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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词解释 

Bp:base-pair，碱基对，读长的单位，每一个 bp 指一对互补的碱基。 

Read：读长，测序数据中每一条序列就是一个 read。 

Raw_reads: 原始数据 

Clean_reads：QC 之后的数据 

Fastq: 序列数据存储的标准格式之一，每 4 行为一条 read 的信息。包含测序 read 名，序列，正反链标

示，序列质量值 

Pair-end 测序：双端测序，两端均测序，随后合并成一条 read。 

Single-end 测序：单端测序，只测一端，即为一条 read。 

质量评分：指的是一个碱基的错误概率的对数值，即质量评分越高，错误概率越小。 

QC： Quality control，即质量控制。 

滑窗法：检测一个窗口内的碱基质量值，如果满足条件则向前移动一个单位继续检测，如果不满足条件

即做删除处理，随后继续移动到下一个单位进行检测，直到检测完所有的数据。 

2. 分析结果展示 

2.1 序列预处理 

2.1.1  方法说明 

应用 cutadapt-1.2.1 和质量分数预处理方法对测序原始 reads 进行预处理，包括去除接头序列预处

理和低质量序列预处理， 步骤如下： 

1) 去除 3’端接头序列 

2) 去除掉低质量序列，平均质量值小于 20 的去掉 

3) 去除含 N 的序列 

4) 去除含 polyA 尾巴的序列 

5) 去除长度过短序列及过长序列（小于 17，大于 35 的序列过滤掉） 

6) 做序列长度分布图。 

 

去除测序接头软件：cutadapt（ https://pypi.python.org/pypi/cutadapt/1.2.1） 

https://pypi.python.org/pypi/cutadapt/1.2.1�


 

   

主要参数设置：-O 10 -min_len 35 -a AGATCGGAAGAGCACACGTCTGAAC 

质量控制使用软件：Prinseq（http://prinseq.sourceforge.net/） 

主要参数设置：-trim_qual_left 20 -trim_qual_right 20 -trim_qual_window 10 -trim_qual_step 1 

-min_len 35 

 

2.1.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1_QC/ 

All_sample_data_infor.xlsx：所有样本 QC 结果统计，结果如下： 

表 2.1 数据统计结果 

Sample Reads Base Reads Base 
Average 

Length 
Uniq_num Clean ratio 

0h 20944743 3141711450 7286184 153739482 21.1 419606 34.787651 

24h 24521450 3678217500 12018170 259409360 21.58 1268384 49.010846 

30h 24308244 3646236600 13825713 311154771 22.51 1326899 56.876642 

48h 28478169 4271725350 16520594 380923470 23.06 1847731 58.011433 

结论：所有样本原始序列条数均大于 10M，达到分析要求。 

*/Length_Distribution.pdf：各样本小 RNA 长度分布图，展示如下： 

各样本长度分布图如下： 

http://prinseq.sourceforge.net/�


 

   

 

图 2.1  0h 长度分布图 

 

图 2.2 24h 样本 miNA 长度分布图 



 

   

 

图 2.3 1_3 样本 miNA 长度分布图 

 

图 2.4 48h 样本 miNA 长度分布图 



 

   

注：上图中只展示了 4 个样本结果，其他结果见 1_QC/对应样本文件夹中。 

说明：图中 Total reads 表示总的 reads 数统计结果，Uniq Reads 表示每种拷贝只取一条统计结果。所有

样本小 RNA 长度均分布在 18-24 之间，无异常其它样本结果见 1_QC/中各对应样本文件夹。 

2.2 序列注释和鉴定已知 microRNA 

2.2.1  方法说明 

将 clean reads 分别比对到人的 tRNA、rRNA、snoRNA、mRNA 等数据库中，允许一个错配，之后

将比对到该些数据库的序列过滤；将过滤后序列比对到 mirBase 数据库中人的 miRNA，详细注释结果见

表 2.1。 

比对软件： bowtie（http://bowtie-bio.sourceforge.net/index.shtml）bowtie主要用于测序短序列比

对，其特点是速度快，精度高，被大量用于短序列比对。 

2.2.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2_Annotation/ 

sRNA_Annotation_result.xlsx：所有样本 sRNA 注释结果统计表，结果如下： 

表 2.2 部分样本序列注释结果

 
*_sRNA_Annotation_result.pdf：各样本注释结果饼图，详细注释信息分布图如下： 

 

