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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介绍	
峰科加速基因分析流程用 GATK 最佳方案对种系突变和体细胞突变进行变异检测。峰科加速基因
分析流程基于异构加速技术，极大提高了基因大数据分析的效能。	

与 GATK 最佳使用流程相对称，典型的工作流程始于原始 FASTQ 序列两端读长（paired-end 
reads），进一步获取一组经过滤的变体，对其进行标记以供进一步分析。下图描述了种系变异调
用流水线的流程。从两端读长（paired-end reads）的 FASTQ序列文件开始，第一步是将序列映
射到参考序列，输出被排序且标记重复的 BAM文件。这一步使用命令 fcs-genome align执行，相
当于 GATK最佳使用流程的 BWA-MEM，samtools排序和 picard MarkDuplicates。第二步是重新
校正碱基质量值，以纠正测序仪造成的偏差，峰科流程执行命令是 fcs-genome bqsr，等效于
GATK运行 GATK BaseRecalibrator， GATK PrintReads。最后一步是种系变异检测，峰科流程
执行命令是 fcs-genome htc，对应于 GATK HaplotypeCaller。	

	

	
图 1. 峰科加速流程和 GATK最佳使用流程的对比：中间面板指示从开始的通常工作流程 1. 将 FASTQ序列映射到参考序列， 2.	重新
校正碱基质量值，3. 最后检测种系变异。上图和下图分别显示了使用峰科加速流程和 GATK最佳使用流程命令实现方式的工作流程。  
 

通过使用另一个 GATK的最佳实践流程工具 Mutect2，也可以实现体细胞突变的检测。体细胞变异检测流
程的初始步骤保持不变，从 fcs-genome align开始，然后是 fcs-genome bqsr，以上这两个步骤和遗传系
突变检测流程是相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在 Mutect2的情况下，两个配对端的 fastq序列文件用作输入 - 
肿瘤样本和正常样本。fcs-genome mutect2，它是经过峰科加速后的 GATK的 Mutect2，以肿瘤和正常样
本的 BAM文件作为输入。结果输出是包含体细胞变异的 VCF文件。 
下表显示了 GATK最佳实践的哪些组件具有对应的峰科加速工具及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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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户指南提供了关于峰科基因加速流程的设置，命令行使用，以及变异检测运行的详细步骤。

如果有其他软件版本使用需求请联系我们。 

  

Original Tool Original Version Command Falcon Accelerated 
Command 

BWA 0.7.13 mem align 

samtools 1.3 view, sort  

picard 1.141 MarkDuplicates  

GATK 3.8 BaseRecalibrator baserecal 

  PrintReads printreads 

  HaplotypeCaller htc 

  Mutect2 mutect2 

  DepthOfCoverage depth 

  IndelRealigner indel 

  UnifiedGenotyper ug 

  CombinedGVCFs joint 

  GenotypeGVCFs  

GATK 4.0.6 BaseRecalibrator baserecal 

  ApplyBQSR printreads 

  HaplotypeCaller htc 

  Mutect2 mutec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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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和安装	
必备软件	
峰科基因解决方案包含全部所需分析软件, 请参阅每个软件发行版中每个组件及其版本的发行说明。
推荐的操作系统和所需的软件包列表如下：	

• CentOS	Linux	7.x	
• epel-release,	boost,	glog,	gflags,	protobuf,	java	

系统设置	
• fcs-genome软件安装在/usr/local/falcon中	
• 可以通过修改/usr/local/falcon/fcs-genome.conf 调整软件设置。配置参数的详细信息将在
后面的章节中介绍。	

提前准备	
• 工作文件夹：存储参考基因组文件和输入样本数据。创建一个包含参考基因组和输入样本
的工作文件夹并允许它可读。	

• 临时文件夹：存储软件运行中生成的临时中间文件。必须确保该位置的可用磁盘空间在输
入文件大小的 3-5倍之间。临时文件夹的位置可以在/usr/local/fcs-genome.conf中修改。	

• 峰科 license：需要在环境变量$LM_LICENSE_PATH中设置有效的 license。如果 license
文件配置不当，则会报告错误消息：	

[fcs-genome] ERROR: Cannot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15 
[fcs-genome] ERROR: Please contact support@falcon-computing.com for details. 

