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基因组序列诠释 

1)  基因注释 

2)  基因功能预测 

3)  基因功能检测 

4)  功能基因组研究 



基因注释的依据 

1)   基因的组成特点 

2)   密码子偏爱 

3)   同源查询 

4)   实验 



 真核生物基因的一般结构 



真核生物基因的组成特征 

1)  外显子的组成  

2)  内含子的组成  

3)  碱基的分布规律 



内含子的组成特点 

1)  内含子具有前体mRNA加工的特征顺序. 

2)  内含子含有高比例的三种读框的终止密码. 



内含子含有高比例的三种读框的终止密码 

内含子三种读框中终止密码比率远高于外显子(18%＞10%). 



 外显子的组成特点 

  1)   CpG岛:脊椎动物 

  2)   摇摆密码子的使用频率或密 

         码子偏爱 

  3)   5’-和3’-非翻译区(UTR)碱基 

        比率, 水稻基因5’的高GC比 

  4)   不含或含有较少的终止密码 



 密码子偏爱 



   同源查询（DNA顺序） 

1  CCCCCGGTTGCTGACTTGCCGCGGGAAGGAGGATGAGCAGGCGGTGGAGCCGGACGATCT 180 

2  CCCCCGGTTGCTGACTTGCCGCGGGAAGGAGGATGAGCAGGCGGTGGAGCCGGACGATCT 115 

 

1  ACGTGGGGAATCTCCCTGGTGACATCAGGGAGAGGGAGGTGGAGGATCTCTTCTACAAGT 240 

2  ACGTGGGGAATCTCCCTGGTGACATCAGGGAGAGGGAGGTGGAGGATCTCTTCTACAAGT 175 



     同源查询（氨基酸顺序） 

从功能的意义看, 氨基酸的同源性比DNA更加重要. 



 同源性,一致性和相似性的定义 

1)     同源(homological) 基因系指起源于同一祖先但顺序已
经发生变异的基因成员, 分布在不同物种间的同源基因
又称直系基因. 同一物种的同源基因则称水平基因, 水
平基因由重复后趋异产生. 

2)     基因同源性只有“是”和“非”的区别, 无所谓百分比. 

3)     一致性(identity)系指同源DNA顺序的同一碱基位置的
相同的碱基成员, 或者蛋白质的同一氨基酸位置的相同
的氨基酸成员, 可用百分比表示. 

4)     相似性(similarity)系指同源蛋白质的氨基酸顺序中一
致性氨基酸和可取代氨基酸所占的比例. 可取代氨基酸
系指具有相同性质如极性氨基酸或非极性氨基酸的成
员, 它们之间的代换不影响蛋白质(或酶)的生物学功能. 



相似性与一致性 

249 MFN-MAI PFGAGAYAQALNQQQAALMASVAQGG 

232 I  LTSL TLPFS AGAYAQALNQQQTTV I S  - -T S GS 

注: 红色为一致性氨基酸, 蓝色为可取代氨基酸, 白色为趋 

      异氨基酸.  

      一致性氨基酸百分比为红色氨基酸所占的比例. 

      相似性氨基酸百分比为红色和蓝色氨基酸相加所占的比 

      例. 



基因注释的方法 

1.  目前基因注释的方法主要依赖于生物信息学方 

     面的分析结论,它们包括以下自动注释内容: 

     1)  ab inition 软件的预测, 依据基因结构的特点. 

     2)  同源性比较 

     3)  基序(motif)或功能域(domain)分析预测基因 

          功能. 

2. 基因功能的分类主要采用ONTOLOGY标准. 

3. 人工注释系指人为检测评价自动注释的结果并 

    根据其它数据进行分析与校正. 

4. 实验注释系根据实验结果进行注释. 

5. 基因功能注释与调控顺序注释仍处于起始阶段. 



  现有基因注释软件的特点 

1)目前基因注释程序的编写主要依据两种信息内涵:  

  1.signal terms (信号指令), 如起始密码, 终止密码, 
终止信号, 剪接受体位与供体位顺序, 多聚嘧啶顺序, 
分支点等保守的顺序组成;  

  2.content terms (内容指令), 如密码子使用偏好.  

