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选择 HiFiViral 进行 
SARS-CoV-2 基因组测序？

性能稳定：我们推出的这款全套式端到
端解决方案采用了一种基于分子倒置探
针 (MIP) 的方法，将 PCR 的简易性和经
济高效与靶标捕获法的稳定性完美地结
合起来。由于每个碱基都由 22 个探针覆
盖，所以该分析可灵活检测病毒 SNV 和
插入缺失。

捕获所有变异：675 bp 靶向片段和 HiFi 
测 序 的 准 确 性 相 结 合， 能 够 全 面 检 测 
SNV、插入缺失和结构变异。

可扩展性：用于 SARS-CoV-2 的 HiFiViral 
具备经济高效的紧急应变量能，可在单
个平台上实现通量扩展。

简单易用：与基于 PCR  的富集分析相
比，PacBio HiFiViral 试剂盒所需的工作
量最多可减少 80%。“操作过程只需要连
续加样”式的富集工作流程进一步减少
了每一步中可能发生的预混合试剂和变
色指示剂处理错误。

使用 HiFiViral SARS-CoV-2 试剂盒对具有广泛 Ct 值的鼻咽拭子中提取的 RNA 进行
处理，以 96-plex 混合，然后在 Sequel® IIe 系统上进行测序。总体而言，93% 的样
本基因组覆盖率 ≥ 90%1,2。

准确检测所有突变类型

与商业对照样本的结果一致

SARS-CoV-2
武汉参考样本

测序序列组 1

测序序列组 2

稀释对照样本，用于模拟 Ct 值为 20-35 的样本，然后以 96-plex 进行测序。对于 Ct ≤ 
30 的样本，且仅有 1,000 条 HiFi reads 覆盖的情况下也能够得到完整的基因组 1,2。

刺突蛋白

用于新冠病毒的 HIFIVIRAL SARS-COV-2 试剂盒
全基因组测序——最佳实践

用于 SARS-CoV-2 的 HiFiViral 是一种简单易用、可扩展、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可对整个 SARS-CoV-2 基
因组进行测序。这种全套式解决方案采用了一种新方法，不仅能可靠地检出新变异，还能全面检测所有类
型的突变。

对鼻咽拭子具有稳定的性能

SMRT® Link v10.2 中的 HiFiViral SARS-CoV-2 分析应用程序可提供样本共有序列，根
据参考样本检出突变，并标记潜在的多毒株样本。在这个监测样本中，定位到 S 基因
的测序序列证明同时存在两种毒株 1,2。



在 Sequel II 或 Sequel IIe 系统上进
行样本测序

使用 SMRT Link v10.2 分析数据

•  最 多 可 在 一 个 SMRT® Cell 8M 上 装 载 
384 个样本

• 一次最多可装载 8 个 SMRT Cell，每周可
处理 3,072 个样本

•  一键完成隔夜测序与分析

•  生成可提交的文件，并使用直观的 QC 工
具排除故障

•  只要有病毒 RNA，仅需 28-42 小时即可得
到结果

进一步了解适用于新冠病毒的 HiFiViral SARS-CoV-2 试剂盒：pacb.com/COVID-19

对 SARS-CoV-2 RNA 样本进行富集
并添加条形码3

•  首先从多达 384 个样本中提取 RNA 开始

•  汇集富集样本并生成 SMRTbell® 文库

•  仅需不到一小时的手动操作时间即可完
成病毒富集

HIFIVIRAL FOR SARS-COV-2 工作流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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