图 2.5 0h sRNA 注释结果饼图 

http://bowtie-bio.sourceforge.net/index.shtml�


 

   

 
图 2.6 24 sRNA 注释结果饼图 

 

图 2.7 30h sRNA 注释结果饼图 

 

图 2.8 40h sRNA 注释结果饼图 



 

   

注：上图展示的为部分样本结果，其他样本结果见 2_Annotation/文件夹。 

说明：图中 All reads 表示总的 reads 数统计结果，Uniq Reads 表示每种拷贝只取一条统计结果。 

2.3 已知 miRNA 分析 

2.3.1  方法说明 

过滤掉 tRNA、rRNA、snRNA、snoRNA，mRNA 等非 miRNA 序列后，将过滤之后的序列比对到

mirBaseV21 中人的已知 miRNA 中，计算各 miRNA 的表达量。数据库中人有 2588 个成熟 miRNA，总

共鉴定到 1303 个。 

 

 2.3.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3_known_miRNA_analysis/ 

All_sample_known_miRNAs_expression.xls：所有样本各已知 miRNA 表达量统计，结果如下： 

表 2.3 表达丰度值前 10 位的 miRNA 

 
注: 上表展示的展示的为部分样本结果，其他见 3_known_miRNA_analysis/  

 

2.4 novel miRNA 预测 

2.4.1  方法说明 



 

   

将各样本过滤之后的 sRNA 序列合并，比对到人基因组中，后采用 mirDeep2 做 novel miRNA 预测，参

数采用默认参数。去除预测结果中人中已知的 miRN，剩余的为 novel miRNA。mirDeep2 是一款专门用于做

know 及 novel miRNA 鉴定的软件。 

软件信息详

见：

 2.4.2 结果展示 

https://www.mdc-berlin.de/8551903/en/research/research_teams/systems_biology_of_gene_regulatory_eleme

nts/projects/miRDeep 

结果目录：4_novel_miRNA_predict/ 

All_novel_miRNA_expression.xlsx：各样本 novelmiRNA 表达量统计，所有样本总共预测到 354

个 novel miRNA。结果如下： 

表 2.4 novel miRNA 表达量前十结果 

miRNA precursor total 

hsa-novel-214-mature hsa-novel-214 3690831 

hsa-novel-164-mature hsa-novel-1,hsa-novel-164 316420.7 

hsa-novel-1-mature hsa-novel-1 156764.8 

hsa-novel-245-mature hsa-novel-245 109297.3 

hsa-novel-2-mature hsa-novel-2 33789 

hsa-novel-154-mature hsa-novel-154 29817 

hsa-novel-10-mature hsa-novel-10 24905 

hsa-novel-267-mature hsa-novel-267 23701 

hsa-novel-148-mature hsa-novel-148 22658 

hsa-novel-7-mature hsa-novel-7 18733 

https://www.mdc-berlin.de/8551903/en/research/research_teams/systems_biology_of_gene_regulatory_elements/projects/miRDee�
https://www.mdc-berlin.de/8551903/en/research/research_teams/systems_biology_of_gene_regulatory_elements/projects/miRDee�


 

   

 