  对结构紧凑的小基因组上述注释软件效果不错,但对大基
因组特别是超长基因的注释有很大困难.在一个长度数十
或数百kb的内含子中, 存在许多可能误判的信号指令. 

2)常用的注释软如 GenScan主要偏重于内容指令 , 而
FgeneSH则着重于信号指令. 

由于每种生物都有种属专一性的密码子偏好,也存在某些非
保守的信号指令, 因此在超长基因注释中常出现正向错
误 (false-positive, 多 注 释 ) 或 负 向 错 误 (false-
negetive, 少注释). 

  引自: Nature Reviews/Genetics, 4:741-749,2003. 



基因自动注释软件的问题 
1)     基因注释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基因组DNA顺序中确

切的转录为mRNA的顺序; 外显子和内含子的位置; 
基因编码的蛋白质顺序.  

2)     在目前即使已有很好研究基础的生物中, 最好的计算
机基因注释程序对每个外显子注释的准确率也只能
达到80%.如果一个基因有5个外显子, 整个基因注释
的准确率为0.85=33%. 

3)     基因注释的软件通常容易犯误拼和误拆的错误, 即将
两个基因归在一个, 或者反过来. 

4)     容易遗漏很小的外显子, 特别是保守性不强的基因. 

5)     容易忽略小基因. 

6)     无法预测mRNA中5’-和3-’非翻译区(UTR), 即很难确
定转录起点与终点. 



不同注释软件比较 

1)   目前基因组注释的软件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已
有基因结构的数据编写的,具有很多的经验成
分. 

2)    由于各家采用的注释软件不同, 注释结果有
很大的差别, 如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HGP)注
释的基因与Celara公司注释的基因仅2/3一致. 



不同注释软件之间的效率 
Performance of three popular gene prediction programs on 42 

semiartificial genomic sequences containing 178 known human 
gene sequences (900 exons). Sensitivity(敏感性) is percentage of 
exons that are predicted correctly. Specificity( 专 一 性 ) is 
percentage of predicted exons that are correct. Reproduced with 
changes from Yada et al., 2002 Cold Spring Harbor Genome 
Sequencing and Biology Meeting, May 7-11, 2002. FGENESH is 
by far the most accurate of three programs.  

 

效率与准确率比较 
------------------------------------------------------------------------------------------ 

program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missed exon (%)  wrong exon (%)  

------------------------------------------------------------------------------------------ 

FGENESH       77.1               65.7                 9.6                     23.2 

GenScan          66.5               44.9                12.0                    40.9 

HMMGene      69.5               36.6                15.5                    55.5 

------------------------------------------------------------------------------------------ 

引自:  http://www.softberry.com/berry.phtml   



基因的命名规则 
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适合所有生物种

属的基因命名规则. 由于历史, 习惯以及其它各种原
因, 基因命名中常常存在许多同名歧义, 或者同义歧
名的现象. 许多基因在生物的不同发育阶段具有不同
的功能, 这一点也给准确的基因命名造成了实际困难. 
很多科学家都希望基因的命名标准化，曾经在1997年
和1999年举行了两次有关基因命名的研讨会，但因研
究领域的不同以及基因命名本身存在的复杂问题, 无
法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目前不同生物种属的基因命
名规则仍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分别制定, 然后推
荐给研究者选择采用. 



人类基因的命名规则(1) 
1) 人类基因命名委员会（Human Gene Nomenclature Committee，  

      HGNC）给基因下的定义是，控制某一表型和某种生物学功能的DNA片
段 。当一个基因缺少可识别的功能特征时，可以通过一段DNA顺序，转
录产物或者同源基因来表述。 

2) 一段DNA顺序或基因组中某一位点是否具备可以指定基因符号的条件，
可以参照下述例子执行： 

   1.具有孟得尔单基因性状的遗传特征并有确定表型的位点，如  

     BBS1, Bardet-Biedi syndrome 1 (Bardet-Biedl综合症1)。 

   2.和一个已知的标记连锁或相关，参于一个复杂性状的形成但 

     未鉴定的基因，如IDDM6， 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 6(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mellitus6). 

