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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Illumina® 平台）

加 RiboErase（HMR）Globin 

KR1520 – v2.17 

本技术数据表为用于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上 RiboErase（HMR 人/小鼠/大鼠）Globin 提供

了产品信息和一份详细的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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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a/Roche 试剂盒编码和组分 

KK8562 

08308314702 

24 个文库 

= 

KK8542 

08105936001 

+ 

KK8546 

08105863001 

+ 

KK8481 

07962266001 

+ 

KK8478 

08308276001 

杂交缓冲液 110 µL 

杂交寡核苷酸（HMR） 110 µL 

球蛋白杂交寡核苷酸（HMR） 24 µL 

去除缓冲液 80 µL 

RNA 酶 H 55 µL 

DNA 酶缓冲液 60 µL 

DNA 酶 55 µL 

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2X） 300 µL 

第一条链合成缓冲液 300 µL 

KAPA SCRIPT 25 µL 

第二条链标记缓冲液 780 µL 

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酶混合物 50 µL 

连接缓冲液 1 mL 

DNA 连接酶 280 µL 

PEG/NaCl 溶液 1 mL 

KAPA 纯化磁珠（2 瓶） 6.4 mL 

文库扩增引物混合物（10X） 138 µL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酶预混液（2X） 690 µL 

KK8563 

08308241702 

96 个文库 

= 

KK8544 

08105952001 

+ 

KK8001 

07983280001 

+ 

KK8482 

07962274001 

+ 

KK8479 

08308284001 

杂交缓冲液 480 µL 

杂交寡核苷酸（HMR） 480 µL 

球蛋白杂交寡核苷酸（HMR） 96 µL 

去除缓冲液 360 µL 

RNA 酶 H 240 µL 

DNA 酶缓冲液 264 µL 

DNA 酶 240 µL 

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2X） 1.4 mL 

第一条链合成缓冲液 1.4 mL 

KAPA SCRIPT 130 µL 

第二条链标记缓冲液 3.8 mL 

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酶混合物 250 µL 

连接缓冲液 5 mL 

DNA 连接酶 1.26 mL 

PEG/NaCl 溶液 5 mL 

KAPA Pure Beads 30 mL 

文库扩增引物混合物（10X） 600 µL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酶预混液（2X） 3 mL 

 

快捷提示 

 该实验方法适用于从人、小鼠或大鼠（HMR）血

源样本中提取的 25 ng-1μg 纯化的总 RNA 中，去

除核糖体 RNA（rRNA）和球蛋白 mRNA 转录物。 

 自动化的实验方法，可在约 6.5 小时内构建

Stranded RNA 文库。 

 在第二链合成期间采用编入 dUTP 的方式，维持链

源性信息。 

 该试剂盒包含用于反应纯化的 KAPA 纯化磁珠，以

及用于文库构建和高效低偏差文库扩增的所有试

剂。 

 与长度<100 bp 的小 RNA 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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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用于 Illumina 测序平台、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包含去除 rRNA 和球蛋白 mRNA

转录物以及从 25ng-1μg 纯化的血源总 RNA 中构建

Stranded RNA-Seq 文库所需的所有缓冲液和酶，具体步骤

如下： 

1. 通过互补 DNA 寡核苷酸杂交和 RNA 酶 H 消化，去除

与 DNA 寡核苷酸双链化的 rRNA 和球蛋白 mRNA 然

后进行 DNA 酶处理以清除 DNA 寡核苷酸； 

2. 采用加热和镁进行随机片段化； 

3. 采用随机引物结合进行第一条链 cDNA 合成； 

4. 结合第二条链合成和加 A 尾，将 cDNA：RNA 杂交体

转化为双链 cDNA（dscDNA），将 dUTP 掺入第二条

cDNA 链，进行 Stranded RNA 测序，并在所得

dscDNA 的 3’末端加入 dAMP； 

5. 接头连接，即在文库插入片段上连接带有 3’dTMP 端

的 dsDNA 接头；以及 

6. 文库扩增，使用高保真低偏差 PCR，扩增在两端携带

适当接头序列的文库片段。标记有 dUTP 的链未被扩

增，允许进行链特异性测序。 

该试剂盒提供了用于反应纯化的 KAPA 纯化磁珠，以及

rRNA 和球蛋白 mRNA 去除、cDNA 合成、文库构建和扩增

所需的所有酶和缓冲液。 

反应缓冲液以方便的形式提供，包含所有需要的反应组

分。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 RNA 酶污染的风险，确保了反应

组分的一致性和均质性，并改善了重复样本之间的均一

性。类似地，文库构建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配有单独的酶

混合物，从而减少了移液步骤的次数。 

为了使序列覆盖均一性最大化，并维持相对的转录本丰

度，尽量减少文库扩增偏差是至关重要的。KAPA HiFi 

DNA 聚合酶是为低偏差高保真 PCR 而设计，是 NGS 文库

扩增的首选聚合酶 1,2,3,4。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包含用于文库扩增的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酶预混液（2X）和文库扩增引物混合物

（10X）。 

1. Oyola, S.O., et al. BMC Genomics 13, 1 （2012）. 

2. Quail, M.A., et al. Nature Methods 9, 10 – 11 (2012). 

3. Quail, M.A., et al. BMC Genomics 13, 341 （2012）. 

4. Ross, M.G., et al. Genome Biology 14, R51 （2013）. 

产品应用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可用于手动操作或自动化操作为总量为 25 ng - 1 μg 的

RNA 进行 NGS 文库构建。该试剂盒可用于去除细胞质

rRNA（5S、5.8S、18S 和 28S）和线粒体 rRNA（12S 和

16S）及球蛋白 mRNA 转录物。该实验方法适用于多种类

型的 RNA 测序应用，包括： 

 高质量和低质量 RNA 样本的基因表达分析； 

 单核苷酸多态性（SNV）分析； 

 剪切点和基因融合突变识别；以及 

 PolyA 和非 PolyARNA 的表征，包括非编码和未成熟

的 RNA。 

该试剂盒与长度<100 bp 的小 RNA 不兼容。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 – Illumina® 平台加 RiboErase（HMR）Globin 技术数据表 
 

仅供科研使用。不得用于诊断。 3 

产品规格 

货运和储存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是装在多个箱子中提供的： 

组分 收货后的储存要求 

rRNA 去除试剂 -15°C 至 -25°C 

球蛋白杂交寡核苷酸 -15°C 至 -25°C 

cDNA 合成和文库制备试

剂 

-15°C 至 -25°C 

KAPA Pure Beads 2°C 至 8°C 

 

KAPA 纯化磁珠是采用干冰或冰袋运输，具体取决于目的

地国家。收货后，将 KAPA 纯化磁珠储存在 2℃至 8℃
下。装有用于 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cDNA 合成和文

库制备的酶、缓冲液和杂交寡核苷酸的盒子需置于干冰或

冰袋上运输，具体取决于目的地国家。这些组分对温度敏

感，在储存期间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收货后，将 rRNA 去
除试剂、球蛋白杂交寡核苷酸、cDNA 合成和文库制备试
剂储存在-15℃至-25℃的恒温冰箱中。第一条链合成缓冲

液、PEG/NaCl 溶液和 KAPA 纯化磁珠具有光敏性，储存期

间应避光保存。如果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储存并进行正确的

处理，试剂盒组分将保持完全活性，直至试剂盒标签上标

明的失效日期。 

 

处理 

rRNA 去除试剂、球蛋白杂交寡核苷酸、cDNA 合成和文
库制备试剂必须在-15°C 至-25°C 下储存，因为这些组分

对温度敏感。需确保所有试剂盒组分在使用前已完全解冻

并彻底混匀。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在处理和制备过程中应

尽可能随时将所有反应组分和反应预混液保存在冰上。 

KAPA 纯化磁珠必须储存在 2℃至 8℃，而不是-15℃至-

25℃。将 KAPA 纯化磁珠平衡至室温，并在使用前彻底混

匀。 

第一条链合成缓冲液、PEG/NaCl 溶液和 KAPA 纯化磁珠具

有光敏性，应采取适当措施尽量减少光暴露。对第一条链

合成反应预混液也应采取类似的措施。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酶预混液（2X）即使储存在-15℃

至-25℃下也不会完全冻结。尽管如此，仍需始终确保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酶预混液（2X）在使用前进行了