图 2.9 novel miRNA 结构示意图 

2.5 样本聚类及 PCA 分析 

2.5.1 方法说明 

聚类分析：通过计算样本间距离可以获取样本间相似度，表达模式越接近的样本在聚类分析的时候会

越靠近，样本间距离计算方式为 1-R^2，其中 R 为皮尔森相关系数。样本间聚类方式为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PCA 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即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对数据进行简化分析的技术，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找出数据中最“主要”的元素和结构，去除噪音和冗余，将原有的复杂数据降维，揭

示隐藏在复杂数据背后的简单结构。通过 PCA 分析可以较好的找出样本间的关系以及主要影响样本间差

异的一些基因。 

2.5.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5_Sample_cluster/ 

All.correlation.heatmap.pdf：样本间距离热图，结果展示如下图： 

 

图 2.10 样本间距离热图 

说明：上图中每个颜色方块表示两两样本间距离，聚类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0，距离值越大颜色越蓝，

反之距离越小颜色越红，且越相似的样本在聚类时会越靠近。上图可反应出所有样本间的相似度情况。 

All.Sample.clustering.pdf：样本间聚类树图，如下图： 

 



 

   

图 2.11 样本间聚类树图 

说明：样本聚类图，图中每一个分支代表一个样本，长度值表示样本间的距离，样本间相似度越高，

则在树图中越靠近。 

All.genes.PCA.3dplot.pdf：前 3 主成分 3D 图，结果展示如下： 

 

图 2.12 PCA 3Dplot 

说明：PCA 三维散点图，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样本或者不同的 group 中的样本，样本间相似度越

高则在图中越聚集，反正样本间相似度越低则空间距离越远。 

All.genes.PCA.2dplot.heatmap.pdf：前 3 主成分 2D 图，结果展示如下: 



 

   

 

图 2.13 PCA 2Dplot (PC1 vs PC2) 

 

图 2.14 PCA 2Dplot (PC2 vs PC3) 

2.6 差异表达分析 

2.6.1 方法说明 

无生物学重复：差异分析方法参照 Audic S.等人发表在 Genome Research 上的基于测序的差异基

因检测方法{Audic, 1997 #8}（该文献已被引用超过五百次）。假设观测到基因 A 对应的 reads 数为 x，

已知在一个大文库中，每个基因的表达量只占所有基因表达量的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p(x)的分布服

从泊松分布： 

 



 

   

已知，样本一中唯一比对上总 reads 数为 N1，样本二中比对上的总 reads 数为 N2，样本一中比对到基

因 A 的总 reads 数为 x，样本二中比对到基因 A 的总 reads 数为 y，则基因 A 在两样本中表达量相等的

概率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然后，我们对差异检验的 p value 作多重假设检验校正。差异基因筛选条件为： P<=0.05 且|Log2Fold 

Change|>=1。 

有生物学重复样本筛选方法如下：采用 DEseq 进行差异分析,筛选阈值为 pvalue<0.05。 

差异分析软件： DESeq（http://www.bioconductor.org/） 

 

2.6.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6_DEGs_analysis 

差异基因统计结果，结果如下： 

表 2.5 差异基因数目统计 

Compare UP DOWN ALL 

0h_vs_24h 184 38 222 

0h_vs_30h 155 38 193 

0h_vs_48h 184 62 246 

24h_vs_30h 59 21 80 

24h_vs_48h 73 40 113 

30h_vs_48h 19 15 34 

 

A_vs_B/*genes.DEGs.count.pdf：差异基因数目统计条形图，结果展示如下： 



 

   

 
图 2.15 差异基因数目条形图 

A_vs_B/*.genes.RPM.boxplot.pdf：比较对样本表达盒状图，结果如下： 

 

图 2.16 比较对间样本表达量盒状图 

注：上述展示的只是一组比较对间的结果，若有多组比较，到对应的比较对文件夹中可以找到相应

的结果，若只有一组比较此处展示的结果与图 6.26 一样，下同。 

A_vs_B/*.genes.RPM.density.pdf：比较对样本表达密度曲线图，结果如下： 



 

   

  