   3.具有足够的结构、功能和表达的数据证明克隆的DNA片段是一 

     个完整的基因，如COX8，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VIII (细胞色素氧化酶亚基8)。 

   4.某个基因的无功能的拷贝，即假基因，如IL9RP1， 

     interleukin 9 receptor pseudogene 1(细胞间质素9受体假 

     基因1)。   



人类基因的命名规则(2) 

  5) 和已知基因重叠并由反义链编码的基因，如IGF2AS，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2, antisense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2反义
基因)。 

  6) 可转录但不翻译却具功能的DNA片段，如XIST， X (inactive)-
specific transcript (X染色体专一性失活转录物)。 

  7) 细胞学表型推测存在某个或某些与此相关的基因，LOH18CR1 ，
loss of heterozygosity, 18, chromosomal region 1(异质杂
合性18染色体区域1)。 

  8) 由EST簇集判断存在一个可能的基因，如C1orf1 ，chromosome 
1 open reading frame 1(染色体1开放读框)。 

  9) 由GDB(the Genome Database)指定编号的表达顺序片段，如
DXYS155E。 

 10) 由顺反子产生的可以和其它编码顺序机械分开，不发生重叠，
具有独立基因产物的mRNA，如SNURF ，SNRPN upstream 
reading frame (SNRPN上游读框)。  

  

http://gdbwww.gdb.org/gdb/


人类基因的命名规则(2) 

   11)  功能未知但有很高顺序相似性的基因，如FAM7A1，family   

           with  sequence similarity 7, member A1(具顺序相似性7家 

      族，成员A1)。 

   12)   与特征明确的基因具有同源性但由机算机预测的基因，如 

           TCP10L，t-complex 10 (mouse)-like (类（老鼠）t-复合  

      物10)。  

   13)    位于同一条DNA上的某一基因内含子中的转录物可以用分开的 

            但同所在基因有关的符号表示，如COPG2IT1，coatomer  

           protein complex, subunit gamma 2, intronic transcript 1  

           (Coatomer蛋白复合物，亚基2，内含子，转录物1)。 

      Coatomer:外被体,即无网格蛋白小泡的蛋白质复合体. 



基因注释标准—人类 

Known gene: 与人类已知cDNA和蛋白质顺序同源的基因. 

Novel gene:   与脊椎动物cDNA或其它物种蛋白质同源的  

                       基因. 

Novel transcripts: 与novel 基因相似, 但缺少明确的ORF. 

Putative gene:   有同源EST支持, 但缺少cDNA或ORF. 

Predicted gene: 数据库中至少有一个外显子支持, 但缺 

                           少cDNA或明确的ORF. 

Pseudogene(假基因): 与已知蛋白质有50%的同源性, 但 

     cDNA残缺, 在其它位点存在正常的同源基因的顺序. 

  引自: Nature 414:865-871, 2001(人类22号染色体注释) 



水稻注释基因类群的划分标准 

Homology(同源的):  与某一蛋白质氨基酸顺序完
全一致或相当一致的基因, 有两种水平: 一致
的命名(same name); 可能的(putative protein)
或类似的(-like protein)命名. 

Unknown(未知的): 具有全长cDNA或EST(覆盖几
乎整个基因范围)支持但没有任何同源蛋白质
记录的基因. 

hypothetical (假定的): 由一个或几个注释软件认
可的蛋白质, 但缺少cDNA或EST支持的基因. 



借助全长cDNA和拼接cDNA人工注释 



全长cDNA是注释基因的依据 

1. 人类全长cDNA计划: 30953, FLJ-DB(日本) 

2. 果蝇全长cDNA: 5,849 (Berkeley Drosophila       

         Genome Project)  

3. 线虫全长cDNA: 19000 (The 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 ) 

4. 老鼠全长cDNA: 60770 (nature 420:563,2002) 

5. 水稻全长cDNA: 28 000 (日本) 

6. 拟南芥全长cDNA: 14 681(日本) 



人类基因总数可能是永远解不开的迷? 

1. 人类基因总数的预测有三种方法: cDNA和ESTs顺序,  

    机算机注释, 比较基因组学(保守的ORF).  

