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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ymetrix 基因芯片平台在临床医学的应用

序言 

 基因芯片或 DNA 微阵列（Genechip 或 DNA Array）是指采用原位光刻技术或微量点

样等方法，将大量 DNA 分子有序地固定于支持物（如玻片、硅片、聚丙烯酰胺凝胶、尼龙

膜等载体）的表面，组成密集二维分子排列，然后与已标记的待测生物样品中靶分子杂交，

通过特定的仪器比如激光共聚焦扫描或电荷偶联摄影像机（CCD）对杂交信号的强度进行

快速、并行、高效地检测分析，从而判断样品中靶分子的数量。由于基因芯片（Genechip）

这一专有名词已经被业界的领头羊 Affymetrix 公司注册专利，因而其他厂家的同类产品通常

称为 DNA 微阵列(DNA Microarray)。 

   基因芯片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方法，其通过核酸杂交的原理，

在固体支持物上一次检测几万种基因表达水平或者百万个 DNA 遗传标记，如单核苷酸多态

性 SNP，拷贝数变异 CNV 等，具有传统方法无可比拟的高通量特点。因此，基因芯片技术

为科研和临床工作者了解生命复杂体系提供了强大技术平台。 

Affymetrix 是世界上最早研制和开发基因芯片的公司, Affymetrix 的基因芯片产品在世

界范围内已广泛应用于人类疾病的分子机理、肿瘤检测、药物筛选、免疫学、信号转导、基

因调控、细胞周期与凋亡、药物代谢与毒理、神经发育与分化、SNP 分型、细菌基因组研

究以及植物基因调控等各个方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利用 Affymetrix 基因芯片平台作为

主要研究手段，已经在国际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达 26,000 余篇。仅在 Nature、Science、Cell

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影响因子非常高的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上千篇。 

   除科研外，Affymetrix 基因芯片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也日趋成熟。2004 年，Affymetrix 

的仪器和芯片制造设备通过 ISO 认证，其 GeneChip System 3000Dx (GCS 3000Dx) 通过美

国 FDA 、欧盟 CE 和中国 SFDA 认证，成为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可以用于体外诊断的基

因芯片系统，成为核酸诊断的标准平台。20 多年来，Affymetrix 广泛与各大临床和研究机

构开展了深入的合作，不断的丰富和改进基因芯片产品，拓展其在基因组、转录组、细胞遗



传学领域的应用，针对临床医学诊断和研究提出了整体的解决方案，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

解疾病的遗传基础，发现诊断治疗的生物标记物，开发预后和临床诊断工具。  

GeneChip® System (GCS) 3000 Dx v.2 ( Dx2) 简介： 

    GCS 3000 Dx2 是应用于临床医学的最可靠平台，也是唯一一款经过 FDA/CE/SFDA 批

准、带有 IVD 和 CE 标志的芯片系统，适合基于 DNA 和 RNA 的样品检测。GCS 3000Dx v.2

是 Affymetrix 不断扩展的临床工具包的基础，此工具包还包括经过 FDA 批准、带有 IVD 和

CE 标志的 Affymetrix® Gene Profiling Reagents 以及 Gene Profiling Array cGMP U133 P2，即

广泛引用的 GeneChip® Human Genome U133 Plus 2.0 Array 的 cGMP 制造版本。Affymetrix

的临床工具包为走向市场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让临床用户和芯片技术开发者能够节

省时间和资金，降低监管风险。特别是在 2014 年 1 月 17 日， 美国 FDA 批准了 Affymetrix 

公司的 CytoScan Dx 芯片以帮助儿童的染色体改变诊断。这些改变与儿童的多发畸形、发育

迟缓或智力残疾有关。Affymetrix 基因芯片系统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仪器和芯片试剂

都得到 FDA 批准的芯片平台。 

多用途：仅用 1 套系统，即可进行细胞遗传学诊断，肿瘤检测，病原体鉴定与分型、药物

代谢研究、多物种的表达谱分析、外显子分析，全基因组 SNP 分析、任意序列的 SNP、再

测序的定制分析方案。 

方便：品种丰富的基因芯片、标准化的实验操作手册、高度自动化的操作系统、完备开放

的在线分析平台。用户不必困扰于芯片设计的艰深和芯片结果重复性差等诸多烦恼，解放

更多精力于实际的应用。 



Dx2 系统概述： 

    Affymetrix Dx2 基因芯片平台，主要包括杂交仪、洗涤工作站、扫描仪、计算机工作站

四个部分；可自动完成 Affymetrix 卡套式基因芯片的杂交、洗涤、扫描及初步数据分析工作；

客户根据应用的需求，搭配各部分组件。Dx2 操作平台采用全球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实现高

