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NA 甲基化研究解决方案 (MeRIP-Seq)
MeRIP-Seq (methylated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sequencing)结合RNA-蛋白免疫共沉淀和高通量测序技术，可实现全转

录组水平上RNA甲基化分析。由于甲基化修饰约占所有RNA修饰的60% 以上，而N6-甲基腺嘌呤（N6-methyladenosine，m6A），作
为最常见的一种转录后修饰，介导了超过80%的RNA甲基化。基于MeRIP-Seq分析RNA甲基化模式，加速了癌症发生和转移、胚胎
发育、脂类代谢、环状RNA翻译和DNA损伤修复等生物学功能和作用机制的研究。

锐博技术特色
●  平台完整：从建库、测序到生物信息学分析提供一站式优秀服务
●  灵活选择：建库方式和文库片段大小可选
●  覆盖范围广：可在全转录组水平上开展 RNA 甲基化检测
●  重复性好：丰富的经验开展超低 RNA 起始量建库测序，适用于多样本间的比较分析

项目流程

推荐测序模式： HiSeq，SE50      20M clean reads                       HiSeq，PE150      6G clea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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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内容
数据质控
序列比对及统计
结合峰检测
结合峰注释
Motif预测
GO和KEGG分析
基因差异表达

分析软件
Trimmomatic

Bowtie2/TopHat2

MACS2

Homer

MEME-ChIP

KOBAS

DESeq/DEGseq/edger

生物信息软件分析

数据质量评估及QC
rRNA reads过滤
参考基因组比对分析
唯一比对reads的分布统计
数据的可视化
结合峰检测
结合峰注释及统计

标准信息分析

基因表达差异分析
m6A位点的预测 （仅限于人，小鼠)
m6A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仅限于人）

高级信息分析

数据分析

基因表达分析
Peak富集度和基因表达相关性分析
结合峰的motif检测
共有及特有peak分析
差异结合峰检测
目的基因GO功能富集分析（仅限于模式物种）
目的基因KEGG通路富集分析（仅限于模式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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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R-2HG通过靶向FTO/m6A/MYC/CEBPA信号发挥抗肿瘤活性
【研究背景】

异柠檬酸脱氢酶1/2（IDH1/2）突变体可产生高水平的R-2-羟基戊二酸（R-2HG）。IDH突变体可阻断细胞分化并促进肿瘤转化。
R-2HG作为IDH突变体的主要代谢产物，已被认为是一种肿瘤代谢产物。研究发现IDH病变的胶质瘤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往往比没有
病变的患者更高，并且IDH突变和R-2HG在神经胶质瘤中表现出生长抑制活性和糖酵解抑制作用。因此，R-2HG可能通过抑制不同
的双加氧酶在不同癌症的起始、进展和药物反应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作用。

【方法流程】

取 材 建 库 测 序 信息分析

R-2HG和PBS处理的
NOMO-1细胞

提取总RNA，并进行m6A IP
实验，构建m6A-seq文库

1．m6A peaks检测及分布
2．结合峰注释
3．m6A motifs检测
4．Peak 富集度和基因表达
    相关性分析
5．差异m6A peaks

Illumina HiSeq 2500

图1. m6A peaks的分布及变化

【参考文献】
Su R, Dong L, Li C, et al. R-2HG Exhibits Anti-tumor Activity by Targeting FTO/m6A/MYC/CEBPA Signaling[J]. cell, 2017. IF: 30.41

【研究结果】
(1) R-2HG的功能研究

R-2HG通过时间和剂量依赖性方式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
和生存能力，并通过促进细胞周期停滞和凋亡，从而在体外和
体内发挥抗白血病活性。另外，FTO是R-2HG的直接靶标，是
白血病细胞中R-2HG诱导的生长抑制效应的主要介质。
(2) 负责生长抑制的R-2HG┤FTO ┤m6A轴重要靶标的鉴定

R-2HG处理组中，6024个m6A峰有显著变化，绝大多数
（5281个；87.7％）显示出m6A丰度的显著增加。m6A水平增加的

转录本也显著富集MYC、E2F和G2M信号传导通路的靶基因。
MYC转录本富含m6A峰，特别是在5'UTR和CDS区域，其基本上
通过R-2HG处理增加。表明MYC是R-2HG ┤FTO ┤m6A

轴的重要靶标。
(3) 机制研究

R-2HG可抑制FTO活性，从而增加R-2HG敏感白血病
细胞中的整体m6A RNA修饰，进而降低MYC/CEBPA转录
本的稳定性，导致相关通路的抑制 。异位表达突变体 IDH1

和S-2HG重现了R-2HG的作用。
(4) FTO/MYC稳态控制R-2HG敏感性

高水平的FTO使白血病细胞对R-2HG敏感，而MYC信号
超活化引起的抗性可以通过抑制MYC信号而被逆转。此外，
R-2HG也在胶质瘤中表现出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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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m6A甲基转移酶METTL3在人类癌细胞中促进翻译
【研究背景】

哺乳动物的mRNA含有N6-甲基腺苷（m6A），主要发生在靠近mRNA 3’末端。METTL3是通过N6-甲基腺苷（m6A）修饰涉及
mRNA生物发生，衰变和翻译调控的RNA甲基转移酶。m6A在植物、酵母、蝇类和哺乳动物中发挥重要且多样的生物学功能。但是
m6A调控基因表达的机制仍然知之甚少。m6A可改变RNA构象以影响与RNA结合蛋白的相互作用。本研究旨在探索METTL3在调
控mRNA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流程】

