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代测序的快速发展帮助农业科学家建立起基因组的广泛资源，这将打造成一个“基因组文库的生动世界”。科研学者、动物育种专家和商

业种子公司都开始涉足这个庞大的基因组文库资源，从而加强农业基因组学策略。通过应用基因组标记来鉴定和选择重要性状，他们的目标是

提高生产力和商业可行性。

本技术指南整合了同行评议的杂志中介绍的基于序列的基因分型方法的经验，并比较了芯片在农业基因分型应用中的表现，以便协助您作出 

基因分型技术的决策。

基于序列的基因分型概述

基因组选择和关联作图或连锁不平衡(LD)定位技术需要大量的标记，才能准确估计与基因型相关联的性状。这就要求获得基因型信息所使用的

技术必须是经济高效，且高通量的。全基因组测序以及利用序列捕获的靶向基因分型比较昂贵，而产生基因型数据的低通量方法对于常规应

用而言仍然是不实际的。在确定经济型测序的目标下，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方法，如基于酶切的简化DNA测序1 (RADseq)和genotyping-by-

sequencing (GBS) 2已不断发展，它们在科研和日常应用中的潜力被不断引用。

基于测序的方法依赖于对多个样品添加条形码，并降低基因分型的成本。这种技术利用限制性内切酶来消化目标限制位点和低拷贝基因组区

域，以降低基因组复杂度。这样就能够避免带有重复序列的区域，它们容易产生模糊或假的SNP，且增加测序成本。利用测序而获得的基因型

数据在质量和数量上大有不同，这高度依赖于生物体的基因组大小和结构以及评估的群体。基因组结构的复杂度，如倍性水平、GC含量和重

复序列、待研究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以及群体内的交配系统，都对测序技术准确轻松收集基因型数据的成本、准确性和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

对于那些标记探索落后或不完善的物种而言，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很有用。GBS和RADseq都能用于至少96个样品，而不需要访问参考数

据库或之前发现的标记。这种技术还特别适合筛查数千个多态性，以了解遗传变异的后果，之前人们依赖极其少量的标记，如微卫星和扩增

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已被用于标记的发现。杂志上已经发表了在多个物种上开展的各种实验的结果，如大麦、玉

米、小麦、牛和鳟鱼等。在常规的基因分型中使用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依然遥遥无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本文中也列出了其中一些。

《Molecular Ecology》杂志关于genotyping-by-sequencing技术的特刊3也总结指出，新的genotyping-by-sequencing技术仍然是不完善

的，无法在不同的植物和动物中充分地扩展。

基于序列的基因分型中的关键实验因素

所有的新一代测序平台都有序列碱基数量的限制，它们由每个测序

运行产出。这个有限的产出能力意味着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运行必

须平衡四个关键参数：样品多重分析的水平、基因组覆盖度、序列

覆盖度以及每个样品的成本。

样品的多重分析很关键，因为测序仪的有限产出能力必须由运行中

包括的所有样品来共享。更多样品意味着每个样品的测序碱基更

少。

基因组覆盖度也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被分析基因组的百分比，因

此，也决定了基因组中可获取的标记数量。更高的基因组覆盖度是

以牺牲其他参数中的一个为代价而实现的，因为它需要更多的测序

仪产出能力。

农业基因组学项目最合适的平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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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一代测序平台上的所有应用必须平衡四个关键参数。



序列覆盖度(或序列“深度”)决定了数据集中每个序列的平均读取数量。实际上，一些序列频繁被读取，而一些较少被读取，或根本没有。序

列覆盖度影响数据中缺口的百分比以及基因型准确性。准确的基因型检出通常需要每个SNP上30倍或更高的覆盖度。增加序列覆盖度也迫使在

其他地方妥协，以平衡测序仪能力的使用。

当然，样品多重分析、基因组覆盖度和序列覆盖度都能通过在测序仪上投入更多运行来改善，但这会使成本迅速增加。

本技术指南讨论了每种新型测序技术中实验方法的影响、基因组复杂度对标记数量的影响，以及应用范围。实验方法的变化可明显增加任何基

因分型项目的成本，对于30,000个标记的项目，可能增加五倍 。

应用

基因组覆盖度高度依赖于基因分型技术和方法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最终取决于感兴趣的应用。每种方法提供了不同水平的植物或动物基因组覆