•  获取参考基因组及其索引：参考基因组及其索引可以从 Broad Institute网站下载，使用以
下 FTP链接： 
ftp://gsapubftp-anonymous@ftp.broadinstitute.org/bundle/ 
为了充分使用峰科加速基因分析流程提供的加速功能，需要通过运行脚本

/usr/local/falcon/prepare-ref.sh <path-to-fasta>对参考基因组进行预处理。这一步是可选
的，常规参考基因组文件（FASTA）可以不经过处理也能工作。另一方面，处理后的参考
基因组也可用于其他软件，如 BWA，Picard，GATK等。 

• 可选配置：一些 GATK 步骤依赖于已知突变数据库。例如，已知的变体文件包括 1000 
Genome indels，Mills indels 和 dbSNP 可作为流程中的附加参数。这些也可以从 Broad 
Institute网站下载。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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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列出了 fcs-genome中的所有命令和它们的设置选项。	

	

fcs-genome align -r ref.fasta -1 input_1.fastq -2 input_2.fastq \ 
                 -o aln.sorted.bam  --rg RG_ID --sp sample_id \ 
                 --pl platform --lb library  
fcs-genome bqsr -r ref.fasta -i indel.bam -o recal.bam 
fcs-genome baserecal -r ref.fasta -i indel.bam -o recalibration_report.grp  
fcs-genome printreads -r ref.fasta -b recalibration_report.grp -i indel.bam \ 
                      -o recal.bam  
fcs-genome htc -r ref.fasta -i recal.bam -o final.gvcf 
fcs-genome mutect2 -r ref.fasta -n normal.bam -t tumor.bam --dbsnp dbsnp.vcf \ 

-o mutect2.vcf 
fcs-genome joint -r ref.fasta -i final.gvcf -o final.vcf  
fcs-genome gatk -T analysisType  
			

对于其它的参数，可以在 fcs-genome 的命令行中输入。GATK 的选项可以通过–extra-options	 "GATK	

选项"	的方式加入 fcs-genome的命令行。例如：	

fcs-genome printreads -r ref.fasta -b recalibration_report.grp -i indel.bam \ 
                      -o recal.bam --extra-options "-n 100000" 
对于所有其它的选项，请参考 GATK文档。下面的表格展示了每个方法中所有的可用选项。	

常用选项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h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f  --force		 	 覆盖输出文件（若文件已存在）	

-O  --extra-options		 	 额外的	GATK	选项.	用	"	"	包含	GATK	命令.	例如：	"--
TheOption	arg"	

	

--extra-options	参数适用于添加峰科没有包括的软件参数，例如：	

• fcs-genome htc 
•      -r ref.fasta 
•      -i recal.bam \ 
•      -o germline.vcf \ 
•      --produce-vcf \ 
•      --extra-options "-minPruning 4" 

 
 
 
 
 

GATK通用参数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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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atk4	 	
加上此参数，流程是 GATK4.0版本，不加此参数，流
程默认使用 GATK3.X版本	

	

fcs-genome	align			
align步骤使用 bwa-mem，重复标记步骤使用 Picard。align步骤结果文件是 bam文件。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genome参考路径			
-1 --fastq1		 String	 输入	pair-end	Read	1	FASTQ	文件	
-2 --fastq2		 String	 输入	pair-end	Read	2	FASTQ	文件	

