吸出澄清液，并丢弃
d. 往PCR管中加入200ul 80%的酒精，洗30s，然后小心的吸出液体，并丢弃
e. 重复第6步
f. 将PCR管放置于磁珠板上，打开盖子晾干，使其完全龟裂（大约5min）
g. 往已晾干的磁珠中加入17ul的Nuclease free Water，吸打混匀磁珠
h. 将PCR管放到磁珠板上分离，等液体变澄清后，吸出15ul到新的PCR管中。

浓度检测及混样：
将纯化过后的产物进行Nanodrop检测， 按照所到的值进行等量混

电泳及胶回收纯化：
2%琼脂糖凝胶电泳对混样进行电泳，采用AXYGEN的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上机测序：
用Qubit对回收的文库进行定量，用qPCR进行接头效率检测，根据所得效率算出实际浓度后，将文库按照上机要
求稀释到一定浓度，用Hiseq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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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扩增及测序：
PCR所用的引物已经融合了Illumina测序平台的V4通用引物:
F: Illumina_uni_sequence-Read1_sequnce_GTGCCAGCMGCCGCGGTAA
R: Illumina_uni_sequence_(barcode)_read2_sequence_GGACTACHVGGGTWTCTAAT
这样避免了后续的建库流程。
实验前准备:
用 Nuclease free water 将引物稀释成1uM，gDNA 稀释成 5ng/ul
PCR扩增:
PCR反应体系：50ul,采用的高保真酶为Phusion High-Fidelity PCR Master Mix with HF Buffer
PCR Mix Buffer

25ul

DMSO

3ul

F\R引物

各3ul

gDNA

10ul

Nuclease free water

补齐到50ul

配置好的 PCR 体系按照如下反应条件进行 PCR 扩增：
预变性

98℃

30s

变性

98℃

15s

退火

58℃

15s

延伸

72℃

15s

终延伸

72℃

1min

1cycle

保存

4℃

∞

hold

1cycle

30cycles

电泳检测：
用 1% 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 PCR 产物，上样量为 2ul

注：目的条带为430bp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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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珠纯化：
a. 往剩余的PCR产物中加入 0.85x AMPure XP Beads，吸打混匀至少10次
b. 室温放置5min，快速离心PCR管，然后放置于磁珠板上，等液体变澄清（大约5min）
c. 小心吸出澄清液，并丢弃
d. 往PCR管中加入200ul 80%的酒精，洗30s，然后小心的吸出液体，并丢弃
e. 重复第6步
f. 将PCR管放置于磁珠板上，打开盖子晾干，使其完全龟裂（大约5min）
g. 往已晾干的磁珠中加入17ul的Nuclease free Water，吸打混匀磁珠
h. 将PCR管放到磁珠板上分离，等液体变澄清后，吸出15ul到新的PCR管中。

浓度检测及混样：
将纯化过后的产物进行Nanodrop检测， 按照所到的值进行等量混

电泳及胶回收纯化：
2%琼脂糖凝胶电泳对混样进行电泳，采用AXYGEN的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上机测序：
用Qubit对回收的文库进行定量，用qPCR进行接头效率检测，根据所得效率算出实际浓度后，将文库按照上机要
求稀释到一定浓度，用Hiseq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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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所用仪器和试剂：

仪器名称

公司

型号

用途

离心机

Eppendorf

5415D

Nanodrop

Thermo

2000c

核酸定量

PCR仪

Bioer

XP cycler

PCR扩增

凝胶成像系统

Bio-Rad

Gel-Doc

Qubit2.0

Life Tech

Q32866

核酸定量

核酸分析仪

Agilent

2100

文库质检

荧光定量PCR仪

Eppendorf

Realplex4S

文库定量

高通量测序仪

Illumina

Hiseq

高通量测序

试剂名称

公司

型号

用途

Phusion High-Fidelity PCR Master Mix

NEB

M0531

高保真扩增

Agencourt AMPure XP 60ml Kit

Beckman Coulter

A63881

产物纯化

AXYGEN Gel Extraction Kit (250)

AXYGEN

AP-GX-250G

胶回收

Qubit dsDNA HS Assay Kit

Life tech

Q32851

DNA定量

Library Quant Kit illumina GA revised primer-SYBR Fast
Universal

KAPA

KK4824

文库定量

Hiseq 3000/4000 SBS Reagent Kit (300 cycle)

illumina

FC-410-1003

高通量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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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流程及方法简介：
原始数据 Raw data下机后先将低质量 reads 过滤掉，得到的有效数据 clean data 用于后续分析。Reads 间通过
overlap 拼接成 Tags. 并且在特定的相似度下将 Tags 聚类成 OTU，基于OTU 聚类结果可以对 OTU 进行多种多样性
分析，及测序深度检测。再通过 OTU 与数据库比对，对OTU 进行分类注释， 基于分类学信息，可以在各个分类
水平上进行群落结构的统计分析。基于上述结果，进一步对群落结构和系统发育等进行深入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分
析，及功能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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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材料与方法描述：
DNA提取
采用 SDS 裂解液冻融法进行 DNA 提取，基因组 DNA 通过 PowerMax 提取试剂盒 ( MoBio Laboratories,
Carlsbad,CA, USA) 提取，在-20 °C 储存。采用 NanoDrop ND-1000 分光光度计 (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Waltham,
MA,USA) 测定DNA的数量和质量。做琼脂糖凝胶电泳。

16s rDNA扩增子焦磷酸测序
细菌16 S rRNA基因V4区采用正向引物515F (5’- GTGCCAGCMGCCGCGGTAA -3’) 和反向引物806R
(5’-GGACTACHVGGGTWTCTAAT-3’)进行PCR扩增。Barcode 采用特定的 7-bp 特定序列合成到序列中。PCR反应
体系50ul： 25 μl采用的高保真酶为 Phusion High-Fidelity PCR Master Mix with HF Buffer 。各3 μl (10 uM)前后F/R引物。
10 μl DNA模板 6μl ddH 2 O 。配置好的PCR体系按照如下反应条件进行PCR扩增：预变性98 °C 30s，接下来25个循
环：变性98°C 15s 退火58°C 15s 延伸72°C 15s。终延伸72°C 1min。PCR产物用 AMPure XP Beads (Beckman Coulter,
Indianapolis, IN)纯化，并且使用 PicoGreen dsDNA, Assay Kit (Invitrogen, Carlsbad, CA, USA) 进行量化。定量后使用
Illlumina HiSeq4000 pair-end 2×150 bp 平台测序。

序列分析
根据Barcode序列和引物序列从原始数据中拆分各个样本的数据。截去Barcode和引物序列后使用Vsearch v2.4.4对每
个样品的reads进行拼接，得到原始Tags数据（Raw Tags）。同时对序列质量进行质控和过滤。筛选低质量序列的标
准是：序列小于150bp, 平均质量值低于20, 含有不明确碱基的序列，以及含有>8bp的单核苷酸重复序列，去除嵌合
体序列，得到最终有效数据（Effective Tags）。