完全解冻并彻底混匀。 

PEG/NaCl 溶液在-15℃至-25℃下也不会冻结，但在使用前

应平衡至室温并彻底混匀。短期使用时，PEG/NaCl 溶液可

以在 2℃至 8℃（避光）下储存≤2 个月。 

质量控制 

所有试剂盒组分都经过了严格的功能质量控制，并没有可

检测的污染性外切核酸酶活性，并且符合 DNA 污染的严格

要求。试剂盒经过了功能验证，即通过了构建转录组文库

和在 NGS 平台上测序的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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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 RNA 要求 

 该实验方法已经过了验证，即在≤10 μL 不含 RNA 酶

的水中，为总量 25 ng - 1 μg 经过纯化的血液来源的

RNA 进行了文库构建。 

 在不同的样本中，总 RNA 样本中 rRNA 和球蛋白

mRNA 转录本的量可能差别很大。建议总 RNA 的起

始量为 25 ng - 1 μg，以确保有足够的经过 rRNA/球

蛋白 mRNA 去除的总 RNA 用于下游文库制备。 

 使用前，应将>10 μL 的总 RNA 反应体积浓缩至 10 

μL，方法可选择乙醇沉淀、磁珠纯化（如，KAPA 纯

化磁珠或 RNAClean XP 磁珠，Beckman Coulter）或

基于纯化柱的方法（如，RNeasy MinElute 纯化试剂

盒, QIAGEN）。 

注意，选择上述任一方法浓缩 RNA 时，都不可避免
会损失部分材料（高达 10%）。 

 浓缩 RNA 时，在 12 μL 不含 RNA 酶的水中进行洗

脱，以确保该实验方法有足够的 10 μL 体积可用。 

 去除 rRNA/球蛋白 mRNA 之前，建议通过电泳法

（如，Agilent Bioanalyzer RNA 测定法）评价起始

RNA 的质量和片段大小分布。 

 在某些情况下，抑制剂可能存在于血源总 RNA 样本

中，抑制 rRNA 和球蛋白 mRNA 去除的效率。如果对

抑制剂的存在存疑或未知，前期可选用 3X 磁珠纯化

（例如，KAPA 纯化磁珠或 RNAClean XP，Beckman 

Coulter）。如附录 B 中所述，可在文库制备和测序之
前进行去除效率评估，并且需要同时进行过程的对照
（不含 RNA 酶 H）。 

− 根据样本体积，通过组合以下内容，执行 3X 磁

珠纯化： 

− 溶解于不含 RNA 酶的水的 Y μL RNA 样本

（25 ng-1μg，10％过量）和 3x Y μL 磁珠

（paramagnetic beads）中。 

− 请注意，在使用此方法浓缩 RNA 时，损失部
分材料（高达 10％）是不可避免的。 

− 在不含 RNA 酶的水中洗脱纯化的 RNA 用于后

续处理。 

− 请注意，此试剂盒中提供的 KAPA 纯化磁珠量

可能不足以对所有样本实施 3X 纯化。如果认

为需要 3X 纯化，请购买额外的试剂

（KK8000/07983271001、

KK8001/07983280001、

KK8002/07983298001）。 

 

RNA 处理 

 RNA 酶无处不在，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应特别小

心，以避免 RNA 酶污染。 

 为避免空气中的 RNA 酶污染，在不使用时请关闭所

有的试剂和 RNA 样本。 

 在可行的情况下请使用层流罩，或准备一个无菌的不

含 RNA 酶的操作区域。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使用

RNA 酶去除产品（如，RNaseZAP, Ambion Inc.）清洁

工作区域、移液枪和其他设备。 

 为避免 RNA 酶污染，操作试剂时需始终戴上手套，

并使用经过认证的无 RNA 酶塑料耗材。与无 RNA 酶

工作区之外的设备或台面接触后，应更换手套。 

 为了混合含有 RNA 的样本，反复轻轻吹打反应混合

物。涡旋振荡会使 RNA 片段化，从而减少 RNA 的数

量，并减少文库插入片段大小。 

 为避免降解，应尽量减少冻融循环的次数，并始终将

RNA 储存在不含 RNA 酶的水中。 

RNA 片段化 

 在进行第一条 cDNA 合成之前，通过高温下结合镁的

孵育使 RNA 随机片段化。 

 应采用“文库构建实验方法”中给出的片段化条件作为

指导，可能需要根据起始 RNA 的质量和片段分布进

行调整。建议对非珍贵的、有代表性的 RNA 样本，

进行最佳片段化条件评估。 

 对于超出“文库构建实验方法”范围的片段化优化方

法，请参阅附录 A：文库片段大小分布优化方法（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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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停止点 

可在约 6.5 小时内完成从 rRNA 去除到文库扩增的文库构建

过程，具体时间取决于待处理的样本数量和经验。如有必

要，可以在以下任何步骤安全地暂停实验流程： 

 在经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1X）洗脱、

RNA 洗脱、片段化和预备（步骤 6.5）后，将已去除

rRNA/球蛋白 mRNA 的材料在-15℃至-25℃下储存

（≤24 小时）。 

 在第一次连接后纯化（步骤 10）后，将重悬的

磁珠储存在 2℃至 8℃下（≤24 小时）。 

 在第二次连接后纯化（步骤 11）后，将洗脱的

未扩增的文库储存在 2℃至 8℃（≤1 周），或储存在-

15℃至-25℃（≤1 个月）。 

含有 KAPA 纯化磁珠的 cDNA 和 RNA 溶液不得冷冻或干燥

储存，因为这可能会损坏磁珠并导致样本丢失。为了重新

启动文库构建过程，短暂离心，以回收任何冷凝物，并添

加实验方法中下一步酶促反应所需的多余组分。 

为避免降解，应尽量减少冻融循环次数，并始终将 RNA 储

存在不含 RNA 酶的水中，将 DNA 储存在缓冲液（10 mM 

Tris-HCl，pH 8.0 - 8.5）中。 

反应体系配制 

该试剂盒适用于手动操作和自动化的 NGS 文库构建。为实

现精简的方法，反应组分应添加到反应预混液中，而不是

单独添加到单个反应中。处理多个样本时，每种反应预混

液至少准备 10%的过量，以允许分配过程中发生轻微的加

样误差。表 2 - 8 提供了 8 次、24 次和 96 次反应（加上过

量）的推荐反应体积。 

可在标准反应容器中制备文库，这些容器包括 PCR 管、条

管或 PCR 板。需始终使用经过认证的不含 RNA 酶和 DNA

酶的塑料制品。推荐使用低 RNA 和 DNA 结合塑料。当为

工作流程选择最合适的塑料耗材时，请考虑兼容： 

 在操作 KAPA 纯化磁珠过程中使用的磁力架； 

 适当情况下使用的涡旋振荡混合器和离心机；

以及 

 用于反应孵育和/或文库扩增的 Peltier 装置或热

循环仪。 

 

反应纯化 

 该实验方法已经过验证，可与 KAPA 纯化磁珠

一起使用。如果使用其他磁珠，核酸结合的解决方案

和条件可能不同。 

 应及时进行纯化步骤，以确保酶促反应不会超

出最佳孵育时间。 

 观察 KAPA 纯化磁珠的所有存储和处理推荐。

平衡到室温对于实现特定的片段大小分布和文库产量

是必不可少的。 

 磁珠会逐渐沉淀；需要始终确保在使用前进行

了完全重悬。 

 为了确保最佳的核酸回收率，在核酸结合孵育之前，
必须彻底混匀核酸和 KAPA 纯化磁珠（通过反复上下

吹打）。 

 磁珠孵育时间仅是指导，可以根据当前实验方

法、既往经验、特定设备和样本进行改变/优化，以

获得最高的文库构建效率和通量。 

 完全捕获磁珠所需的时间根据使用的不同反应

容器和磁力架而变化。重要的是，在去除上清液的时

候，不要丢弃或转移任何磁珠。相应地，也应该优化

捕获时间。 

 可以调整用于磁珠清洗的 80％乙醇的体积，以

适应较小的反应容器和/或有限的移液能力，但重要

的是在清洗步骤期间磁珠需要被完全浸没。需要始终
使用新鲜配制的 80％乙醇。 

 在进行后续反应之前，去除所有乙醇是很重要

的。然而，磁珠的过度干燥可能使其难以重悬，可能

导致样本的大量丢失。通过优化吸入乙醇，在室温下

干燥磁珠 3 - 5 分钟即已足够。不推荐在 37℃下干燥
磁珠。 

 适当时，应从洗脱缓冲液（10 mM Tris-HCl，pH 

8.0 - 8.5）的磁珠中洗脱 DNA。不推荐在 PCR 级水中

洗脱 DNA，因为 DNA 在非缓冲溶液中不稳定。洗脱

缓冲液中的纯化 DNA 在 2℃至 8℃下可稳定 1 - 2

周，或在-15℃至-25℃下可长期保存。文库 DNA 在-

15°C 至-25°C 的长期稳定性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文

库浓度。需要始终使用低 DNA 结合管进行长期储

存，避免过度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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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设计和浓度 