2. 已报道的人类基因总数的版本: 

1)  Celara: 27 894         HGR:  29 304 (Esemble)(2000) 

      Celara与HGR的注释基因有7000个不同,  相同的为20000 

      左右, 加上不同的注释约34 000个. 

2)  Esemble注释:  24 847 (2003年) 
       Ensembl is a joint project between EMBL-EBI and the Sanger 

       Institute to develop a software system which produces and maintains  

       automatic annotation on eukaryotic genomes.  

3)  EBI(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27 462  

      (2003, nature 423:576) 

4)  Genscan: 65 452  

许多人倾向于不可能知道人类基因组精确的基因数. 



几种模式生物注释的基因总数 

大肠杆菌(E.coli): 4 800 

酵母(yeast): 6 200 

线虫(nematode): 19 000 

果蝇(fly): 13 600 

拟南芥(Arabidopsis): 25 000 

水稻(rice): 60 000 

玉米(maize): 59 000 (估计数) 

老鼠(mouse): 30 000 



功能域注释 

1) 任何基因编码的蛋白质都由一些在高级结构 

   水平具有特征性的功能域组成, 如信号肽,  

   受体区, 激酶区, DNA或RNA结合域等. 

2) 功能域具有很强的保守性, 关键的氨基酸组 

   成及其排列位置是相当保守的,是鉴定功能域 

   的主要标识. 

3) 功能域是目前确定基因功能的主要依据之一. 

4) 已由许多专门的功能域注释软件,可用于基因 

   组顺序的注释. 



什么是功能域 (domain)? 

定义: 

1) Region of a protein with a distinct tertiary structure   
(e.g, globular or rodlike) and characterristic activity; 
homolgous domains may occur in different protein. 
(引自“Molecular Cell Biology”) 

2) A discrete continuous part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a protein that can be equated with a particular 
fuction. (引自“Gene VII”) 

3) Portion of a protein that has a tertiary structure of its 
own. In larger proteins each domain is connected to 
other domain by short flexible regions of polypeptide. 
(引自“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同 源 功 能 域 注 释 
 



 RRM结合域 

 



信号传导蛋白激酶结构域比较 

 



GENE ONTOLOGY—基因分类大全 

1)概念: term ontology to mean a specification of a conceptualization.  

That is, an ontology is a description (like a formal specification of a  

program) of the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can exist for an agent or  

a community of agents. This defini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sage of  

ontology as set-of-concept-definitions, but more general. And it is  

certainly a different sense of the word than its use in philosophy. 

2) GENE ONYOLOGY(GO): The goal of the Gene OntologyTM (GO)  

Consortium is to produce a controlled vocabulary that can be applied to  

all organisms even as knowledge of gene and protein roles in cells is  

accumulating and changing. GO provides three structured networks of  

defined terms to describe gene product attributes. GO is one of the  

controlled vocabularies of the Open Biological Ontologies. 

http://www.geneontology.org/GO.nodes.html
http://obo.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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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结构与功能 

实验分析 

1.  基因剔除 

2.  插入突变库 

3.  SAGE 

4.  抑制差减杂交 



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因打靶---gene targeting  

 卡佩基1937年出生在意大利，后获得美国国籍。卡佩基1967年获
美国哈佛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他除了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
究所工作外，还担任犹他大学人类遗传学和生物学教授。卡佩基
因在“基因靶向”技术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工作而成名。 

 史密斯1925年出生在英国，后获得美国国籍。史密斯1951年获得
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如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工作。
他一开始主要进行胰岛素的研究工作，后转入分子生物学领域。
在差不多60岁时，他开发出了可关闭活体内特定基因的技术。史
密斯和卡佩基几乎同时对“基因靶向”技术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这一技术使得科学家能培育出拥有特定变异基因的小鼠。 

 埃文斯1941年出生在英国，1963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进入伦敦
大学学院学习，获得解剖学和胚胎学博士学位。1978年，他返回
剑桥大学工作。3年后，他和同事从小鼠胚胎中第一次成功分离
出未分化的胚胎干细胞。这为“基因靶向”技术提供了施展本领
的空间。如今，埃文斯在英国加的夫大学担任哺乳动物遗传学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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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基因表达载体导入 

细胞后的命运 

1)  同源重组, 定点整合. 