OTU聚类和物种注释
OTU 分析使用 Vsearch v2.4.4。包括去重复序列 (--derep_fulllength) , 聚类 (--cluster_fast,--id 0.97 ),
去嵌合体 (--uchime_ref) (Rognes 2016)。默认以 97% 相似度将序列聚类成 OTUs，使用默认参数挑选 OTU 的代表
序列，通过 VSEARCH 基于 SILVA128 数据库 (Quast et al. 2013) 对代表序列进行物种注释，进一步生成 OTU 列
表，在各个分类水平上，kingdom（界），phylum（门），class（纲），order（目），family（科），genus
（属），species（种）统计各样本的群落组成。并记录每个样本中所有 OTUs 的丰度和分类，所有样本中含量低
于总序列 0.001% 的 OTUs 将被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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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生物信息分析及统计比较
序列数据分析主要使用 QIIME 和 R 包(v3.2.0)。使用 QIIME 软件计算 OTU 水平 alpha 多样性指数，包括 Chao1，
ACE，PD_whole_tree，Shannon，Simpson 指数等，生成 OTU 水平ranked abundance 曲线，绘制稀释曲线，Alpha
多样性指数组间差异分析，来比较样本间的 OTUs 丰度和均匀度。Beta多样性分析是通过 Qimme 软件计算
UniFrac 距离度量 (Lozupone and Knight 2005, Lozupone, Hamady et al. 2007) ，绘制 PCA，PCoA，NMDS 图对不同
样本的微生物群落结构进行Beta多样性分析。
使用 t-test 检验和 the Monte Carlo permutation test 检验绘制盒形图比较组间的 Unifrac 距离的差异。通过
PERMANOVA (Permutational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cArdle and Anderson 2001) 评估微生物群落结构在
组间分化的标记物，来自R包的“vegan”。通过MEGAN软件 (Huson, Mitra et al. 2011) 和 GraPhlAn (Asnicar,
Weingart et al. 2015) 将分类学的组和丰度可视化。基于 R 包 “VennDiagram” 生成 Venn 图，将样本间或组间共有
和独有的OTUs 可视化。使用 R stats 包 Kruskal 方法比较样本间或组间各分类水平门、纲、目、科、属的差异。
LEfSe 分析使用 LEfSe 默认设置检测各组间分类单位上的差异。随机森林分析使用R包 “randomForest” 默认设置
比较组间差异。
用于 16S/ITS 的测序结果进行功能预测的方法：基于 PICRUSt 预测微生物功能 (Langille, Zaneveld et al. 2013)。使
用 Metagenomic Profiles (STAMP) 软件包 v2.1.3 (Parks et al., 2014) 对输出文件做进一步分析。 FAPROTAX 可根
据16S序列的分类注释结果对微生物群落功能（特别是生物地化循环相关）进行注释预测。基于 BugBase 可快速
地对 16S 高通量结果根据七类表型进行分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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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详细报告解读：
1.原始序列数据与质控
通过采用Illumina Hiseq测序平台对该项目进行双端测序(Paired-end)，测序得到了fastq格式的原始数据（样本对应
一对序列S_1.fastq和S_2.fastq）。再配对拼接成单条序列。通过barcode确定序列对应的样本。用QIIME软件
（Quantitative Insights Into Microbial Ecology，v1.8.0，http://qiime.org/）对序列进行质控过滤，去掉嵌合体，得到
有效序列。

序列长度分布统计
用R软件编写程序，对全部样本所包含的序列的长度分布进行统计。

结果目录：01_sequence_statistic/sumOTUPerSample.txt
表解读
Tags

为经质量过滤后能正确overlap包含正确barcode和高质量序列的数据。

Singleton

为非完全相同的序列，只要有1个碱基的差异即为不同序列，该值的高低与
OUT数量并无直接关系，OTU是以97%的相似度聚类，测序质量较低导致的碱
基错误、PCR扩增过程中的碱基错误、菌种内部的多样性以及OTU数量均会影
响该数量。

Chimeras

为通过与RDP等标准数据库比对分析判断可能由于PCR过程错误扩增导致的嵌
合体比例。

chimeras%

为百分比，一般低于1

Tags

为经质量过滤后能正确overlap包含正确barcode和高质量序列的数据。

如何判断测序质量是否合格？
首先判断下机数据tags和有效数据 clean tags 的数据量是否满足测序要求，一般下机数据量达到 3 万条 reads 以上
满足测序需要，谷禾 16s 样本的测序深度可以达到 10 万条 reads 左右。如果数据量不够则需要重新补测样本。通
过观察嵌合体数 chimras 和嵌合体所占百分比 chimeras%，可以反应出有效序列的转化率，嵌合体的比例越小序列
的利用转化率就越高。

注：结果目录中出现的txt文件如果打开格式不对，可以将txt文件选用excel表的打开方式查看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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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始序列数据与质控
序列质量统计
用R软件编写程序，对全部样本所包含的序列的长度的统计结果进行绘图。

图解读：
恒坐标是样本名，第一坐标（左）是Tgs数目。tags :可用序列数

clean_tags：有效序列数

OTUs：OTU种类

左边坐标轴表示序列数，右边坐标轴表示OTU种类数

结果目录：
01_sequence_stat
Sample_stats_OTU.png 样本间
Group_Sample_stats_OTU.png 组间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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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TU聚类与统计
OTU比较韦恩图（样本数/分组数<=5个样本，若分组数大于5出花瓣图）
根据 OTU 的聚类结果，默认以 97% 相似度下以 OTU 为单位绘制韦恩图，比较不同样品（组）之间共有、特有
的 OTU 数目。

样本数目过多
无法绘制韦恩图

图解读：
每个圈代表一个样本/分组，圈之间的重叠区域表示样本/分组间共有的 OTUs，每个区域的数字大小表示该区域对应
的 OTUs 数目。

结果目录：
02_OTU/Venn/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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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丰度等级曲线
丰度等级曲线（Rank abundance curve）将每个样本中的 OTU 按其丰度大小沿横坐标依次排列，并以各自的丰度
值为纵坐标，用折线将各 OTU 互相连接，从而反映各样本中 OTU 丰度的分布规律。对于微生物群落样本，该曲
线可以直观地反映群落中高丰度和稀有 OTU 的数量。于同时解释样品多样性的两个方面，即样品所含物种的丰
富程度和均匀程度。

图解读:
横坐标为按 OTU 丰度排序的序号，纵坐标为对应的 OTU 的相对丰度，每条折线代表一个样本的 OTU
丰度分布，折线在横轴上的长度反映了该样本中 OTU 数的多少，代表了群落的丰富度（Richness），折
线越长，该样本中的 OTU 数越多；折线的平缓程度则反映了群落组成的均匀度（Evenness），折线越
平缓，群落组成的均匀度越高，折线越陡峭，则群落中各 OTU 间的丰度差异越大，均匀度越低。

结果目录： 03_Rankabundance_curve

有样本间和组间的丰度曲线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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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分类水平组成分析
各分类水平的微生物物种构成汇总统计表
通过对 OTU 的聚类和注释的结果统计，可以得到不同分类水平上（由门、纲、目、科、属、种组成）各个样本的
微生物类群落组成数量。
首先打开表格 OTU_summary.csv 样本间

OTU_summary_group.csv 组间

然后点击level列，点击 数据 —> 筛选 ，选择你要查看的层级，这里以属水平 为例 ，点击 Genus

这里就得到了，各个样本中在属水平所有物种的构成。
表解读：第一列 full_name 代表 分类结果的全称、short_name 代表分类结果简称、levels 代表不同层级，
后边跟着的是所有的样本名。表中的数据是以各物种的相对含量换算成小数表示。

Full_name的命名格式是，例如：
k__Archaea; p__Crenarchaeota; c__Thaumarchaeota; o__Cenarchaeales; f__Cenarchaeaceae; g__Nitrosopumilus
分别指的是，k__界水平 Kingdom p__门水平 Phylum c__纲水平 Class o__ 目水平 Order f__科水平 Family g__属水平
Genus（s__代表种水平 Species ，因为16s测序长度的局限性，所以精确测到种水平物种的种类较少）

Short_name 的命名格式是，例如：Cen_Nitrosopumilus 指的是，当前分类水平（属水平）的名字 g__Nitrosopu 加上
一级分类水平（科水平）的名字 f__Cenarchaeaceae 的前 3 个字母简写Cen，如果当前水平没有注释到名字则以全称的
名字表示。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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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分类水平组成分析
各分类水平的微生物类群注释统计
通过对 OTU 的聚类和注释的结果统计，可以得到不同分类水平上（由门、纲、目、科、属、种组成）各个样本
的微生物类群落组成数量。