图 2.18 比较对间样本表达密度曲线 

A_vs_B/.genes.RPM.Scatter.plot.pdf：比较对样本件表达量散点图，结果如下图： 

 
图 2.19 比较对样本件表达量散点图 

说明：上图为样本间表达量散点图，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基因，横纵坐标分别表示 log2(RPM)值，若为

有生物学重复样本在则 X/Y 轴的值为 Log2(Mean RPM)，即为 log2(生物学重复 RPM 的均值)。其中红色表

示上调基因，绿色表示下调基因，蓝色 表示非差异表达基因，上调/下调均是 Y 轴样本相对于 X 轴样本。 



 

   

A_vs_B/.genes.RPM.MA.plot.pdf：比较对样本件表达量 MA 图，结果展示如下： 

   

图 2.20 比较对样本件表达量 MA 图 

说明：横坐标 X 轴表示 log 均值，即（log2(A)+log2(B)）/2,  纵坐标为代表 log（Foldchange），

即 log2(B/ A), 各个数据点红色代表筛选出的差异基因，蓝色代表非差异基因。 

A_vs_B/*.genes.volcano.plot.pdf：火山图，结果展示如下： 

 

图 2.21 差异分析火山图 

说明：横坐标代表基因在不同实验组中/不同样品中表达倍数变化；纵坐标代表基因表达量变化的统



 

   

计学显著程度，p-value 越小，-log10(p-value)越大，即差异越显著。图中的散点代表各个基因，蓝色圆

点表示无显著性差异的基因，红色圆点表示有显著性差异的基因，火山图可以直观展现 pvalue 与 log2

（foldchange）的关系。 

VENN/*.genes.all.venn.pdf：指定的比较对间差异表达基因韦恩图，结果展示如下： 

 

图 2.22 差异基因韦恩图 

注：默认为所有比较对间做韦恩图，当比较对数目大于五时若未指定，则该项分析不会做，上图展

示的为所有差异基因，上调与下调差异基因韦恩图见相关文件夹。 

说明：上图展示的为特定比较对间差异基因的韦恩图，通过该图可以看出不同比较对间差异基因的

异同。 

2.7 差异基因表达模式聚类分析 

2.7.1 方法说明 

差异基因聚类分析用于判断不同实验条件下差异基因表达量的聚类模式。 每个比较组合都会得到一

个差异基因集，将所有比较组合的差异基因集的并集在每个实验组/样品中的的 FPKM 值，用于后续聚类

分析，获得表达模式相近的基因集。 

2.7.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6_DEGs_analysis/*_DEGs_cluster 

All_DEGs_samples_heatmap.pdf：所有差异基因表达聚类热图，结果展示如下 



 

   

 

图 2.23 表达模式聚类热图 

说明：热图，所有差异表达基因表达量热图，图中每行代表一个 基因，每列代表一个样本，颜色表

示表达量高低，越红表示表达量越高，反正越绿表示表达量越低。图中分别对样本及基因做聚类，相似

的样本会聚在一起，另表达模式相近的基因亦会聚在一起，如图左侧的距离结果。聚类树下面的颜色块

表示 group，颜色相同说明这些样本未同一 group 或者为生物学重复。 

All_DEGs_sample_cor_matrix.pdf：样本相关性热图，该结果基于所有差异表达基因，展示如下： 

 



 

   

 

图 2.24 表达相关性热图 

说明：样本相关性热图，图中行列代表样本，每一格表示两样本间的相关性，颜色越红表示样本间

相关性越高，越相似，反正越绿表示相关性越低。聚类树旁边的颜色块表示 group，颜色相同说明这些样

本未同一 group 或者为生物学重复。 

DEGs_cluster_plot.pdf：基因集表达量散点图，表达模式相近的基因聚为一类，归为一个 cluster，

结果展示如下： 

 



 

   