盖度。这影响了可获取的标记数量，也决定了哪种方法最适合目标应用。这些应用的范围从群体基因组扫描到确定系统发育。图2显示了不同

的基于测序和芯片的基因分型方法如何定位到各种应用，以及与覆盖基因组相关的相对成本。

每种基于测序的方法所覆盖的标记数量取决于实验参数，如限制性内切酶的类型、DNA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分析技术。每个应用的标记数量如

图2所示，是被测序的基因组部分的函数。准确基因分型所需的标记数量是基因组水平的连锁不平衡的数量、系谱中捕获的重组事件、各组之

间分歧的函数。4 通过改变分析中的限制性内切酶，以增加标签数量，可提高基因组覆盖度。然而，正如上文指出的，提高基因组覆盖度是以

更低的样品多重分析、更低的序列覆盖度或每个样品的更高成本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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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各个农业基因分型应用的最佳基因组覆盖度以及成本相对于基因分型方法的扩展性的表示。颜色渐变表示利用每种方法获得所需数量的标

记时每个标记的成本。测序成本随着待测序基因组部分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仅仅对数百个系统发育或群体结构的标记进行测序时，每个标记的

成本较低，或与芯片成本不相上下。芯片作为一种经济高效的技术，可验证重测序或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所发现的标记，这些技术提供了筛查

不同群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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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基因组扫描和测序验证：芯片和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已经用于开展群体扫描和验证那些利用新一代测序发现的标记。基于测序的

基因分型策略容易检出假的SNP，因为测序技术存在固有误差，拷贝数变异无法定位到参考基因组，或来自旁系同源或同源基因。通过更

深度的序列覆盖，假的SNP可排除，但这会增加每个样品的成本，通过使用双单倍体或高质量的参考序列，也可避免这一问题，但这些会

导致更复杂的信息学分析，而严格的过滤条件会丢弃大部分的测序数据。通过运行群体内的大量样品来验证标记，可鉴定出信息量大且重

复的标记。高密度的Axiom®芯片已成功应用于验证测序发现和排除假的SNP，这些SNP是许多物种测序错误的结果，包括鸡5和三文鱼6。

芯片带来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评估不同群体中的数百万个标记，并验证那些通过不同测序技术(如RADseq、RNAseq和重测序)发现的

标记。

■



关联作图、基因组选择和拷贝数应用：关联作图(AM)技术使用大量的多态性标记来克服QTL定位中的挑战和限制。关联作图依赖连锁不平

衡和现有基因库中存在的重组，来开展随机交配群体、各系或种质间的表型-基因型关联。8 在关联作图研究中，更多的标记增加了找到或

定位致病变异的可能性，9 因此标记越多越好。尽管关联作图可通过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方法来完成，但芯片通常能更经济高效地对高密度

的标记进行基因分型，且有着更好的数据质量和完整性。

密集的标记也可用在基因组选择中，其中在基因分型和表型检测中同时估计标记的影响，或训练群体，然后用来预测选择候选物的价值。

基因组选择的准确性随标记密度的增加而增加。据估计，50,000个标记已足以准确预测这些关系。10 拷贝数变异检测实现了复杂性状中可

遗传变异的研究和鉴定。

系谱和数量性状位点(QTL)作图：与关联作图不同，QTL作图查看多个基因对数量性状的影响，如三文鱼控制对海虱的抗性或鱼卵大小的

QTL。QTL鉴定是基于双亲杂交，需要通过精细作图鉴定染色体区域的单个基因，因此需要大量的杂交来产生足够数量的减数分裂事件。

系谱基因分型利用QTL检测中的育种材料，它们覆盖多代，通过多次杂交与系谱中的共同祖先相关联。这实现了育种项目中存在的大部分

等位基因的鉴定和使用。

系统发育和群体定位：在各个研究机构维护的种质和育种者维护的种质中，群体结构可能有所不同。不同的群体结构需要不同的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GWAS)方法。通过构建遗传或连锁图谱来调查群体结构和开展系统发育分析，可提供基因组重组率的信息。了解群体结构也有助

