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xiom® myDesign™定制芯片设计指南，

适合人类基因分型应用

概述

在过去，定制基因分型芯片很昂贵，需要大量样本的承诺，也

要花很多时间来设计和交付芯片。如今，研究人员对定制灵活

性有了更高的要求。

Axiom® myDesign™定制芯片克服了这些挑战，为修改现有的

芯片或创建一个全新的设计提供了快速且经济高效的方法，最

低起定量仅为480个样本。

在现有的芯片上添加、更换或去除标记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对于各种群体、性状及应用，这种灵活性都能让您能够优化项

目研究，达到更强的统计学意义。它也让您能在新的基因组信

息被发现时更新您的芯片。

在我们简明的设计过程中，我们的生物信息学专家将与您直接合

作，如图1所示，他们会帮助您完成整个过程，验证您的SNP序

列，并提供设计分数、报告和建议，以确保最终的芯片满足您的

研究目标。新的定制芯片将在最终设计方案确认后6周内交付。

Axiom myDesign定制芯片的基因组标记来源

myDesign芯片的标记可从一些来源中选择，包括但不限于，

dbSNP、Affymetrix的Axiom®基因组数据库，或通过测序鉴定

出的标记。

Axiom基因组数据库包含940万个在真实样本上验证过的标记，

它们通过HapMap 270个样品的基因分型验证，以确保聚类准

确率。Axiom数据库中的标记直接或通过pairwise tagging (r2 

≥0.8)覆盖了3950万个千人基因组变异中的2580万个，至少出

现在千人基因组计划所研究的14个群体中的一个。这940万个

标记来源于外部的数据库，包括千人基因组计划的试验阶段、

dbSNP、HapMap以及Affymetrix其他各种筛查项目。图2详细

说明了Axiom基因组数据库与千人基因组(2012年3月发布)内容

的比较。对于Axiom数据库中未找到的标记，我们将采用新的

探针设计和性能预测算法，对SNP和插入缺失探针性能进行多

参数分析。

图1：Axiom myDesign 定制芯片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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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xiom基因组数据库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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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xiom myDesign Custom Array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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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xiom基因组数据库的图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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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芯片上的标记数量

您芯片上的标记(SNP和插入缺失)数量是由芯片上的feature数

量以及每个标记所需的feature数量决定的。每块Axiom®芯片

最多包含139万个feature，它指的是芯片上带有30-mer探针序

列的位置。这种30-mer探针序列也被称为探针。具体来说

提交SNP列表

S N P提交的必要信息定义如下，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Bioinformatics_Services@affymetrix.com。

为了方便交换包含SNP提交信息的文件(下面讨论)，Affymetrix

允许访问Affymetrix安全文件交换服务器上的一个目录(https://

secure.affymetrix.com)。不过我们需要您事先在Affymetrix.

c o m上用您的电子邮箱地址注册。以芯片设计为目的与

Affymetrix交换的所有文件都是保密的。

A. 申请者信息

请完整填写随附excel文件 (SNP template for  Axiom ® 

myDesign™ Custom Arrays)第一个标签页中的申请者信息，

具体如下。标有星号(*)的所有字段为必填项。

 1.  *客户姓名

 2.  *公司名称

 3.  *公司地址

 4.  *城市

 5.  州/省

 6.  *邮政编码

 7.  *国家

 8.  *电子邮箱：客户/PI的电子邮箱地址，如果Affymetrix在SNP 

  选择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们的生物信息学团队会联系他。

 9. *电话

Axiom®芯片有时在客户指定的服务商运行和/或分析。这些服

务需要专门为每个myDesign™芯片创建文库文件。如果您希望

Affymetrix提供这些文件到异地的服务提供商或实验室，请提

供联系信息。标有星号(*)的所有字段为必填项。

 1.  *联系人姓名

 2.  *公司名称

 3.  *公司地址

 4.  *城市

 5.  州/省

 6.  *邮政编码

 7.  *国家

 8.  *电子邮箱：客户/PI的电子邮箱地址，如果Affymetrix在SNP 

  选择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们的生物信息学团队会联系他。 

 9.  *电话

每个标记的链数量

标记是通过探针序列检测的，这些探针序列与标记位点两侧的

正义或反义链互补，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从Axiom®基因组数据库中选择出的标记仅有1条链经过探针(1