通量自动化基因芯片操作, 数据的准确性高，有利于保证芯片分析的可信度和重复性。这套

系统包括从样本到结果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样品---GeneChip® 卡盒芯片 

 久经考验的芯片技术，传统数据以及具成本效益的定制设计

 GeneChip® 芯片具有基因和对照冗余的能力，带来可靠的特征

杂交---GeneChip® 杂交炉645 

 精确的温度和转速控制

 在单次运行中最多与 64 块 GeneChip® 卡盒芯片杂交

 单独订购（不属于 GCS 3000Dx v.2 的一部分）

洗涤与染色---GeneChip® 洗涤工作站 450Dx v.2 

 芯片洗涤与染色的无人值守自动化

 一台洗涤工作站最多处理 4 块芯片

 同时运行 8 台工作站，提高通量

扫描---GeneChip® 扫描仪 3000Dx v.2，带 AutoLoader Dx 

 所有 Affymetrix 卡盒芯片的精确扫描

 在单次运行中，利用 AutoLoader Dx 最多处理 48 块芯片

分析（IVD 检测）---为运行多个临床分析而设计 

 ChAS 软件是由细胞遗传学家专门设计，简单易用

 特有所有分析和系统组件的内部追踪和审核控制



 监控芯片杂交、洗涤和扫描

 最多与 2 台杂交炉、8 台洗涤工作站和 1 台扫描仪连接

或者 

分析（研究应用） 

数据转移服务器 + 分析软件模块（ASM） 

 数据转移服务器（DTS）允许 GCS 3000Dx v.2 在 RUO 设置下使用目录和定制芯片

分析软件模块（ASM）让.CEL 文件导出，用于下游分析. 



Affymetrix 基因芯片平台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用途 具体分类与科室 样品组织 产品 

临床医学 

遗传相关科

室 

产前诊断中心 

外周血 CytoScan HD/750k 

羊水 CytoScan HD/750k/Optima 

脐血 CytoScan 750k/Optima 

流产物 CytoScan 750k/Optima 

生殖中心 细胞 CytoScan 750K/Optima 

儿科 外周血 CytoScan HD/750k/Optima 

神经内科 外周血 CytoScan HD/750k/Optima 

血液疾病 

儿内科 
外周血 

CytoScan HD/750k 
骨髓 

血液科 
外周血 

CytoScan HD/750k 
骨髓 

实体瘤（诊

断、分级分期

与预后） 

病理科 组织 OncoScan/CytoScan 

肿瘤科 组织 OncoScan/CytoScan 

肿瘤相关科室 组织 OncoScan/CytoScan 

感染性疾病

与院内感染 

呼吸科 感染物 微生物鉴定分型芯片 

检验科 感染物 微生物鉴定分型芯片 

肿瘤的早期

发现（RNA 基

因表达谱） 

病理科 

外周血/组织 

U133 plus 2.0 array; 

Almac Xcel array 肿瘤科及肿瘤相关科室 

普外科 

药物代谢 药剂科及药代相关代谢科室 外周血 DMET 

用户定制芯片 不限 不限 Powered by Affymetrix (PbA) 



1. 基因芯片在细胞遗传学诊断中的应用

1.1 细胞遗传学分析芯片介绍 

染色体畸变与多种人类疾病有关联。数十年来，人们一直使用传统的细胞遗传学技术 

如核型分析和荧光原位杂交 (FISH) 来研究染色体畸变。然而，这些技术的限制在于只能根

据定性观察来提供低分辨率的拷贝数信息。为实现新一代细胞遗传学研究，Affymetrix 公司

所推出的新一代细胞遗传学解决方案，既达到了全面性地扫描基因组目的，又具有极高的分

辨率，同时将拷贝数和 SNP 信息相结合．从而不遗漏样品全基因组范围内任何极细小的变

化．另外还提供了完全免费、界面友好的分析软件，方便临床医师和科研人员对遗传疾病及

其致病机例在生殖、产前、儿科和血液科等领域进行研究。  

CytoScan 系列芯片的设计策略 

拷贝数探针特点:  

 所有 CytoScan 芯片上拷贝数探针均通过了基因计量效应检测筛选

 拷贝数探针除了加密覆盖拷贝数多变区、遗传疾病关联区、基因分布区以外，还均匀分

布于人类基因组的整个范围，没有遗漏

SNP 芯片探针特点: 