于选择适当的标记和密度。通过研究很小一部分基因组中的标记，可完成群体分析。

■

■

■

工作流程：基于芯片的技术和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的工作流程比较如图3所示。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依赖条形码技术对样品进行多重

分析(例如，96个样品在单个通道中测序将需要96个样品条形码)。文库制备需要选择适合该物种和所需标记数量的限制性内切酶。此过程需要

优化，以避免引物二聚体等问题，这些可能增加测序的费用。在文库制备之后，真正的测序约需11个小时至11天不等，这取决于仪器的能力

和测序基因组的百分比。更高的样品多重分析也并非不可能，但正如之前提到的，必须平衡基因组大小，测序基因组的百分比以及单个通道中

的序列覆盖度。测序之后，数据经过过滤，条形码被解复用，以提取每个样品的标记。

使用任一基因分型技术的重要考虑因素是计算设备和分析流程。分析流程需要根据感兴趣的物种、实验方法、待研究的群体和技术本身来定

制。

James Hutton研究所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11得出结论，利用GBS来研究大麦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与目前实验室中使用的多重SNP分析技术相

比，GBS数据在处理和随后的分析上更具挑战性。采用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存在诸多挑战，包括计算设备，维护定制分析流程的生物信息

学专家，开展比对和分析的软件，以及提取有用的基因分型数据所需的时间。测序技术的数据分析通常在“云端”开展，以尽量减少本地数据

存储和计算要求。变异检出往往通过定制的软件来开展，这些软件检出各种基因型。每个存储技术都具有与数据转移、存储和检索相关的成

本，这会影响基因分型项目的成本。

相比之下，基于芯片的基因分型技术能轻松地利用台式工作站，对每个样品的数百万个数据点进行基因分型，在降低设备费用的同时提高操作

效率。这种芯片法基因分型的简约、易用让芯片可在各种场景和环境下使用，对常规育种应用而言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大量样品处理和周转时

间都很重要。

文库制备中的DNA质量和数量：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对DNA浓度和DNA质量的要求仍然是实际应用中的严重挑战之一。DNA测序需要几

微克(µg)已纯化的高分子量基因组DNA，且无污染和共生体。细菌污染可能影响测序，因为DNA材料的随机扩增意味着细菌DNA会与待分型

的生物样品一起被测序。

标记的数量和类型：芯片技术与测序技术的最大差异在于芯片靶定特定的基因组区域或特定SNP的能力，如图4所示。基于芯片的技术能够靶

定特定染色体区域内任何数量的标记，其设计策略采用在基因组中均匀间隔的标记，如有必要，采用基因组特定区域内更高间隔的标记。这种

灵活性让芯片可应用于GWAS、12 QTL作图、关联作图和基因组选择，并具有一定量的确定偏差。通过在多个品种上开展SNP研究，可降低确

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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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基于芯片的基因分型与任一种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的工作流程比较。

表1：利用芯片和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对生物样品进行基因分型所需的DNA量。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所需的浓度是芯片的2倍至30倍。

Amount of DNA recommended Microarrays Sequencing-based genotyping methods

Diploid plants and animals 100 ng 
200–3,000 ng

Polyploid plants and animals 150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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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依赖DNA库的随机抽样，而标记的数量与待测序区域的数量和大小成正比。当待研究群体的限制性位点保守时，基

因组区域预计没有偏差。因此，样品间的标记不保守，并且没有两个样品能提供相同的一组标记。这导致数据丢失，并需要复杂的信息学通过

推算来恢复丢失的数据。样品间不保守的标记必须通过参考基因组来推算，或利用覆盖度非常高的测序(18倍或更高)通过相关品系的单倍型来

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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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图像显示了芯片和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的标记选择技巧。芯片能够利用靶定那些特定区域的标记，靶定单倍型块。相比之下，基于测序的

基因分型技术则通过靠近限制性酶切位点的标记，靶定整个基因组内的区域。



选择测序方法的考虑因素

对于上面提到的任何应用，在决定采用哪种方法之前，必须考虑到影响基因分型的各种因素。

杂合子检出错误：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尤其是GBS，依赖低覆盖度来降低成本，并获得大量标记，这些标记可用于关联作图。这种

