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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术数据表为用于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

量试剂盒提供了产品信息和一份详细的实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试剂

盒（07960166001、07960140001、07960204001、

07960255001、 07960336001 和 07960298001）、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引物和 PCR 混合物

试剂盒 （07960441001、07960484001、07960522001、

07960727001 和 07960573001）、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 库 定 量 标 准 品 和 引 物 试 剂 盒

（07960085001）、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

标准品试剂盒（07960409001 和 07960409001）、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稀释对照试剂盒

（07960417001）和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

引物试剂盒（0796009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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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a/Roche 试剂盒编码和组分 

完整试剂盒包含： 

DNA 标准品 

1–6（每份 80 μL） 

引物混合物（0.2 mL）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1 

mL） 

KK4828 – 07960166001 

通用 qPCR 预混液 

分别提供 200 μL 高浓度 ROX 染料

（50X）和低浓度 ROX 染料（50X） 

完整试剂盒包含： 

DNA 标准品 1–6（每份

80 μL） 

引物混合物（1 mL）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5 

mL）* 

KK4824 – 07960140001 

通用 qPCR 预混液 

分别提供 200 μL 高浓度 ROX 染料

（50X）和低浓度 ROX 染料（50X） 

KK4835 – 07960204001 

ABI Prism™ qPCR 预混液 

KK4844 – 07960255001 

Bio-Rad iCycler™ qPCR 预混液 

KK4873 – 07960336001 

ROX LowqPCR 预混液 

KK4854 – 07960298001 

针对 LightCycler®  480 进行了优化

的 qPCR 预混液 

试剂盒包含： 

引物混合物（1 mL）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5 

mL）* 

KK4923 – 07960441001 

通用 qPCR 预混液 

分别提供 200 μL 高浓度 ROX 染料

（50X）和低浓度 ROX 染料（50X） 

KK4933 – 07960484001 

ABI PrismqPCR 预混液 

KK4943 – 07960522001 

Bio-Rad iCyclerqPCR 预混液 

KK4973 – 07960727001 

ROX LowqPCR 预混液 

KK4953 – 07960573001 

针对 LightCycler®  480 进行了优化

的 qPCR 预混液 

试剂盒包含： 

引物混合物（1 mL） 

DNA 标准品（80 μL） 

KK4808 – 07960085001 

DNA 标准品 1 – 6 

试剂盒包含： 

DNA 标准品（80 μL） 

KK4903 – 07960387001 

DNA 标准品 1 - 6 

KK4905 – 07960409001 

DNA 标准品 0 – 6 

试剂盒包含： 

稀释对照品（80μL） 

KK4906 – 07960417001 

DNA 标准品 0 

试剂盒包含： 

引物混合物（1 mL） 
KK4809 – 07960093001 

* qPCR 混合试剂中加入了被动参比染料的试剂盒：ABI Prism 试剂盒（高浓度 ROX

染料）、ROX Low 试剂盒（低浓度 ROX 染料）、Bio-Rad iCycler 试剂盒（荧光素）。 

快捷提示 

 试剂盒中提供的 DNA 标准品是 10 倍稀释系列（20 pM

至 0.0002 pM）。 

 确认准备进行定量的文库与下一页给出的 qPCR 定量引

物序列兼容。 

 为即将使用的 qPCR 设备选择正确版本的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 

 参阅 KAPA 文库定量技术指南，对影响文库定量准确度

的各种因素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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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提供了基于

qPCR 的 Illumina 文库绝对定量所需的全部试剂，这

些文库两端带有 P5 和 P7 流动槽寡核苷酸序列。试

剂盒包含： 

 文库定量 DNA 标准品 1 - 6（线性、452 bp 模板

的 10 倍稀释系列） 

 Library Quantification Primer Premix（10X），含

有以下引物： 

引物 1：5'-AAT GAT ACG GCG ACC ACC GA-3' 

引物 2：5'-CAA GCA GAA GAC GGC ATA CGA-3'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2X），含有各

