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xiom® myDesign™ 定制芯片设计指南

-动植物基因分型

新一代测序的快速发展让农业科学家能够建立庞大的基因组资

源，这将成为“生命世界的基因组文库”。

农业科学家、育种人员和商业公司正运用农业基因组学技术，

通过基因组标记来利用这一巨大的基因组文库资源。如今，全

基因组定向基因分型让研究基因如何协同作用成为可能。育种

人员和研究人员有了功能性的工具，能够鉴定、验证和筛选

动植物中简单或复杂的遗传性状，而这些都有着很高的经济价

值。最近基因组学的快速发展对农业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

Affymetrix的农业基因组学基因分型方案为育种人员和研究人

员提供了一个强大且经济的基因分型工具，能够鉴定、验证和

筛选动植物中复杂的遗传性状，有助于更快更精确的育种。

Axiom®基因分型首先是从SNP文库资源中选择标记内容，之后

设计SNP芯片，最后用芯片来鉴定样品的基因型。这为育种人

员和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功能性的基因分型工具，可应用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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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ymetrix动物和植物基因分型方案让您能够为具有重要商业

价值的物种定制芯片上的基因分型内容。

Axiom®基因分型方案包括目录和定制芯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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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工具和一个完全自动化的GeneTitan®多通道(MC)仪器。

Axiom®基因分型芯片可针对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物种而开发，也

可针对野生或原生物种而开发，这些物种为农业生产物种的改

进带来了必要的种质资源多样性。我们的设计过程如图1所示，

您可以与我们的生物信息学专家咨询，由他来验证您的SNP序

列并提供带in silico设计分值的设计报告。芯片将在最终设计方

案确认后的4-6周后交付。

 

 图1：Axiom® myDesign™ 定制芯片设计流程(动植物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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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指南介绍了您实验室设计Axiom® myDesign™基因分型

芯片用于Axiom®基因分型方案所需的必要信息。

affymetrix.com上提供了de novo SNP的提交序列示例。请将

所有信息发邮件给Affymetrix。

A.  申请者信息

 下列客户信息让Affymetrix能够了解在设计方案上与 

 Affymetrix合作的主要研究人员的信息。

 标有星号（*）的所有项目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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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您)

 9. *电话

 10. 传真

B.  芯片和物种信息

 芯片和物种信息让生物信息学芯片设计团队针对您的目的物 

 种进行适当设计。在芯片制造出来后，芯片名称会显示在芯 

 片板上。芯片名称还会出现在芯片的图像上。所有能够访问 

 数据或芯片的合作者都能看到芯片名称。

 标有星号（*）的所有项目为必填项。

 1. *芯片名称：最多8个字母数字(如bNapsSNP)

 2. *芯片描述：最多24个字符(如Brassica Napus L 50k SNP)

 3. 授权项目用户的NetAffx ID列表：每个项目最多5个 

  NetAffx ID，NetAffy ID注册请参考本材料D-5

 4. 准备提交的SNP数量(如50,000)

 5. 是否允许Affymetrix在不泄露客户信息的情况下，在推 

  广材料中提到此芯片：是/否

 6. *芯片上物种的数量(如2)：

  物种1

  a.  *物种名称1 (如Brassica Napus L)

  b.  物种1的常用名(如葡萄籽)

  c.  多倍体(如异源四倍体)

  d.  单倍体染色体的数量(如2n=4x=38)

  e.  参考基因组和注释数据的FTP位置

  f.  如果有转座因子(transposable element)，请注明比例

  g.  此物种是否有嵌合基因组(mosaic genome)？

       (如2/3二倍体，1/3四倍体)

  物种2

  a.  *物种名称2

  b.  物种2的常用名

  c.  多倍体

  d.  单倍体染色体的数量

  e.  参考基因组和注释数据的FTP位置

  f.  转座因子比例

  g.  此物种是否有嵌合基因组？

       (如2/3二倍体，1/3四倍体)

C.  提供SNP序列信息的要求

 序列格式为71-mer的核苷酸序列，来自以目标SNP为中心的 

 “+，正义”链。目标SNP的等位基因在第36位的括号中注 

 明。SNP提交的71-mer序列示例如下：

 1. 为了注释方便，SNP相邻序列将始终被视为在正义链上 

  (无论其如何定位到基因组)。这意味着两条链上的等位 

  基因都将以相对于正义“链”的结果来显示。

 2. SNP相邻序列信息只能以二等位基因SNP提交， 

  Affymetrix目前不支持三等位基因SNP。

 3. Affymetrix无法识别歧义代码(简并碱基代码)，因此除 

  A、C、G和T之外的任何代码都将被视为非碱基，而 

  Affymetrix也不会设计与歧义代码重叠的探针。这意味 

  着，如果在SNP一侧有歧义代码，将只能从另一个方向 

  设计。

 4. SNP等位基因应当按字母顺序排列。

 5. 如果只有一条链(正义或反义)的序列，而且SNP是A/T或 

  C/G SNP，那么SNP另一侧的序列必须包括至少1个碱基。

 6. 序列应当以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提供。

 7. 71-mer序列和SNP_ID不可重复。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D. 提供SNP序列信息的建议