 
图 2.25 前 4 个 cluster 中基因在各样本中表达量折线图 

说明：图中一条折线表示一个基因在不同样本中的表达量值，图中看出每个 cluster 下面的所有基因

在所有样本中表达模式均类似。 

All_DEGs_genes_foldchange_heatmap.pdf：所有差异表达基因 log2(foldchange)热图，结果展

示如下： 

   
图 2.26 foldchange 热图 

注：当比较对大于两组时此图才会生成，只有一组比较时此图没有。 



 

   

说明：上图中红色表示上调表达，绿色表示下调表达，颜色越红表示上调倍数越高，颜色越绿表示

下调倍数越高，每一行代表一个基因，每一列代表一组比较对。 

 

2.8  miRNA 靶基因预测 

2.8.1 方法说明 

对所有已知差异表达的miRNA做靶基因预测，预测的数据来源为

mirDB(http://mirdb.org/miRDB/index.html)。详细结果见 7_target_prediction/ 

 

2.9  差异基因 GO 富集分析 

注：一下展示内容均为第一组比较对的富集分析结果 

2.9.1 方法说明 

Gene Ontology（简称 GO, http://www.geneontology.org/）是基因功能国际标准分类体 系。根据实

验目的筛选差异基因后，研究差异基因在 Gene Ontology 中的分布状况将阐明 实验中样本差异在基因

功能上的体现。GO 富集分析方法为 GOseq（Young et al, 2010）,此方法基于 Wallenius non-central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相对于普通的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此分布的特点是从某个类

别中抽取个体的概率与从某个类别之外抽取一个个体的概率是不同的，这种概率的不同是通过对基因长

度的偏好性进行估计得到的，从而能更为准确地计算出 GOterm 被差异基因富集的概率。 

2.9.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8_GO_enrichment/，每个比较对在这里面均会有对应的文件夹 

A_vs_B/*.genes.all_GO_enrichment.xls：所有差异表达基因 GO 富集分析列表，结果如下 

表 2.5 GO 富集分析结果 

http://mirdb.org/miRDB/index.html�


 

   

 

注：上述展示的只是富集分析中前 20 的 GO，且为所有差异基因富集分析结果，UP/Down 基因分别

的富集分析结果见对应的文件夹。 

GO_ID：GO ID 

Term：GO 名字 

Type：GO 功能类 

DEGs_this_term：位功能类下的差异基因数目 

Pvalue：富集分析 P 值，P 值越小越显著 

FDR：P 值校正值 

*.genes.all_GO_enrichment_scatterPlot.pdf：所有差异基因 GO 富集分析前 30 个 GO 富集散点

图，结果如下： 



 

   

  

图 2.27 GO 富集分析前 30 个 GO 富集散点图 

说明：纵轴表示 GO 名称，横轴表示 GO 对应的 Rich factor，Pvalue 的大小用点的颜色来表示，Pvalue

越小则颜色越接近红色，每个 GO 下包含的差异基因的多少用点的大小来表示。 

*.genes.all_*_classic_5_all.pdf：topGO 有向无环图 

 



 

   

 
图 2.28 GO 富集工人村有向无环图 

说明：topGO 有向无环图（图 19）能直观展示差异基因富集的 GO term 及其层级关系。有向 无环

图为差异基因 GO 富集分析的结果图形化展示方式，分支代表包含关系，从上至下所 定义的功能范围越

来越具体。对 GO 三大分类（CC 细胞成分，MF 分子功能，BP 生物学过程）的每一类都取富集程度最

高的前 5 位作为有向无环图的主节点，用方框表示，并通过 包含关系将相关联的 GO Term 一起展示，

颜色的深浅代表富集程度，颜色越深代表富集程度越高。每个方框或圆圈代表一个 GO term，放大方框

中内容从上到下代表的含义依次为:GO term 的 id、GO 的描述、 GO 富集的 Pvalue、该 GO 下差异基

因的数目/该 GO 下背景基因的数目。每组比较三张图（BP,CC,MF）。 

*genes.enriched.GO.heatmap2.pdf：所有比较组 GO 富集 Pvalue 热图，该图通过对所有比较组

显著富集的 GO 的 P 值做热图（默认为 p<0.01，可调整），结果如下： 



 

