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植物科学： 
农业基因组学
准确实用的数据推动农业发展

利用农业基因组学应对全球挑战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气候模式的变化，科学家们正在转向现代基因组技术，
以可持续地方式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PacBio 提供前沿测序解决方案，使
农业科学家能够发现并利用生物信息。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生物学见解来加强标
志物的开发，有利于生产更有营养的食品，保护作物和牲畜健康，并提高农业 
产量。

通过 HiFi 测序揭示动植物
基因组的复杂性，从而利
用农业基因组学的见解开
展育种、保护和基因组工
程研究，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人口需求。

https://www.pacb.com/


在一条包含 20,000 个碱基的 HiFi read 中只有 8 个碱基的测序错误

HiFi 测序兼有长读长测序和短读长测序的优点
有了 PacBio HiFi 测序，您无需再在长读长测序和高精度测序之间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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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
捕获生物多样性，推进育种研究

基因组工程 
提高基因编辑工作流程的准确度

病虫害研究
保护农作物和牲畜免受病虫害

农业基因组学数据如何发挥作用

促进农业基因组学发展的应用

农业 
基因组学

全基因组测序
即使是微小的昆虫，也能产生具有
定 相 单 倍 型 的 参 考 级 别 质 量 的 基 
因组

结构变异检出
使用错误率低的高灵敏度变异检出，
获得不同种群的实用见解

靶向测序
选择灵活多样，可靶向目标区域以
检测所有变异，即使十分复杂的区
域也是如此

RNA 测序
获取全长转录本序列，以识别新
的基因和转录本，并优化基因组
注释

复杂群体
通过长且高精度的单分子 read 全
面表征宏基因组，无需组装



全基因组测序为育种家提供了数据驱动型策略，通过识别理想性状进行分子标记
辅助育种。然而，在复杂的动植物生物学中，这些性状往往非常复杂，无法归因
为单个 SNP，需要在完整的单倍型中进行理解。

因为 HiFi 测序本质上为单分子测序，准确度高，读长可达数千个碱基，因此即
使是十分复杂的动植基因组也可以快速组装定相的参考级别质量的基因组。利用
第三代测序工具，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性状与气候适应、害虫和病原体
抗病性以及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  构建用于育种的单倍型分辨率
参考级别质量的泛基因组

•  利用 SNP、结构变异和复杂基
因型实现理想性状

•  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捕获远交
系、近交系和种群中的基因组
变异

农业基因组学用于育种计划
构建单倍型分辨率的泛基因组，以推动标志物的开发、性状发现和种质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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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物开发工作流程概览1,2,3,4。



寻找昆虫、杂草和真菌等危害农业产量的生物体的高度可变遗传学中隐藏的基因
组线索，从而在分子水平上解决害虫问题。

昆虫、真菌、入侵物种和农业害虫的生命周期较短，繁殖迅速，导致单个种群内
的基因高度可变。HiFi 测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深入研究基因组和转录组的技术，
可以发现负责免疫、代谢解毒和抗杀虫剂的新基因。

农业基因组学用于病虫害研究
确定保护作物和牲畜健康的基因组策略 

•  在分子水平上了解害虫多样性

•  用起始量仅为 5 ng 的 DNA 进
行完整的基因组组装 

•  构建注释以更好地理解基因
功能

基因组

基因组 了解植物宿主的
适应性

RNA 测序

全基因组测序

异构体水平注释

入侵物种监测 微生物组解析

宏基因组

杀菌剂抗性

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基因

发现抗性基因复杂群体

靶向测序

病虫害测序应用概览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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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轻松、灵敏地发现、设计和验证基因组工程的工作流程。

农业科学家们深知，为了养活 2050 年生活在地球上的约 100 亿人口9，需要各
种不同的可编程的分子技术来增加我们的粮食供应。无论您是需要更好的参考基
因组来设计编辑实验，还是需要测序数据来验证构造、确认编辑和评估脱靶效
应，HiFi 测序都能提供快速、可靠的解决方案。

利用出色的参考基因组实现出色的编辑
科学家使用 PacBio 全基因组测序来评估 CRISPR 编辑的小牛体
内供体模板的在靶和脱靶情况10。

农业基因组学用于基因组工程项目
用于新型农业模式的测序工具

•  使用准确的参考基因组加快
设计工作流程

•  在转录组中寻找剪切变异体 

•  验证编辑的位点

•  确定染色体间的结构重排

目标区域外的序列 
要了解 CRISPR-Cas9 的编辑程度，需要高精度的长读长测序，以捕获在靶和脱靶效应，从而在靶向区域和全基因组范围内
全面评估编辑结果。

相对于“瓶中基因组”(Genome in a Bottle) 标准，PacBio HiFi reads（35 倍，
Sequel II 系统，2.0 版本测序试剂）；Illumina（35 倍，NovaSeq）；Oxford 
Nanopore（60 倍，PromethION R9.4.1）的变异检出性能比较

使用选定的 gRNA，对 CRISPR-Cas9 方法编辑的 PigA 位点进行分析。对 gRNA 切
割位点（垂直线）周围的 5.5 kb 扩增子进行 SMRT® 测序，可以检测到其他方法遗
漏的大片段缺失和结构变化11

全面检测各类变异靶点验证

https://bmcgenomic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64-021-07418-3


工作流程
通过易于使用的高通量测序流程，您可以以合理的成本获得所需的测序准确度

建库

可调整的多重分析选项， 
大幅提高通量

样本制备

灵活的 DNA 起始量要求，
低至 5 ng

数据分析

使用 SMRT® Link 或开源 
工具分析您的 HiFi 数据

SMRT® 测序

一次运行一个 SMRT® Cell 
8M，或设置为多个连续运

行，即可自动进行测序

这一可扩展的工作流程每年能够对成百上千个基因组进行测序



© 2022 PacBio.保留所有权利。仅供研究使用。不可用于诊断目的。 
102-193-628 V1 17DEC2021

本文件中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PacBio 不对本文件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承担任何责任。某些通知、条款、条件和/或使用限制可能与您使
用 PacBio 产品和/或第三方产品有关。适用的 PacBio 销售条款和条件，以及适用的许可条款，请参阅 http://www.pacb.com/legal-and-trademarks/
terms-and-conditions-of-sale/。PacBio、PacBio 徽标、SMRT、SMRTbell 和 Sequel 为 PacBio 的商标。所有其它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专有资产。

准备好开始 HIFI 测序了吗？

如需了解有关 HiFi 测序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 pacb.com/hifi 

联系 PacBio 了解更多信息： 
北美地区：nasales@pacb.com  
南美地区：sasales@pacb.com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emea@pacb.com 
亚太地区：apsales@pacb.com

联系 PacBio 科学家 
开启探索之路： 
pacb.com/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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