 为真实 SNP 分型实验设计，能得到准确的分型结果

 能进行单亲二倍型/杂合性缺失、家系研究及亲缘鉴定工作

 SNP 结果能协助分析三倍体、DNA 样品异质性以及母体 DNA 混杂情况

 通过 SNP 结果能精确估计样品嵌合型（Mosaicism）

 SNP 探针的选择符合细胞遗传学研究特点，包括对于 SNP 密度以及基因为中心的分布

要求

 能与拷贝数探针信号结果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细胞遗传学数据分析

CytoScan 芯片家族： 

超高密度芯片--CytoScan HD；中密度芯片—CytoScan 750K; 低密度芯片—CytoScan Opitima 



1.2 细胞遗传学分析芯片应用实例 

一、胚胎植入前诊断 

科室：生殖中心； 样品类型：细胞；芯片类型：CytoScan 750K/Optima 

应用特点： 

 能提高高龄患者的临床妊娠率，降低流产和出生缺陷的风险

 2 天半出结果，适用于鲜胚和冻胚。

 适用于多种活检材料：极体、卵裂球、囊胚的滋养外胚层

 一次检测可以覆盖 PGD/PGS 主要检测项目：染色体非整倍性、不平衡易位或倒位等

二、产前诊断 

科室：产前诊断中心；样品类型：外周血、绒毛、羊水、脐血与流产物 

芯片类型：CytoScan HD/750K/Optima 

应用特点： 

 采用疾病相关基因覆盖率最高的芯片 CytoScan HD/CytoScan750K，可检测各种 CNV、

UPD、LOH、嵌合体等染色体异常而导致的胎儿功能性异常。如 CNV 引起的 Fancomi

贫血或 VACTERL 综合症；UPD 引起的 Angelman 综合症、Prader Willi 综合症；以及国

内多发的如自闭症、猫叫综合症、Wolf Hirschhorn 综合症、Williams Beuren 综合症等。 

 可对微小染色体畸变、单亲二倍体、杂合性缺失等染色体异常进行检测

 采用性价比极高的 CytoScan 750K/Opotima 可对流产物的基因组异常进行检测，确定流

产的病因，有助于评估以后妊娠的复发风险，为咨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三、新生儿筛查 

科室：儿科、神经内科； 样品类型：外周血；芯片类型：CytoScan HD/750K 

 可对智力低下、发育迟缓、多发畸形、自闭症、多动症、癫痫、神经肌肉疾病以及先天

性心脏病等出生缺陷患儿进行精确的遗传学诊断

 可以在早期发现某些危害严重的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疾病，从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避

免儿童因脑、肝、肾等损害导致智力、生长发育障碍甚至死亡

 将以前传统技术不能解决的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断带入了新的高度及平台



四、血液病检测 

科室：儿内科、血液科；样品类型：外周血、骨髓；芯片类型：CytoScan HD/750K 

 采用高分辨率的 CytoScanHD/750K 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检测血液病（如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症，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等）样品中染色体的非平衡易位/倒位/缺失/插入，并可识

别低水平嵌合体以及精确分辨断裂点位置。 

 全基因组高分辨率的芯片检测对于血液病正确诊断，鉴别和指导治疗、指导预后和监测

复发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其全面性为 Fish/PCR/测序等分子学检测无法替代。 

2. 基因芯片在实体瘤诊断、分级分期和预后方面的应用  

科室：病理科、肿瘤科及肿瘤相关科室。样品类型：FFPE 样品、新鲜组织样品 

芯片类型：OncoScan、CytoScan HD（可用于新鲜组织样品）  

    最近不断发表的研究结果已经揭示了拷贝数变异（CNV）在实体瘤研究中的重要性。

实体瘤根据驱动因素可分为M（Somatic Mutation）和C（Copy number aberrations）两大类。

C类肿瘤包括乳腺癌，卵巢癌，肺癌，头颈癌和前列腺癌等主要由CNV驱动而导致的肿瘤。

已有结果证实，实体瘤中可预测的拷贝数变化比体细胞突变更加频繁。 因此在实体瘤诊断、

分级分期和预后中，如果仅关注体细胞突变是局限且有风险的， 同时大量证据也表明全基

因组范围的拷贝数分析可以作为实体瘤预测和预后的重要分子标记。另外，对于FFPE样本

或异质性样本，拷贝数研究存在极大的技术挑战性。NG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对于

此类样本，即使用极高的测序覆盖深度，在检测临床水平相关的低拷贝数扩增、中性杂合缺

失（cnLOH）以及纯合性缺失方面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以FFPE（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福尔马林固定和石蜡包埋的）形式在室温下