实验方法的缺点在于杂合子的检出明显过低，这影响了基因型准确性。GBS检出不足50%的杂合子。一项关于DNA测序所需覆盖度的研究
14预测，对于每个杂合二倍体，检测99.75%位点上的两个等位基因至少一次，需要13.5倍的深度。而检测每个等位基因至少两次，将需要

18倍的深度。增加测序覆盖度导致每个样品的成本更高，并使得测序比芯片更为昂贵。关于葡萄的研究表明，以5.7倍的平均深度基因分

型时，30-50%的杂合子未检出。15 而芯片上杂合子的检出准确性是由芯片设计决定的，这是高度可预测的，使得基因型检出准确性接近

100%。芯片所使用的进一步设计方法能够对GC含量高于60%的基因组区域进行基因分型。

基因组覆盖度：任何技术所带来的标记数量有望实现基因组的均一覆盖。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表现出数据丢失，这导致基因组的不均

一覆盖。丢失的数据是实验条件和基因组结构的函数所造成，源于文库复杂度(即独特序列标签的数量)和文库的序列覆盖度的组合。丢失

数据的量与文库制备的多重水平以及RE消化所使用的酶直接相关。测序技术中限制性内切酶的选择影响了等位基因信号丢失，从而影响群

体遗传学的统计数据。稀有标记需要切割不频繁的酶，随后产生较少的标记。若使用频繁切割的酶，会产生较多的标记，但覆盖度明显降

低，导致大量的数据丢失。

所有代表性降低的测序技术依赖基因组复杂度降低，从而降低成本并增加通量。复杂度降低的缺点在于所获得的基因型数据有着明显的丢

失数据。16 基因型数据可能丢失，因为基因组结构中的内在差异，如存在-缺失差异、多态性限制位点的变异，以及差异甲基化，这影响

代表性降低的测序技术中所使用的甲基化敏感的酶。丢失的数据对QTL作图很重要，其中亲本系的基因型数据质量对作图群体的基因型检

出至关重要。亲本系需要以非常高的覆盖度测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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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说明了序列覆盖度与丢失数据之间的关系，这项结果是由近期一篇论文发表的，它比较了不同平台上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17 此研究表

明，在10倍覆盖度下，可获得1,000个标记，且50%的数据丢失，而低覆盖度下的标记数量增加至30,000个时，90%的数据丢失。

图5：近期一篇论文的数据说明了序列reads的数量、测序深度和read检出之间的关系，这些数据来自于GBS在大麦上的应用。(a)将每个测序样品

中每个SNP的丢失数据的平均百分比相对于该样品的序列reads数量作图。(b)每个SNP的丢失数据的直方图。(c)将SNP检出的数量相对于为使基因

分型成功特定样品中变异位置的最低深度作图。所有SNP检出都是通过SAMtools管道实现的。次要等位基因频率被设为30%，而丢失数据的最大

值被设为50%。本研究所使用的测序平台包括Illumina® HiSeq™ 2000（黑色）、Ion Torrent™ PGM (绿色)和Ion Torrent™ Proton (红色)。所有

分析的颜色代码如(a)图中的图例所示。doi:10.1371/journal.pone.0076925.g002.

基因型数据的预期量和实际量可能差异巨大。最近一项使用GBS的玉米研究18表明，基因组位置分布的倾斜覆盖和不成比例的区域不代表最初

预计的信息。这限制了测序技术的范围和应用，被认为无法用于关联研究的精细作图。大多数位点的基因型数据只能通过大幅增加read深度

来实现，而这会影响测序成本。



丢失的数据可利用数据推算技术来恢复，也就是将数据与参考基因组比对，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先进的分析，以及复杂的流程，能过滤、排序

并比对序列数据。缺乏简单易用且统一的信息学流程仍然是在常规应用中采用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的第二大障碍。推算特别适合亲缘关系

相近的个体，但对于高度多样化的样品，丢失的数据可替换为近邻的等位基因。19 当丢失数据的比例高时，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也会丢失