样本各分类水平的种类数
Sample

Phylum Class Order Family Genus Species

N394946295

7

13

15

38

69

18

N392560139

7

13

17

39

70

21

N305029193

9

14

21

49

91

23

N311429493

7

12

18

36

65

21

N316814340

5

9

11

21

38

14

N395683286

8

13

18

37

63

19

N.001.0614S

7

13

15

35

68

21

N.014.0626S

6

12

18

39

77

24

N.002.0709S

7

13

19

42

78

20

N.005.0709S

7

13

22

36

62

15

表解读：该表里的数字代表了每个样本在分类学水平上物种的种类。Phylum、Class、Order、Family、Genus、Species
分别对应各样本在门、纲、目、科、属、种各分类水平（这里只显示前10个样本）

结果目录： 完整数据路径 04_taxa/bar_analysis/taxon_singleton.txt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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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分类水平组成分析
各分类水平上的微生物菌群组成分析
根据物种注释结果，对每个样本或分组在各分类水平上（门、纲、目、科、属）选取丰度排名前10的物种来绘制
相对丰度柱状图。可以得知不同样本或分组间物种组成比例情况。图中以门水平为例做柱状图展示如下：

无法显示链接的图像。该文件可能已被移动、重命名或删除。请验证该链接是否指向正确的文件和位置。

图解读：横坐标为各样本编号，纵坐标代表各分类单元的相对丰度，每一个柱形图代表一个样本，并以颜色区分
各分类单元，柱子越长，该分类单元在对应样本中的相对丰度越高。

结果目录： 04_taxa/bar_analysis/taxon_hist/top10/ 代表选取所有样本中共有的前10个物种做柱状图
04_taxa/bar_analysis/taxon_hist/all/ 代表选取共有的前10个物种并将其他归为other做柱状图
该图所用的文件： 04_taxa/bar_analysis/otu_table_L2~l6.txt

各分类水平样本菌群构成比例

图解读：组间物种构成丰度图，这里以门水平为例

结果目录：04_taxa/bar_analysis/taxon_hist_group/top10/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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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分类水平组成分析
菌属丰度比例构成
打开网页文件 04_taxa/Group_summary/taxa_summary_plots/bar_charts.html
这里也展示了各分类水平的组间柱状图及对应的比例构成表格

图解读：该图为示例图，横坐标代表样
本编号，纵坐标代表样本菌属丰度比例

结果目录：04_taxa/Group_summary/taxa_summary_plots/bar_charts.html
该图所用的文件：04_taxa/Group_summary/ *L2.txt 到 *L6.txt 表示从门水平到属水平的物种丰度比例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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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分类水平组成分析
基于属水平的聚类热图
样本先按照彼此之间组成的相似度进行聚类，依次排列。再根据不同样本的分类单位的相似度进行聚类，根
据聚类结果纵向依次排列。从图中可用了解样品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属水平上的群落构成相似性

结果目录： 04_taxa/heatmap/NoGroup/cluster_norm_100log10.png
聚类热图 ，样本按相似性聚类排序
用到的文件分别对属水平物种相对丰度文件进行处理 04_taxa/Otu_table_summary/otu_table_L6.txt

100log10.txt

L6 * 100 取 log10

heatmap_log10.txt

L6 * 10000 取 log10

heatmap_log2.txt

L6 * 10000 取 log2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

4.各分类水平组成分析
基于属水平的无聚类热图
样本先按照彼此之间组成的相似度进行聚类，依次排列。再根据不同样本的分类单位的相似度进行聚类，根
据聚类结果纵向依次排列。从图中可用了解样品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属水平上的群落构成相似性

结果目录： 04_taxa/heatmap/NoGroup/norm_100log10.png

无聚类热图

，按样本顺序排

序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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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分类水平组成分析
物种注释KRONA图展示
通过KRONA对物种注释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图中圆圈从内到外依次代表不同的分类级别，扇形的大小代
表不同OTU注释结果的相对比例，示例图如下所示：

结果目录：04_taxa/Sample_Views/taxonomy.html
单个样本展示： 04_taxa/Single_Sample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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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pha多样性分析
Alpha多样性指数计算
在群落生态学的研究当中，α多样性是对单个样本中的物种多样性分析，通过一系列统计学指数来评估菌群物种
的丰富度（richness）和多样性（diversity）利用QIIME软件计算样品的Alpha多样性的值，并作出相应的稀释曲
线，用R绘制物种累积箱型图分析等一系列微生物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分析。其中丰富度是衡量单个样本中物种
的种类个数，通过分类单位的个数来衡量，多样性指数是衡量群落的异质性。
计算群落丰富度（Community richness）的指数：
Chao1：用Chao1算法估计样本中所含OTU数目的指数，通过计算群落中只检测到1次和2次的OTU数估计群落中
实际存在的物种数。Chao1在生态学中常用来估计物种总数，由Chao(1984)最早提出
ACE：用来估计群落中含有OTU数目的指数，默认将序列量10以下的OTU都计算在内，从而估计群落中实际存
在的物种数。是生态学中估计物种总数的常用指数之一，与Chao1算法不同。
计算群落多样性（Community diversity）的指数：
Shannon：香农-威纳指数综合考虑了群落的丰富度和均匀度。Shannon指数值越高，表明群落的多样性越高。
Simpson：辛普森多样性指数对菌群多样性评估，Simpson指数值越高，表明群落多样性越高。
一般而言，Shannon指数侧重对群落的丰富度以及稀有OTU，而Simpson指数侧重均匀度和群落中的优势OTU。

shannon

simpson

chao1

ace

N305029193

3.7186

0.8075

536.0000

527.9324

N.024.6117S

4.6406

0.9066

942.7143

894.9546

N.014.0626S

4.4781

0.8977

495.7838

479.1831

H.002.0614S

3.9751

0.8202

1167.5833

1150.5428

L.002.0705S

4.7267

0.8353

1008.0123

968.1257

N.012.0608S

6.5784

0.9684

1447.8333

1416.0036

H.005.0617S

4.8415

0.9167

814.4000

825.3276

N.013.0621S

4.7211

0.9006

503.0000

499.8353

I.003.0624S

5.5184

0.9520

743.0833

761.0495

N.001.0614S

3.9911

0.9020

306.7500

295.0717

表解读：常用的 Alpha 多样性度量指标有 Chao、ACE、Shannon、Simpson 等

结果目录：完整数据路径 05_alpha_index/alpha_div.txt

稀释曲线
稀释曲线是利用已测得序列中各OTUs的相对含量已知，抽取

observed_species：

n个Reads（n 小于测得 Reads 序列总数）来计算各 Alpha

指数表示实际观测到的 OTU 数量

多样性指数的期望值，然后根据一组 n对值（一般为一组小

goods_coverage：

于总序列数的等差数列）与其相应的 Alpha 多样性指数的期

指数表示测序深度

望值做出曲线来，并作出 Alpha 多样性指数的统计表格。它
可以用来比较测序数据量不同的样本中物种的丰富度，也可
以用来说明样本的测序数据量是否合理。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PD_whole_tree：
基于系统学的谱系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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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pha多样性分析
Alpha多样性不同指数的稀释曲线结果
observed_species 稀释曲线