长期保存样品是肿瘤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由于肿瘤的特点，大多数样品会在若干年后才

会显示其价值，例如肿瘤病例的治疗预后结果出来后或者具有了明确的生存期等；再则由于

肿瘤发展的特点，例如一期、二期等，同一个病例为了比较不同期之间的理化差异，经常用

FFPE形式做成切片用于研究。虽然FFPE样品在肿瘤研究中非常普遍，但是在回溯性研究中

使用FFPE样品时困难很多，主要是由于经过福尔马林固定和石蜡包埋后，对其进行DNA抽

提时，会发现其DNA片段已经断裂成几百bp甚至更短的小片段，而且DNA溶液纯度不佳。



Affymetrix公司的OncoScan产品通过其独有的分子倒位专利技术（见下图），可针对已经断

裂成100bp左右的FFPE样品DNA进行全基因组范围内CNV和SNP的分析，并且由于该芯片不

需要扩增FFPE DNA，使其可以适应纯度较差的DNA溶液。 

 

OncoScan芯片是研究实体瘤FFPE样本全基因组范围内拷贝数变化的最佳选择方案，可

得到拷贝数变化（CNV）、LOH和等位基因比例或嵌合度等信息。OncoScan芯片针对大约900

个癌症基因加密设计探针，显著提高了分辨率，在一个试验中轻松完成CNV和LOH检测。

另外，OncoScan芯片还能检测80余种常见的获得性突变(Somatic Mutation, SM)。整个实验流

程包括从低至80ng的起始DNA量到结果只需要48小时。OncoScan产品已经成为实体瘤诊断、

分级分期和预后的最为可靠手段，可对样品进行有效且经济的全面分析。该芯片已在很多肿

瘤临床实验室开展应用，并已有已有数十篇国际SCI文献发表。 

3. 基因芯片在 FFPE 肿瘤样品基因表达研究中的解决方案 

科室：肿瘤科、普外科、病理科；样品类型：FFPE 样品 RNA 

试剂/芯片类型：SensationPlus™ FFPE Amplification and 3’ IVT Labeling Kit+表达谱芯片 

FFPE 样本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和证实癌症 biomarkers 的资源信息。世界各地有几百万份

的存档样本用于追溯病因研究；然而，由于 FFPE 样本的 RNA 降解，化学修饰以及样本量

有限等原因，使得利用这类样本进行科学研究，尤其是分析基因表达特征时，遭遇了重大

挑战。除此之外，固定方法和 RNA 分离提取方法的差异，以及样本保存年限较长也进一步

影响了数据的质量。 

针对上述难题，Affymetrix 研发出 SensationPlus™ FFPE Amplification and 3’ IVT 

Labeling Kit，为研究分析 FFPE 样本的全基因组表达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采用专利

技术，SensationPlus FFPE Reagent Kit 克服了分析 FFPE 样本时遇到的挑战，并且能有效地



扩增和标记 FFPE 样本来源的 RNA，可与 Affymetrix 公司的 GeneChip® human U133 plus 

2.0 array、GeneChip® Primeview human gene expression array、Almac Xcel array 表达谱芯片

配套使用。其中 Almac Xcel array 是 Affymetrix 公司特别为 FFPE 样本基因表达检测而开

发的芯片，除了覆盖经典 GeneChip® human U133 plus 2.0 array 检测的所有转录本外，还特

别加入了来自文献报道和测序发现的肿瘤样本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探针，从而以前所未有的

灵敏度、可重复性和性能，带来完整的基因表达谱数据，使得研究人员能够最大限度地挖

掘出宝贵的 FFPE 样品里所隐藏的信息。 

产品优势： 

 样品需求量少——仅需低至 20ng 的 Total RNA，以节省珍贵的临床样本用于其它方面的

研究。 

 与新鲜样本结果相比一致性好——SensationPlus FFPE Reagent Kit 针对降解样本，尤其是

年代久远的古老样本，得到的数据与新鲜组织样本来源的数据一致性非常高。 

 超过 99%以上的技术重复率——大量实验结果的高度一致性，给研究人员提供更加可靠

的数据。 

 可从多种疾病里发现 biomarkers——结合 Almac Xcel Array，SensationPlus FFPE Reagent 

Kit 为从 FFPE 肿瘤样本中发现 biomarkers 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适用于最为广泛应用的芯片——可结合使用 GeneChip® Human Genome U133 Plus 2.0 

