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EPRINT 平台

GeCKOv2 文库订购说明

目录和定制 CRISPR 文库均采用专利非接触式工业喷墨印刷工艺制造，该工
艺可将寡核苷酸单体均匀地沉积到特殊制备的玻片上。这种原位合成工艺
可根据数字序列文件逐碱基地打印寡核苷酸探针。精确的喷墨工艺可准确
运送极小量的待喷点化学品。不同于传统的合成，安捷伦文库是直接合成
的高度复杂的库，具有高水平的定制性。
安捷伦寡核苷酸合成

过去十年里，安捷伦在长寡核苷酸合成方面已
成为技术领导者。传统的合成中，一旦长度超
过约 50 个核苷酸，就会开始积累大量缺失。这
时，产率变得过低，无法有效合成和纯化寡核苷
酸。我们的工艺可合成长度超过 200 个核苷酸的
长链寡核苷酸。

QC 流程

安捷伦的寡核苷酸文库已用于大量的精确应用。
每个安捷伦寡核苷酸库会与一组对照一起合成，
从而可在运送 CRISPR 文库前对印刷工艺进行全面
评估。

SurePrint 寡核苷酸阵列打印

图. (A) 安捷伦基于喷墨的打印使用四种 DNA 碱基作为“墨水”。(B) 碱基小体积地沉积
在芯片上。(C) 在整个芯片上，寡核苷酸以一次一个碱基的方式堆积

向导 RNA 合成

订购信息
部件号

SureGuide GeCKOv2
CRISPR 文库

SureGuide 已扩增定制
CRISPR 文库

G7555A - 人类（hU6 启动子）

G7555B - 任何物种

慢病毒

可直接克隆的已扩增 DNA 文库

针对慢病毒设计，用户选择

可直接扩增的 DNA 文库

用户选择

慢病毒包装、表达、筛选

克隆、病毒包装、表达、筛选

扩增、克隆、病毒包装、表达、筛选

可直接包装的质粒文库

向导数量

人类 - 123411；小鼠 - 130209

测序验证

是

否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扩增试剂盒

用户提供

数量

同时包括

可加入的定制设计

对照

200 µg 质粒 DNA，分为 A 文库和 B 文库
无

Mal1-C

可靠结果，完整方案。
仅限研究使用。不可用于诊断目的。

我们已利用 SurePrint 平台针对 CRISPR 文库改良了
DNA 印刷工艺，能够使生成的文库远优于之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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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文库。我们构建的每个文库都是定制的，
因此可以确保您定制文库的质量和一致性达到与
我们预定义内容相同的标准。您可以从零开始设
图. 安捷伦用于基于阵列的 DNA 合成的独特化学过程可显著提高每个周期的产率。右下
角的曲线显示了采用传统工艺（红色）和安捷伦工艺（蓝色）时全长构造子的比例与
寡核苷酸长度之间的关系

SureGuide 未扩增定制
CRISPR 文库

G7553A - 人类
G7554A - 小鼠

多达 60000 种

125 ng 线性的已扩增混合文库

每个向导最多 50 nt 序列

用户设计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agilent.com/genomics/CRISPR

进可靠的生产规模级的基于阵列的 DNA 合成。

义，使您能够更容易地启动功能基因组实验。

可直接克隆的定制文库 (G7555A) 有三种规格可选：多达 10000 种向导、多达 30000 种向导和多达 60000 种向导。结构中包含启
动子元件，并且是针对哺乳动物应用进行了优化的 U6 启动子（可以订购未扩增形式的替代启动子）。您需要向安捷伦提供
以下各项中的任一项：(1) 文本文件，其中包含与您的靶标对应的向导的可变序列；(2) 基因组区域列表，最好是 .bed 格式；
或者 (3) 靶标基因名称列表，使用“NCBI gene”命名法。选项 2 和 3 只适用于酿脓链球菌 (S. Pyogenes) Cas9。可直接扩增的定制
文库 (G7555B) 有四种规格可选：多达 5000 种向导、多达 25000 种向导、多达 50000 种向导和多达 100000 种向导。要订购定制
文库，请提供您要克隆的结构的完整序列。