种被动参比染料（表 1）。 

文库定量的方法为：通过使用 KAPA SYBR 

FASTqPCR预混液和靶向 Illumina P5和P7流动槽寡

核苷酸序列的引物，使用 qPCR 扩增一组六份预稀

释的 DNA 标准品和稀释的文库样本，进行文库定

量。将每份 DNA 标准品的平均 Cq 值取 log10（以

pM 表示浓度）作图，以生成标准曲线。然后使用

绝对定量，通过标准曲线计算稀释的文库样本的浓

度。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经过严格测试，以确保最小

的批次间差异。该试剂盒包含新型 KAPA SYBR 

FAST DNA 聚合酶，一种通过定向进化工程优化，

适用于 SYBR Green I 的高性能 qPCR 酶。工程优化

的聚合酶能够以相似的效率扩增多种 DNA 片段，

因此能够使用通用的标准品可靠地定量平均片段

长度最高达 1 kb 的所有 Illumina 文库，无需考虑文

库类型和 GC 含量。 

KAPA SYBR FAST 是一种抗体介导的热启动 DNA

聚合酶制剂。因此，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适用于

自动化液体处理系统，进行高通量样品定量。 

产品应用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旨在为准备

Illumina 测序的文库进行准确和可重复的定量。无

论哪种文库类型、文库构建方式和使用哪种

Illumina 测序设备，只要文库的浓度> 0.0002 pM，

且含有与引物预混液（10X）中的引物互补的序列，

就可以使用该试剂盒进行定量。 

该试剂盒支持定量平均片段长度 1 kb 以内，一系列

GC 含量的文库。 

除了 NGS 文库定量，该试剂盒还可用于检测

Illumina 文库构建过程中的工作场所的文库污染。 

KAPA 文库定量检测包括可以轻易实现自动化的重

复移液步骤。强烈推荐将自动化液体处理系统用于

高通量 NGS 处理流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KAPA

文库定量技术指南。 

产品兼容性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适用于定量

含有与 P5 和 P7 流动槽序列匹配的任何 NGS 文库

（为 Illumina 测序而制备）。使用全长的通用或索引

TruSeq™接头构建的文库，可以在接头连接后进行

定量。使用部分或柄环接头制备的文库只能在文库

扩增后才能用该试剂盒进行定量，因为只有在文库

扩增期间 Index（和流动槽序列）才被加上。为确

保兼容性，需将文库制备过程中使用的接头序列与

产品描述中的文库定量引物序列进行比较。 

根据准备用于文库定量的 qPCR 设备的参考染料要

求（如果有）（表 1），确保使用正确的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 

产品规格 

货运和储存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采用干冰或冰袋运输，具体

取决于目的地国家。收货后，需立即将所有组分储

存在-15°C 至-25°C 的恒温冰箱中。如果能够在这些

条件下储存并进行正确的处理，试剂盒组件将保持

完全活性，直至试剂盒标签上标明的失效日期。 

处理 

需始终确保试剂盒组分在使用前已完全解冻并彻

底混合。KAPA SYBR FAST qPCR 预混液即使储存于

-15°C 至-25°C，可能也不会结冰。 

SYBR Green I 染料（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

中含有）和被动参照染料均具有光敏感性。长时间

暴露于直射光会导致荧光信号强度的降低。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的所有组分，以及结合使用

的 KAPA SYBR FAST/引物预混液，能在 30 次冻融

循环后依然保持稳定。需要确保所有试剂在不使用

时均避光保存在-15ºC 至-25ºC 下。避光保存时，试

剂在阴暗处 2ºC 至 8ºC 下可稳定长期储存；如果试

剂未经微生物和/或核酸酶污染，也可在此温度下储

存以供短期使用。 

质量控制 

所有试剂盒组分都经过了严格的功能质量控制，并

没有检测到污染性外切及内切核酸酶活性，并且符

合有关 DNA 污染的严格要求。若需要更多信息，

请通过 sequencing.roche.com/support 联系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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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数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能够对用于 Illumina 测序的