Array（GeneChip® HG U133 Plus 2.0 Array），应用芯片数据信息最多的数据库来进行临床验

证。 

 性价比高——SensationPlus FFPE Reagent Kit 可与 GeneChip® PrimeView Human Gene 

Expression Array 相结合，是理想的筛选初期样本 biomarker 的理想工具。 

 

4. 基因芯片在病原微生物鉴定与分型中的应用 

科室：检验科、呼吸科；样品类型：血液、拭纸等感染物;  

芯片类型：病原体鉴定分型芯片 

    相较于传统方法（培养法或 ELISA 法）的耗时耗力以及灵敏度特异性问题，目前对于

病原微生物检测的技术手段主要为 PCR/RT-PCR。但由于 PCR/RT-PCR 法是特异的检测某种

病原体，而一种感染疾病的发生则可能是由于多种病原菌混合感染而造成，因此采用

PCR/RT-PCR 法无法完全知道样品中病原菌的类型以及感染比例。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基因芯片和二代测序技术已经越来越受到检测及研究工作者的接受和认可，这两

种技术不但有更高的灵敏度与特异性，而且使得混合菌检测以及病原菌的多态性研究成为可

能。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虽然二代测序可以提供样品中已知菌的序列信息，但该技术要

求非常复杂的后续分析，如序列装配、比对，如何出报告等问题，这都限制了二代测序技术

在病原体鉴定以及流行性病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基因芯片技术由于其实验流程简单，结果

客观且易解读，从而使得其能成为一项重要的检测与诊断工具。芯片中包含成千上万的荧光

标记的核苷酸探针，能与检测样品中所提取的病原菌核酸高效特异性地结合，对病原菌的种

类与感染比例进行检测。Affymetrix 基因芯片在病原体的检测和分型中应用广泛，通过再测

序芯片技术用于多种混合感染病原体的快速鉴定与分型。 

4.1 Affymetrix 病原体检测芯片特点： 

高度精确---与基于 PCR 的检测不同，Affymetrix 病原体芯片可以在核酸水平检测和鉴定目

标病原物的基因组的变异。由于遗传漂变而全新出现的病原物以及非常详尽的病原株都可以

分辨出来。 

非常强大---Affymetrix 检测芯片是非常完备的解决方案，用于：在传染病爆发时快速检测新

出现的病原株和通过人群及回溯食品来源跟踪食源病原物的传播 

非常全面---通过自动数据分析产生的基因组序列信息使得 Affymetrix 的芯片成为微生物检

测和鉴定需求的真正全面的解决方案 

 

4.2 Affymetrix 病原体检测芯片种类       

    在病原微生物检测方面，Affymetrix 已经推出了多款成熟的芯片，用于检测和精确鉴定

多种病毒和细菌微生物。其检测产品涵盖：人类传染病检测、食源性病原体检测等。

RPM-Flu--- 同时检测和鉴定 35 种不同的细菌属和病毒类型的上呼吸道病原体，并能提供

种属、血清型、以及株系水平上的信息，全面覆盖流感及禽流感等疾病。对可能存在的多病

原体混合感染进行检测，报告出样品中存在的所有病原微生物。这些病原体包括：腺病毒，

冠状病毒，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肠病毒，鼻病毒，天花病毒，偏肺病毒，麻疹

病毒，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百日咳杆菌，肺炎衣原体，沙眼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流

感嗜血杆菌，肺炎克氏杆菌，嗜肺军团菌，粘膜炎莫拉菌，肺结核分枝杆菌，堪萨斯分枝杆

菌，肺炎支原体，脑膜炎奈瑟球菌，无乳链球菌，肺炎链球菌，化脓链球菌，炭疽，图拉佛

朗西斯菌，鼠疫耶尔森氏杆菌等。 



RPM-TEI--- 全面检测来自热带及新型病原体的 40 种以上不同的细菌属和病毒类型，包括

CDC 列为 A，B，C 类的威胁载体及密切相关的混合物种群体。 

RPM-HFV---在毒株水平对大量出血热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可鉴定已知及未知的毒株