Shannon-Winner 曲线

PD_whole_tree 曲线

Simpson 曲线

结果目录：
样品物种丰度 Alpha 多样性指数稀释曲线图，横

05_alpha_index/alpha_rarefaction_plots_png/average_plots

坐标表示抽取 reads 数量，纵坐标表示相应 Alpha

对应PNG文件

多样性指数的的值，图中一个颜色代表一个样本，

***SampleID.png 样本间稀释曲线

或一组。测序条数不能覆盖样本时，曲线呈上升

***Group.png 组间稀释曲线

趋势， 当曲线趋向平坦时，说明测序数据量足够

05_alpha_div/alpha_rarefaction_plots_pdf/average_plots

大，可以反映样品中绝大多数的微生物物种信息。

对应PDF文件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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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pha多样性分析
Alpha多样性指数差异箱形图（每组内样本数≥3个）
分别对 Alpha diversity 的各个指数进行秩和检验分析（若两组样品比较则使用 R 中的 wilcox.test 函数，若两组以上
的样品比较则使用 R 中的 kruskal.test 函数），通过秩和检验筛选不同条件下的显著差异的 Alpha Diversity 指数。

•

横坐标是分组名称

•

纵坐标是不同分组下的 alpha 多样性指
数的值。盒形图可以显示 5 个统计量
（最小值，第一个四分位数，中位数，
第三个四分位数和最大值，即由下到上
的5条线），异常值以“o”标出

•

P_value 是 Alpha diversity 指数对应的
秩和检验的 P 值。

图解读：
组间 Alpha 多样性盒形图，更直观显示组间
Alpha 多样性差异。
从上到下分别是 shannon，simpson 和 chao1，
最上方标有统计检验的 pvalue。

结果目录：

05_alpha_index/Alpha_diversity_group.jpg 组间
Alpha_diversity_sample.jpg 样本间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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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eta多样性分析
Beta 多样性指标是用来比较多组样本之间的差别度量。首先根据所有样品的物种注释结果和 OTUs 的丰度信息，将
相同分类的 OTUs 信息合并处理得到物种丰度信息表（Profiling Table）。同时利用 OTUs 之间的系统发生关系，进
一步计算 Unifrac 距离（Unweighted Unifrac）。Unifrac 距离是一种利用各样品中微生物序列间的进化信息计算样品
间距离，两个以上的样品，则得到一个距离矩阵。然后，利用 OTUs 的丰度信息对 Unifrac 距离（Unweighted
Unifrac）进一步构建 Weighted Unifrac 距离。最后，通过多变量统计学方法主成分分析（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主坐标分析（PCoA，Principal） 等方法，从中发现不同样品（组）间的差异。

PCA 分析

a

b

(a) 加样本名，(b) 去掉样本名
(c) 同一分组样本加圈
横向的 box 图是不同分组在第一主坐标上的值的
分布；
纵向的 box 图是不同分组在第二主坐标上的值的
分布。
右下角标有两个向量的的pvalue值
图解读：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样本，相同颜
色的点来自同一个分组。距离反应样本相似性

c
结果目录： 06_beta_div/pca_analysis
结果文件中的 pca12，pca13，pca23，分别是用前 3 个主要成分两两组合，分别进行作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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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eta多样性分析
PCoA 分析
主坐标分析 PCo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一种研究数据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可视化方法，通过一系列的特
征值和特征向量排序后，通过一系列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进行排序后，选择主要排在前几位的特征值，PCoA 可以
找到距离矩阵中最主要的坐标，结果是数据矩阵的一个旋转，它没有改变样品点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只是改变了
坐标系统。通过 PCoA 可以观察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我们基于 Bray-Curtis 距离 Weighted Unifrac 距离 和
Unweighted Unifrac 距离来进行 PCoA 分析。

a

b

(a) 加样本名，(b) 去掉样本名，
(c) 同一分组样本加圈。
横向的box图是不同分组在第一柱坐标上的值的分布；
纵向的box图是不同分组在第二主坐标上的值的分布。
右下角标有两个向量的的pvalue值。图中展示了基于
Bray-Curtis做PCoA图。

图解读：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样本，相同颜色
的点来自同一个分组。距离反应样本相似性

c
结果目录：
06_beta_div/pcoa_bray_analysis

基于Bray-Curtis 距离

06_beta_div/pcoa_unweighted_unifrac_analysis

Weighted Unifrac 加权距离

06_beta_div/pcoa_weighted_unifrac_analysis

Unweighted Unifrac 非加权距离

结果文件中的pca12，pca13，pca23，分别是用前3个主要成分两两组合，分别进行作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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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eta多样性分析
NMDS分析
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 NMDS 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与上述 PcoA 分析类似，也是一种基于样
本距离矩阵的分析方法，通过降维处理展现样本特定的距离分布。与 PcoA 的区别是 NMDS 分析不依赖于特征根
和特征向量的计算，而是通过对样本距离进行等级排序，使样本在低维空间中的排序尽可能符合彼此之间的距离远
近关系（而非确切距离数值）。因此，NMDS 分析不受样本距离的数值影响，对于结构复杂的数据排序结果可能
更稳定。

a

b

加样本名

去掉样本名

图解读：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样本，相同颜色的点来自同一个分组。距离反应样本相似性

结果目录：06_beta_div/nmds_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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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RDA分析
CCA/RDA分析基于对应分析发展的一种排序方法，将对应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每一步计算均与环境因子
进行回归，又称多元直接梯度分析。主要用来反映菌群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RDA 是基于线性模型，CCA是基于单峰模型。分析可以检测环境因子、样品、菌群三者之间的关系或者两两之间的关系。

图解读：冗余分析可以基于所有样品的OTU作图，也可以基于样品中优势物种作图；
箭头射线：箭头分别代表不同的环境因子；
夹角：环境因子之间的夹角为锐角时表示两个环境因子之间呈正相关关系，钝角时呈负相关关系。
环境因子的射线越长，说明该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越大； 不同颜色的点表示不同组别的样品或者同
一组别不同时期的样品，图中的拉丁文代表物种名称，可以将关注的优势物种也纳入图中； 环境因
子数量要少于样本数量，同时在分析时，需要提供环境因子的数据，比如 pH值，测定的温度值等。

图解读：环境因子与功能/物种的相关性。P<0.05显著，图中红色点代表正相关，绿色点代表负相关，
灰色相关性不显著。
结果目录：07_diff_analysis/Parallel-META_DifferentMarker
func.l2.{*}.Corr.pdf KEGG level2水平 环境因子与功能基因之间的相关性
示例图
func.l3.{*}.Corr.pdf KEGG level3水平 环境因子与功能基因之间的相关性
29
taxa.phylum.{*}.Corr.pdf taxa.genus. {*}.Corr.pdf 环境因子与门、属水平的物种的相关性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如果提供有环境因子数据，图对应的详细表数据位于目录：metaoutput/Markers

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注：做组间差异分析需要满足条件：每个分组的组内至少需要3个样本。若未提供分组信息
或分组情况不满足要求，则不能完成第7部分 组间差异分析。

LEfSe分析
LEfSe基于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的分析方法，其将线性判别分析与非参数的
Kruskal-Wallis 以及 Wilcoxon 秩和检验相结合，从而筛选组与组之间生物标记物 Biomarker，即组间差异显著物种。

若分组情况不满足条件或所有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则该分析不能得出组间差异有效信息；若只显示了
部分分组的差异结果，则证明做lefse分析只在部
分组中找到差异标记物，而其他分组差异不显著。

图解读：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样本或组之间的显著差异物种。使用 LefSe 软件分析获得，其中显著差异的
logarithmic LDA score设为 2。由于 LDA 会尝试寻找基于单一菌属能进行组间分类的特征菌属，同时多个分组的
情况容易找不到显著的特征菌属。图中仅展示有显著差异的分组。

结果目录：07_diff_analysis/Lefse_LDA_Analysis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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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属水平）组间物种差异性箱形图
组间物种差异性盒形图，描述在不同分组之间具有差异显著的某一物种做盒形图，图中以属水平为例做物种差异
性盒形图，展示如下：
无法显示链接的图像。该文件可能已被移动、重命名或删除。请验证该链接是否指向正确的文件和位置。