2)  随机插入. 

3)  未整合, 丢失.  

如何识别与筛选转化处理不同结局的胚胎 

干细胞? 



转基因剔除胚胎干细胞的筛选 



正负选择法 
   

转染DNA与内源基因组DNA之间的同源重组事件，是由转染DNA的 

自由末端激发的。发生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的同源重组频率相当低。 

由于这种缘故，给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打靶事件的检测造成了很大 

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用于富集基因打靶 

事件或说是同源重组事件的特殊的试验体系，它涉及到正  选择 

和负选择两个重要内容，所以特称为正负选择(postive-negative  

selection)法。为此需在基因打靶载体中克隆上两个选择标记基因。 

其中neo基因叫做正选择标记基因，它编码的新霉素磷酸转移酸可抑 

制抗菌素G418的活性。因此，获得了neo基因的转化细胞，能够在含 

有G418抗菌素的选择培养基中生长、存活。HSV-tk基因叫做负选择 

标记基因，它编码的单纯疟疾病毒胸苷激酶可以把核苷类似物GCV 

(联合丙氧鸟苷 )磷酸化, 三磷酸化的GCV可通过抑制DNA合成酶活性 

或掺入DNA链中中止链的延长, 从而造成细胞中毒死亡。因此，选择 

培养基中的GCV能够持异性地杀死表达HSV-tk基因的转化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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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变库构建 

1)    利用天然的DNA转座子构建表达载体转化受 

       体细胞, 当转座子活化时可被动转座并随机
插入受体细胞基因组引起基因突变.  

2)    将转化的发生转座事件的细胞系再生获得可
遗传的转化子后代, 观测突变再生植株的表
型变化, 分离与克隆插入突变基因的结构与
功能. 

3)    采用转座子突变技术可重复地大规模诱导和
筛选插入突变株系, 进行全基因组范围的基
因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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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变库表达载体元件的功能 

1)     Ac- 载体: 转座酶表达载体, 由于缺少两侧反向重复
边界顺序, 不能主动转座. 

2)     DsE-载体: 捕获增强子表达载体. 在报告基因gus和
kamR融合基因的5‘端仅含--TATA盒--, 但缺少启动子. 
在---TATA-gus-kam-两侧含转座子Ac-Ds的边界顺序, 
在转座酶作用下可被动转座, 插入到启动子下游. 

3)     DsG-载体: 外显子捕获表达载体. I: intron, 内含子近
3‘-端顺序. A: 前体mRNA剪接3’-端受体位点顺序, 含
有3种剪接受体顺序, 保证gus和kam基因的正确读框. 

4)     IAAH: 吲哚乙酸水解酶, 可以分解底物NAM释放
IAA,导致愈伤组织过度生长, 表明存在IAAH基因. 在
无转座事件发生时,因IAAH基因与gus和kam基因连
锁,表现为共分离. 如发生转座事件, IAAH基因与gus
和kam基因的连锁破坏, 子代可发生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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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s突变体库技术存在的问题 

1)    程序复杂, 需构建多套转化载体系统和转化
株系. 

2)    必需经过组织培养和细胞再生, 容易激活内
源转座子, 产生干扰的非目标的转座事件. 

3)    因植物基因组,特别是谷类作物均有高比例的
重复冗余基因, 可掩盖插入突变的效应. 

4)    插入突变绝大多数为隐性突变, 需在纯合条
件下才可发现突变表型, 周期较长. 

5)    因插入位点的位置效应, 易造成转基因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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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引物-BamHI-MmeI-C: 为合成的寡聚核苷酸序列. -C? 



全长cDNA 5’ SAGE库构建(1) 

注:A群体和B群体的PCR引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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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cDNA 5’ SAGE库构建程序 

要弄清的问题 

1)    Poly(T)后为何接上NotI酶切顺序? 

2)   为何要分两个相同的全长cDNA群体? 

3)    为何要在两个全长cDNA群体的5’-端接上两
个不同的引物? 

4)    5‘--BamHI-MmeI-cDNA—3’中, BamHI的作
用是什么?MmeI的作用是什么? 