   

 

图 2.29 所有显著富集的 GO pvalue 热图 

注：当比较对大于两组时此图才会生成，只有一组比较时此图没有。 

说明：上图中每一行代表一个 GO term，每一列为一组比较组，颜色越黄表示越显著，即 P 值越小，

上图中内反应出在不同比较对间富集的 GO 差异，尤其当样本为时间序列样本时可以很好的看出在不同

时间段差异表达基因功能的差异。 

2.10 靶基因 KEGG 富集分析 

注：一下展示内容均为第一组比较对的富集分析结果 

2.10.1 方法说明 

在生物体内，不同基因相互协调行使其生物学功能，通过 Pathway 显著性富集能确定 差异表达基因

参与的最主要生化代谢途径和信号转导途径。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是

有关 Pathway 的主要公共数据库（Kanehisa,2008）。Pathway 显著性富集分析以 KEGG Pathway 为

单位，应用超几何检验，找出与整个基因组背景相比， 在差异表达基因中显著性富集的 Pathway。该



 

   

分析的计算公式如下： 

 

在这里 N 为所有基因中具有 Pathway 注释的基因数目；n 为 N 中差异表达基因的数目；M 为所有基因中

注释为某特定 Pathway 的基因数目；m 为注释为某特定 Pathway 的差异表达基因数目。P≤0.05 的 

Pathway 定义为在差异表达基因中显著富集的 Pathway。 

2.10.2 结果展示 

结果目录：10_kegg_enrichment/每个比较对在这里面均会有对应的文件夹 

*.genes.all_kegg_enrichment.xls：所有差异基因 KEGG 富集分析结果，结果如下： 

表 2.6 pathway 富集分析结果 

 
注：上述展示的只是富集分析中前 20 的 pathway，且为所有差异基因富集分析结果，UP/Down 基因

分别的富集分析结果见对应的文件夹。 

KO_ID：KO ID 

Term：pathway 名称 

All_num_this_term：注释到该通路上的所有基因 

DEGs_this_term：位功能类下的差异基因数目 

UP：该功能类下上调基因数目 



 

   

Down：该功能类下下调基因数目 

Pvalue：富集分析 P 值，P 值越小越显著 

FDR：P 值校正值 

*.genes.all_kegg_enrichment_scatterPlot.pdf：所有差异基因 pathway 富集分析前 30 个富集散

点图，结果如下： 

 
图 2.30 pathway 富集分析前 30 个富集散点图 

说明：纵轴表示 pathway 名称，横轴表示 pathway 对应的 Rich factor，Pvalue 的大小用点的颜色来

表示，Pvalue 越小则颜色越接近红色，每个 pathway 下包含的差异基因的多少用点的大小来表示。 

*genes.enriched.kegg.heatmap2.pdf：所有比较组 kegg 富集 Pvalue 热图，该图通过对所有比较

组显著富集的 kegg 的 P 值做热图（默认为 p<0.05，可调整），结果如下： 



 

   

 

图 2.31 所有显著富集的 pathway pvalue 热图 

注：当比较对大于两组时此图才会生成，只有一组比较时此图没有。 

说明：上图中每一行代表一个 pathway，每一列为一组比较组，颜色越黄表示越显著，即 P 值越小，

上图中内反应出在不同比较对间富集的 pathway 差异，尤其当样本为时间序列样本时可以很好的看出在

不同时间段差异表达基因功能的差异。 

3. 结果说明 

/1_QC 目录下是 QC 之后数据结果，每个 Sample 一个文件夹，用各自样本名命名 

 All_sample_data_infor.xls：各样本数据量统计结果表 

 *.fa：QC 之后序列文件，fasta 格式，均为 uniq 序列，每条序列 ID 末尾的数字代表该条 

序列数目 

 *.pdf：序列长度分布条形图 

 *_length_Dis.xlsx：序列长度统计结果表；其中第二列表示该长度下 Uniq 序列总数，第 

三列表示总序列数目 



 