低频率的等位基因。替代方案是追求更高深度的测序，这会导致每个样品的成本更高。

6

LD和多态性频率：对于收集基因型数据的群体而言，它的基因组多样性和交配系统对测序成本有很大的影响。从一个较窄的遗传基础衍生

而来的群体表现出较少的多态性，需要更多的测序，并增加总成本。四倍体棉花等物种便是如此，其每1,000-1,500个碱基表现出一个多态

性。物种内的LD衰减也决定了多个群体的关联作图所需的标记数量。图6显示了LD衰减对标记分辨率的影响。对LD衰减高的物种而言，标

记密度的低分辨率将导致基因组的覆盖度不足。水产养殖物种(如鳟鱼)和植物(包括玉米、葡萄和甜菜)表现出低的LD，在关联分析时需要大

量的片段。近期一项关于鳟鱼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20使用了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并得出结论，LD的快速衰减需要更高水平的标记密

度，才能高效地开展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拷贝数应用：基于芯片和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可被用来开展拷贝数研究，以鉴定复杂性状的遗传变异。这两种技术都能检测拷贝数获得。

但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在低覆盖度下难以鉴定拷贝数丢失，因为片段丢失显示为低覆盖度的标记。21 更高覆盖度将实现CNV丢失的检

测，但成本有望增加40-50%。

基因组复杂度：多倍性是植物和某些动物的更复杂属性之一。60-70%的被子植物是多倍体，其倍性水平从葡萄籽的四倍体到草莓的八倍

体，而甘蔗更为复杂，其倍性水平从12-16倍不等。多倍体物种表现出基因组复制。多倍体的挑战如下：(i) 多倍体物种需要更高的序列覆

盖度，才能高效覆盖更大的基因组，而这增加了测序成本。(ii) 基因组组装和作图算法很复杂，容易出错，特别是在组装旁系同源/直系同

源区域时。对于多倍体且杂合的物种，每个指定位点的数据推算都需要复杂的分析流程，而这不能用于常规的育种应用。22 此外，更深度

的测序增加了总成本。测定基因组中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剂量信息对基因组选择模式很重要。在使用芯片对多倍体物种进行基因分型时，

来自亚基因组的信号导致聚类压缩。多倍体物种也表现出不同水平的倍性，因为干扰突变导致复杂度降低。常规的育种应用必须有一个分

析流程，能自动聚类并分配基因型，以满足严格的育种时限要求。Axiom® GT1算法用贝叶斯统计来准确分配基因型并让多倍体基因组的数

据聚类。图7显示了一个例子。自动流程让人们能够轻松准确地对数千个样品的数千个标记进行基因分型。

■

■

■

为您的基因分型项目选择适当方案的指南：鉴于芯片技术和测序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需要认识到使用测序技术的挑战，以及使用测序和芯片

技术的偏向。下列问题可帮助您选择适当的技术，应用在科研或基因组育种项目所考虑的物种上：

获取基因型数据所使用的分析是否与所考虑物种的基因组结构兼容，它是否能带来足够量的可靠标记？

是否有需要靶定特定染色体区域，需要采用何种标记策略以覆盖整个基因组？

所考虑物种的潜在LD结构如何？

此物种是不是多倍体，倍性水平如何？

将此技术引入科研或育种项目需要哪种信息学流程和专业知识？

需要多少个小时才能检出基因型并聚类数据？

所考虑的群体是近交群体，还是多样化的无关个体，预计杂合水平如何？

需要对多少个样品进行基因分型，周转时间或出结果的时间是否有限制？

需要何种深度的序列覆盖，才能准确检出基因型？

数据缺口有什么影响，您将如何恢复丢失的基因型？

考虑到丢失数据和生物信息学流程和分析所需的资源，分析的成本如何？

技术的通量、周转时间、分析的可靠性以及技术所使用的仪器如何？

育种项目可接受的偏差量如何，是否有办法绕过偏差？

需要将多少种不同的技术或分析整合到科研或育种项目中，进行有效验证、标记性状或常规使用？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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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对于LD快速衰减的物种而言，需要更多SNP来覆盖基因组，

并产生更高分辨率的遗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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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xiom® Genotyping Wheat Array的数据表明六倍体小麦的