-o  --output		 String	
输出	BAM	文件	(若加上–align-only选项，输出是包含 BAM	
文件的目录	

-R --rg		 String	 读取群组	id	(BAM	header的'ID')	
-S  --sp		 String	 样本	id	(BAM	header的'SM')	
-P  --pl		 String	 平台	id	(BAM	header的'PL'	)	
-L  --lb		 String	 库	id	(BAM	header	的	'LB')	
-l  --align-only		 	 不标记重复	

fcs-genome	bqsr	
对 BAM 文件的碱基质量值进行重新校正。可以在“--knownSites”选项定义的区域内执行。若设置—
bqsr，	则会生成报告。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genome参考路径	
-b --bqsr	 	 输出	BQSR	文件	(不加此选项就不会生成文件)	
-i --input	 String	 输入	BAM	文件	
-o --output	 String	 输出	BAM	文件	

-K --knownSites	 String	
用来排序的已知的插入或缺失	(VCF格式).	若有更多的 VCF	需
要导入,	给每个文件前加上	–K	选项	

-L --intervalList	 String	
目标区域的区间 bed文件，请在 bqsr和后续 htc步骤同时使
用此参数	

-m --merge-bam	 	 将输出的 part	bam文件合并成一个 bam文件	

fcs-genome	baserecal	
对 BAM文件的碱基质量值进行重新校正。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genome参考路径	
-i --input	 String	 输入	BAM	文件	
-o --output	 String	 输出	BQSR	文件	

-K --knownSites	 String	
用来排序的已知的插入或缺失	(VCF格式).	若有更多的 VCF	需要
导入,	给每个文件前加上	–K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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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s-genome	printreads	
对 BAM文件根据–extra-options的设置过滤读入信息。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genome参考路径	
-b --bqsr	 String	 输入	BQSR	文件	
-i --input	 String	 输入	BAM	文件或路径	
-o --output	 String	 输出	BAM	文件	

fcs-genome	htc	
htc步骤使用 GATK3.X和 GATK4.X的 SNP和 INDEL变异进行检测，以 BAM文件为输入文件生成 gVCF	
文件。若设置了–produce-vcf选项，会生成 VCF文件而不是 gVCF文件。	

选

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genome参考路径	
-i --input	 String	 输入	BAM	文件或路径	

-o --output	 String	
输出	gVCF/VCF文件	(若设置了	–skip-concat	选项，输出会是包含 gVCF	
文件的路径)	

-v --produce-
vcf	 	 用 HaplotypeCaller	生成 VCF文件而不是 gVCF文件	

-s --skip-concat	 	 输出结果为分开的 GVCF/VCF文件集	

-L --intervalList	 String	
目标区域的区间 bed文件，请在 bqsr和后续 htc步骤同时使用此参
数	

fcs-genome	mutect2	
使用 GATK3.X和 GATK4.X进行体细胞变异检测，包含 SNV和 INDEL	变异。需要输入成对的 tumor和	

normal两个 BAM文件。Mutect2	使用 normal	BAM	作为等位基因位点的预过滤样本。由于 GATK3.X
和 GATK4.X使用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分开说明。	

	

	

GATK3.X	选项	

流程在默认情况下是 GATK3.X（也就是不使用—gatk4参数的情况下）。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参考基因路径	
-n --normal	 String	 输入 normal	BAM文件或文件目录	
-t --tumor	 String	 输入 tumor	BAM文件或文件目录	
-o --output	 String	 输出	VCF文件		
-d --dbsnp	 	 Mutect2使用 dbsnp文件	
-c --cosmic	 	 Mutect2使用 cosmic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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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K4.X选项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参考基因路径	
-n --normal	 String	 输入 normal	BAM文件或文件目录	
-t --tumor	 String	 输入 tumor	BAM文件或文件目录	
-o --output	 String	 输出	VCF文件		
-m --germline	 String	 含有特定群体注释的遗传系突变 vcf参考文件	

-p --
panels_of_normals	

	 正常对照样本 panels参考文件	

-a --normal_name	 	 正常样本名称，需要和 bam头文件中 SM相同	
-b --tumor_name	 	 肿瘤样本名称，需要和 bam头文件中 SM相同	