文库，进行准确并可重现的基于 qPCR 的定量。多

种因素都会影响试剂盒在 NGS 工作流程中的检测，

如下所述。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KAPA 文库定量

技术指南，或通过 sequencing.roche.com/support

联系技术支持。 

准确的液体处理 

qPCR 是一项非常敏感的技术，且这项检测的动态

范围也包括极低的模板拷贝数，因此检测结果的可

靠性高度依赖于准确的液体处理。在操作这一实验

方法时，必须仔细谨慎保证最高的准确度。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实现： 

 需始终确保试剂和样本在使用前已完全解冻并

彻底混合。解冻并混合后，短暂离心，以去除管

壁上的任何液滴。 

 浓缩的 DNA 溶液可能比较粘稠，因此难以精确

分配用于分析的小体积样本。需要避免在样本制

备过程中进行过度稀释 - 参见详细实验方法

（步骤 2）。如果需要对样本进行高度稀释，以

使浓度降低至检测的动态范围内，则最好进行连

续稀释（例如，进行两次连续的 1：100 稀释，

而不是只进行一次 1：10000 的稀释）。 

 如果可能，需避免使用多通道移液枪。 

 每次移液步骤都需要使用新的移液枪枪头，特别

是在转移 DNA 标准品时，以及准备多次稀释同

一样品时。标准品和/或样本之间的交叉污染会

影响定量的准确性。 

 在吸取过程中需要避免将移液管枪头置于试剂

液平面下太远，否则可能会使液体粘附在枪头外

部。 

 吸取任何反应组分的所需量后，需要在打出前检

查移液枪枪头，确保移液量正确。 

 始终在尽可能靠近管底或孔底的位置打出反应

组分。 

 打出后，通过上下移液 2 至 3 次来冲洗/漂洗移

液枪枪头。 

 打出液体后，需确保枪头尖端中没有液体残留。 

样本浓度和稀释度 

必须将文库和对照稀释至检测的动态范围内，即

20-0.0002pM或5.5-0.000055pg/μL或 12x106-12x101 

dsDNA 分子/μL。在 DNA 标准品 1 之前开始出现扩

增曲线的任何文库稀释液均不应用于文库浓度计

算。如果检测中仅包括一种稀释浓度，则必须用一

种更适当的文库稀释浓度来进行重复。如果包括多

种稀释梯度，则可以使用浓度在检测的动态范围内

的稀释浓度来定量文库。 

应该根据之前同类文库或使用类似工作流程制备

的文库的经验来估计文库的稀释度，和/或根据在文

库构建和质量控制期间使用其他方法（例如，使用

NanoDrop™、Qubit® 或生物分析仪）获取的浓度信

息，来稀释文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与其他

定量方法的比较”。 

样品质量 

由于稀释的 DNA 在无缓冲的环境中会发生降解，

所以必须将文库和质控品储存并稀释于缓冲液中，

例如 10mM Tris-HCl，pH 8.0 - 8.5（25°C）。稀释缓

冲液中可加入 Tween®  20（0.05%），以改善移液准

确性，并减少塑料管和移液枪枪头对DNA的吸附。

切勿用水稀释文库或质控品。 

准备好用于每次检测的新的稀释液，并在 qPCR 设

置期间将稀释液保存在冰上。如果在设置 qPCRs 之

前将稀释的样本在室温保存或长时间（甚至在 4°C）

储存，则计算的文库浓度可能有很大差异和/或不准

确的。如果必须重新测定样本，则需要准备新鲜稀

释样本用于重复检测 

污染和无模板质控品 

需要始终遵守良好的实验室操作规范，以避免工作

区域、试剂、耗材和设备受到文库、DNA 标准品或

扩增产物的污染。强烈建议在每次检测中包括无模

板质控（NTC），以监控反应设置期间发生的污染。

NTC 的 Cq 值应该比标准品 6 的平均 Cq 值至少晚 3

个循环。 

需要始终按从最低浓度到最高浓度（即从 DNA 标

准 6到 DNA标准 1）的顺序进行DNA 标准品加样，

并为每份 DNA 标准品使用新的枪头。可以对 NTC

进行熔解曲线分析，以确认扩增的原因是 DNA 标

准品或文库DNA 的污染，还是引物二聚体的形成。 

这项检测中，引物二聚体的形成并不罕见。这是因

为引物设计是由 Illumina 流动槽寡核苷酸序列决定

的，但并不是对 qPCR 最合适的引物。检测使用的

循环时间也比使用 KAPA SYBR®  FAST 的典型 qPCR

中使用的循环时间长得多，进一步增加了形成引物

二聚体的机会。只要 NTC 扩增是在 DNA 标准品 6

之后至少 3 个循环进行的，则引物二聚体的形成应

该对试剂盒性能没有影响。 

反应体积 

虽然该实验操作手册规定了 20 μL 反应体系，但需

要时也可将反应体积缩小至 10 μL。为了提高准确

性，DNA 标准品/文库稀释液的体积应保持在 4 μL，

再使用 6 μL 的含有引物的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然而，只要可以准确地移液，每次反应使

用的模板（DNA 标准品或稀释文库）量可以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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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缩小。需要始终使用相同体积的 DNA 标准

品和稀释文库。需确保塑料耗材、移液枪和 qPCR

设备与反应体积能够兼容。 

内部质控品 

将高浓度文库 DNA 稀释到检测的动态范围内的步

骤，最容易给准确定量带来风险，尤其是当文库高

度浓缩且需要大量的首次稀释时。 

如果每个文库检测不止一种稀释浓度（并且稀释度

处于标准曲线的动态范围内），则连续稀释的两个

稀释度的 ΔCq 值能够较好地指示计算出的文库浓

度的可靠性，如工作示例中所述（步骤 5）。然而，

一个文库连续稀释的两个稀释度的 ΔCq 值不能为

首次稀释的准确度提供任何指示。 

因此，我们建议每次分析能够包括至少一个适当的

内部操作或稀释的质控品。包括： 

 KAPA 文库定量稀释质控（KK4906）。这是一个

200pM 的和 DNA 标准品相同的 452bp 的线性

dsDNA 文库，也可以作为标准品 0。 

 之前已使用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进行了定量，

且已成功测序的一个 Illumina 文库。 

 PhiX 是一种由 Illumina 提供的质控文库。 

为使效果最佳，应该对内部质控和待检测文库采用

相同的方式进行处理，即，应该进行相同的初步稀

释和连续稀释，并且对内部质控的每个稀释度进行

重复。上文列出的每个内部质控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KAPA 文库定量稀释质控品（DNA 标准品 0）经

过与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中提供的 DNA 标准

品组相同的严格质量控制。这样才得以保证绝对

的浓度和最小的批间差异。然而，在 200 pM 时，

DNA标准品0浓度比大多数 Illumina文库更稀。

如果将 DNA 标准品 0 稀释至与待测样本相同的

程度，则稀释液的 Cq 值可能比文库的 Cq 值高

出几个循环。这是可接受的，只要标准品 0 的至

少一个稀释度处于检测的动态范围内即可。请注

意，KAPA 文库定量稀释质控品（DNA 标准品 0）

不适合作为测序质控品，因为它是单一片段

dsDNA 的均质溶液，而不是一个文库。 

 一个现有的、先前经过测序的文库是一种有价值

的内部质控品，因为它既有基于 qPCR 的浓度，

也有成簇密度数据。这种质控品的最大风险是

DNA 质量会随时间降低，特别是当相同的文库

被重复用于内部质控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从最

近构建和测序的文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内部质

控品，这些文库已经存储在-15°C 至-25°C 的缓

冲液中，并且没有经过太多的冻融循环。也可以

等分出一次使用量的文库，并在-15°C 至-25°C

下储存以用作质控。 

 使用 PhiX 作为内部文库定量质控品，具有与先

前经过测序的文库类似的优点。然而，因为报告

过给定浓度和不同批次的平均片段长度之间存

在批次间差异，所以当文库定量分析中只使用一

个内部质控时，不建议使用 PhiX。 

重复、数据可靠性、通量和每份样本成本 

qPCR 是一种极其敏感的检测技术，容易受到许多

来源的差异的影响。对于 DNA 标准品、文库样本

和质控品，推荐重复三次。 

重复的次数也可以减少为两次，以增加通量并降低

每个样本的成本。在为工作流程和通量要求选择最

佳策略时，请记住数据的可靠性与重复次数成反比。

如果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则减少重复次数会增加需

要重新分析文库的风险。 

在设计工作流程时，至少检测每个文库的两次连续

稀释浓度，就可以减少降低由于 qPCR 减少重复次

数导致的风险，但前提条件是这两种稀释度都处于

检测的动态范围内。 

对于高通量文库构建流程，强烈建议采用 384 孔的

自动化文库定量，如此一来可以在一次运行中重复

三次地定量 96 个文库，还能通过运行 10μL qPCR

体系从而降低每个样本的成本。 

分析自动化 

使用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进行文库定量可以实现

自动化，强烈建议将自动化液体处理平台应用于高

通量文库定量工作流程。 

预先验证的 KAPA 文库定量方法可从选定的自动化

液体处理平台的供应商处获得。若需要更多信息，

请通过 sequencing.roche.com/support 联系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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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组份： 

5 mL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2X） 

1 mL 引物预混液（10X） 

0.2 mL 高浓度或低浓度 ROX（50X）（可选） 

用文库稀释缓冲液[10 mM Tris-HCl, pH 8.0 – 8.5

（25°C）+ 0.05% Tween®  20（可选）]稀释文库

DNA 和任何内部质控品 

每 20μL 反应： 

12μL KAPA SYBR FAST + 引物预混液 * 

每种 DNA 标准品/文库稀释液 4 μL 

加入 PCR 级水至 20 μL 

*如果混合液中含有ROX，则每20 μL反应使用 12.4 

μL。也可以单独添加 ROX（每次反应添加 0.4 μL） 

95°C – 5 分钟 

95°C-30 秒循环 35 次 

60°C –45 秒[数据采集] 