   

 QC_result.xls：QC 结果统计 

/2_Annotation 目录下是有效 Read 比对 miRNA、tRNA、rRNA、snRNA、snoRNA 的注释结果 

 sRNA_Annotation_result.xls：序列注释统计结果 

 *.pdf：所有 sRNA 序列注释饼状图 

  

/3_know_miRNA_analysis 目录下为鉴定到小鼠已知 miRNA 表达丰度结果 

pdfs/ 里面包含各 miRNA 结构图及比对信息 All_sample_known_miRNA_expression.xlsx：所有样本

novel miRNA 表达量统计，格式说明如下： 

miRNA miRNA ID 

Precursor 前体序列 ID 

Total 所有样本比对上该 miRNA 的序列数 

Reads 比对上某样本的序列数 

RPM 校正后表达量值 

 

/4_novel_miRNA_prediction  novel miRNA 预测结果 

 pdfs_novel/ novel mIRNA 结构及比对上的 Reads 情况 

 All_sample_novel_miRNA_expression.xlsx：所有 novel miRNA 表达情况 

 Novel_mature.fa：novel miRNA 成熟序列 

 Novel_precursor.fa：novel miRNA 前体序列 

 Novel_miRNA_information.xls: novel miRNA 信息 

5_Sample_cluster/ 样本聚类结果 

All.correlation.heatmap.pdf：样本间距离热图 

All.PCA.2dplot.heatmap.pdf：PCA 2D 图 

All.PCA.3dplot.pdf：PCA 3D 图 

All.pearson.correlation.matrix.csv：相关性矩阵 

All.Sample.clustering.pdf：样本聚类树 

/6_dif_expression 差异表达分析结果 

 genes.DEGs.num.xls：差异表达 miRNA 统计结果  

 control_vs_treat/ 样本间差异分析所有结果及图表 



 

   

  control_vs_treat.genes.DEGs.count.pdf：差异表达 miRNA 数目条形图 

  control_vs_treat.genes.dif.test.all.xls：所有差异表达 miRNA 结果 

  control_vs_treat.genes.dif.test.down.xls：下调差异表达 miRNA 结果 

  control_vs_treat.genes.dif.test.up.xls：上调差异表达 miRNA 结果 

  control_vs_treat.genes.dif.test.xls：所有 miRNA 统计分析结果，格式如下： 

Type 是否为差异基因，分为 Up/Down/- 

Id 基因 ID 

baseMean 样本间平均表达量值，为校正后的序列数目，下同 

baseMeadA A group 中的平均表达量 

baseMeadB Bgroup 中的平均表达量 

Foldchange 差异倍数 

Log2fold change 差异表达倍数 log2 值 

Pval P 值 

Padj 校正后的 P 值 

A_vs_B.genes.FPKM.boxplot.pdf：样本对间表达量盒状图 

A_vs_B.genes.FPKM.density.pdf：样本对间表达量密度曲线 

A_vs_B.genes.FPKM.Scatter.plot.pdf：样本间表达量散点图 

A_vs_B.genes.MA.plot.pdf：样本间表达量 MA 图 

A_vs_B.genes.volcano.plot.pdf：样本间火山图 

control,treat_DEGs_cluster / 差异表达 miRNA 聚类结果 

All_DEGs_genes_FPKM_matrix.xls：所有差异表达基因表达量矩阵 

All_DEGs_sample_cor_matrix.pdf：样本间相关系数热图 

All_DEGs_samples_heatmap.pdf：所有差异基因表达量热图 

DEGs_cluster_plot.pdf：所有差异基因各类别基因表达量折线图 

subcluster_*_log2_medianCentered_fpkm.matrix：各类基因表达量矩阵 

 