 1.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转换率，我们建议目标SNP相邻序列 

  不应当含有其他任何SNP、插入缺失或转座因子，多倍 

  体物种要求30个碱基，二倍体物种要求20个碱基。即使 

  相邻序列中存在已知多态性，请提交序列的无歧义碱基。

 2. 在大部分情况下，Axiom®分析可检测插入和缺失(indel) 

  多态性。插入缺失应以与SNP相同的形式提交：目标 

  插入缺失的等位基因在第36位的括号中注明。缺失等 

  位基因以破折号注明。缺失应是括号中的第一个等位 

  基因。因重复序列(repetitive sequence)和同聚物序列 

  (homopolymer)，一些插入缺失将被自动拒绝。不会因 

  插入缺失的长度而自动拒绝。插入缺失提交的示例如下：

  a.  A的缺失

  b.  多核苷酸多态性等位基因(multi-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lleles)。

  c.  某些插入缺失，如一侧为重复序列，则无法设计 

      探针。这种插入缺失将在设计过程中被自动拒绝。

 3. 每块芯片通常能检测1,500-675K个SNP。例如，一块能 

  检测630K-675K SNP的芯片包含为单链(正义或反义)设 

  计的探针(重复两次)以及小于10%等位基因特异(allele 

  specific)的探针。等位基因特异的探针是指那些为检测 

  [AT]或[CG]而设计的探针。

 4. Affymetrix可提供in silico设计分值，以便最大限度地提 

  高对您的物种基因分型的标记数量。为了提供这些得分， 

  我们需要fastA格式的参考基因组。如果参考基因组不完 

  整，请提供fastA格式的所有非冗余contig。

 5. 为了方便包含SNP提交信息和参考基因组的文件交换， 

  Affymetrix允许访问Affymetrix安全文件交换服务器中 

  的目录(https://secure.affymetrix.com)。

不过，您需要用电子邮箱地址在affymetrix.com上注册NetAffy 

ID (如图2所示)，才能访问。所有出于芯片设计目的与Affymetrix

交换的文件都将保密。

E.  选择SNP时的考虑，以便最大限度提高转换率和芯片上的 

 空间

 除了C和D部分详细介绍的要求和建议，下列信息还提供了选 

 择SNP时的指引，以便最大限度提高转换率。SNP越有可能 

 是真的，则转换概率可能越好。

   ■ 在多个品系上观察到的SNP应优先考虑。

   ■ 在不止一个NGS平台上观察到的SNP应优先考虑。

   ■ 较高的测序深度条件下获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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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次要等位基因频率(MAF)的信息可用时，大部分应用 

  首选MAF ≥0.05。较低MAF的SNP在合理的样品量上很 

  难检测和验证。它们在大部分应用中往往提供较少的信 

  息。

   ■ 在其他基因分型平台上验证过的SNP更有可能转换，应 

  优先考虑。

   ■ 在相邻30 bp内无其他多态性的SNP位点应优先考虑。

   ■ 在重复序列区域内的SNP位点应不予优先考虑。

   ■ 16-mer序列与参考基因组比对匹配次数较少的(最好 

  <50) SNP位点应优先考虑。

   ■ A/T和C/G SNP应当不优先考虑，因为它们在芯片上占用 

  两倍空间。

F. SNP背景信息

 SNP背景信息应以制表符分隔的文件(如SNPContextInfo.txt) 

 提供。文件第一行应有以下字段。每个提交的SNP都应有独 

 特的染色体定位和SNP位置，除非条目为“unknown”。 

 标有星号（*）的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AG]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CAGCAG[/CAG]CAGCAG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图2. www.affymetrix.com上的Netaffx注册链接。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AG]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CAGCAG[/CAG]CAGCAG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图2. www.affymetrix.com上的NetAffx注册链接。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AGACTT[A/CAG]GACTCAA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GGGGTCATAGTCGTTCCTCCAGGGCTCACCAGCAG[/CAG]CAGCAGTACGTTTGGCGCAAACTCGGACCAGTTT

图2. www.affymetrix.com上的Netaffx注册链接。



表1：设计Axiom® myDesign™ 定制基因分型芯片所需的SNP背景信息。

编号 列标题 内容

1* Organism SNP所属的物种名称

2* SNPId SNP列表文件提交时的SNP ID。提交的SNP和设计方案中报告的SNP有一一对应关系。

3* SEQ 71-mer序列。请参考本材料的C部分。

4 SNP_PRIORITY 利用此字段来突出重要的SNP。生物信息学团队将尝试放置所有SNP，但会特别注意值为1的SNP，如有必

要，使用多个探针以确保它能在芯片被检测到。

1 = 较高优先级的SNP

0 = 较低优先级的SNP

5 CHR 目标SNP定位到染色体上的位置（如果已知）；否则输入“unknown”

6 POS SNP的位置（如果已知）；否则输入“unknown”

7 CHR_TYPE Chloroplast, mitochondrial, autosomal, psuedo-autosomal, or sex chromosome

8 SNP_VAL SNP验证：K-KASPar、II-Illumina Infinium、IG-Illumina Goldengate、TM-Taqman PCR

表明目标SNP已被另一种技术验证过

0或空 = 未验证

KASPar

GoldenGate

Infinium

other

fluidigm

GBS

编号 列标题 内容 字段定义

1 probeid 独特的探针标识符。             
例如：DQC-1-200

文本

2* prbseq 31-mer序列，仅允许A、C、G和
T。例如：CCTGGGCACAATTG
CAATGGAGGGCGACAG[A]