做组间差异比较分析，分组内部至少要3个样本；若样本数不够或组间差异不明显则不生成该图

图解读：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分组，更直观显示组间物种差异。
每一个盒形图代表一个物种，图上方是物种名。
结果目录：07_diff_analysis/Marker
genus.Groups.sig.boxplot.pdf 属水平

phylum 门水平

func 功能基因水平

该图所用文件：genus.Groups.sig.meanTests.xls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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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Anosim检验
Anosim分析是一种非参数检验，用来检验组间的差异是否显著大于组内差异，从而判断分组是否有意义，
展示如下：

做组间差异比较分析，分组内部至少要3个样本；若样本数不够或组间差异不明显则不生成该图

图解读：R-value 介于（-1，1）之间，R-value 大于 0，说明组间差异显著。R-value 小于 0,说明组内差异大于
组间差异，统计分析的可信度用 P-value 表示，P< 0.05 表示统计具有显著性。
对 Anosim 的分析结果，基于两两样本之间的距离值排序获得的秩（组间的为 between，组内的为
within），这样任一两两组的比较可以获得三个分类的数据，并进行箱线图的展示（若两个箱的凹槽互不重叠，
则表明它们的中位数有显著差异）

结果目录： 07_diff_analysis/Anosim_analysis/
Anosim_weighted_Groups_different_analysis.png 加权距离
Anosim_unweighted_Groups_different_analysis.png 非加权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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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随机森林分类树属分类效果
随机森林是机器学习算法的一种，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包含多个决策树的分类器。其输出的分类结果是由每棵决策
树“投票”的结果。由于每棵树在构建过程中都采用了随机变量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因此随机森林的分类结果具有
较高的准确度，并且不需要“减枝”来减少过拟合现象。随机森林可以有效的对分组样品进行分类和预测。

图解读：物种重要性点图。横坐标为重要性水平，纵坐标为按照重要性排序后的物种名称。上图反映了分类
器中对分类效果起主要作用的菌属，按作用从大到小排列。

Error rate: 表示使用下方的特征进行随机森林方法预测分类的错误率，越高表示基于菌属特征分类准确度
不高，可能分组之间菌属特征不明显。 图中以所有水平为例，取前 60 个作图。

结果目录： 07_diff_analysis/RF/Genus_Groups.RFimportance.jpg 门水平
该图所用的文件：taxa.genus.Groups.RFimportance.txt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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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属水平）ROC曲线图
ROC 曲线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是反映敏感性和特异性连续变量的综合指
标，通过构图法揭示敏感性和特异性的相互关系。ROC 曲线将连续变量设定出多个不同的临界值，从而计算出一
系列敏感性和特异性，再以敏感性为纵坐标、（1-特异性）为横坐标绘制成曲线，曲线下面积越大，诊断准确性越
高。展示如下：

图解读：ROC 曲线下的面积值在 1.0 和 0.5 之间。在 AUC>0.5 的情况下，AUC 越接近于 1，说明诊断效果
越好。AUC在 0.5~0.7 时有较低准确性，AUC 在 0.7~0.9 时有一定准确性，AUC 在 0.9 以上时有较高准确性。
AUC=0.5 时，说明诊断方法完全不起作用，无诊断价值。AUC<0.5 不符合真实情况，在实际中极少出现。在
ROC 曲线上，最靠近坐标图左上方的点为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的临界值。

结果目录： 07_diff_analysis/RF/Genus_Groups.RFroc.jpg 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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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属水平）样本-物种丰度关联circos弦装图
样本与物种的共线性关系 circus 图是一种描述样本与物种之间对应关系的可视化圈图，该图不仅反映了每个
样本的优势物种组成比例，同时也反映了各优势物种在不同样本之间的分布比例。

图解读：样本与物种的共线性关系图，左半边表示样本属物种丰度情况。右半边表示属水平在不同样本中的
分布比例情况。在最内一圈：左边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物种，宽度表示物种丰度，圈外数值表示物种丰度刻度
值。一端连接右边的样本，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样本，条带端点宽度表示该样本中对应物种的比例分布。最外
两圈：左边不同颜色表示不同样本在某一物种的比例，右边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物种在某一样本中的比例。

结果目录： 07_diff_analysis/circos/circos.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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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Ternary三元相图
三元相图是重心图的一种，它有三个变量，在一个等边三角形坐标系中，图中某一点的位置代表三个变量间的比
例关系。这里表示三组样本之间优势物种的差异，通过三元图可以展示出不同物种在分组中的比重关系。

图解读：三角分别代表三个或三组样本，图中的圆分别代表排名最高哦的属水平的物种，三种颜色分别代表
三组不同分组的优势物种，圆圈大小代表物种的相对丰度，圆圈理哪个顶点接近，表示此物种在这个分组中
的含量较高。该分析仅限三个样本或三组样本之间分析比较。

结果目录： 07_diff_analysis/ ternaryplot /ternaryplot.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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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相关系数图
通过 R 软件的 corrplot 包绘制spearman 相关性热图，并通过该热图可以发现优势物种/样本之间重要的模式与
关系

图解读：蓝色系的为正相关，红色系的为负相关，×表示检验水平下无意义。越靠近颜色条两头，相关系数越
大。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实心圆的颜色和大小判断相关的方向和相关系数的大小。

结果目录： 07_diff_analysis/ corrplot /corrplot.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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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间菌群比较选取物种标志物
GraPhlan 图
物种进化树的样本群落分布图 GraPhlan 图是将不同样本的群落结构及分布以物种分类树的形式在一个环图中展示。
使用 GraPhlan 结合 OTU Table对一个分组所有样本的 OTU 物种注释结果进行总体展示，便于看出优势菌种。
其目的是将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以及不同样本的物种分布丰度和最高分布样本的信息在一个视觉集中在换图中展
示，提供的信息量较其他图更丰富。

图解读：图中中间为物种进化分类树，不同颜色的分支代表不同的纲（具体的代表颜色见右上角的图例），之后
外圈的灰色标示字母的环表示的是本次研究中比例最高的 15 个科（字母代表的科参见左上角的图例）。之后的
外圈提供的是热力图，如果样本数 <=10 个则绘制样本，如果样本数超过 10 个则按照分组绘制，每一环为一个
样本，根据其丰度绘制的热力图。最外圈为柱状图，绘制的是该属所占比例最高的样本的丰度和样本颜色（样本
颜色见环最下方的样本名字的颜色）。其中热力图和柱状图取值均为原比例值 x10000后进行 log2 转换后的值。

结果目录： 07_diff_analysis/ graphlan/graphla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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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菌群代谢功能预测
通过 16S/ITS 多样性测序可以准确知道群落的物种结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的群落功能组成比物种
组成与环境关系更为密切。基于 16S/ITS 的测序结果进行功能预测的方法有 PICRUSt、Tax4Fun、FAPROTAX及
BugBase。

Picrust功能预测分析
PICRUSt 是最早被开发的基于 16S rRNA 基因序列预测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工具，通过对已有测序微生物基因组的基
因功能的构成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通过 16s 测序获得的物种构成推测样本中的功能基因的构成，从而分析不同样
本和分组之间在功能上的差异（PICRUSt Nature Biotechnology, 1-10. 8 2013 ）。
通过对宏基因组测序数据功能分析和对应 16s 预测功能分析结果的比较发现，此方法的准确性在 84%-95%，对肠道
微生物菌群和土壤菌群的功能分析接近 95%，能非常好的反映样品中的功能基因构成。
为了能够通过 16s 测序数据来准确的预测出功能构成，首先需要对原始16s测序数据的种属数量进行标准化，因为
不同的种属菌包含的16s拷贝数不相同。然后将 16s 的种属构成信息通过构建好的已测序基因组的种属功能基因构
成表映射获得预测的功能结果。
基于 16S rDNA 序列的 PICRUSt 功能预测，可获得不同 level（1~3）的 KEGG Pathways 的功能基因丰度富集情况。
提供 COG，KO 基因预测以及 KEGG 代谢途径预测。用户也可自行使用我们提供的文件和软件（STAMP）对不同
层级以及不同分组之间进行统计分析和制图。