/7_target_prediction 目录下为差异表达 miRNA 靶基因预测结果 

 hsa_miRNA_target_infor.xls：所有人 miRNA 靶基因预测结果 

*/0h_vs_24h.all.targetGene.xls：所有差异表达 miRNA 靶基因列表 



 

   

*/0h_vs_24h.genes.dif.test.all.addTarget.xls：所有差异表达 miRNA，增加了靶基因信息 

*/0h_vs_24h.genes.dif.test.up.addTarget.xls：所有上调表达 miRNA，增加靶基因信息 

*/0h_vs_24h.genes.dif.test.down.addTarget.xls：所有下调表达 miRNA，增加靶基因信息 

 

/8_GO_enrichment 目录下为差异表达 miRNA 靶基因 GO 富集分析结果。 

*.genes.enriched.GO.combine.xls：所有比较对显著富集 GO 汇总 

genes.all.GO_enrichment_count.xls：所有差异基因富集分析结果统计 

各比较对会有对应的文件夹，文件说明如下： 

*.genes.all_BP_classic_5_all.pdf：所有差异基因 BP 类上的 topGO 有向无环图 

*.genes.all_CC_classic_5_all.pdf：所有差异基因 CC 类上的 topGO 有向无环图 

*.genes.all_MF_classic_5_all.pdf：所有差异基因 MF 类上的 topGO 有向无环图 

*.genes.all_GO_enrichment.xls：所有差异基因 GO 富集分析结果，格式说明如下： 

GO_ID GO ID 

Term GO 名字 

Type GO 功能类 

All_annotated_num 所有注释上 GO 的基因数目 

All_num_this_term 所有注释上该 Term 的基因数目 

All_DEGs_num 左边的数字为所有差异基因数目，右边为差异基因中

有多少注释上 GO 

DEGs_this_term 差异基因中注释上该 Term 的基因数目 

Expected 正常情况下注释上该 term 的差异基因数目 

Pvalue P 值，P 值越小越显著 

FDR FDR 值，P 值校正值 

*.genes.all_GO_enrichment_pvalue.pdf：所有差异基因富集分析 P 值分别直方图 

*.genes.all_GO_enrichment_scatterPlot.pdf：前三十各富集的 GO 散点图 

/9_kegg_enrichment pathway 富集分析结果 

*.genes.enriched.kegg.combine.xls：所有比较对显著富集 kegg 汇总 

genes.all.kegg_enrichment_count.xls：所有差异基因富集分析结果统计 

各比较对会有对应的文件夹，文件说明如下： 



 

   

*.genes.all_kegg_enrichment.xls：所有差异基因 KEGG 富集分析结果，格式同 GO 

*.genes.all_kegg_enrichment_pvalue.pdf：所有差异基因富集分析 P 值分别直方图 

*.genes.all_kegg_enrichment_scatterPlot.pdf：前三十各富集的 pathway 散点图 

 


	生工生物
	有参miRNA测序
	项目报告
	1. 名词解释
	2. 分析结果展示
	2.1 序列预处理
	2.1.1  方法说明
	2.1.2  结果展示

	2.2 序列注释和鉴定已知microRNA
	2.2.1  方法说明
	2.2.2  结果展示

	2.3 已知miRNA分析
	2.3.1  方法说明

	2.4 novel miRNA预测
	2.4.1  方法说明

	2.5 样本聚类及PCA分析
	2.5.1 方法说明
	2.5.2  结果展示

	2.6 差异表达分析
	2.6.1 方法说明
	2.6.2 结果展示

	2.7 差异基因表达模式聚类分析
	2.8  miRNA靶基因预测
	2.8.1 方法说明

	2.9  差异基因GO富集分析
	2.10 靶基因KEGG富集分析

	3. 结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