熔解曲线：65 – 95°C（可选） 

删除异常值 

确认反应效率 90 - 110% 

确认 R2 > 0.99 

确认 DNA 标准品的 ΔCq 为 3.1 - 3.6 

确认文库稀释液的ΔCq 正确 

确认文库稀释液在检测的动态范围内扩增 

进行片段大小调整计算 

计算未稀释的文库浓度 

试剂准备 

样本准备 

反应设置 

qPCR 循环 

数据分析 

文库浓度计算 

记录所用试剂的日期和批号。 

避光储存在-20°C。 

尽量减少冻融循环。 

为每次检测准备新的稀释液 

将稀释的 DNA 保存在冰上，以防止降解 

反应体积可缩小至 10μL 

包括无模板控制反应 

按照最低到最高 DNA 标准品的顺序操作，以避
免交叉污染 

对于平均片段长度> 700bp 的文库，将组合的

退火/延伸时间增加至 90 秒。 

对标准曲线进行绝对定量（20 pM-0.2 fM） 

使用专为文库定量数据分析设计的 KAPA 文库
定量数据分析模板 

从 qPCR 设备输出的数据 

文库浓度 = qPCR 浓度 x（452 bp/平均片段长

度）× 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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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实验方法 

1. 试剂准备 

1.1 准备适量的 DNA 稀释缓冲液[10 mM Tris-HCl，

pH 8.0 – 8.5（25°C）+ 0.05% Tween®  20（可选）]。

该缓冲液可储存在室温或 4°C，并可重复使用。

需始终在使用前将缓冲液平衡至室温。 

1.2 需确保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的所有组分都完

全解冻并彻底混合。 

1.3 如果首次使用该试剂盒，将引物预混液（10X）

（1 mL）加入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

（2X）（5 mL）的瓶中。使用涡旋混合器彻底

混合。 

如果您使用的是通用 qPCR 预混液试剂盒，且

仅使用高浓度 ROX 染料或低浓度 ROX 染料，

则在首次打开试剂盒时，可将适合的 ROX 溶液

（50X）（0.2 mL）和引物添加到 qPCR 预混液

中。应相应地调整每次反应所用的该混合液的

体积（每 20 μL 反应使用 12.4 μL 或每 10 μL 反

应使用 6.2 μL）。 

1.4 记录所有试剂的批号，以及引物（和 ROX）被

添加到 qPCR 预混液的日期。含有引物（和 ROX）

的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经过 30 次冻

融循环仍能保持稳定，在不使用时应避光保存

在-20°C 下。如果混合液在反应设置的制备或

随后使用过程中并未被微生物和/或核酸酶污

染，那么可以在 4°C 的暗处储存≤1 周，。 

2. 样本准备 

2.1 准备合适的文库稀释液（使用 DNA 稀释缓冲

液）。根据文库的预期浓度，可采取 1：1000-1：

100000 的稀释度。建议对每个文库额外进行至

少一次 2 倍稀释。 

2.2 准备所需的内部质控稀释液。 

表 1. 推荐用于 KAPA SYBR FAST 通用 qPCR 预混液的

ROX 浓度 

仪器 ROX 

Applied Biosystems® 5700、7000、7300、

7700 、 7900HT 、 StepOne™ 和

StepOnePlus™ 

高浓度
ROX 

Applied Biosystems 7500 、 ViiA™7 、

QuantStudio™ 12K Flex 、 Agilent 

Mx3000P™、Mx3005P™和 Mx4000™ 

低浓度
ROX 

Rotor-Gene™、DNA Engine Opticon™、

Opticon™ 2、Chromo 4™实时检测试剂、

Mastercycler®  ep realplex、Smart Cycler® 、

Roche LightCycler®  480 、 Roche 

LightCycler Nano 、 Bio-Rad CFX96 和
Illumina Eco™ 

无 ROX 

3. 反应设置和循环 

3.1 确定以下每个反应的适当重复次数所需进行

的反应总数： 

 6 份 DNA 标准品 

 待测文库的每个稀释度 

 内部质控的每个稀释度 

 无模板质控品（NTCs）。 

3.2 使用下文推荐的反应设置准备所需量的预混

液体积。 

反应设置：20 μL 反应 

对于通用 qPCR 预混液 ROX 无 ROX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

（2X）+ 引物预混液（10X）1 
12.0 μL 12.0 μL 

高浓度或低浓度 ROX（50X）（见

表 1） 
0.4 μL 0 μL 

PCR 级水 3.6 μL 4.0 μL 

总量： 16.0 μL 16.0 μL 
1 如果将 ROX 添加到 qPCR 预混液和引物中，则每次反应将使用

12.4 μL 的包含引物预混液和 ROX 的 qPCR 预混液。 

 

适用于 ABI Prism™、Bio-Rad iCycler™、LightCycler 

480 或 ROX LowqPCR 预混液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

（2X）+ 引物预混液（10X） 
12.0 μL 

PCR 级水 4.0 μL 

总体积： 16.0 μL 

反应设置：10 μL 反应 

对于通用 qPCR 预混液 ROX 无 ROX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

（2X）+ 引物预混液（10X） 
6.0 μL 6.0 μL 

50X 高浓度或低浓度 ROX 

（见表 1） 
0.2 μL 0 μL 

总量： 6.2 μL 6.0 μL 
1 如果将 ROX 添加到 qPCR 预混液和引物中，则每次反应将使用

6.2 μL 的包含引物预混液和 ROX 的 qPCR 预混液。 
2 如果在反应设置期间添加 ROX，则推荐的反应设置会使总反应

体积为 10.2μL。这不会影响试剂盒性能。 

 

适用于 ABI Prism™、Bio-Rad iCycler™、LightCycler®  

480 或低浓度 ROX qPCR 预混液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2X）+ 引

物预混液（10X） 

6.0 μL 

总量： 6.0 μL 

3.3 混合并短暂离心试剂预混液。 

3.4 将适量预混液分配到每个 PCR 管或孔中。 

3.5 向所有 NTC 孔/管中加入 4 μL PCR 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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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按照从最低浓度（标准品 6）到最高浓度（标