表达

安捷伦的寡核苷酸文库合成平台提供世界上最先

向导。安捷伦 CRISPR 文库的内容可自由设计和定

定制文库订购说明

文库形式

安捷伦提供的解决方案

计自己的文库，例如，在 GeCKO 文库中加入其他

GeCKOv2 文库对于小鼠 (G7554A) 应用和人类 (G7555A) 应用均适用。下表概述了各文库的信息，包括每个基因的向导数量、非
编码靶标和对照序列。试剂盒还包括适用于该文库所对应物种的对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包括文库中各个组分的序
列，请联系您当地的安捷伦客户服务中心或技术支持。

查找当地的安捷伦客户中心：
www.agilent.com/genomics/contactus
免费专线：
800-820-3278
400-820-3278（手机用户）
联系我们：
LSCA-China_800@agilent.com
在线询价：
www.agilent.com/chem/erfq-cn

多达 100000 种

10 pmol 线性的未扩增混合文库

最多 200 nt 的完整序列

用户设计

SUREGUIDE CRISPR 文库

保真度

向导呈现性

何为保真度？

为何保真度对 gRNA
文库十分重要？

CRISPR 文库的设计基于其准确的
序列输入。虽然可用于需要导入
单个向导的应用，但创建序列绝
对准确的向导文库几乎是不可能
的。幸好，此问题一定程度上可
在筛选过程中解决，因为向导通
常根据表型来选择并进行测序，
能够消除错误或存在过度脱靶效
应。重要的是，不能将已验证序
列的文库误认作序列绝对准确的
文库。已验证序列的文库包含大
量正确序列，但是它们通常也含
有少量错误序列。

文库合成过程

生成混合 CRISPR 文库首先需要
合成高度复杂的寡核苷酸库。安
捷伦采用基于阵列的合成，其以
喷墨技术为基础，能使单个的碱
基沉积在载片上定义的位置。寡
核苷酸以一次一个碱基的方式堆
积，直到达到预定长度。然后，
使构造子从载片上裂解下来。接着
可使用 SureVector 文库克隆试剂盒对
寡核苷酸库进行批量重悬、扩增和
克隆，或体外转录生成 RNA。

靶向基因组编辑

优点

• 业界领先的保真度 - 一
贯的低错误率可改善

功能性实验结果，包括
缩短筛选时间和降低
脱靶效应

图. CRISPR/Cas9 是一种双组件核酸酶，其中的蛋白质作为功能性组
件，向导 RNA 作为靶向组件。向导 RNA 的序列定义了核酸酶的酶
切位点，因此向导的保真性对于使体内 CRISPR 基因组编辑具有高
效酶切和低脱靶效应十分关键

SureGuide CRISPR 文库的卓越保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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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用 SureVector 文库克隆试剂盒构建的 SureGuide CRISPR 文库（蓝
色，92%）与由竞争试剂盒构建的相同文库（橙色，78%）中序列
准确的构造子百分比对比。B) 安捷伦（蓝色，4）和竞争对手（橙
色，12）的相同文库中每 kb 的错误数目对比。SureGuide CRISPR 文
库的错误数目不到竞争产品的一半，因此可获得更清晰的结果并
缩短筛选时间

定制化

何为向导呈现性?

DNA 合成的保真度很容易理解，但很难实现。大概地讲，保真度是合成过程中引入的错误
数目。通常引用错误率来衡量保真度，错误率是错误碱基数目与正确碱基数目之比。DNA
合成中可发生多种类型的错误，包括缺失、插入和碱基重复。

• 对于目录应用和定制

应用均提供一致、优质
的合成

• 高复杂性、平行合成而
不损失保真度

CRISPR 文库是许多 DNA 序列的复杂混合物。这种复杂性引入了一种新的质量特性，单一或
小规模寡核苷酸库的用户往往对此不熟悉。向导呈现性是指混合文库中所有序列的向导数
量的均一性。常用来表示呈现质量的指标是 90/10 比，即第 90 个百分位的向导数目与第
10 个百分位的向导数目的比值。首先对寡核苷酸库进行测序，然后映射回各个序列的读出
数。这些读出计数形成一个分布曲线，曲线的尾部分别是过度呈现或呈现不足的向导。比
值接近于 1 表示呈现不足和过度呈现的向导具有相似的读出计数。