群。该芯片是与美国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合作研发。 

PathGEN® PathChip---多病原体识别芯片，全面检测超过 50, 000 种病毒和 20, 000 种细菌，

涵盖临床疾病相关的所有微生物种类，用于多种混合菌感染检测。 

Flu Resequencing Array---流感重测序芯片，对 H1N1 检测获得美国 FDA 批准。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resequencing Array--- 急性呼吸器官综合症重

测序芯片，用于 SARS 病毒的全序列分析。 

RPM-FS---同时检测和鉴定食源性病原菌中的 25 种以上不同的细菌属和病毒类型，用以监

测食源性疾病。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Array--- 分支杆菌属肺结核芯片   

Bacillus anthracis resequencing Array--- 炭疽芽孢杆菌重测序芯片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rray--- 铜绿假单胞菌芯片 

Smallpox Resequencing Array Set---天花基因组重测序芯片组  

HIV Resequencing Array ---HIV 病毒重测序芯片 

5. 基因芯片在药物代谢与转运相关基因分析中的应用 

科室：药剂科及药代相关科室；样品类型：外周血; 芯片类型：DMET 芯片 

5.1 药物代谢酶与转运蛋白相关基因多态性分析芯片介绍： 

Affymetrix 推出的 DMET™ Plus Array （Drug Metabolizing Enzymes and Transporters， 

DMET) 可以分析 FDA 验证的 231 个基因中 1936 个药物代谢生物标志物，100%覆盖

PharmaADME "Core ADME Genes" (32 genes), 95% 覆盖 PhalormaADME "Core Markers" 

(185 variants)。这些生物标志物包括：common / rare SNPs, insertions, deletions, tri-alleles, copy 

number。该芯片性能非常好，Call rate 为≥99%，重复性为≥99.8%。 



5.2 DMET 芯片的用途 

可以为客户提供 231 个药物代谢酶与转运蛋白相关基因的 1936 个多态性位点的全部信

息，可以报告被测个体全部位点的多态性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对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特定

基因的多态性位点信息进行单独输出；结合 DMET™ Console Analysis Software，可以定义

被测个体药物代谢状态，把个体归到以下状态之一：Ultra-rapid metabolizers (UM)， 

Extensive metabolizers (EM)，Intermediate metabolizers (IM)，Poor metabolizers (PM)。 

5.3 DMET 芯片国内使用状况举例 

  “十一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常见重大疾病全基

因组关联分析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重点项目课题中，项目分为 9 个课题，围绕着精神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肺癌和食管癌等 5 种重大疾病发病的遗传机理和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药物基因组学的系统研究。其中 1 个课题围绕着药物基因组学研

究建立和完善关键平台技术，5 个课题分别开展 5 种疾病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药物基因组

学的系统研究。国家投 2 亿巨资。其中药物基因组学部分采用的主要技术平台之一就是

DMET 芯片技术，对五种疾病的约万例病人与健康人进行分析。 

 

6. Affymetrix 平台上的芯片定制项目（ Powered by 

Affymetrix, PbA） 

Affymetrix 公司可以帮助客户进行芯片设计，并完成芯片生产。芯片生产符合 FDA 要

求，客户享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同时，Affymetrix 还可协助客户申报 FDA 认证，并提供完

整的技术支持。Powered by Affymetrix (PbA) 项目为有兴趣开发并/或商业化，或要申请 IVD

批准用于分子诊断的分子检测用户，临床研究人员、企业及制药公司提供出色的芯片设计、

开发和监管等支持。通过 PbA 合作模式，Affymetrix 公司合计有逾 65 种用于分子诊断的产

品或检测服务处于开发阶段，其中有 13 种产品或服务已经提供市场应用，且部分产品已经

获得 FDA 认证。  

Affymetrix 公司与 PbA 客户在开发临床检测芯片的合作模式如下： 



 

PbA 项目实例： 

 

 

 

 

 

 

 

 

 

 

 

 

 

 

 

 

 

 

 

海默氏症和乳腺癌 

Ischemic Stroke 

缺血性中风 

 

癌症起源 

 

乳腺癌 大肠癌筛查 

结肠癌 PDgx Stage 2 卵巢癌 DSA 

海默氏症和乳腺癌 乳腺癌 大肠癌筛查 

Carrier Screening 

孕期筛查 

 

Ischemic Stroke 

缺血性中风 

 

血癌和淋巴瘤– NCI +Pathwork 

多发性骨髓瘤和肺癌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和多发性骨髓瘤 癌症起源 

 

PgX P450 & p53 前列腺癌 自闭症 



简明中文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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