或2次探针重复tiling，如下面的#探针/链中讨论)的检测，通常

是给出最佳经验性能的链。在Axiom数据库中未找到的标记则

通常经过正义和反义链探针序列的检测，以增加获得准确基因

型的概率。因此，之前未经过Axiom芯片验证的标记需要的芯

片空间大约是来自Axiom数据库的标记的两倍。

每条链的探针数量

带有A/C、A/G、C/T和G/T等位基因的SNP的每条链仅需1个探

针，而探针的30-mer序列在SNP位点的5’侧终止(如上图所示)。

A/T和C/G SNP需要2条不同的探针序列，以便区分等位基因。

每个不同探针的30-mer序列终止于A/T或C/G SNP的一个碱基，

从而需要两倍的feature。与指定链互补并用于检测同一标记的

探针组合被称为探针组(probe sets)。A/T或C/G SNP的探针组有

时被称为等位基因特异的(allele-specific)。插入缺失的每条链

通常只需要1个探针，但有时需要2个等位基因特异的探针。大

约16%的标记需要等位基因特异的探针组。

每个探针的feature数量

在芯片上放置探针的标准做法是在芯片的2个feature位置上

重复放置探针。这被称为2次重复tiling。相对少量的探针需要

超过2次重复，以获得良好的分辨率。此外，我们验证过的标

记只需要1个feature (1次重复tiling)的探针检测，就能得到良

好的基因分型性能。在创建“基于填补(imputation-based)的

GWAS探针组”时这些标记将被优先考虑，它们以最少数量的

feature达到群体中遗传变异的高度覆盖。这种模块可添加到定

制设计中。

   

features strands probes features
marker marker strand probe

   CAACATCATATGCAGGAGGTGCTCTGACAA[G/T] AAAAAATAAGCAACTTGGATCTCCCCCAGT

n GTTGTAGTATACGTCCTCCACGAGACTGTT[C/A] TTTTTTATTCGTTGAACCTAGAGGGGGTCA

Forward
strand
probe Reverse

strand
probe

SNP site



B. 芯片信息

e x c e l文件中的第二个标签页是用来提供有关A x i o m ® 

myDesign™芯片信息的，具体如下。标有星号(*)的所有字段

为必填项。

 1.  芯片名称(最多8个字母数字)；如humanSNP

 2.  芯片描述(最多24个字符)；如HumanDisease SNPproject

 3.  感兴趣的群体；如CHB、CEU、YRI等

 4.  准备提交的SNP数量；如650,000

 5.  授权项目用户的Netaffx ID (每个项目最多5个Netaffx ID)

 6.  您是否允许Affymetrix在其推广材料中提到芯片，但不会 

  暴露您机构/公司的具体信息：是/否

C. 标记说明

直接tiling：指定的标记将包含在芯片中。如果需要，未在

Axiom®平台上验证过的标记可用新的探针组表示。注意，新的

标记需要的芯片空间通常是已验证标记的两倍。

最佳tag：对于来自千人基因组计划的标记，我们已经计算了每

个标记与Axiom基因组数据库中的已验证“tag”标记之间的配

对r2。利用这种方法，如果相关群体的r2超出指定的阈值，则不

在数据库中的目标标记将用已验证的tag标记表示。否则，如果

要求，将使用新的探针组。

最经济的tag选择：单个、经过验证的标记常常覆盖多个目标

标记。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将通过算法选择一组有效的验证标

记，来覆盖尽可能多的目标标记。这种方法可应用于特定的标

记组或区域或整个基因组。群体和次要等位基因频率范围必须

指定。

物理密度：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将通过算法选择出目标区域或

感兴趣的区域中的验证标记，其目的是提供基因组内标记的均

一密度。群体、MAF范围和想要的密度必须指定。

目标标记可通过几种方式指定。只有双等位基因才被允许；

Axiom®平台目前不允许三等位基因或多等位基因标记。

hg19/GRCh37坐标的位置范围：请指定染色体和每个要包含间

隔的起始/终止位置。另外，请指定是否只包含Axiom验证过的

标记，还是千人基因组计划的所有标记，以及感兴趣的群体和

MAF范围。附加的选择规则也可提供，如“只选择编码、非同

义标记”。

HUGO基因符号：除了基因符号，请指定群体、MAF范围和感

兴趣的标记类型，至于位置的范围，同上。

 1.  请注意基因应当用官方的HUGO基因符号来指定。同义或 

  非标准的基因名称可能会导致错误和/或需要澄清。如有疑 

  问，坐标范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2.  在选择与基因相关的标记时，我们认为所有标记都落在基 