准品 1）的顺序，将 4 μL 每种 DNA 标准品分

配到适当的孔/管中。 

3.7 吸取 4 μL 每种稀释的文库和内部质控品进行

分析。 

3.8 盖上管或密封 PCR 板，并转移到 qPCR 设备上。 

3.9 使用以下循环方案执行 qPCR，在设备软件中

选择绝对定量选项。根据需要调整运行参数

（例如，报告基因、参考染料、增益设置等）。 

步骤 温度 持续时间 循环 

预变性 95ºC 5 分钟 1 

变性 95ºC 30 秒 

35 退火/延伸/数据采

集 
60ºC 45 秒 1 

熔解曲线分析 2 65 – 95°C 
1 长插入片段的文库（> 700 bp）增加到 90 秒。 
2 可选；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分析和解读（第 9 页）。 

4. 数据分析 

注：在工作示例（步骤 5）中提供了文库定量

数据分析的工作示例。 

4.1 如下所述标注 DNA 标准品。注意，特定的值

是对应于 DNA 标准品的浓度，而不是每个反

应中的最终 DNA 浓度。只要所有反应使用的

是相同体积的模板（DNA 标准品、稀释的文库

或内部质控品），就不必将它们转换为反应中

的实际浓度。 

DNA 标准品 1 20 pM 

DNA 标准品 2 2 pM 

DNA 标准品 3 0.2 pM 

DNA 标准品 4 0.02 pM 

DNA 标准品 5 0.002 pM 

DNA 标准品 6 0.0002 pM 

4.2 检查扣除背景的（标准化的）扩增曲线和重复

数据点（DNA 标准品、文库和质控品）的 Cq

值，并排除明显的异常值。重复数据点应相差

≤0.2 个循环。如果数据集包含许多异常值，则

结果不太可靠。进行重复检测，特别注重提高

移液准确性。 

4.3 排除超出检测动态范围的所有文库稀释液，即

去掉低于标准品 1 或高于标准 6 的平均 Cq 值。

如果文库的所有稀释度都超出标准曲线，则重

新定量一个更合适的文库稀释度。 

4.4 使用设备软件生成标准曲线。也可以使用

KAPA 文库定量数据分析模板手动生成标准曲

线。 

4.5 查看标准曲线以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DNA标准品之间的平均ΔCq值在 3.1-3.6的

范围内。 

 计算的反应扩增效率在 90-110%的范围内

（即，PCR 产物每循环增加 1.8-2.2 倍，标

准曲线的斜率在-3.1 和-3.6 之间）。 

 R2 ≥0.99。 

如果标准曲线不符合这些标准，则计算的文库

浓度将不可靠，并且必须重复测定。 

4.6 大多数 qPCR 软件会使用针对标准曲线的绝对

定量来计算经稀释的文库和质控的浓度。但是，

我们建议将 qPCR 数据导出到 KAPA 文库定量

数据分析模板，以执行以下计算从而确定未稀

释的文库浓度： 

 使用标准曲线将每个文库和内部质控品的

每个稀释度的平均 Cq 值转换为平均浓度

（以 pM 计）。 

 通过计算的平均浓度乘以以下因子，计算测

定的每个文库和质控的每个稀释液的平均

片段大小调整浓度（以 pM 计）： 

DNA 标准品大小，以 bp 计（452） 

文库的平均片段长度，以 bp 计 

有关片段大小调整计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

据分析和解读（第 9 页）。 

 根据每个文库或质控品的每种稀释度乘以

适当稀释倍数，再根据文库或质控品的长度，

计算来自每种测定文库或质控品的原始浓

度。 

4.7 检查最终计算的浓度，并确定用于下游处理的

每个样本的工作浓度（例如，用于靶向富集或

成簇扩增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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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示例 