	

fcs-genome	joint	
joint 工具以不同样本的多个 gvcf 文件作为输入，实现多样本联合变异检测，每个 gvcf 文件需要各
自的 index索引文件。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genome参考路径		
-i --input-dir	 String	 输入包含压缩的 gVCF文件的路径	
-o --output	 String	 输出	压缩的 gVCF文件	
-c --combine-only	 	 仅执行 CombineGVCFs,	跳过 genotypeGVCFs	
-g --skip-combine	 	 仅执行 genotypeGVCFs,	跳过 CombineGVCFs	

fcs-genome	depth		
depth命令计算给定 BAM输入文件的覆盖深度。	它相当于 GATK	3.x	DepthOfCoverage命令。	输出

将是一组报告，具体取决于所选的选项。	

选项	 等价选项	 参数	 说明			
-r  --ref		 String	 参考基因路径	
-i --input	 String	 输入	BAM文件	
-o --output	 String	 输出覆盖度文件	
-g --geneList	 String	 覆盖度统计基因列表	
-b --omitBaseOutput	 String	 不输出每个碱基覆盖深度（默认：false）	
-v --omitlntervals	 	 不输出单个 interval覆盖深度统计（默认：false）	

-s --
omitSampleSummary	

	 不输出每个样本总结文件（默认:false）	

	



Page	10	

fcs-genome	gatk	
这个方法仿效原始的 GATK命令，目前仅支持 GATK3.X。更多信息请参考 GATK文档。	
		

脚本示例	
	

以下脚本是WGS遗传系突变脚本基本使用方法，执行脚本example-wgs-germline.sh会执行以下3

个步骤：align, bqsr 和 htc: 

#!/bin/bash 

sample_id=$1 

 

# need to setup these variables before start 

local_dir=/local 

fastq_dir=$local_dir/fastq 

ref_dir=$local_dir/ref 

ref_genome=$ref_dir/human_g1k_v37.fasta 

db138_SNPs=$ref_dir/dbsnp_138.b37.vcf 

 

start_ts=$(date +%s) 

set -x  

fcs-genome align \ 

    -r $ref_genome \ 

    -1 $fastq_dir/${sample_id}_1.fastq.gz \ 

    -2 $fastq_dir/${sample_id}_2.fastq.gz \ 

    -o $local_dir/${sample_id}.bam \ 

    -R $sample_id -S $sample_id -L $sample_id -P illumina -f 

 

fcs-genome bq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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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ref_genome \ 

    -i $local_dir/${sample_id}.bam \ 

    -o $local_dir/${sample_id}.recal.bam \ 

    -K $db138_SNPs -f 

 

fcs-genome htc \ 

    -r $ref_genome \ 

    -i $local_dir/${sample_id}.recal.bam \ 

    -o ${sample_id}.vcf -v -f 

set +x 

 

end_ts=$(date +%s) 

echo "Pipeline finishes in $((end_ts - start_ts)) seconds" 

调整配置	
可以调整配置以在运行期间为每个命令行设置选项。	默认配置存储在/usr/local/fcs-genome.conf 文
件中。	如果在当前目录中也有名为“fcs-genome.conf”的文件，该文件中的配置将覆盖默认值。	
此外，环境变量可用于覆盖默认配置和当前目录中'fcs-genome.conf'中的配置。	

为种系变异检测流程配置设置的例子如下：	

temp_dir = /local/temp 
gatk.ncontigs = 32 
gatk.nprocs = 16 
gatk.nct = 1 
gatk.memory = 8 
 
参数'temp_dir'指定存储临时文件的系统文件夹。	在`fcs-genome`的一些步骤，包括`align`，将大文
件写入到一个临时文件夹。	请确保将此配置设置为有足够空间的位置。	建议的可用空间是输入数