  因的任一转录本内。如果这不恰当(例如，如果需要额外的 

  侧翼区域)，请指定使用规则或hg19中的具体坐标。

指定单个标记：单个标记列表可通过几种方式指定，按优先顺

序列在下面。请确保只指定双等位基因标记，避免任一标识(如

rsIDs)或序列的重复。如果使用各种格式(如一些标记用rsIDs；

另一些用染色体、位置和等位基因)，请只提供文件的一种形

式，避免多个文件中的标记重复。文件格式请看E部分。

 来自我们验证数据库的Affy SNP ID。这些可从现有芯片的注 

 释文件中获得，或在与Affymetrix芯片的生物信息学专家探 

 索可能的内容中获得。

 hg19/GRCh37染色体、位置、和等位基因，及dbSNP rsID， 

 如果有的话。首选VCF格式(http://www.1000genomes.org/ 

 wiki/Analysis/Variant%20Call%20Format/vcf-variant-call- 

 format-version-41)，这对任何非SNP标记(如插入缺失)都必 

 不可少。请注意：

 1.  如果提供的rsID与给定的位置或等位基因不完全一致，我 

  们将会标记，提醒您注意，并根据给定的坐标和等位基因 

  继续进行。这包括以下情况，指定了2个等位基因，但 

  dbSNP记录包括多个等位基因。

 2.  在少数情况下，我们发现dbSNP中标记定位与hg19参考基 

  因组不一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将利用位置和您指定的 

  等位基因组设计探针组。我们会标记这些情况，提醒您注 

  意我们根据您的坐标而不是rsID操作。

 3.  我们也可以设计探针来检测2个替代的等位基因，而不是参 

  考和单个替代。不过，为了减少错误发生的可能性，我们 

  将标记这些项目，提醒您注意，并要求说明。

 4.  可能需要提供背景序列(详见下文)。



仅适用于dbSNP rsIDs，最好是来自最新的dbSNP版本。

请注意：

 1.  rsIDs不需要附带坐标和等位基因。不过，如果rsIDs没有给 

  出坐标和等位基因，则我们可能无法设计出某些探针，因 

  坐标不明确、dbSNP中存在2个以上等位基因，或与dbSNP

  中的定位不一致(详见上文)。这些情况将被标记，提醒您 

  注意和说明。

 2.  可能需要提供背景序列(详见下文)。

背景序列。如有必要，探针的设计可不与hg19参考基因组匹配

(例如，与dbSNP一致侧翼序列而不是参考基因组序列匹配也是

非常可取的)。这需要染色体、位置、等位基因、rsID (可选，

最好是VCF格式)，以及变异上游和下游35 bp的正义链上的“背

景序列”。

 1.  SNP提交的背景序列。SNP背景序列是以目标SNP为中心的

  “+”或“反义”链上的71-mer核苷酸序列，方向为5’至 

  3’。第36位的目标SNP的等位基因在括号中标出。请注意， 

  如果使用人类参考基因组(hg19 / GRCh37)，则不需要序 

  列；在这种情况下，位置和等位基因已足够。

  请注意：

  ■ 应给出正义链的背景序列和等位基因，即使dbSNP将SNP

   放在反义链上。等位基因将以注释文件中的正义链报告， 

   并附带完整的芯片设计。

  ■ SNP等位基因应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如，[A/C]，而不是 

   [C/A])。

  ■ Affymetrix不消除歧义代码，因此除“A”、“C”、 

   “G”、和“T”之外的任何碱基都将被视为非碱基，而 

   Affymetrix不会设计与那些歧义位置重叠的探针。如果 

   SNP仅1侧的背景序列中包含歧义，则探针组将包含在另 

   一侧(链)。

  ■ 如果序列只有1个侧翼(正义或反义)序列，且SNP是[A/T] 

   或[C/G] SNP，那么序列必须至少包含SNP远侧(与侧翼相 

   对)的第一个碱基。

SNP提交的背景序列示例：

 2.  插入缺失提交的背景序列。在大多数情况下，Axiom®分析 

  也能检测插入和缺失(indel)多态性。插入缺失的背景序列

  是标记任一侧的35个碱基，再加上以目标插入缺失为中心 

  的“+”或“正义”链上的任意长度等位基因，方向为5’ 