使用 KAPA LTP 文库构建试剂盒从 250ng 经

Covaris 片段化的人类基因组 DNA 出发，制备

3 个带 Index 的 DNA 文库，适用于 Illumina 

HiSeq 2500 的 2× 100 bp 配对末端全基因组测

序 。对接 头连接 的文库 进行片 段选 择

（250-450bp）并扩增（6 个循环）。使用 Agilent 

Bioanalyzer 高灵敏度 DNA 检测试剂盒分析扩

增的文库，以确定每个文库的平均片段大小和

大致浓度（表 2，第 1 行和第 2 行）。 

为每个文库制备初步的 1：10000 稀释液和另

外一份 2 倍（即 1：20000）稀释液。作为流程

质控，还制备了 1：10000 和 1：20000 稀释的

KAPA 文库定量内部质控品（Illumina DNA 标

准品 0, 200 pM）。使用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

检测样本。所有 DNA 标准品和文库稀释液均

需进行 3 次重复检测，对 NTCs 也进行 3 次重

复检测。 

6 种 DNA 标准品和 NTCs 的三次重复检测和平

均 Cq 值将在下表中给出。 

DNA 标

准品 

浓度

（pM） 
Cq 值 平均 Cq ΔCq* 

1 20 

7.15 

7.20 – 7.22 

7.23 

2 2 

10.63 

10.66 3.46 10.90 

10.69 

3 0.2 

14.13 

14.13 3.47 14.12 

14.13 

4 0.02 

17.72 

17.68 3.55 17.65 

17.66 

5 0.002 

21.01 

21.08 3.40 21.14 

21.08 

6 0.0002 

25.00 

24.44 3.36 24.45 

24.42 

NTC N/A 

34.5 

>34 N/A ND 

33.9 

* 对于 10 倍系列稀释的模板，应为 3.1-3.6。 

排除 DNA 标准品 2 和 6 的异常值（> 0.2 Ct 差

异）后，生成标准曲线（图 1）。标准曲线的质

量控制指标如下： 

 所有相邻两个 DNA 标准品的 ΔCq 均在

3.1-3.6 的特定范围内。 

 95%的扩增效率在 90-110%的特定范围内。 

 R2 值为 0.9999 符合≥0.99 的技术参数。 

 
Iog（浓度以 pM 计） 

图 1. 使用 Illumina 测序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生成标准曲线 

表 2 第 4 行给出了 3 个文库和内部质控品的每

个稀释度的三份 Cq 值。在计算每份样本的平

均 Cq 值（第 5 行）之前，排除文库 1 的 1：

20000 稀释度和文库 3 的 1：10000 稀释度的异

常值（> 0.2 Ct 差异）。 

为了指示所计算浓度的可靠性，需要计算每个

文库和内部质控的两个稀释度的 ΔCq。对于一

份样本的连续 2 倍稀释，预期 ΔCq 为 1.0，并

且介于 0.9 和 1.1 之间的值是可接受的。这表

明，由两种或更多种稀释度计算的文库浓度可

能相差< 10%。如果样本连续稀释的 ΔCq 值落

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外，则表明由于液体处理不

佳和/或样品污染，定量结果可能不可靠。 

接下来，使用标准曲线将每个文库/质控稀释液

的平均 Cq 值转换为浓度（以 pM 计）（表 2，

第 7 行）。随后根据每个文库的平均片段大小

计算文库浓度（如详细实验方法中所述（步骤

4.6）；表 2，第 8 行）。最后，根据每个测定的

稀释液浓度，计算每个未稀释文库和质控品的

平均终浓度（以 nM 计）（表 2，第 9 行）。内

部质控品的计算浓度（分别为 1：10,000 和 1：

20,000 稀释度为 205.4 pM 和 207.8 pM）在给

定值± 10%范围内，表明在样本稀释或检测设

置和执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严重错误。 

平
均

C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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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于 Illumina 测序的基于 qPCR 的文库定量的工作示例 

Row 参数 文库 1 文库 2 文库 3 标准品 0 

1 平均片段长度（Bioanalyzer） 340 bp 335 bp 351 bp 452 bp 

2 估计浓度（Bioanalyzer） 
17 ng/μL 

= 80.9 nM 

18 ng/μL 

= 87.0 nM 

27 ng/μL 

= 124.5 nM 

200 pM 

（如试剂盒所提

供的） 

3 qPCR 的稀释度 1:10K 1:20K 1:10K 1:20K 1:10K 1:20K 1:10K 1:20K 

4 三次 Cq 值 

9.24 

9.25 

9.21 

10.21 

10.12 

10.53 

8.79 

8.84 

8.88 

9.79 

9.81 

9.94 

8.30 

8.65 

8.34 

9.40 

9.22 

9.26 

17.50 

17.58 

17.57 

18.53 

18.62 

18.57 

5 平均 Cq 值 9.23 10.17 8.84 9.85 8.32 9.29 17.55 18.57 

6 ΔCq 0.93 1.01 0.97 1.02 

7 
使用标准曲线（pM）计算样本稀释的

平均浓度 
5.23 2.81 6.82 3.48 9.62 5.03 0.021 0.010 

8 
根据文库的平均片段大小调整浓度

（pM） 
6.96 3.74 9.20 4.69 12.39 6.48 0.021 0.010 

9 未稀释文库的平均最终浓度（nM） 69.6 74.8 92.0 93.9 123.9 129.5 0.205 0.208 

10 
从不同稀释度计算的最终浓度之间的

偏差 
7.5% 2.1% 4.6% 1.2% 

11 工作浓度 
72.2 nM  

= 15.2 ng/μL 

92.9 nM  

= 19.2 ng/μL 

126.7 nM  

= 27.5 ng/μL 
（206.6 pM） 

 

为了计算每个文库的工作浓度，需确定两种不

同稀释度之间的差异。由于所有文库的计算浓

度均存在<10%的差异，故选择两种稀释液的

平均值作为工作浓度。如果两个值相差> 10%，

则工作浓度应基于以下之一： 

 从最终计算浓度值差异< 10%的稀释液得

出的平均值。 

 每个文库的最低稀释度的最终计算浓度应

该是可靠的。 

数据的分析和解读 

DNA 标准品 1 的早期扩增 

DNA 标准品 1 的浓度通常远高于通过 qPCR 分析的

样本的浓度。结果，DNA 标准品 1 在非常早的 Cq

即被扩增。大多数 qPCR 设备在 qPCR 的前 3 - 15

个循环建立信号基线，并且在这些循环期间荧光信

号的任何增加均被解读为背景。这可能导致标准曲

线出现严重问题，因为标准品 1 可以被纯粹解读为

背景，或者其 Cq 分数可能会有所延迟。为避免 DNA

标准品 1 出现问题，用于减除基线/背景的循环应手

动调整至循环 1-3。 

片段大小调整计算 

必须进行片段大小调整，以抵消待测文库和 DNA

标准品之间平均片段长度的差异。SYBR®  Green I

生成的荧光信号取决于 DNA 的总质量。因此，与

较高浓度下的一段较短扩增子相比，较低浓度下的

一段较长扩增子可能产生相同的信号量。 

片段大小调整计算是从标准曲线得出的 DNA 标准

品的浓度和片段大小（452 bp）与特定文库的平均

片段大小之间的比值的简单乘积（参见详细的实验

方法和工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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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解曲线分析 

熔解曲线分析可用于识别 Illumina 文库（图 2）中

残留的接头-二聚体和/或识别污染。用于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 DNA 标准品的熔解曲线显