丰度最高的前30个代谢途径丰度柱状图

图解读：通过 PICRUSt 功能基因预测得到的 KEGG 通路中的基因相对丰度示例。横坐标为各样本编号，纵坐
标代表各物种相对丰度。 KEGG 代谢途径可以根据层级分为三层，从 l1 到 l3 逐步细分。

结果目录：
08_gene_and_function/Picrust/Distribution/funcl3.distribution.jpg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KEGG level3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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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菌群代谢功能预测
功能预测 KEGG level3组间差异性箱形图
组间物种差异性盒形图，描述在不同分组之间具有差异显著的某一物种做盒形图，图中以属水平为例做物种
差异性盒形图，展示如下：

做组间差异比较分析，分组内部至少要3个样本，若样本数不够或组间差异不明显则不生成该图

图解读：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分组，更直观显示
组间物种差异。
每一个盒形图代表一个物种，图上方是物种名。

结果目录：
08_gene_and_function/Picrust_Analysis/Markers/
funl2.Groups.sig.boxplot.png

KEGG level 2 水平

funl3.Groups.sig.boxplot.png

KEGG level 3 水平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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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菌群代谢功能预测
FAPROTAX生态功能预测
FAPROTAX 是一款在 2016 年发表在 SCIENCE 上的较新的基于 16S 测序的功能预测软件。它整合了多个已发表的
可培养菌文章的原核功能数据库，数据库包含超过 4600 个物种的 7600 多个功能注释信息，这些信息共分为 nitrate
respiration, methanogenesis, fermentation 和 plant pathogenesis 等 80 多个功能分组。
FAPROTAX 是基于目前对可培养菌的文献资料手动整理的原核功能注释数据库，其包含了收集自 4600 多个原核
微生物的 80 多个功能分组（如硝酸盐呼吸、产甲烷、发酵、植物病原等）的 7600 多条功能注释信息。
如果 PICRUSt 在肠道微生物研究更为适合，那么 FAPROTAX 尤其适用于生态环境研究，特别是地球化学物质循
环分析。
FAPROTAX 适用于对环境样本（如海洋、湖泊等）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特别是碳、氢、氮、磷、硫等元素
循环）进行功能注释预测。因其基于已发表验证的可培养菌文献，其预测准确度可能较好，但相比于上述
PICRUSt 和 Tax4Fun 来说预测的覆盖度可能会降低。
参考文献： Louca, S., Parfrey, L. W. & Doebeli, M. Decoupling function and taxonomy in the global ocean
microbiome. Science 353, 1272–1277(2016).

图解读：FAPROTAX 可根据 16S 序列的分类注释结果对微生物群落功能（特别是生物地化循环相关）进行
注释预测。图中横坐标代表样本，纵坐标表示包括碳、氢、氮、硫等元素循环相关及其他诸多功能分组。

可快速用于评估样品来源或特征

结果目录： 08_gene_and_function_analysis/FAPROTAX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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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菌群代谢功能预测
生态功能预测 FAPROTAX组间差异性箱形图
组间物种差异性盒形图，描述在不同分组之间具有差异显著的某一物种做盒形图，图中以属水平为例做物种差
异性盒形图，展示如下：

做组间差异比较分析，分组内部至少要3个样本，若样本数不够或组间差异不明显则不生成该图

图解读：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分组，更直观显示组间
物种差异。每一个盒形图代表一个物种，图上方是物种名。

结果目录：08_gene_and_function/FAPROTAX/Markers/FAPROTAX.Groups.sig.boxplot.png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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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菌群代谢功能预测
基于BugBase的表型分类比较
Bugbase 也是 16 年所提供服务的一款免费在线 16S 功能预测工具，到今年才发表文章公布其软件原理。该工具
主要进行表型预测，其中表型类型包括革兰氏阳性、革兰氏阴性、生物膜形成、致病性、移动元件、氧需求，包
括厌氧菌、好氧菌、兼性菌）及氧化胁迫耐受等7类。
参考文献：Thomas A M, Jesus E C, Lopes A, et al. Tissue-associated bacterial alterations in rectal
carcinoma patients revealed by 16S rRNA community profiling[J]. 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 2016, 6.

Gram Negative
革兰氏阴性菌

Gram Positive
革兰氏阳性菌

Stress Tolerant
氧化胁迫耐受

Potentially Pathogenic
潜在致病菌

图解读：三条线自上而下分别代表上四分位、平均值及下四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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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菌群代谢功能预测
基于 BugBase 的类表型分类比较

Facultatively Anaerobic
兼性菌

Aerobic 好氧菌

Contains Mobile Elements
移动原件

Anaerobic 厌氧菌

图解读：三条线自上而下分别代表上四分位、平均值及下四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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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菌群代谢功能预测
基于BugBase的七类表型分类比较

Forms Biofilms
生物膜形成

结果目录： 08_gene_and_function_analysis/Bugbase/predicted_phenotypes
Gram_Negative.pdf

革兰氏阴性

Gram_Positive.pdf

革兰氏阳性

Potentially_Pathogenic.pdf

潜在的致病性

Stress_Tolerant.pdf

氧化胁迫耐受

Aerobic.pdf

好氧菌

Anaerobic.pdf

厌氧菌

Facultatively_Anaerobic.pdf

兼性菌

Contains_Mobile_Elements.pdf

移动元件

Forms_Biofilms.pdf

生物膜形成

BugBase

KS_pvalue

Aerobic

0.8633

Anaerobic

0.1641

Contains_Mobile_Elements

0.4891

Facultatively_Anaerobic

0.3870

Forms_Biofilms

0.3885

Gram_Negative

0.2983

Gram_Positive

0.2983

Potentially_Pathogenic

0.3831

Stress_Tolerant

0.6007

各组间差异可以看表 08_gene_and_function/Bugbase/BugBase_pvlaue.txt pvalu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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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物种网络关联分析
相关分析是用于分析微生物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经典方法，可鉴别出微生物群落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强相关，
正相关，负相关的各项。节点越大表示丰度越高，绿线表示正相关，红线表示负相关

（门水平）微生物间相互关系分析图

图解读：图中圆点代表不同物种，圆点的大
小代表该物种的丰度大小，相关系数为整数，
表明物种之间为正相关用红色表示，负相关
用绿线表示。
结果目录：
09_Network/Network/Phylum_network.png
门水平
该图所需文件：09_Network/Corr_Phylum.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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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物种网络关联分析
（属水平）利用Gephi软件绘制网络图
gephi是一个可多平台使用的绘图软件，能在Windows，OS，Linux上使用，它是基于java开发的, 其主要用于
各种网络和复杂系统, 特别是在处理网络关系数据这方面很有优势。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界面优美。
http://wap.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334560&do=blog&id=1135481

图解读：节点：相同颜色是同一个门；节点大小表示连接度；
边：红色正相关，蓝色负相关（spearman），粗细表示相关系数绝对值大小；
结果目录： 09_Network/Network/Untitled1.png
该图所需文件：09_Network/genus_0.05_occor.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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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AMP软件绘图
STAMP 差异分析用于比较两个样本（Fisher’s exact test 分析）、两组样本（Welch’s t-test 分析）或多组样本
（ANOVA 分析）之间物种的丰度，通过此分析可获得显著性差异物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kbr__A2rRVuqIIQ7sWbMA 密码：tcf5