 使用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

（HMR）Globin 时推荐配合使用 KAPA 接头。然而，

该试剂盒还兼容其他全长接头设计，以使在连接步骤

中添加测序和成簇生成序列，例如用于 TruSeq

（Illumina），SeqCap EZ（Roche）和 SureSelect XT2

（Agilent）试剂盒，和其他类似的文库构建工作流程

的序列。也可以使用具有类似设计并且与 dsDNA 的

“TA 连接”兼容的定制接头，注意定制接头的设计可能

会影响文库构建的效率。采取在扩增期间而不是连接

期间将成簇生成序列加入的截断接头设计（Truncated 

adapter design）可能需要调整连接后纯化条件。如

果在接头兼容性、订购和双重检测方面需要帮助，请

访问 sequencing.roche.com/support。 

 接头浓度会影响连接效率和连接后纯化步骤中

的接头和接头-二聚体残留。工作流程的最佳接头浓

度代表了上述因素和成本之间的平衡。 

 为了在同一批处理的样本中适应不同的接头浓

度，最好改变接头稀释液的浓度，并为每个接头分配

固定的量（5 μL）。不推荐使用其他方法（使用单一

原液，并将可变体积的接头分配到连接反应中）。 

 当使用高度降解的起始 RNA 时，例如从 FFPE

组织提取的 RNA，或当使用低于验证范围（1 ng）的

起始 RNA 时，可能形成接头-二聚体。如果出现了接

头二聚体，证据是最终文库中出现一个 120 至 140 bp

的尖峰，则需要在扩增后进行第二次 1x 磁珠纯化，

以去除小的产物。通过减少连接反应中接头的量，可

在将来的文库制备过程中防止接头二聚体的形成。 

 

文库扩增 

 KAPA HiFi HotStart 是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

酶预混液（2X）中提供的酶，这是一种基于抗体的

KAPA HiFi DNA 聚合酶的热启动配方，也是一种新型

B 系列 DNA 聚合酶，旨在提高延伸能力和维持高保

真度。KAPA HiFi HotStart DNA 聚合酶具有 5’→3’聚合

酶和 3’→5’外切核酸酶（校正）活性，但没有 5’→3’

外切核酸酶活性。强大的 3’→5’核酸外切酶活性在

DNA 扩增过程中带来了极高的准确性。KAPA HiFi 

HotStart DNA 聚合酶的错误率为 2.8 x 10 错误/碱

基，相当于每加入 3.5 x 10 个核苷酸出现 1 个错误。 

 文库扩增引物混合液（10X）旨在消除或延迟使

用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酶预混液（2X）进行文库

扩增反应时的引物耗竭。引物混合物适合于扩增两侧

为 P5 和 P7 流动槽序列的所有 Illumina 文库。每种引

物提供 20 μM 的 10X 浓度，配制方法如下所述。用

户提供的引物可与定制的接头配合使用。有关用户提

供的文库扩增引物配方的指导，请通过

sequencing.roche.com/support 联系技术支持。 

 为了获得最佳的扩增效率并避免引物耗竭，使

用最佳浓度的高质量引物是至关重要的。使用的引物

最终浓度应为每种 0.5 - 4 μM。 

 文库扩增引物应进行 HPLC 纯化以及在每个引物

的 3’末端包含硫代磷酸酯键修饰（以防止被 KAPA 

HiFi HotStart 的强校正活性降解）。需要始终在缓冲液

（例如 10 mM Tris-HCl，pH 8.0 - 8.5）中储存和稀释

引物，并限制冻融循环次数。为了实现后者，引物可

暂时储存在 2°C 至 8°C 下，或分装储存在-15°C 至-

25°C 下。 

 在文库扩增反应中（根据推荐的方案设置），引

物通常会在 dNTP 之前耗尽。当由于底物耗尽而不能

继续进行 DNA 合成时，DNA 变性和退火循环导致

DNA 互补链的分离，随后发生与非互补链的不完全

退火。这可能导致形成所谓的“菊链（daisy-chains）”

或“缠结（tangled knots）”，包括退火不当、部分双

链的异源 DNA 二聚体的大量集聚。这些 DNA 的迁移

较慢，并且在扩增文库的电泳分析时形成可见的较高

分子量的第二个峰。然而，它们通常包含所需长度的

文库分子，并在成簇扩增之前的变性期间分离。由于

这些异源 DNA 二聚体含有相当一部分单链 DNA，所

以过度扩增会导致使用 dsDNA 结合染料的检测法对

文库分子的定量不足。基于 qPCR 的文库定量方法

（如 KAPA 文库定量分析）通过变性和扩增来定量

DNA，从而提供文库中接头连接分子的准确测量，即

使文库被过度扩增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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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的文库扩增可导致其他不需要的假象，例如扩增

偏差、PCR 重复序列、嵌合文库插入片段和核苷酸替

换。因此，应尽可能限制文库扩增的程度，同时确保

为 QC 和下游处理获取足够的 DNA。 

 如果循环至完成（不推荐），则如文库扩增（步骤

8）中所述进行，一次 50μL 的文库扩增 PCR 可产生 8 

- 10μg 扩增文库。为了尽量减少过度扩增及其相关的

不需要的假象，则应调整扩增循环的次数，以产生下

游流程所需的最佳量的最终文库。 

表 1 推荐的循环次数应作为文库扩增的指导。根据起始

RNA 的质量、文库扩增效率、接头二聚体的存在以及扩增

后的预期产量，可能需要调整循环次数。使用 qPCR 检测

（如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在第二次连接纯化后进行材

料定量，可以帮助确定用于特定样本类型或应用所需的扩

增循环次数。 

表 1.推荐的文库扩增循环 

起始材料量 循环次数 

25 – 100 ng 11 – 15 

101 – 250 ng 9 – 12 

251 – 500 ng 7 – 10 

501 – 1000 ng 6 – 8 

 

评价文库构建的成功 

 可以使用 qRT-PCR（附录 B）评估 rRNA 和球蛋

白 mRNA 去除的效率。 

 特定文库构建的工作流程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制定和优化，以产生足够的所需片段分布的接头连接

分子，用于测序、QC 和存档目的。 

 应使用电泳法确认最终文库的片段大小分布。

推荐使用 LabChip GX、GXII 或 GX Touch

（PerkinElmer）、Bioanalyzer 或 Tapestation（Agilent 

Technologies）、Fragment Analyzer（Advanced 

Analytical Technologies）或类似设备，而不是传统凝

胶。 

 建议使用 Illumina 平台的 KAPA 文库定量试剂

盒，对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构建的文库进行

基于 qPCR 方法的量化。这些试剂盒使用的是基于

Illumina 流动槽寡核苷酸的引物，可用于量化以下文

库： 

– 准备用于流动槽扩增的文库，和/或 

– 已完成连接，即用全长接头进行构建的文库（即，在

连接后纯化之后或在文库扩增纯化之后）。 

 在文库扩增之前和之后获取定量数据，使我们

可以独立地评估和优化文库构建过程中的两个主要阶

段，以实现扩增文库的期望产量，且偏差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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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工作流程 

 

 

 

 

  

制备反应预混液 

（第 1 步） 

安全停止点 

储存在-15°C 至-25°C，≤24 小时 

安全停止点 

储存在 2℃至 8℃下，≤24 小时 

安全停止点 

储存在 2 ℃至 8 ℃下，≤1 周 

25 ng-1μg 纯化的血源总 RNA

（10μL） 

寡核苷酸的杂交与 rRNA 和球

蛋白 mRNA 的去除（第 2 步） 

2.2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第 3 步） 

2.2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第 5 步） 

DNA 酶消化 

（第 4 步） 

RNA 洗脱、片段化和预备 

（第 6 步） 

第一条链合成 

（第 7 步） 

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 

（第 8 步） 

接头连接 

（第 9 步） 

文库扩增 

（第 12 步） 

文库 QC 

0.63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第 10 步） 

0.7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第 11 步） 

1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第 13 步） 

来自人类、小鼠或大鼠 

 

通过 RNA 酶 H 处理，消化与
DNA 寡核苷酸双链化的 rRNA 和
球蛋白 mRNA 

 