示出了特征性双峰。这是 452 bp 线性模板中发生差

异性局部熔解的结果，并不表示非特异性扩增。 

 
图 2. 文库和 DNA 标准品（均由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

扩增）的熔解曲线分析。图形上部的文库不包含接头-二聚体，或包含

可忽略量的接头-二聚体。图形下部中的文库包含不可接受量的接头-二

聚体，导致计算的文库浓度升高。注意 DNA 标准品的特征性双熔解峰。 

文库浓度与成簇密度的相关性 

在低通量和高通量环境中，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

已成为 Illumina 测序工作流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本

检测能够得出可重复、准确和可靠的结果。本文件

中提供的指南和说明，尤其是数据分析（步骤 4）

和工作示例（步骤 5）中的内容，应该能帮助新用

户和有经验的用户明确使用该检测试剂盒生成的

每一个数据集是否可靠。由于用于评价数据的指标

不能排除文库稀释中的较大误差，因此只有当检测

中包含内部质控、过程质控或稀释质控时，计算的

文库浓度的置信度才是可接受的。 

即使检测产生的结果被确认为是可靠的，也不能保

证稀释用于流动槽成簇的文库能产生最佳的密度。

计算的文库浓度和成簇密度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的

原因包括： 

 文库定量和流动槽加载之间有多个液体处理步

骤，所有这些步骤都容易出错。 

 成簇扩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的变量，其

中一些变量与设备有关。 

 无论片段长度或 GC 含量如何，使用经过设计的

KAPA SYBR FAST DNA聚合酶进行基于 qPCR的

定量，均可确保对复杂 DNA 群中的所有分子进

行高效定量。然而，成簇扩增（桥式 PCR）是用

不同的酶进行的，且更具挑战性。因此，对于所

有文库片段而言，簇生成可能并不同样有效。 

 个案证据表明，当在特定浓度下加载时，并非所

有文库类型都会在特定设备上产生相同数量的

簇，且相同类型的文库在相同型号的不同设备上

也不会产生相同数量的簇。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

本文件的内容范围内。SeqAnswers 的博客是深

入了解 NGS 社区论坛讨论的优秀资源。 

最后，必须经验性地结合您的文库、设备和工作流

程，来确定使用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测定的文库

浓度与成簇密度之间的相关性。为了发现和确定这

种相关性，必须仔细进行检测，并正确地进行数据

分析和解读。如果您是刚接触 NGS 和基于 qPCR 的

定量方法，以下内容可能会有帮助： 

 在不同日期测定几个文库的不同稀释度（最好是

经过测序的），以测定所得 qPCR 数据的可重复

性。如前所述，每次试验均应制备测试文库的新

稀释液，用于此次评价。通常认为，通过不同稀

释度（试验内）或在不同试验中计算的文库浓度

差异 ≤10%是可接受的。 

 在常规使用的设备上，使用相同的一组测试文库

进行一次以上的成簇扩增。这对于确定成簇扩增

过程的变异性非常重要。 

 建立并维护一个数据库，包括文库浓度（使用

KAPA文库定量试剂盒和正在使用的任何其他定

量方法进行测定）以及不同文库类型和/或设备

上生成的成簇密度数据。这些数据将使您能够根

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计算的文库浓度和成簇密度

之间的相关性，对于流程优化、质量控制和故障

排除也很有价值。 

  

文库 

文库 

DNA 标

准品 

接头-二

聚体 

DNA 标

准品 

接头-二

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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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定量方法的比较 

大多数 NGS 工作流程均采用一种以上的文库定量

方法。使用分光光度计（例如，NanoDrop ™）、荧

光测定法（例如，Qubit® 或 PicoGreen® ）或电泳仪

（例如，Bioanalyzer、TapeStation 或 LabChip®  GX）

生成的数据可用于确定最适当的初始稀释度，以便

使用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进行准确的基于 qPCR

的定量。理论上，采用文库定量试剂盒测定的文库

浓度应始终与分光光度法测定的总 DNA 定量浓度

相似或更低，因为 qPCR 仅测量了可在 PCR 中扩增

的分子。然而，当定量浓度过高或过度扩增的文库

时，并不一定是这样。 

在过度扩增的文库中，由于底物消耗和随后形成的

异双链体分子，使得大部分 DNA可能是部分单链，

这导致当使用 dsDNA 结合染料时，文库浓度被严

重低估。相反地，qPCR 进行文库定量会将整个文

库变性为单链形式，允许对所有 PCR 可扩增分子进

行准确定量。 

详细的解释和支持数据可以参考 KAPA 文库定量技

术指南-可访问 sequencing.roche.com/support 获得。 

 