KEGG代谢途径第三层分类差异分析

图解读：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分组，列出了在第三层级的构成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 KEGG 代谢途径第三层
分类以及在各组的比例，右侧给出了差异的比例和置信区间以及 P-value，下方为丰度水平。

结果目录： 所用文件10_STAMP/ko.L3.spf

COG 构成差异分析

图解读：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分组，列出了 COG 构成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功能分类以及在各组
的比例，此外右侧还给出了差异的比例和置信区间以及 P-value。

结果目录： 所用文件 10_STAMP/cog.spf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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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AMP软件绘图
KEGG功能基因KO构成差异分析

图解读：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分组，列出了在组间/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每一个功能基因（酶）以及在各组的比
例，此外右侧还给出了差异的比例和置信区间以及P-value。

结果目录： 所用文件10_STAMP/ko.spf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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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AMP软件绘图
客户如果想对其他多组之间进行比较，可以根据提供的软件和教程进行个性化比较，附件是STAMP软件的链接，
用户可以自行下载安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kbr__A2rRVuqIIQ7sWbMA 密码：tcf5

STAMP软件可以做多种分析生成图片，这里做方法介绍:
首先打开软件，通过左上角 File——>Load data 导入数据

Profile file 可以导入我们提供的数据：
10_STAMP/ko.L3.spf

KEGG代谢途径分类差异

10_STAMP/cog.spf

cog 构成差异

10_STAMP/ko.spf

KEGG功能基因KO构成差异

10_STAMP/taxonomy.spf

物种各分类水平差异

Group metadata file： 需要导入文件10_STAMP/groupfile.txt

也可以根据不同分组需求，自行修改分组文件

导入成功后就可以作图了。这里我们以导入 ko.L3.spf 和 groupfile.txt 这两个文件为例。

KEGG共有3个层级，这里我们选level 3

这里可以选择 多组间比较，两组间比较和两个样本间比较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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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AMP 软件绘图
Multiple groups 多组样本比较

多组间可以做的分析类型有:

configure plot 可以修改图片参数

PCA plot

Heatmap plot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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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AMP 软件绘图
Two groups 两组样本比较分析
两组样本间默认使用 Welch’s t-test 进行差异分析，从而获得两组间有显著差异的物种。

Group1 Group2 可以任意选择两组进行比较

两组间可以做的分析类型有:

Extended error bar 组间比较柱状图

图片右侧是 P-value 值，如果图片太大，可以选择调小 P-value 值。
如果需要保存图片，则直接 ctrl+s 或者菜单中的 file -> save plot 即可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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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AMP 软件绘图
Two groups 两组样本比较分析
两组样本间默认使用 Welch’s t-test 进行差异分析，从而获得两组间有显著差异的物种。

Group1 Group2 可以任意选择两组进行比较

两组间可以做的分析类型有:

Profile bar plot

该选项可以选择保留或去除 unclassified reads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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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的解答和描述
用 16S 检测基因和代谢途径分析，和宏基因组相比能准确吗？
目前做 meta 宏基因组要比 16s 测的数据更全面一点。但经过我们的丰富的大肠菌群数据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发现，疾病与肠道菌群的关联性之间并非单一几个物种变化决定的，而是由整体复杂的菌群结构之间的变化所决
定的，用 16s 测序就已经能很好的反映整体菌群变化，并在我们大量的验证集后发现大量的疾病样本数量对数据建
模排除假阳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我们从多家医院搜集了 2 万多例疾病样本病例。通过数据库比对及深度建模分
析，在有效关联的 40 多种疾病中诊断率都超过 80% 左右。

不同测序长度（v3-v4 区/ v4 区/ meta 测宏基因组）的影响？
16S rRNA 编码基因序列共有 9 个保守区和 9 个高可变区。其中，V4 区其特异性好，数据库信息全，是细菌多样
性分析注释的最佳选择。我们通过大量的测序试验证明用 V4 区扩增出菌群结果的可以很好的反应样本的菌群结
构用于后续的数据建模分析。

原始数据如何上传？
数据提交
原始数据（Raw data），常见的是 Illumine 机器产生的 fastq 文件，这一类文件需要向 NCBI 的 SRA 数据库进行
提交，SRA 是 NCBI 为了并行测序的高通量数据（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提供的存储平台。完整提交 SRA
需要一些独立项目的分步提交，包括 BioProject、BioSample、Experiment、Run 等，每一部分用以描述数据的不
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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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的解答和描述
原始数据形式以及数据如何上传？

Fasta格式
Fasta 是一种基于文本用于表示核苷酸序列或氨基酸序列的格式。在这种格式中碱基对或氨基酸用单个字母来编码，
且允许在序列前添加序列名及注释。由两部分信息组成，例如：

第一行：序列标记，以 > 开头，接序列的标识符，序列标识符以空格结束，后接描述信息。为保证分析软件能区分
每条序列，每个序列的标识必须具有唯一性。
第二行：序列信息，使用既定的核苷酸或氨基酸编码符号。

Fastq格式
原始 fastq 格式是一个文本格式用于存储生物序列（通常是核酸序列）和其测序对应的质量值。这些序列以及质量信
息用 ASCII 字符标识。通常 fastq 文件中一个序列有4行信息，例如：

第一行：序列标识，以 @ 开头。格式自由，允许添加描述信息，描述信息以空格分开。
第二行：序列信息，不允许出现空格或制表符。一般是明确的 DNA 或 RNA 字符，通常大写
第三行：用于将序列信息和质量值分隔开。以 + 开头，后边是描述信息或者不加。
第四行：质量值， 每个字符与第二行的碱基一一对应，按照一定规则转换为碱基质量得分。进而反映该碱基的错误
率，因此字符数必须和第二行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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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的解答和描述
如何了解样品的主要菌群构成情况？
通过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对 OTU 进行物种分类到门、纲、目、科、属、种几个分类层级。由于各样本的序列数
不同，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各样本均一化到 3 万条 reads，在各个分类层级上对不同样本的物种数量进行统计，
得到样本的主要群落构成。
04_taxa/bar_analysis/taxon_hist/top10 取含量最高的前 10 个物种作为整体做柱状图
04_taxa/bar_analysis/taxon_hist/all 取前 10 个物种，将其他物种归为 others 做柱状图
各分类水平菌群的比例构成
可以打开网页版 04_taxa/Group_summary/taxa_summary_plots/bar_charts.html
表格 OTU_summary.csv 汇总了所有样本在各分类水平的微生物物种构成
OTU_summary_group.csv 是分组间

这里就得到了，各个样本中在属水平所有物种的构成。
表解读：第一列 full_name 代表 分类结果的全称、short_name 代表 分类结果简称、
levels 代表不同层级，后边跟所有的样本样本名。表中的数据是以个物种的相对含量换算成小数表示
full_name 的命名方式：
k__Archaea; p__Crenarchaeota; c__Thaumarchaeota; o__Cenarchaeales; f__Cenarchaeaceae; g__Nitrosopumilus
分别指的是，k__界水平 Kingdom p__门水平 Phylum c__纲水平 Class o__ 目水平 Order f__科水平 Family g__属
水平Genus（s__代表种水平 Species ，因为16s测序长度的局限性，所以精确测到种水平物种的种类较少）

Short_name的命名方式：
如：Cen_Nitrosopumilus 指的是，当前分类水平（属水平）的名字 g__Nitrosopu 加上一级分类水平（科水平）的
名字 f__Cenarchaeaceae的前3个字母简写Cen 。如果当前水平没有注释到名字则以全称的名字表示