在 cDNA 合成之前从样本中去除
杂交寡核苷酸 

已去除 r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
RNA 在结合镁的加热法下，实现
洗脱和片段化成需要的片段大小 

 
采用随机引物进行第一条链
cDNA 的合成 

第二条链 cDNA 合成将 cDNA:RNA

杂交体转化为 dscDNA,同时用
dUTP 标记第二条链，再在双链
cDNA 片段的 3’端加上 dAMP 

 带 3’-dAMP 文库片段连接上带 3’-

dTMP 接头 

通过 PCR 扩增接头连接的文库
DNA；dUTP 标记的链不扩增 

 

通过电泳确认文库片段大小分
布。文库浓度由 qPCR 确定 

（KAPA 文库定量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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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构建实验方法 

1. 试剂准备 

完成该实验方法耗时约 6.5 小时。理想情况下，应根

据需要准备流程中不同步骤的反应预混液。 

为获得最高的稳定性和最长的保质期，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中的酶

和反应缓冲液应单独提供。对于精简的实验方法，每

一步酶促步骤都需要制备一份至少有 10%多余量的试

剂反应预混液，如表 2 - 8 中所示。表 9 列出了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实验方法中所需的其他试剂的量。 

始终确保寡核苷酸杂交、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和

DNA 酶消化所需的试剂，以及 KAPA 纯化磁珠和

PEG/氯化钠溶液在使用前已经完全平衡至室温。 

 

表 2.寡核苷酸杂交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杂交反应预混

液： 

     

杂交缓冲液 4 µL 35.2 µL 105.6 µL 422.4 µL N*4.4 µL 

杂交寡核苷酸

（HMR） 

4 µL 35.2 µL 105.6 µL 422.4 µL N*4.4 µL 

球蛋白杂交寡核

苷酸（HMR）* 

1 µL 8.8 µL 26.4 µL 105.6 µL N*1.1 µL 

不含 RNA 酶的水 1 µL 8.8 µL 26.4 µL 105.6 µL N*1.1 µL 

反应预混液总

量： 

10 µL 88 µL 264 µL 1057 µL N*11 µL 

最终反应组成： 每次反应     

杂交反应预混液 10 µL     

总 RNA 10 µL     

总反应量： 20 µL     
*如果要处理非血源样本或遵循 KAPA RiboErase（HMR）工作流程，必须用相同体积的不含 RNA 酶的水（1μL）代替球蛋白杂交寡核苷酸（HMR）。更多相关信息，请参

阅含 RiboErase（HMR）的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技术数据表—KR1351 v2.17（或更高版本）。 

 

表 3. rRNA/球蛋白 mRNA 的去除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去除反应预混液：      

去除缓冲液 3 µL 26.4 µL 79.2 µL 316.8 µL N*3.3 µL 

RNA 酶 H 2 µL 17.6 µL 52.8 µL 211.2 µL N*2.2 µL 

反应预混液总量： 5 µL 44 µL 132 µL 528 µL N*5.5 µL 

最终反应组成： 每次反应     

去除反应预混液 5 µL     

与寡核苷酸杂交的总
RNA 

20 µL     

总反应量： 25 µL     

 

表 4.DNA 酶消化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包含 10%的多余
量 

DNA 酶消化反应预混

液 

     

DNA 酶缓冲液 2.2 µL 19.4 µL 58.1 µL 232.3 µL N*2.42 µL 

DNA 酶 2 µL 17.6 µL 52.8 µL 211.2 µL N*2.2 µL 

不含 RNA 酶的水 17.8 µL 156.6 µL 469.9 µL 1879.7 µL N*19.58 µL 

反应预混液总量： 22 µL 193.6 µL 580.8 µL 2323.2 µL N*24.2 µL 

以此体积重悬磁珠： 22 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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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第一条链合成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包含 20%的多余量 包含 20%的多余量 包含 20%的多余量 包含 20%的多余量 包含 20%的多余量 

第一条链合成反应

预混液： 
     

第一条链合成缓冲

液 
11 µL 88 µL 264 µL 1056 µL N*11 µL 

KAPA SCRIPT 酶 1 µL 8 µL 24 µL 96 µL N*1 µL 

反应预混液总量： 12 µL 96 µL 288 µL 1152 µL N*12 µL 

最终反应组成： 每次反应     

第一条链合成反应

预混液 
10 µL     

片段化的引物 RNA 20 µL     

总反应量： 30 µL     

 

表 6.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反应预混液： 
     

第二条链标记缓冲

液 
31 µL 248 µL 744 µL 2976 µL N*31 µL 

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酶混合物 
2 µL 16 µL 48 µL 192 µL N*2 µL 

反应预混液总量： 33 µL 264 µL 792 µL 3168 µL N*33 µL 

最终反应组成： 每次反应     

第二条链合成反应

预混液 
30 µL     

第一条链 cDNA 30 µL     

总反应量： 60 µL     

 

表 7.接头连接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接头连接反应预混

液： 
     

连接缓冲液（5X） 40 µL 320 µL 960 µL 3840 µL N*40 µL 

DNA 连接酶 10 µL 80 µL 240 µL 960 µL N*10 µL 

反应预混液总量： 50 µL 400 µL 1200 µL 4800 µL N*50 µL 

最终反应组成： 每次反应     

接头连接反应预混

液 
45 µL     

加 A 尾双链 cDNA 60 µL     

接头，1.5 μM 或 7 

μM，参见步骤 9.1 
5 µL     

总反应量： 110 µL     

 

表 8.文库扩增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包含 10%的多余量 

文库扩增反应预混液：      

KAPA HiFi 热启动高保真酶

预混液（2X） 
25 µL 220 µL 660 µL 2640 µL N*27.5 µL 

文库扩增引物混合物

（10X） 
5 µL 44 µL 132 µL 528 µL N*5.5 µL 

反应预混液总量： 30 µL 264 µL 792 µL 3168 µL N*33 µL 

最终反应组成： 每次反应     

文库扩增反应预混液 30 µL     

接头连接 DNA 20 µL     

总反应量： 50 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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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其他所需试剂的量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KAPA 纯化磁珠（试剂盒中提

供）： 
     

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纯化 55 µL 490 µL 1.5 mL 5.9 mL N*60.5 µL 

DNA 酶消化纯化 44 µL 390 µL 1.2 mL 4.7 mL N*48.4 µL 

第一次连接后纯化 70 µL 620 µL 1.9 mL 7.4 mL N*77 µL 

文库扩增纯化 50 µL 440 µL 1.4 mL 5.3 mL N*55 µL 

所需总量： 219 µL 1940 µL 6.0 mL 23.3 mL N*241 µL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PEG/NaCl 溶液（试剂盒中提

供）： 
     

第二次连接后纯化 35 µL 310 µL 930 µL 3.7 mL N*38.5 µL 

所需总量： 35 µL 310 µL 930 µL 3.7 mL N*38.5 µL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80%乙醇（新鲜配制；未提供）：      

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纯化 0.4 mL 3.6 mL 10.6 mL 42.3 mL N*0.5 mL 

DNA 酶消化纯化 0.4 mL 3.6 mL 10.6 mL 42.3 mL N*0.5 mL 

第一次连接后纯化 0.4 mL 3.6 mL 10.6 mL 42.3 mL N*0.5 mL 

第二次连接后纯化 0.4 mL 3.6 mL 10.6 mL 42.3 mL N*0.5 mL 

文库扩增纯化 0.4 mL 3.6 mL 10.6 mL 42.3 mL N*0.5 mL 

所需总量： 2.0 mL 17.8 mL 52.9 mL 211.4 mL N*2.4 mL 

组分 

1 个文库 8 个文库 24 个文库 96 个文库 N 个文库 

无多余的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包含≥10%的
多余量 

洗脱缓冲液（10 mM Tris-HCl，

pH 8.0 - 8.5；未提供）： 
     

第一次连接后纯化 50 µL 440 µL 1.4 mL 5.3 mL N*55 µL 

第二次连接后纯化 22 µL 200 µL 0.6 mL 2.4 mL N*25 µL 

文库扩增纯化 22 µL 200 µL 0.6 mL 2.4 mL N*25 µL 

所需总量： 94 µL 840 µL 2.6 mL 10.1 mL N*105 µL 

 