为何向导呈现性对 SureGuide 文库十分重要？

当使用混合文库时，常规方法是建立基于选择的筛选，该方法能让您通过表型区分 CRISPR
修饰细胞。这可能需要筛选 10 倍于您混合文库中向导数目的细胞。如果向导过度呈现，那
它们通常会过高比例地出现在筛选结果中。当向导呈现不足时，问题更为严重。即使全基
因组筛选中只有 1-2% 的向导呈现不足，也会使需要筛选的量增长一个数量级。

影响向导呈现性
的因素

实现 CRISPR 文库向导均一呈
现的最关键因素是 DNA 合
成方法。将多个等份混合为
单个文库时，保持各自的精
确浓度比值极具挑战性。基
于阵列的合成方法通常更适
于这类应用，因为其可均一
地打印寡核苷酸，且可调节
每个寡核苷酸的拷贝数以解
决任何偏差问题。从寡核苷
酸合成到质粒生成和病毒转
染，很容易发生呈现质量下
降。克隆方法以及病毒滴度
水平都会大大影响预期可获
得的实验总体结果以及最终
呈现水平。

与竞争对手文库的向导呈现性比较
缺失的
向导

文库

安捷伦选项 1
安捷伦选项 2
安捷伦选项 3
安捷伦选项 4

1

2.32

3.04

6.72

1

2.47

3.38

11.06

1

2.38

3.19

9.83

1

1.99

2.64

8.73

16.00

？

GeCKO (Broad)

GeCKO（竞争产品）

第 95 个百分位/

扩充的 GeCKO（竞争产品）

第 10 个百分位

第 5 个百分位

39

5.29

9.83

204

6.00

11.95

何为定制化？

定制化是指可全面定义 CRISPR 文库各个方面的能力。CRISPR 文库具有应用特异性，您无需
浪费时间和资源筛选不感兴趣的变异。使用全基因组已验证文库时，您不能控制向导设
计、克隆策略和文库中所包含的任何序列特征。定制化则允许您精细调节所有这些参数，
对您精心设计的实验实现精准控制。

优点

• 基于阵列的合成经过
优化，使复杂文库具
有最佳呈现性

• SureGuide 文库中缺失
的向导更少，呈现性
更佳，从而减少了筛
选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第 90 个百分位/

第 99.5 个百分位/
第 0.5 个百分位

8.30

不适用
68.40

333.00

表. 缺失的向导 < 0.01% 时，您可以确定您文库中的向导将会出现在交付文
库中。文库均一性的平均 90/10 比率为 2.29，此数值不到竞争文库 (5.29) 的
一半

GeCKOv2 质粒文库

• 95% 的向导呈现度高于
呈现不足阈值

为何定制化对 CRISPR
文库十分重要？
使用 CRISPR 的混合方法进行表
型选择实验可大大降低生成修饰
细胞的难度。虽然其应用十分广
泛，但可能因缺少用于定制应用
的 CRISPR 文库而受到限制。很
多公司受生产工艺限制，只提供
标准内容。在安捷伦，我们可提
供全面定制服务和所有寡核苷酸
库，甚至我们经验证的 GeCKO 文
库，都采用相同的生产工艺。

定制 CRISPR 文库的
要素

安捷伦寡核苷酸打印技术
与传统打印技术比较

优点

• 可针对任何应用、载
体系统或靶标全面定
制 CRSIPR 文库

A

G

C

T

帮您设计您的 CRSIPR

简单一步即可
获得您的寡核
苷酸库

向导结构

– 表型筛选可能既费时又昂贵。定
制化使您能够只筛选您感兴趣的
变异。

组文库或设计靶向特

• 我们的应用科学家能

– CRISPR 向导设计是一个快速发
展的领域。要确保您的应用始终
使用最佳向导组合，定制化必不
可少。

文库复杂性

• 创建您自己的全基因
定通路的小子集

向导内容

– 已证明可替代的向导结构可降低
脱靶效应，并提高特定细胞类型
中的编辑效率。

图. 库中已测序向导的分布。蓝色和绿色曲线表示 4 种安捷伦文库中读出序
列的归一化丰度。值 0.5 指示读出数目与丰度平均值的 ½ 相同的向导。红色
曲线表示可商购获得的竞争文库的相同数据

安捷伦的优势

图. 安捷伦的混合文库生成过程与传统方法明显不同。定制传统
文库需要更多的步骤，而采用安捷伦寡核苷酸打印技术则只需一
步即可完成

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