文本

3 chr 目标DQC探针定位到染色体上
的位置（如果已知）。例如：1

文本

4 pos 连接碱基（序列中第31个碱基）
的位置（如果已知）。例如：200

数字

G.  DishQC (DQC)非多态性探针和性别非多态性探针的要求

Axiom®芯片使用双色系统，相关的样品QC指标是基于双

通道必须可分离以实现好的基因分型结果。信噪比(SBR)

是最简单的QC形式，根据已知的非多态性序列构建探

针，我们设计指示信号和背景探针。除了SBR，我们还开

发出一种新的DQC指标，它考虑了通道间和通道内的信

号分离和延伸。我们的标准做法是根据它们的DQC值定

量样品。关于DQC指标的更多信息，可在《Axiom® Best 

Practices Guide》的附录中找到(http://www.affymetrix.

com/support/downloads/manuals/axiom_best_practice_

supplement_user_guide.pdf)。以下部分是提供非多态性

序列和性别非多态性序列的指引。这些序列应以单独的文

件提供。

 1. DQC非多态性序列表

  excel文件中显示的DQC探针序列信息应以制表符分隔的 

  文本文件提供，其名称为“DQCnonpolyprobes.txt”。 

  文件每一行应有下列字段：

表2：DQC非多态性探针的序列信息。



第31个碱基将作为连接碱基，应以括号形式提交。

如有可能，申请者应当提交1,000-3,000个30-mer的序 

列，它们来自常染色体(每个常染色体200个)，是非多态 

性的，或总共2000个，当基因组未很好地组装成染色体 

时。这些信息可用于创建“DQC”指标，用于样品QC。 

选择这些序列的要求是：

a. 避免有任何SNP/多态性的序列。

b. 避免极端的GC含量(GC比例应为0.3-0.7)

c. 避免16-mer匹配(选择16-mer匹配次数<50的序列)。

或者，避免基因组中重复的序列。

d. 避免有“GGGG”或“CCCC”的序列。

e. 对于每条序列，随机挑选正义链或反义链。

f. 对于每条常染色体，随机选择100条以A或T作为连接

碱基(序列中的第31个碱基)的探针，并随机挑选100

条以C或G作为连接碱基的探针。如果参考基因组无

法实现这一点，那么请提供总共2,000条非多态性、

独特的31-mer (1,000条以A/T作为第31个碱基，另1,000

条以C/G作为第31个碱基)。

2. 性别非多态性探针序列制表符

如果SNP在性别相关染色体上，则需要这一信息。excel

文件中显示的性别探针序列信息应以制表符分隔的文本

文件提供，其名称为“GenderNonpolyprobes.txt”。

文件每一行应有下列字段：

第31个碱基将作为连接碱基，应以括号形式提交。

如有可能，申请者应提交1,500条31-mer序列，它们来自每 

条性染色体。序列对物种而言应是非多态性的，并位于拟常 

染色体区域内。这些可用于开发性别检出。如果物种的性染 

色体不是X或Y，请注明雄性和雌性和染色体对。选择序列的 

要求如下：

a. X染色体的非多态性序列选择：

1. 避免有任何SNP/多态性的序列。

2. 避免定位到ChrY的序列。

3. 避免极端的GC含量(GC比例应为0.3-0.7)

4. 避免16-mer匹配(选择16-mer匹配次数<50的序列)。

或者，避免基因组中重复的序列。

5. 避免有“GGGG”或“CCCC”的序列。

6. 对于每条序列，随机挑选正义链或反义链。

7. 对于每条常染色体，随机选择1,500条以A或T作为连

接碱基(序列中的第31个碱基)的探针。

b. Y染色体的非多态性序列选择：

1. 避免有任何SNP/多态性的序列。

2. 避免定位到ChrY的序列。

3. 避免极端的GC含量(GC比例应为0.3-0.7)

4. 避免16-mer匹配(选择16-mer匹配次数<50的序列)。

或者，避免基因组中重复的序列。

5. 避免有“GGGG”或“CCCC”的序列。

6. 对于每条序列，随机挑选正义链或反义链。

7. 对于每条常染色体，随机选择1,500条以A或T作为连

接碱基(序列中的第31个碱基)的探针。

编号 列标题 内容 字段定义

1 probeid 独特的探针标识符。
例如：Gender-X-201

文本

2* prbseq 31-mer序列，仅允许A、C、G和
T。例如：CCTGGGCACAATTG
CAATGGAGGGCGACAG[A]

文本

3* chr 目标性别检出探针定位到性染色
体上的位置(如果已知)。例如：X

文本

4 pos 连接碱基(序列中第31个碱基)的
位置(如果已知)。例如：201

数字

表3：性别非多态性探针的序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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