2. 寡核苷酸的杂交与 rRNA/球蛋白 mRNA 的去除 

该实验方法需要 25 ng - 1 μg、溶解于不含 RNA 酶水

中的血液来源 10 μL 纯化总 RNA。 

i. 确保在使用前已准备好了杂交反应预混液（表
2）和去除反应预混液（表 3），并保存在室温。 

ii. 如果要处理非血源样本或遵循 KAPA RiboErase

（HMR）工作流程，必须用相同体积的不含
RNA 酶的水代替球蛋白杂交寡核苷酸（HMR）。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含 RiboErase（HMR）
的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技术数据表—

KR1351 v2.17（或更高版本）。 

iii. r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去除效率可用 qRT-PCR

评估，这需要过程对照物（不含 RNA 酶 H）。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 B。 

 

 

2.1 按如下方式设置热循环仪的程序： 

步骤 温度 持续时间 

杂交 95°C 2 分钟 

以-0.1℃/s 的速度降至 45 ℃ 

暂停 45°C ∞ 

去除 45°C 30 分钟 

维持 4°C ∞ 

 

2.2 按下述方式配制 rRNA/球蛋白 mRNA 杂交反应： 

组分 体积 

水中的血源总 RNA 10 µL 

室温下的杂交反应预混液（表

2） 
10 µL 

总体积： 20 µL 

 

2.3 用 10μL 的移液量上下吹打至少 10 次，以彻底混匀

RNA 和杂交反应预混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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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将样本置于预编程的热循环仪中，并执行程序。 

2.5 确保添加了含有 RNA 酶 H 的去除反应预混液，同时

样本在热循环仪中于 45 ℃下保存。当程序在 45 ℃

下到达暂停步骤时，在每个 20 μL 杂交反应中添加以

下物质，并用 10μL 的移液量上下吹打至少 10 次，以

彻底混匀。 

组分 体积 

室温下的去除反应预混液（表 3） 5 µL 

总体积： 25 µL 

2.6 恢复循环程序，继续进行去除步骤（45℃，持续 30

分钟）。 

2.7 立即进行 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纯化（步骤 3）。 

3. 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纯化 

3.1 结合以下方法，进行一次 2.2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组分 体积 

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的总 RNA 25 µL 

KAPA Pure Beads 55 µL 

总体积： 80 µL 

3.2 通过多次上下吹打彻底重悬磁珠。 

3.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5 分钟，以将 RNA 结合到磁珠

上。 

3.4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3.5 小心吸出并丢弃 75 μL 的上清液。 

3.6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3.7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3.8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 

3.9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3.10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3.11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在不搅动磁珠的情况下，尝试

去除所有残留的乙醇。 

3.12 在室温下将磁珠干燥 3 - 5 分钟，或直至所有乙醇挥

发。注意：过度干燥磁珠可能会导致产量降低。 

4. DNA 酶消化 

为了从已去除 RNA/球蛋白的 RNA 中去除杂交寡核苷

酸，将样本与 DNA 酶一起孵育。确保已制备了 DNA

酶消化反应预混液（表 4），并保存在室温。 

4.1 按下述方式配制 DNA 酶消化反应： 

组分 体积 

磁珠，含已去除 rRNA/球蛋白 mRNA

的总 RNA 
– 

室温下的 DNA 酶消化反应预混液（表

4） 
22 µL 

总体积： 22 µL 

4.2 通过多次上下吹打彻底重悬磁珠。 

4.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3 分钟以从磁珠上洗脱 RNA。 

4.4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4.5 仔细将 20 μL 的上清液转移到一个新的板/管中。丢弃

带有磁珠的板/管。 

4.6 采用如下实验方法孵育带有上清液的板/管： 

步骤 温度 持续时间 

DNA 酶消化 37°C 30 分钟 

维持 4°C ∞ 

4.7 立即进行 DNA 酶消化纯化（步骤 5）。 

5. DNA 酶消化纯化 

5.1 结合以下方法，进行一次 2.2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组分 体积 

DNA 酶处理的 RNA 20 µL 

KAPA Pure Beads 44 µL 

总体积： 64 µL 

5.2 通过多次上下吹打彻底重悬磁珠。 

5.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5 分钟，以将 RNA 结合到磁珠

上。 

5.4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5.5 小心吸出并丢弃 60 μL 的上清液。 

5.6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5.7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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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 

5.9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5.10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5.11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在不搅动磁珠的情况下，尝试

去除所有残留的乙醇。 

5.12 在室温下将磁珠干燥 3 - 5 分钟，或直至所有乙醇挥

发。注意：过度干燥磁珠可能会导致产量降低。 

6. RNA 洗脱、片段化和预备 

在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1X）中，将去除

rRNA/球蛋白 mRNA 的总 RNA 从磁珠上洗脱，并在

高温下通过孵育将其片段化成所需片段大小。 

可选质控：r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去除效率可用
qRT-PCR 评估，这需要过程对照物（不含 RNA 酶
H）并遵循修改后的 RNA 洗脱方案。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附录 B。 

6.1 结合如下方法在室温下制备所需量的片段化、预备和

洗脱缓冲液（1X）： 

组分 每份样本的体积 

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

（2X） 

11 µL 

不含 RNA 酶的水 11 µL 

总体积： 22 µL 

6.2 通过多次上下吹打，在 22 μL 的片段化、预备和洗脱

缓冲液（1X）中，彻底重悬带有经过纯化和 DNA 酶

处理的 RNA 的磁珠。 

6.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3 分钟以从磁珠上洗脱 RNA。 

6.4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6.5 仔细将 20 μL 的上清液转移到一个新的板/管中。丢弃

带有磁珠的板/管。 

安全停止点 

样本可以在-15℃至-25℃下储存≤24 小时。准备好

后，继续执行步骤 6.6。 

6.6 将板/管置于热循环仪中，并按照如下方法进行片段

化和预备程序： 

期望的平均文库插入片段

大小（bp） 
片段化 

100 – 200 在 94℃下，8 分钟 

200 – 300 在 94℃下，6 分钟 

300 – 400 在 85°C 下，6 分钟 

6.7 将板/管置于冰上，立即继续进行第一条链合成（步

骤 7）。 

7. 第一条链合成 

7.1 在冰上，按照如下所述配制第一条链合成反应： 

组分 体积 

片段化的引物 RNA 20 µL 

第一条链合成反应预混液（表

5） 
10 µL 

总体积： 30 µL 

7.2 将板/管置于冰上，通过多次轻轻上下吹打进行彻底

混匀。 

7.3 采用如下实验方法孵育板/管： 

步骤 温度 持续时间 

引物延伸 25°C 10 分钟 

第一条链合成 42°C 15 分钟 

酶失活 70°C 15 分钟 

维持 4°C ∞ 

7.4 将板/管置于冰上，立即继续进行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步骤 8）。 

8. 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 

8.1 在冰上，按照如下所述配制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反

应： 

组分 体积 

第一条链合成产物 30 µL 

第二条链合成与加 A 尾反应预混液

（表 6） 
30 µL 

总体积： 60 µL 

8.2 将板/管置于冰上，通过多次轻轻上下吹打进行彻底

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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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采用如下实验方法孵育板/管： 

步骤 温度 持续时间 

第二条链合成 16°C 30 分钟 

加 A 尾 62°C 10 分钟 

维持 4°C ∞ 

8.4 将板/管置于冰上，立即继续进行接头连接（步骤

9）。 

9. 接头连接 

9.1 稀释接头准备连接，目的是获得以下浓度： 

起始材料的数量 接头原液浓度 

25 – 499 ng 1.5 µM 

500 – 1000 ng 7 µM 

9.2 在冰上，按照下述方式设置接头连接反应： 

组分 体积 

第二条链合成产物 60 µL 

接头连接反应预混液（表 7） 45 µL 

接头稀释液 5 µL 

总体积： 110 µL 

9.3 将板/管保存在冰上，通过多次上下吹打进行彻底混

匀。 

9.4 将板/管在 20℃下孵育 15 分钟。 

9.5 立即进行第一次连接后纯化（步骤 10）。 

10. 第一次连接后纯化 

10.1 结合以下方法，进行一次 0.63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组分 体积 

接头连接 DNA 110 µL 

KAPA Pure Beads 70 µL 

总体积： 180 µL 

10.2 通过涡旋振荡和/或多次上下吹打进行彻底混匀。 

10.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5 - 15 分钟以将 DNA 结合到磁

珠上。 

10.4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10.5 小心吸出并丢弃 175 μL 的上清液。 

10.6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10.7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10.8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 

10.9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10.10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10.11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在不搅动磁珠的情况下，尝试