5)   为何要: 5‘---引物-BamHI-MmeI-cDNA—3’ 这
种排列? 

6)   如何判断每个标签顺序的转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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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uI接头: --(T)16CTCCAT 



cDNA 

3’ 
SAGE

库构
建 

(2) 

 



全长cDNA 5’ /3’ SAGE的应用 

                                                               1) 从全长转录产物抽取    

                                                               的5’和3’ 端20 nt的顺序 

                                                               (A) , 将5’和3’端20 nt多                    

                                                               连体连接到克隆载体并 

                                                               进行测序. 

                                                               3) 根据SAGE库测序可 

                                                               进行统计,  给出每个基 

                                                               因的表达丰度.  同时可 

                                                               以根据基因组顺序比对 

                                                               将全长cDNA的5’和3’ 

                                                               端顺序锚定到基因组物 

                                                               理图上,   以确定基因转 

引自: PNAS 101:11701-11706, 2004  录区的真实边界. 



G 

I 

S

的
操
作
程
序 注: 1) 接Biotin连接磁珠; 2) cDNA架基化修饰; 3) 5’连接NotI-BamHI-

MmeI接头; 4) MmeI和GsuI酶切末端可互补. 

 GIS: gene identification signature,  基因信号鉴定 



RNAi在基因功能分析中的应用 

 1)  什么是RNAi 

 2)  如何发现RNAi 

 3)  RNAi的分子机制 

 4)  RNAi可剔除mRNA 

 5)  RNAi表达载体 



RNAi如何是发现的? 
RNA干扰现象最初发现于1995年， Cornell大学的研究人员Guo 

和Kemphues研究阻断秀丽新小杆线虫中的par-1基因时，利用 

反义RNA(Antisense RNA)技术特异性地阻断par-1基因的表达， 

同时在对照实验注射正义RNA（Sense RNA）以期观察到基因表 

达的增强。但结果是二者都同样地切断了par-1 基因的表达途 

径,这与传统上对反义RNA技术的解释相矛盾，但他们没能给出 

合理解释。直到1998年2月，Andrew Fire和Craig Mello首次 

揭开谜底，并把这种现象首次命名。他们证实，Guo等遇到的 

正义RNA抑制基因表达的现象，以及过去有关反义RNA对基因表 

达的阻断都是由于体外转录所得RNA中污染了微量双链RNA  

(Double RNA, dsRNA) 而引起。他们将体外转录得到的单链RNA 

纯化后注射线虫，发现基因抑制效应十分微弱，而经过纯化的 

双链RNA却正好相反，能够高效特异性阻断相应基因的表达。 



线虫RNAi实验   



有两种RNAi现象 

目前已发现两种RNAi抑制靶基因表达的现象: 

1)   siRNA: 小分子干扰RNA, 主要产生于双链
RNA分子, 在细胞内它们被切成短链RNA,然
后与靶RNA序列结合,导致靶RNA的降解, 其
功能可能同降解外界侵入的RNA,如病毒
RNA有关. 

2)   miRNA: 微小干扰RNA, 主要来自前体mRNA
链内配对产生的双链RNA, 在细胞内它们被
切成短链RNA,然后与靶mRNA序列结合,使
mRNA的翻译受阻或使mRNA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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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目前仅在线虫和植物中发现RdRP. 



  高通量RNAi表达载体 



欧共体ARIKOLA计划— 
拟南芥全基因组基因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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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Ai转基因载体库构建 

 



思 考 题 
  1. 什么是ORF? 在基因注释中ORF有何意义? 

  2. 什么是顺序同源性? 什么是顺序一致性? 什么是顺序相 

      似性? 

  3. 什么是直系基因? 什么是平行基因? 它们的差别是什么? 

  4. 蛋白质结构域在基因注解中有何意义? 

  5. 基因注解中存在哪些困难与问题? 

  6. 注解基因可分为哪几类? 依据是什么? 

  7. 如何确定基因的边界? 

  8. 基因剔除的操作程序. 

  9. 详述Ac-Ds转座子突变库的构建过程? 

10. 如何获得全长cDNA?  

11. 简述SAGE的操作程序.  

12. 什么是GIS? 简述GIS的操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