  至3’。第36位的目标插入缺失的等位基因在括号中标出。

  请注意：

  ■ 插入缺失应以与SNP相同的格式提交；也就是说，第36位

   的目标插入缺失的等位基因在括号中标出。缺失等位基因以 

   破折号表示，这应当是第一个列出的等位基因(如[-/ACA]，

   而不是[ACA/-])。请注意，插入缺失等位基因在VCF格式 

   和背景序列中的写法不同。如果提供两种类型的信息，请 

   检查每个是否正确指定。如果不能设计探针，则一些插入 

   缺失将被自动拒绝。等位基因的长度没有任何限制。插入 

   缺失提交的示例如下。

  ■ 如果序列只有1个侧翼(正义或反义)序列，那么序列必须至 

   少包含插入缺失远侧的5个碱基。

  ■ 对于SNP，歧义碱基将阻止探针设计。为了允许对与变异 

   位点一侧互补的插入缺失设计出探针组，那一侧的35个碱 

   基和另一侧与变异位点相邻的5个碱基必须是明确的。

探针组区分参考和插入的A (注意，这同样可以代表相对于参考基

因组缺失了一个A；这种歧义也是参考和替代等位基因必须指出的

原因)。

探针组区分多个核苷酸多态性等位基因。

对于某些插入缺失，如那些位于重复元件中的，不可能设计出探

针。这种插入缺失将在设计过程中被自动拒绝。

D. 选择标记的考虑，以便最大限度提高转换率和芯片上的空间

一些因素会影响标记在Axiom®芯片上表现良好的分数(“转

换”)。

 ■ 在Axiom平台上经过实验室实地验证的标记将在新的Axiom 

  芯片上有着最高的成功率(>98% 高性能)。

 ■ 新的标记需要的芯片空间通常是Axiom验证过标记的2倍， 

  且一般有着80%-85%的“转换”率。最好不优先考虑新的 

  标记，而优先考虑被验证过的、或者与目标标记有的强连锁 

  不平衡(LD)的“tagging”标记。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tag 

  信息。

 ■ A/T和G/C SNP需要的芯片空间是其他SNP的两倍；不优先考 

  虑这些标记可为其他标记节省空间。

 ■ 在选择对Affymetrix新的标记包含在Axiom芯片上时：

  ■ 在不止一个NGS平台或多个测序项目中观察到的SNP应 

   优先考虑。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AG]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CAGCAG[-/CAG]CAGCAG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AG]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CAGCAG[-/CAG]CAGCAG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AG]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CAGCAG[-/CAG]CAGCAG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 在较高测序深度下观察到的SNP应优先考虑。

■ 如果可从NGS平台上获得质量得分，则质量较高的SNP

应优先考虑。

■ 在另一个基因分型平台上验证过的SNP更有可能转换，

应优先考虑。

■ 在30 bp内无其他多态性的SNP位点应优先考虑，且我

们建议目标SNP在20 bp内没有其他任何SNP、插入缺

失或易位。

E. 标记背景信息：

即使已知多态性存在于侧翼序列中，请提交序列对应于 

参考状态/基因组的明确碱基。

■ 在重复元件区域内的SNP位点应不优先考虑。

■ 侧翼序列与基因组中其他位点的相似度较低的SNP位点

应优先考虑。

编号 列标题 内容

1 Affy SNP ID Affymetrix内部标识符 – 如果已知请提供；否则可忽略

2 Chromosome

1 – 22, X, Y, MT
请指定线粒体版本。通常是以下之一：

NC_012920 (GRCh37)
NC_001807 (hg19)

3 Position
dbSNP-风格或VCF坐标(一些插入缺失或MNPs的这些不同)。
所有标记请使用一致的系统。

4 rsID 如果有的话，优先选择最新的dbSNP版本

5 Reference Allele
关于正义链序列。例如，如果标记是来自dbSNP，请确保反义链标记的等位基因反义互补，

以匹配正义链。如果不使用VCF符号，请使用“-”来表示缺失。

6 Alternate Allele 关于正义链序列。如果不使用VCF格式，请使用“-”来表示缺失。

7 “Flank” or Context Sequence
可选；仅在需要设计与参考基因组(hg19/GRCh37)不匹配的探针时必需。

详细情况请看正文。

8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为了方便起见，任意数量的附加列可包含在内(如，HGMD登录号、表型注释、来源或贡献者

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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