去除所有残留的乙醇。 

10.12 在室温下将磁珠干燥 3 - 5 分钟，或直至所有乙醇挥

发。注意：过度干燥磁珠可能会导致产量降低。 

10.13 从磁力架上取下板/管。 

10.14 在 50 μL 10mM 的 Tris-HCl（pH 8.0 - 8.5）中彻底重

悬磁珠。 

10.15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2 分钟以从磁珠上洗脱 DNA。 

安全停止点 

含有重悬磁珠的溶液可在 2℃至 8℃储存≤24 小时。

不要冰冻磁珠，因为这会导致 DNA 大量丢失。准备

好后，进行第二次连接后纯化（步骤 11）。 

11. 第二次连接后纯化 

11.1 结合以下方法，进行一次 0.7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组分 体积 

带有纯化的接头连接 DNA 的磁

珠液 

50 µL 

PEG/NaCl 溶液 35 µL 

总体积： 85 µL 

11.2 通过涡旋振荡和/或多次上下吹打进行彻底混匀。 

11.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5 - 15 分钟以将 DNA 结合到磁

珠上。 

11.4 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澄

清。 

11.5 小心吸出并丢弃 80 μL 的上清液。 

11.6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11.7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11.8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 

11.9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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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11.11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在不搅动磁珠的情况下，尝试

去除所有残留的乙醇。 

11.12 在室温下将磁珠干燥 3 - 5 分钟，或直至所有乙醇挥

发。注意：过度干燥磁珠可能会导致产量降低。 

11.13 从磁力架上取下板/管。 

11.14 在 22 μL 10mM 的 Tris-HCl（pH 8.0 - 8.5）中彻底重

悬磁珠。 

11.15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2 分钟以从磁珠上洗脱 DNA。 

11.16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11.17 将 20 μL 澄清的上清液移液到新的板/管中，并进行文

库扩增（步骤 12）。 

安全停止点 

纯化的接头连接文库 DNA 可以在 2℃至 8℃下储存

≤1 周，或冰冻在-15℃至-25℃下储存≤1 个月。准备

好后，继续进行文库扩增（步骤 12）。 

12. 文库扩增 

12.1 按如下方式配制每个文库扩增反应： 

组分 体积 

纯化的接头连接 DNA 20 µL 

文库扩增反应预混液（表

8） 
30 µL 

总体积： 50 µL 

12.2 通过多次上下吹打进行充分混合。 

12.3 使用以下热循环顺序扩增文库： 

步骤 温度 持续时间 循环 

预变性 98°C 45 秒 1 

变性 98°C 15 秒 参见表 1 

退火* 60°C 30 秒  

延伸 72°C 30 秒  

最终延伸 72°C 1 分钟 1 

维持 4°C ∞ 1 

*非标准（即除 Illumina TruSeq 外）接头/引物组合可能需要优化

退火温度。 

12.4 进行文库扩增纯化（步骤 13）。 

13. 文库扩增纯化 

13.1 结合以下方法，进行一次 1X 基于磁珠的纯化： 

组分 体积 

扩增的文库 DNA 50 µL 

KAPA Pure Beads 50 µL 

总体积： 100 µL 

13.2 通过涡旋振荡和/或多次上下吹打进行彻底混匀。 

13.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5 - 15 分钟以将 DNA 结合到磁

珠上。 

13.4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13.5 小心吸出并丢弃 95 μL 的上清液。 

13.6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13.7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13.8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 

13.9 将板/管保持在磁力架上，加入 200 μL 80%乙醇。 

13.10 在室温下将板/管置于磁力架上孵育≥30 秒。 

13.11 小心吸出并丢弃乙醇。在不搅动磁珠的情况下，尝试

去除所有残留的乙醇。 

13.12 在室温下将磁珠干燥 3 - 5 分钟，或直至所有乙醇挥

发。注意：过度干燥磁珠可能会导致产量降低。 

13.13 在 22 μL 10 mM 的 Tris-HCl（pH 8.0 - 8.5）中彻底重

悬已干燥的磁珠。 

13.14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2 分钟以从磁珠上洗脱 DNA。 

13.15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13.16 将 20 μL 澄清的上清液转移到一个新的板/管中，可将

纯化的扩增文库在 2 ℃至 8 ℃下储存≤1 周，或在-

15 ℃至-25 ℃下长期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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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文库片段大小分布优化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提供了一种灵活可调的 RNA 片段化模块，使 RNA 可借助

镁在高温下进行片段化。通过改变孵育时间和温度，可以

针对特定的样本类型和应用，优化最终文库片段大小分

布。通常情况下： 

 更高的温度和/或更长的孵育时间会获得更短、更窄

的片段分布；而 

 更低的温度和/或更短的孵育时间会获得更长、更宽

的片段分布。 

片段化时间可能需要根据起始 RNA 的质量进行调整。对于

完整 RNA，需要在较高温度下进行较长时间的片段化。对

于降解的或片段化的 RNA（如，提取自较旧的样本），应

采用较低的温度和/或较短的时间。 

完整的总 RNA 起始量 

当使用高质量、完整的总 RNA 时，在文库构建实验方法的

内容范围之外，以下建议可用作最终文库片段分布优化的

着眼点。建议在优化时使用非珍贵的、有代表性的 RNA 样

本。对于下列图表，使用 KAPA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上 RiboErase（HMR）和 100 ng 高质量通用人类参照

（UHR）RNA 来生成最终文库。 

表 10 中总结了图 2 所示片段分布的近似平均值和分布模

式。图 3 直观地描述了样本文库的这些指标。 

 

图 1.rRNA 去除和文库构建之前的高质量 UHR 总 RNA 电

泳图谱 

通过 Agilent RNA 6000 Pico 试剂盒的评估，RIN 评分为 7.6，其中 96％

的 RNA 有超过 200 个核苷酸。 

 

图 2.最终的文库片段分布显示了片段化的可调性 

更高的温度和更长的孵育时间会获得更短、更窄的最终文库片段分

布。通过 100 ng 高质量的 UHR RNA 和不同的片段化条件，进行文库

构建。请注意，使用其他来源的样本，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电泳图

谱是使用 Agilent High Sensitivity DNA 试剂盒生成的。 

 

表 10.评估每种片段化条件的近似平均值和模式最终文库大

小（bp） 

片段化 
最终文库大小（bp） 

平均值 模式 

94℃，持续 8 分

钟 
~330 ~290 

94℃，持续 6 分

钟 
~360 ~300 

94℃，持续 4 分

钟 
~410 ~330 

94℃，持续 2 分

钟 
~520 ~390 

85°C，持续 6 分

钟 
~460 ~390 

85°C，持续 4 分

钟 
~520 ~390 

 

 

 

图 3.平均值和模式分布指标的可视化描述 

对于使用 100 ng UHR 在 95°C 下片段化 4 分钟生成的最终文库，这一

模式大小是文库的最高峰（~330 bp），而平均值是文库中所有分子长

度的数值平均值（~410 BP）。在该示例中，文库的平均值是在 190 至

1200 bp 的范围内计算的。片段分布的分子量峰肩越高，得到的平均值

比模式片段越大。 

  

94℃，持续 2 分钟 

85℃，持续 6 分钟 

85℃，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4 分钟 

94℃，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8 分钟 

模式：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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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降解的总 RNA 起始量 

当使用部分降解（PD）的起始 RNA 时，以下建议可用作

此文库构建实验方法内容之外的最终文库片段分布优化的

着眼点。建议在优化时使用非珍贵的、有代表性的 RNA 样

本。对于下列图表，UHR 的化学降解样本被用作不同质量

的真实世界部分降解样本的替代品。这种 RNA 已使用

KAPA RiboErase（HMR）RNA 富集模块进行了核糖体去

除，再进行 KAPA RNA HyperPrep 工作流程，随后进行片

段化条件滴定。 

 

 

片段化 

部分降解的较高质量最终

文库片段大小 

部分降解的中等质量最终文

库片段大小 

部分降解的较低质量最终文库

片段大小 

平均值

（bp） 

模式

（bp） 
平均值（bp） 

模式

（bp） 
平均值（bp） 模式（bp） 

94℃，持续 8 分钟 ~320 ~280 ~310 ~270 ~310 ~280 

94℃，持续 6 分钟 ~350 ~300 ~340 ~300 ~330 ~290 

94℃，持续 4 分钟 ~380 ~330 ~380 ~310 ~360 ~310 

85°C，持续 6 分钟 ~420 ~390 ~410 ~330 ~390 ~330 

85°C，持续 4 分钟 ~450 ~390 ~450 ~390 ~410 ~360 

 