据大小的 3〜5倍。	

GATK 步骤，例如 BaseRecalibratior，PrintReads 和 HaplotypeCaller，是并行运行。	默认情况下，每
个 GATK 步骤将使用全部 32 个进程。 	要更改进程数，可以设置“gatk.ncontigs”。 	配置
“gatk.nprocs”用于指定每个步骤中并行进程的数量。	 'gatk.memory'指定每个进程消耗的内存。	

理想情况下，'gatk.nprocs'应该小于或等于 CPU 核心的总数，并且 gatk.nprocs 和 gatk.memory 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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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应小于或等于总内存。	每个步骤的并发进程数和内存数可以按以下格式为单个步骤设置：[step-
name]	.nprocs，[step-name]	.memory	

	

配置参考表	

Configuration	key	
Argument	
Type	

Default	
Value	

Description	

bwa.verbose int	 0	 详细的 bwa输出	

bwa.nt int	 -1	
bwa的线程数，默认设置为使用系统中
可用的线程	

bwa.num_batches_per_part int	 20	 每个 BAM文件中的最大记录数量	
bwa.use_fpga bool	 true	 为 bwa-mem启用 FPGA的选项	
bwa.use_sort bool	 true	 在 bwa-mem中启用排序功能	
bwa.enforce_order bool	 true	 强制严格的排序顺序	
bwa.scaleout_mode bool	 	 为 bwa启用向外扩展模式	
markdup.max_files int	 4096	 在 markdup中最大打开的文件数	
markdup.nt int	 16	 在 markdup中的线程数	
markdup.overflow-list-
size int	 2000000	 在 markdup中溢出列表大小	

gatk.scalout_mode bool	 	 为 gatk启用向外扩展模式	
gatk.intv.path string	 “”	 现有重叠群间隔的默认路径	
gatk.ncontigs int	 32	 GATK步骤中的默认 contig分区编号	

gatk.nprocs int	 	
所有 GATK步骤中的默认进程数量，设
置为 cpu	num或 gatk.ncontics，以较小
值为准	

gatk.nct int	 1	 GATK步骤中的默认线程数	
gatk.memory Int		 8	 GATK步骤中的默认堆内存	
gatk.skip_pseudo_chr bool	 	 跳过假染色体区间	
gatk.bqsr.nprocs int	 	 GATK	BaseRecalibrator中的默认进程数	
gatk.bqsr.nct int	 	 GATK	BaseRecalibrator中的默认线程数	
gatk.bqsr.memory int	 	 GATK	BaseRecalibrator中的默认内存堆	
gatk.pr.nprocs int	 	 GATK	PrintReads中的默认进程数	
gatk.pr.nct int	 	 GATK	PrintReads中的默认线程数	
gatk.pr.memory int	 	 GATK	PrintReads中的默认内存堆	
gatk.htc.nprocs int	 	 GATK	HaplotypeCaller中的默认进程数	
gatk.htc.nct int	 	 GATK	HaplotypeCaller中的默认线程数	
gatk.htc.memory int	 	 GATK	HaplotypeCaller中的默认内存堆	
gatk.indel.nprocs int	 	 GATK	IndelRealigner中的默认进程数	
gatk.indel.memory int	 	 GATK	IndelRealigner中的默认内存堆	
gatk.ug.nprocs int	 	 GATK	UnifiedGenotyper中的默认进程数	
gatk.ug.nt int	 	 GATK	UnifiedGenotyper中的默认线程数	
gatk.ug.memory int	 	 GATK	UnifiedGenotyper中的默认内存堆	
gatk.rtc.nt int	 16	 GATK	UnifiedGenotyper中的默认线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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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k.rtc.memory int	 48	 GATK	UnifiedGenotyper中的默认内存堆	
gatk.joint.ncontigs int	 32	 联合基因分型中默认的 contig分区数量	
gatk.combine.nprocs int	 16	 GATK	CombinGVCFs中的默认进程数	
gatk.genotype.nprocs Int		 32	 GATK	GenotypeGVCFs中的默认进程数	
gatk.genotype.memory int	 4	 GATK	GenotypeGVCFs中的默认内存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