聚类压缩，因为亚基因组的信号以及Axiom®基因分型算法在分辨

聚类上的能力。

7

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的挑战总结在表2。

表2：表2比较了基于测序的基因分型技术(如RADseq和GBS)与Axiom® Genotyping Arrays的特点。新技术较低成本忽视了实际实验条件和基因组复杂

度， 但却往往被宣传为替代芯片技术的理由。

属性 RADseq GBS Affymetrix Axiom® Genotyping Arrays

DNA质量
n 对质量和数量的严格要求(200 ng – 3,000 ng)
n RADseq文库生产需要几微克纯化好的高分子量基因组DNA

100–200 ng DNA

标记选择
n 位于或靠近限制性位点的标记
n 无确定偏差

n 能够靶定特定的染色体
n 通过多个品系的重测序，可减少确定偏差

应用范围

n 不能靶定特定的染色体
n 不能控制与消化、连接和扩增相关的可变性
n 不能控制样品的消化位点(基因组中的突变、变异)
n 不能控制不同区域的read深度(RE敏感的甲基化)
n 数据丢失不能避免

对于参考基因组不可用的物种，能够对96个样品进行基因分型

基于芯片上SNP的广泛应用
n NGS验证
n GWAS/标记性状关联
n 基因组选择
n 常规应用

不能用于SNP发现

基因组复杂度

n 增加遗传差异可能会影响酶切位点，并增加丢失数据的频率
n 大型基因组需要更多的测序
n 重复让组装很混乱

n 没有酶切位点的影响
n 能够拷问大型基因组或高杂合性基因组的标记

多倍体能力

n 多倍性、高杂合性和CNV需要深度测序
n 纯合6倍，杂合13.5倍(P ≥ 0.9975)
n 组装可能是嵌合的
n 不能检测CNV丢失

n 能够在1小时内分析异源多倍体数据(从四倍体到八倍体)

SNP的数量
1,000 – 150,000。

限于酶切位点附近的位置。

1,000 – 50,000。

限于酶切位点附近的位置。

多层SNP，1,500 – 250万个SNP

周转时间 2-20周(服务供应商宣传的是20-24周) 4-5天，包括数据分析

分析

n 丢失的数据使推算复杂化
n 复杂的信息学

五步分析，通过基于Windows的Affymetrix Genotyping 

Console™ Software或基于命令行的Affymetrix® Power Tools 

Software

芯片技术不断发展，形成Axiom® 384HT的格式。这个能以非常经济的价格点同时处理384个样品的创新让此技术从科研走向主流的商业化农

业基因组学。在优先考虑周转时间、易用性和数据质量的应用中，芯片仍然是首选技术。

基于芯片的技术在单一平台上合并了多个基因分型应用，提供了灵活性和经济性。分析和信息学分析流程的创新让所有感兴趣的相关标记能够

不受限制地基因分型，其结果可通过简单的流程在几小时内得到。Axiom®基因分型解决方案，来自Affymetrix的芯片技术演化，为全基因组

分析到常规筛查的应用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具有最高的准确性和重复性、简化的流程和最低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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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ymetrix的农业基因组学基因分型方案为育种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强大而经济的工具，可鉴定、验证和筛查植物或动物中复杂的遗

传性状，实现更快速、更精确的育种。Axiom®基因分型一开始是从SNP文库资源中选择标记内容，接着设计SNP芯片，最后用芯片来鉴定样

品的基因型。这为育种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功能性的基因分型工具，让其应用在标记-性状关联、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数量性

状位点(QTL)分析和基因组选择项目中。

鉴于genotyping-by-sequencing技术在数据管理、计算需求上的挑战，且定制信息学流程需要根据每个物种和样品群体来定制，芯片在数

据质量、完整性、分析和常规育种的应用上仍是到目前为止最简单的技术。

总的来说，适用于动物和植物基因分型的Axiom®基因分型解决方案让人们能够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定制芯片上的基因分型内容。Axiom 

基因分型解决方案包括物种特异和定制的芯片，其经过验证的基因组内容来自Axiom®基因组数据库，以及完整的试剂盒、数据分析工具，

和一个利用GeneTitan®多通道(MC)仪器的全自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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