图 4.部分降解的不同质量样本的起始 RNA 和最终文库分布 

通过 100 ng 化学降解的 UHR RNA 构建文库，以获得不同质量的部分降解起始 RNA，包括较高质量（A）、中等质量（B）和较低质量（C）三种类

型。正如预期，两种常用的 RNA 质量指标（RIN 和 Dv200）随着 RNA 质量的降低而降低。对于评估的所有 RNA 质量，片段化时间和/或温度的增

加，会导致片段分布更短、更窄。请注意，使用其他来源的样本，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使用 Agilent RNA 6000 Pico 试剂盒生成总 RNA 电泳图

谱，再使用 Agilent 2100 高灵敏度 DNA 试剂盒生成最终文库电泳图谱。 

  

最终文库 总 RNA 起始量 

部
分
降
解
的

较
高
质

量
 

85℃，持续 4 分钟 

85℃，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4 分钟 

94℃，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8 分钟 

85℃，持续 4 分钟 

85℃，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4 分钟 

94℃，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8 分钟 

85℃，持续 4 分钟 

85℃，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4 分钟 

94℃，持续 6 分钟 

94℃，持续 8 分钟 

部
分
降
解

的
中
等

质

量
 

部
分
降
解
的

较
低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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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RNA 质量对最终文库分布的影响如图 5 所示，并在下

述片段化条件中进行了总结： 

 94℃，持续 8 分钟：最终文库的分布并没有受到起始

RNA 质量的过度影响，但是质量降低和最终文库产量

减少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 

 94℃，持续 4 分钟：虽然最终文库的分布模式并没有

受到起始 RNA 质量的过度影响，但随着 RNA 质量的

降低，最终文库的分布变得更窄，导致平均值更低。 

 85°C，持续 4 分钟：模式和平均的最终文库分布指标

均受到起始 RNA 质量的影响，随着起始质量的降

低，这两种指标都会降低。一旦起始质量降低到足够

低，最终文库产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图 5.评估总 RNA 质量对最终文库分布的影响 

选择片段化条件以获得各种不同的最终文库片段大小：94℃持续 8 分

钟（A）、94℃持续 4 分钟（B）、85℃持续 4 分钟（C）。使用 100ng 完

整的或化学降解的 UHR RNA 构建文库。使用其他来源的样本可能结果

不同。电泳图谱是使用 Agilent High Sensitivity DNA 试剂盒生成的。 

  

高质量 UHR 

较高质量的 PD 

中等质量的 PD 

较低质量的 PD 

高质量 UHR 

较高质量的 PD 

中等质量的 PD 

较低质量的 PD 

高质量 UHR 

较高质量的 PD 

中等质量的 PD 

较低质量的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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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使用 qRT-PCR 评估核糖体 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去除效率 

附录 B 描述了如何使用一步法 qRT-PCR 测定来评估 r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去除效率。该附录中描述的使用引物序

列的测定法可帮助测定样本中获得的相对去除水平；引物

序列的靶标包括血红蛋白 α1（HGA）、血红蛋白 β

（HGB）、28S 核糖体 RNA（28S）和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

（GAPDH）。这些引物可用于测定使用 KAPA RiboErase

（HMR）Globin 试剂盒去除后的血源 RNA 样本中相对转录

物的丰度。之后，将转录物丰度与未添加 RNA 酶 H（一种

负责降解与 DNA 双链化的 RNA 的酶）制得的过程对照进

行比较。上述测定在实验方法中的第一个安全停止点期间

进行，即在 1X 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中的洗脱之后

（第 6.5 步），并且允许在文库构建之前，评估 rRNA 和球

蛋白 mRNA 的去除效率。该过程不适用于已经过片段化和

预备的样本，并且必须在 1X 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

的洗脱之后直接进行（第 6.5 步）。 

通用建议 

 qRT-PCR 是一种极其敏感的检测技术，容易受到许多

来源的变量的影响。对于样本和对照品，建议设置 3

次反应，但重复可以减少到两个，以便提高通量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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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重复的个数会增加由于没有

获得可靠的数据而不得不重新实验的风险。 

 该实验方法建议进行至少两次质控测定（28S 和

HGA），但增加测定的数量（包括 HGB 和 GAPDH）

可提升可靠性。 

 引物序列被设计为靶向人 GAPDH、HGA、HGB 和

28S，但它们也可用于评估小鼠和大鼠 RNA 样本的去

除效率。 

 虽然该实验方法规定了 20 μL 反应，但需要时也可将

反应体积缩小至 10 μL。 

 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仅用于 qRT-PCR 测定，

不需要包含在下游的 KAPA RNA HyperPrep 工作流程

或后续测序运行中 

需要的额外材料（未提供） 

1. KAPA SYBR Fast One-Step qRT-PCR 试剂盒（订购信

息请参见表 B1） 

2. 靶向人 28S 基因位点的引物对（表 B2） 

3. 靶向人 HGA 基因位点的引物对（表 B2） 

4. 额外的引物分析（可选）： 

a. 靶向人参照基因 GAPDH 的引物对（表 B2） 

b. 靶向人 HGB 基因位点的引物对（表 B2）。 

表 B1.订购信息*,** 

Kapa/Roche 试剂盒编码和组分 

KAPA SYBR FAST One-Step qRT-PCR 预混液（2X）通用型 

qPCR 预混液（2X） 

ROX 高参比染料（50X） 

ROX 低参比染料（50X） 

dUTP (10 mM) 

KAPA RT 混合液（50X） 

KK4650 07959613001 100 x 20 μL 反应 

KK4651 07959621001 500 x 20 μL 反应 

KK4652 07959630001 1000 x 20 μL 反应 

KAPA SYBR FAST One-Step qRT-PCR 预混液（2X）ABI Prism™ 

qPCR 预混液（2X），含高浓度 ROX 

dUTP (10 mM) 

KAPA RT 混合液（50X） 

KK4660 07959656001 100 x 20 μL 反应 

KK4661 07959664001 500 x 20 μL 反应 

KK4662 07959672001 1000 x 20 μL 反应 

KAPA SYBR FAST One-Step qRT-PCR 预混液（2X）LightCycler®  

480 

qPCR 预混液（2X），不含被动参比染料 

dUTP (10 mM) 

KAPA RT 混合液（50X） 

KK4680 07959753001 100 x 20 μL 反应 

KK4681 07959761001 500 x 20 μL 反应 

KK4682 07959770001 1000 x 20 μL 反应 

KAPA SYBR FAST One-Step qRT-PCR 预混液（2X）Bio-Rad iCycler 

qPCR 预混液（2X），含荧光素（fluorescein） 

dUTP (10 mM) 

KAPA RT 混合液（50X） 

KK4670 07959702001 100 x 20 μL 反应 

KK4671 07959729001 500 x 20 μL 反应 

KK4672 07959737001 1000 x 20 μL 反应 
*美国和日本客户请联系您当地罗氏诊断代表获取报价。 

**其他地区的客户请联系您当地默克代表或访问 www.sigmaaldrich.com/kapa 获取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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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用于 rRNA 和球蛋白 mRNA 去除质控实验的引物序列* 

qRT-PCR 测定名称 引物序列(5'g3') 产物长度 

GAPDH 
正向 5'– ACCATCTTCCAGGAGCGAGA– 3' 

92 
反向 5'– ATGGTGGTGAAGACGCCAGT– 3' 

28S 
正向 5'– TACCGGCACGAGACCGATAG– 3' 

91 
反向 5’—TTAACGGTTTCACGCCCTCTT—3’ 

HGA 
正向 5’—CGGTCAACTTCAAGCTCCTAAG—3' 

152 
反向 5’—GGCTCCAGCTTAACGGTATTTG—3' 

HGB 
正向 5’—CTTCAGGCTCCTGGGCAAC—3' 

154 
反向 5’—GACAGCAAGAAAGCGAGCTTAG—3' 