故障排除 

症状 可能的原因 

效率不在特定范围内

（90%-110%） 

 当效率高于 100%，标准品 5 到标准品 6 之间的扩增<3.1 个循环，且从标准品 6 到 NTC 扩增反应

少于 3 个循环时，表明可能存在污染。检查熔解曲线，以确定污染源（标准品 DNA 或文库 DNA）。 

 基线设置可能会延迟标准品 1 的 Cq 值，影响效率。需要手动调整基线。 

 不当的液体处理。 

低 R2 值（<0.99） 
 不当液体处理。使用前需确保所有试剂彻底混合。 

 与设备有关的问题。需确保使用的是正确的参比染料，浓度正确。 

标准间隔不正确 

（相隔 3.1-3.6个周期） 

 DNA 标准品 5 和 6 之间的 ΔCq<3.1 表示污染。检查熔解曲线，以确定污染源是标准品还是文库

DNA。 

 DNA 标准品 1 和 2 之间的 ΔCq<3.1 提示示背景校正存在问题。需要手动调整基线。 

 ΔCq> 3.6 指示反应效率差。使用前需确保所有试剂彻底混合。需确认所有反应组分都以正确的浓

度添加，并使用正确的扩增程序。 

 KAPA SYBR®  FASTqPCR 预混液的强烈的光照下会发生降解，并可能导致 Cq 值延迟，导致 ΔCq

值>3.6。 

重复性差 
 不当液体处理。使用前需确保所有试剂彻底混合。 

 与设备有关的问题。需确保使用的是正确的参比染料，浓度正确。 

文库稀释液的 ΔCq 不

在预期范围内（2 倍稀

释液的预期值是 0.9 – 

1.1） 

 在制备文库稀释液时的不当液体处理。 

 文库难以扩增，即 GC 或 AT 含量极高，或平均片段长度>1 kb。 

 文库 DNA 已经降解。在反应设置期间，准备新的稀释液并保存在冰上。 

从不同的文库稀释度

计算的浓度相差 10%

以上 

 在制备文库稀释液时的不当液体处理。 

 文库难以扩增，即 GC 或 AT 含量极高，或平均片段长度>1 kb。 

 文库 DNA 已经降解。在反应设置期间，准备新的稀释液并保存在冰上。 

文库稀释度不在标准

曲线的动态范围内 

 不应使用在 DNA 标准品 1 之前扩增的稀释液。仅使用落在标准曲线范围内的那些稀释液。如果

没有测出这样的稀释度，则用更合适的稀释倍数重复测定。 

 在标准品 6 后扩增的文库不太可能含有大量的文库 DNA。重复检测以确认结果。 

标准品 1 扩增曲线显

示异常 
 设备减去作为背景的早期扩增。使用在任何扩增迹象产生之前的循环数（1-3）设置基线。 

标准品有扩增，但文库

没有扩增，或扩增反应

非常晚 

 文库接头不包含用于定量引物结合的序列。 

 初步稀释时的较大误差或文库 DNA 已降解。重新测定新的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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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和责任 

本技术数据表“以原文”提供，且 Kapa Biosystems 对任何

印刷问题、技术问题或其他不准确之处不承担任何责任。该

文档在将来的版本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Kapa Biosystems 对本技术

数据表及此处包含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和适用

于特定用途的暗示保证）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Kapa 

Biosystems 不对因提供、使用或执行本文档或此处包含的任

何信息而导致的错误、偶然或间接损失承担责任。 

本文档可能包含对第三方信息来源、硬件或软件、产品、或

服务和/或第三方网站（统称为“第三方信息”）的引用。

Kapa Biosystems 不控制任何第三方信息，也不对其负责。

在本文档中包含第三方信息，并不意味着 Kapa Biosystems

以任何方式认可第三方信息或第三方本身。 

Kapa Biosystems 不以任何方式保证或表示您使用本文所述

的 Kapa Biosystems 产品将获得满意的结果。提供给您的唯

一保修服务包含在本文档随附的有限保修证书中。您将承担

与使用 Kapa Biosystems 产品相关的所有风险。 

Kapa Biosystems 对您使用并非由 Kapa Biosystems 提供，但

与您使用 Kapa Biosystems 产品有关的任何软件或设备不承

担任何责任，也不对之负责。 

买方须知：有限的产品保证 

任何不符合产品规格表中规定的性能标准的产品将可以免

费更换。这一保修服务限制了我们更换产品的责任。Kapa 

Biosystems 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

销性或适用于特定用途的暗示担保。Kapa Biosystems 对因

使用，使用结果或无法使用任何产品而导致的任何直接、间

接、后果性或附带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买方须知：有限许可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的开发、设计和销售仅用于研究目的

和体外使用。本产品或任何单个组件均未经过测试用于诊断

或药物开发，也不适用于人类或动物。请参阅 MSDS，可根

据要求提供。 

本产品的某些应用采用了 Kapa Biosystems 之外的其他团体

发布的专利，这些专利在某些国家适用。购买此产品并不意

味着获得执行任何此类应用的许可。因此，根据使用本产品

的特定应用和使用国家，可能要求本产品的用户获得专利许

可。 

在美国境外，以下一项或多项美国专利和相应的专利权利要

求涵盖本产品的使用：5,994,056,6,171,785 和 5,928,907（申

报编号 12-24，27-28）。对本产品的购买包括了根据上述专

利权利要求提供的有限的、不可转让的免于豁免的权利，仅

限于将这一购买数量的产品用于购买者自己的内部研究工

作。根据任何其他专利权利要求（例如美国专利 No.6,814,934

中的设备或系统权利要求），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以收费或其他商业考虑报告购买者的活动结

果，均不得以明示、暗示或禁止反言的方式传达。本产品仅

供研究使用。罗氏专利下的诊断用途需要获得罗氏的单独许

可。有关购买许可证的更多信息可以通过联系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福斯特城市林肯中心路 850 号应用生物系统公司的许

可总监获得。 

本产品是根据与 Life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的协议提供，

Kapa Biosystems Inc.以及该产品的制造、使用、销售或进口

是受一个或多个美国专利编号 5,436,134：5,658,751 和相应

的国际同等专利的制约，这些专利均属 Life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拥有。买方在购买此产品时会获知，买方具有

在自己进行的研究中使用所购买的产品和产品组分的不可

转让的权利，此类研究不包括为任何第三方提供测试、分析

或筛选服务以换取每次检测结果的补偿。买方不得出售或转

让（a）本产品（b）其组分或（c）使用本产品或其组分制

造的材料给第三方，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产品或其组分或使

用本产品或其组分制造的材料用于商业目的。商业目的是指

一方团体考虑的任何活动，可能包括但不限于：（1）在制造

过程中使用产品或其组分；（2）使用产品或其组分提供服务、

信息或数据；（3）将该产品或其组分用于治疗、诊断或预防

目的；或（4）转售产品或其组分，不论该产品或其组分是

否转售用于研究。有关获得许可为研究以外的目的购买本产

品的信息，请联系 Life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5791 Van 

Allen Way ， Carlsbad ， CA 92008 USA 或

outlicensing@lifetech.com。 

根据美国专利许可编号 5,338,671和 5,587,287以及其他国家

的相应专利。 

购买此产品后，就购买了包括美国专利编号 6,174,670、

6,569,627 和 5,871,908 下特定权利要求的有限的、不可转让

的许可，该专利由犹他大学研究基金会或 Evotec Biosystems 

GmbH 拥有，并授权给了 Idaho Technology, Inc.和 Roche 

Diagnostics GmbH，可根据指定的协议使用随附数量的产品。

除了使用本文所述的产品数量之外，根据美国专利编号

6,174,670、6,569,627 和 5,871,908 的权利要求，无权使用暗

示、反言或文字来传达使用任何设备或系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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