取 材 建 库 测 序 信息分析

A549人类肺癌细胞 提取总RNA，并纯化得到
mRNA,与anti-m6A进行
m6A meRIP，纯化RNA构
建文库

1．reads比对
2．结合峰检测
3．m6A peak富集
4．motif检测

Illumina HiSeq 2000

A

B

C

图2. A549细胞中m6A的整体分析

【参考文献】
Lin S, Choe J, Du P, et al. The m6A methyltransferase METTL3 promotes translation in human cancer cells[J]. Molecular cell, 
2016, 62(3): 335-345.  IF: 14.714

【研究结果】
(1) 人类癌细胞中m6A靶基因整体分析

m6A峰主要位于终止密码子附近，其中一部分m6A峰位于
5'UTR和内部外显子。发现几种癌基因，包括EGFR、TAZ、
MAPKAPK2（MK2）和DNMT3A的mRNA在终止密码子附近
具有一个或多个m6A峰，而包括HRAS的其他mRNA在3'UTR

的下游还有m6A峰。
(2) METTL3可增强翻译

发现METTL3促进人类癌细胞中某些mRNA的翻译，包括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Hippo途径效应物TAZ。另外，与
当前在核METTL3下游调用m6A读码器蛋白的模型相比，发现

METTL3与核糖体相关联，并促进细胞质中的翻译。
(3) 机制研究

METTL3缺失可抑制翻译，当与报告基因mRNA相连接时，
野生型和催化失活的METTL3都促进翻译。机制上，METTL3通
过募集eIF3到翻译起始复合体来增强目标基因mRNA的翻译。
(4) METTL3功能研究

METTL3在肺腺癌中的表达升高，功能缺失和功能获得研
究发现METTL3的缺失强烈抑制癌细胞生长，增加细胞凋亡，显
著减少癌细胞的侵袭能力；METTL3过表达则结果相反。表明
METTL3促进人类肺癌细胞的生长，存活和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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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高深度m6A-Seq揭示拟南芥不同器官的RNA甲基化特征
【研究背景】

m6A作为真核生物中最重要的化学修饰广泛分布于rRNA、tRNA、mRNA和sonRNA等。近期研究发现，人和小鼠中约1/3的
mRNA存在m6A修饰，集中发生在终止子附近、3’UTRs 和长外显子来源的mRNA中。这种修饰在真核生物中高度保守，可参与重要
的生理活动，如RNA剪切、RNA转运和RNA稳定性。本次研究意在综合分析拟南芥不同组织转录本中m6A的分布特征，转录水平和
m6A修饰程度的相关性和叶花根间的m6A差异，并讨论特定转录本中m6A修饰的潜在功能。

【方法流程】

取 材 建 库 测 序 信息分析

1．拟南芥的叶、花、根
2．各2个生物学重复

1．m6A-Seq文库
2．mRNA-Seq文库
3．Input-RNA-Seq文库

1．转录本表达量鉴定，差异
     转录本检测
2．m6A结合峰鉴定，差异
    结合峰检测，motif鉴定
3．mRNA和m6A数据相关性分析

Illumina HiSeq 2000

【参考文献】
Yizhen Wan, Kai Tang, Dayong Zhang, et al. MeRIP Transcriptome-wide high-throughput deep m6A-seq reveals unique differential 
m6A methylation patterns between three organ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J]. Genome Biology, 2015.  IF: 11.908

【研究结果】
(1) 不同样品间m6A位点检测鉴定

在拟南芥叶、花、根中分别有70.6 %、73.7 %和76.7 %转
录本中存在m6A修饰，且同一器官生物学重复性大于83%。存
在m6A修饰的转录本中每条约2.0~2.6个m6A位点，全转录本
范畴下则每条约1.4~2.0个m6A位点。这个比例接近于哺乳动
物中每条转录本1.5个m6A位点，比以往认为的植物中每条转
录本0.7~1.0个m6A位点略高。
(2) m6A拓扑模型特征分类

分析存在m6A修饰的序列特征，超过75%的m6A-Seq数据
中存在"RRm6ACH"（R=A/G，H=A/C/U），其中出现最频繁的
motif分别是AAm6ACU (19.3 %)和AAm6ACA (19.0 %) 。根据
m6A拓扑模型分为两种类型，类型一是集中分布在终止子或
3’UTR附近，3/4的mRNA中存在这种特征；类型二则是在终止
子或3’UTR仅存在1~2个显著的peak，而编码区存在极低的m6A

信号。不同组织间m6A的分布模式各自相似，且终

止子或3’UTR附近的m6A peak高度约为编码区的2~12倍。
(3) m6A甲基化程度与基因转录水平

基于χ2 检测叶花根m6A-Seq中MFPKM和mRNA-Seq中
FPKM的比值。MFPKM/FPKM>1（或<1）说明m6A甲基化水平比
转录水平高（或低），MFPKM/FPKM=1说明m6A甲基化水平和
转录水平相近。将转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类，各占甲基化修饰
转录本的1/3。高表达的转录本有较低的m6A修饰程度，低表达
的转录本对应高m6A修饰程度，表达量中等的转录其m6A修饰
程度也处于中等。
(4) 基因功能分析

分析三种组织间均存在且m6A修饰程度高的290个（2.1%）
转录本，发现这些转录本与运输、防御或胁迫翻译、氧化还原、
信号转导、转录调控、DNA/RNA/蛋白修饰等功能相关。基因功
能GO分析发现其主要的分子功能涉及分子结合、转移酶、水解
酶，胁迫反应，转运蛋白和激酶活性等。

图3. RNA甲基化修饰特征及参与的基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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