*标准脱盐引物足以用于该测定 

步骤 

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 

在开始 KAPA RiboErase（HMR）Globin 工作流程之前，需

要为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做好准备。 

 对于每种生物样本/样本类型/起始量，在 10 μL 不含

RNA 酶的水中稀释 25 ng-1μg 总 RNA，作为过程对照

(不含 RNA 酶 H）样本。 

 进行寡核苷酸杂交和 rRNA/球蛋白 mRNA 的去除

（第 2 步）。 

 在 rRNA/球蛋白 mRNA 去除期间，仅在过程对照中省

去使用反应预混液中的 RNA 酶 H，并用不含 RNA 酶

的水代替其体积。 

 继续 rRNA/球蛋白 mRNA 的去除纯化（第 3 步）、

DNA 酶消化（第 4 步）和 DNA 酶消化纯化（第 5

步）。 

 随后进行 RNA 洗脱、片段化和预备，如下表所示。 

B1. 如果要进行去除质控，则进行 RNA 洗脱、片段化和

预备 

B1.1 在 RNA 洗脱、片段化和预备过程中（第 6 步），结合

如下组分在室温下制备所需量的片段化、预备和洗脱

缓冲液（1X）： 

组分 体积 

片段化、预备和洗脱缓冲液

（2X） 
12 μL 

不含 RNA 酶的水 12 μL 

总体积： 24 μL 

B1.2 通过多次上下吹打，在 24 μL 的片段化、预备和洗脱

缓冲液（1X）中，彻底重悬磁珠，这些磁珠带有经过

纯化和 DNA 酶处理的 RNA。 

B1.3 将板/管在室温下孵育 3 分钟以从磁珠上洗脱 RNA。 

B1.4 将板/管放置在磁力架上以捕获磁珠。孵育直至液体

澄清。 

B1.5 小心地将 2μL 上清液转移到标记为质控的新板/管

中，并将 20μL 上清液转移到新板/管中，以进行片段

化。质控样本可以于 24 小时内、在-15℃至-25℃的

温度下储存，直至进行 qRT-PCR 测定。 

B1.6 完成 qRT-PCR 测定后，用剩余的上清液（20μL）继

续进行 RNA 洗脱、片段化和预备（第 6.6 步），以进

行片段化和预备 

B2. 一步法 qRT-PCR 测定 

B2.1 在冰上解冻去除的 RNA 样本和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并短暂离心以收集液滴。通过向每个样本中

添加 98μL 不含 RNA 酶的水，稀释去除的 RNA 样本

和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为了混合含有 RNA

的样本，反复轻轻吹打反应混合物。涡旋振荡可能使

RNA 片段化，导致复杂性降低。 

B2.2 制备适量的反应预混液，其中包含了后续反应所需的

通用组分。 

B2.3 每个测定都包括无模板对照（NTC）。NTC 能够检测

反应组分的污染情况。 

B2.4 根据下表计算每种组分所需的量： 

组分 体积 
最终浓

度。 

PCR 级水 至 20μL N/A 

KAPA SYBR FAST 实时

定量 PCR 预混液

（2X）* 

10 μL 1X 

10 μM 引物混合液 

（正向和反向） 
0.4 μL 200 nM 

50X KAPA RT 混合液 0.4 μL 1X 

模板 DNA 5 μL - 

50X 高浓度/低浓度
ROX* 

（根据需要-特定仪

器） 

0.4 μL 1X 

*实时定量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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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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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将适量的 qPCR 反应预混液、模板和引物转移到 PCR

板/管的的各个孔中。根据待测样本的数量，测定可

以在分开的 PCR 板上进行，但要确保每个引物组去

除的 RNA 样本和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在同一

块板上测定。 

B2.6 盖上或密封反应板/管，并短暂离心。 

B2.7 执行循环条件，如下表所述： 

步骤 温度 持续时间 循环 

逆转录 42°C 5 分钟 维持 

酶激活 95°C 2 分钟 维持 

变性 95°C 5 秒 

35 退火/延伸/数据采

集 
60°C 20 秒 

解离 根据仪器指南 

数据分析 

1. 检查背景扣除（标准化）扩增曲线和重复数据点（去

除的 RNA 样本和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的 Cq 评

分，并排除异常值。重复数据点应相差≤0.2 个循环。

如果数据集包含太多异常值，则结果可能不可靠，应

重复 qRT-PCR 测定。 

2. 计算所有重复反应的平均 Cq 值。 

3. 为了进行比较，在同一个条形图上绘制每个测定去除

的 RNA 样本和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的平均

Cq 值。 

a） 理想情况下，使用 GAPDH 引物组的 Cq 值在过程

对照（不含 RNA 酶 H）和去除的 RNA 样本之间

是相似的。这表明在 rRNA 和球蛋白 mRNA 去除

后，GAPDH 转录物水平的保持一致。 

b） 使用 28S 引物组的 rRNA 去除样本 Cq 值应高于过

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的 Cq 值。这表明与起

始 RNA 相比，去除样本中 28S rRNA 的浓度较

低。 

c） 类似地，与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相比，使

用 HGA 和 HGB 引物组的去除样本 Cq 值更高。这

表明与起始 RNA 相比，去除样本中存在的球蛋白

mRNA 转录物浓度较低。 

4. 从去除的 RNA 样本的平均 Cq 中减去相应的过程对照

（不含 RNA 酶 H）的平均 Cq 来计算 delta Cq（样本

平均 Cq -对照平均 Cq）。如果 qRT-PCR 的效率为

100％，则 3.3 个循环的 delta Cq 表明 28S rRNA 和/或

球蛋白 mRNA 减少了 10 倍。 

5. 请参见以下示例图： 

 

图 6.在 rRNA 和球蛋白 mRNA 去除样本中 GAPDH、

28S、HGA 和 HGB 测定的平均 Cq 值，与过程对照（不含

RNA 酶 H）的比较。 

KAPA SYBR Fast One-Step qRT-PCR 试剂盒使用户能够测

定使用 KAPA RiboErase（HMR）Globin 试剂盒进行处理的

血源 RNA 样本中获得的 rRNA 和球蛋白 mRNA 去除的相对

效率。虽然只提供了一般性建议，但关键的是，标志成功

去除的最低标准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建立并维护 Cq 值

/delta Cq 值的数据库（使用 KAPA SYBR Fast One-Step 

qRT-PCR 试剂盒或任何其他一步法 qRT-PCR 进行测定），

以及不同样本类型和起始量的残留 r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测序读数。对于您的特定样本类型、仪器和工作流程，

这些数据将使您能够明确绝对 Cq 和/或 delta Cq 值之间的

相关性、以及残留 r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种类。这对于

流程优化、质量控制和故障排除也非常有用。 

用户可能会发现 qRT-PCR 与测序结果相比，残留 rRNA 和

球蛋白 mRNA 表达率之间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包括： 

1. 根据样本中核糖体 RNA 和球蛋白 mRNA 转录物的起

始量，每个 KAPA RiboErase（HMR）Globin 实验的

理论平均去除倍数可能会有显著差异。 

2. 与 rRNA 和球蛋白 mRNA 杂交寡核苷酸相比，靶向

HGA、HGB、GAPDH 和 28S 的引物序列使用了不同

的标准进行设计，因此它们报告的 qPCR 值不应被解

释为预期去除的字面估算。相反，该测定的目的是筛

选潜在的不良去除结果，从而避免结果不佳的测序。 

  

平
均

C
q

 

对照 样本 

KAPA RiboErase（HMR）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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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虽然质控样本可以在-15°C 至-25°C 下储存最多 24 小

时，直到进行 qRT-PCR 测定，但在配制检测反应之

前才进行稀释至关重要。如果在配制 qRT-PCR 之

前，将稀释的去除 RNA 样本在 2°C 至 8°C 室温下保

存，或在-15°C 至-25°C 下长时间保存，则计算的 Cq

值可能高度可变和/或不准确。此外，KAPA RT 混合

液对温度敏感，应储存在-15°C 至-25°C，并在使用过

程中保持置于冰上。 

4. 引物质量低可能因非特异性扩增而导致灵敏度下降。

这一效应在低目标浓度时尤为明显。解离/熔解曲线

能够检测非特异性种类。从始至终，都从可靠的供应

商处采购最高质量的引物寡核苷酸，在具有所需离子

强度的缓冲溶液中稀释和存储引物，并避免引物原液

的过度冷冻和融化。 

当残留的 rRNA 和球蛋白 mRNA 的测序读数比例很高时，

应该如重要参数：起始 RNA 要求中所述，对原始 RNA 样

本进行 3X 磁珠纯化，并重复进行 RiboErase（HMR）

Globin 和 KAPA RNA HyperPrep 实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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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和责任 

本技术数据表以“按原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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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掌控任何第三方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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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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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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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证书中。您将

承担与使用 Kapa Biosystems 产品相关的所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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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A HyperPrep 试剂盒加 RiboErase（HMR）Globin

的开发、设计和销售仅用于研究目的和体外使用。本产品

或任何单个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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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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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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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研发 

南非开普敦 

电话：+27.21.448.8200 

传真：+27.21.448.6503 

技术支持 

sequencing.roche.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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