57

杭州谷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常见问题的解答和描述
不同的样本之间差异大吗？不同分组之间能否用菌群差异来区分？
观察不同分组间差异的大小可以观察随机森林分类效果图。路径在 07_diff_analysis/RF
图中以该分类水平下选取用于区分不同分组间的差异性起到关键性影响因素的物种作为标志物作图。标志物按
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列，图中随机森林值 error rate 表示用随机森林方法预测分组之间的错误率，分值越高代表所
选取的标志物准确度不高，并不能很好的用于区分各分组，分组差异不显著。分值越低证明分组效果比较好。

右图中的随机森林按照门和属以及
代谢途径分别进行分析作图，各自
都有单独文件，报告中仅给出了一
个图，其他文件需要到目录中查看。
可能存在门或属区分效果不佳，但
是代谢途径区分效果较好。
随机森林筛选出来的物种是用于区
分所有分组的重要标志。分值越高
代表该物种用于区分所有组之间的
重要性越大。

文件打开或浏览方法
所有提供的文件均为 Linux 系统下的文件，压缩包使用 ”tar –zcvf“ 命令压缩，以下为不同系统用户解压缩的方法：
Unix / Linux / Mac 用户： 使用 tar –zcvf *.tar.gz 命令
Windows 用户：推荐使用 WinRAR 软件解压缩
如在本附录中无特殊说明，所有提供的文件均为 Linux 系统下文本文件。
Unix / Linux 用户可以使用 more 或 less 命令查看该文本文件内容；
Windows 用户，一般文本文件可以使用写字板打开。
Linux 下的表格均为制表符 (Tab) 分割的文本，为了便于阅读，建议使用 excel 或 openoffice 等办公软件用表格
形式打开，打开时请选择用 “ Tab 分割 ” 方式。
原始文件比较大时，如 fastq，打开文件可能导致 Windows 系统死机，建议使用性能较好的计算机或者使用更适合
处理大量数据的 Unix/Linux 系统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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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数据信息分析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DNA Extraction
Total bacterial genomic DNA samples were extracted using the Meta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all Samples
using the PowerMax (stool/soil) DNA isolation kit (MoBio Laboratories, Carlsbad,

CA, USA), following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and stored at −20°C prior to further analysi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xtracted
DNAs were measured using a NanoDrop ND-1000 spectrophotometer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Waltham, MA,USA)
and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16S rDNA Amplicon Pyrosequencing
PCR amplification of the bacterial 16S rRNA genes V4 region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forward primer 515F (5’GTGCCAGCMGCCGCGGTAA -3’) and the reverse primer 806R (5’-

GGACTACHVGGGTWTCTAAT-3’).

Sample-specific 7-bp barcod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imers for multiplex sequencing. The PCR components
contained 25 μl of Phusion High-Fidelity PCR Master Mix, 3 μl (10 uM) of each Forward and Reverse primer, 10 μl
of DNA Template, and 6 μl of ddH 2 O. Thermal cycling consisted of initial denaturation at 98 °C for 30 s, followed
by 25 cycles consisting of denaturation at 98 °C for 15 s, annealing at 58 °C for 15 s, and extension at 72 °C for 15 s,
with a final extension of 1 min at 72 °C. PCR amplicons were purifi ed with Agencourt AMPure XP Beads (Beckman
Coulter, Indianapolis, IN) and quantified using the PicoGreen dsDNA Assay Kit (Invitrogen, Carlsbad, CA, USA).
After the individual quantification step, amplicons were pooled in equal amounts, and pair-end 2 ×150 bp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Illlumina HiSeq4000 platform at GUHE Info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China).

Sequence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Insights Into Microbial Ecology (QIIME, v1.9.0) pipeline was employed to process the sequencing
data,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Caporaso, Kuczynski et al. 2010). Briefly, raw sequencing reads with exact matches to
the barcodes were assigned to respective samples and identified as valid sequences. The low-quality sequences were
filtered through following criteria (Gill, Pop et al. 2006, Chen and Jiang 2014): sequences that had a length of <150 bp,
sequences that had average Phred scores of <20, sequences that contained ambiguous bases, and sequences that
contained mononucleotide repeats of >8 bp. Paired-end reads were assembled using FLASH (Magoc and Salzberg
2011).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OTU) picking using Vsearch v1.11.1 ，included Dereplication (--derep_fulllength),
cluster (--cluster_fast,--id 0.97), detectection of chimeras(-- uchime_ref) (Rognes 2016). A representative sequence was
selected from each OTU using default

parameters. OTU 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was conducted by VSEARCH

searching the representative sequences set against the greengeen database .
An OTU table was further generated to record the abundance of each OTU in each sample and the taxonomy of these
OTUs. OTUs containing less than 0.001% of total sequences across all samples were discarded. To minimize the
difference of sequencing depth across samples, an averaged, rounded rarefied OTU table was generated by averaging
100 evenly resampled OTU subsets under the 90% of the minimum sequencing depth for furth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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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数据信息分析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Bioinformatic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Sequence data analyses were mainly performed using QIIME and R packages (v3.2.0). OTU-level alpha diversity
indices, such as Chao1 richness estimator, ACE metric (Abundance-based Coverage

Estimator), PD_whole_tree,

Shannon diversity index, and Simpson index,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OTU table in QIIME.
OTU-level ranked abundance curves were generated to compare the richness and evenness of OTUs among samples.
Beta diversit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varia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across samples
using UniFrac distance metrics (Lozupone and Knight 2005, Lozupone, Hamady et al. 2007) and visualized via
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sis (PCoA),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 (Ramette 2007).
Differences in the Unifrac distances for pairwise comparisons among groups were determined using Student’s t-test and
the Monte Carlo permutation test with 1000 permutations, and visualized through the box-and-whiskers plot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also conducted based on the genus-level compositional profiles (Ramette 2007). The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iation of microbiota structure among groups was assessed by PERMANOVA (Permutational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cArdle and Anderson 2001) using R package “vegan”. The taxonomy
compositions and abundances were visualized using MEGAN (Huson, Mitra et al. 2011) and GraPhlAn (Asnicar,
Weingart et al. 2015). Venn diagram was generated to visualize the shared and unique OTUs among samples or groups
using R package “VennDiagram”, based on the occurrence of OTUs across samples/groups regardless of their relative
abundance (Zaura, Keijser et al. 2009). Taxa abundances at the phylum, class, order, family, genus and species level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among samples or groups by Kruskal.test from R stats package. LEfSe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effect size)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differentially abundant taxa across groups using the default parameters
(Segata, Izard et al. 2011). Random fores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discriminating the samples from different groups
using the R package “randomForest” with 1,000 trees and all default settings (Breiman 2001, Liaw and Wiener 2002).
The generalization error was estimated using 10-fold cross-validation. The expected “baseline” error was also included,
which was obtained by a classifier that simply predicts the most common category label. Co-occurrenc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calculating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s between predominant taxa. Correlations with |RHO| > 0.6 and P
< 0.01 were visualized as co-occurrence network using Cytoscape (Shannon, Markiel et al. 2003). Microbial functions
were predicted by PICRUSt (Phylogenetic investigation of communities by reconstruction of unobserved states), based
on high-quality sequences (Langille, Zaneveld et al. 2013). The output file was further analysed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etagenomic Profiles (STAMP) software package v2.1.3(Parks et al., 2014). The β diversity on taxonomy
and functions based on Meta-Storms distances were generated by Parallel-META 3 (version 3.3.2) (Jing et al., 2017).
FAPROTAX is a database that maps prokaryotic clades (e.g. genera or species) to established metabolic or other
ecologically relevant functions(Louca et al., 2016). BugBase is a tool for measuring high-level phenotypes in your
microbiome(Thomas et al., 2016).

Data Access
All raw sequences were deposited in the NCBI Sequence Read Archive under accession number S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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