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xiom® Buffalo 水牛基因分型芯片
适用于多个品系的最高密度水牛基因分型芯片

Axiom® Buffalo水牛基因分型芯片带来了多个品系的水牛

(Bubalus bubalis bubalis和Bubalus bubalis carabanensis)中

多态性SNP的最高全基因组范围覆盖，这些水牛是意大利、巴

西和南亚最重要的肉牛和奶牛之一。

此芯片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款高密度的水牛基因分型工具。

亮点： 

■ 全面的内容-90,000个常见和稀有标记，精选自水牛(B.  

 bubalis bubalis)测序计划

■ 代表多个品系-地中海(Mediterranean)、摩拉(Murrah)、 

 Jaffarabadi 和Nili-Ravi

■ 可靠的分析性能-SNP检出率≥99%，转化率≥85%

应用： 

分子育种：

■ 基因组生物标记的探索

■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 常规筛查

■ DNA指纹图谱分析，用于动物追踪

复杂性状研究：

■ 复杂性状中遗传位点的高分辨率定位，如乳汁产生、乳脂肪 

 百分比和饲料转化效率

■ 负责简单和复杂性状的基因和通路的探索

保护生物多样性：

■ 河流和沼泽型水牛的种群多样性研究

■ 基因组标记辅助的保护策略

芯片设计

Axiom Buffalo水牛基因分型芯片是通过由Affymetrix促成

的Community Array Program来设计的。此芯片是与国际

水牛基因组联盟开发的，它包括意大利Fondazione Parco 

Tecnologico Padano、爱荷华州立大学和美国农业部(USDA)的

农业研究局。

SNP发现

1. 在>100x 基因组序列覆盖度组装一头地中海雌性水牛(B.  

 bubalis bubalis)的基因组。

2. 序列contig和末端配对读取与86种其他水牛进行比对，这些 

 水牛代表了8个品系和2个亚种，包括河流型和沼泽型。

3. 序列读取与Bos taurus参考基因组(UMD 3.1)比对。

4. 从2230万个SNP和插入缺失开始，在至少一个品系中为杂合 

 子，在周围10个碱基内不含有另一个SNP，且碱基对质量值 

 高于10的标记都包括在内，用于次要等位基因频率(MAF)的 

 计算。

5. 总共选择了580万个MAF在0-1之间的SNP，作为Axiom Buffalo 

 水牛基因分型芯片的候选SNP。

标记选择

1. 根据Affymetrix的in silico设计分数，满足预测SNP重复性的 

 阈值标准的SNP都包括在内。

2. 在基因组中高度重复和包含歧义的序列被排除。

3. 从产生的SNP中挑选，以便在基因组内间隔均匀。

最终的芯片包含90,000个SNP、7,583个样品QC探针和6,853个

性别检出探针。地中海、摩拉、Jaffarabadi 和Nili-Ravi水牛品

系的代表比例为60:30:5:5。

实验结果

在此芯片上对总共1,056个客户样品进行了基因分型，它们分别

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河流型水牛品系(意大利地中海和摩拉)。样品

是在GeneTitan® MC仪器上制备(自动目标制备)和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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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对数据的基因分型分析(包括聚类)是利用Affymetrix® Genotyping 

Console™软件和Affymetrix SNPolisher软件包自动开展的。

根据《补充Axiom®基因分型解决方案数据分析的最佳实践》

(货号703083)对SNP进行过滤。

我们测定了1,036个样品中通过样品QC阈值的89,988个SNP

的芯片性能。总共12个Y染色体SNP被排除在此次分析之外。

SNPolisher软件包根据6个基因型簇分类细化了聚类，这6个分

类以及每个分类的结果概要列在表1。

多态性高分辨率标记类别的样品检出率为99.75%，平均样品重

复率为99.96%。

Axiom® Buffalo水牛基因分型芯片分析后代表两个类别的聚类

图如图1所示。

基因型簇类别 标记百分比 标记数量

多态性高分辨率 74.8% 67,330

单态性高分辨率 10.3% 9,229

无次要纯合子 1.7% 1,494

脱靶变异 0.1% 83

检出率低于阈值的SNP 4.1% 3,668

其他 9.1% 8,184

总共 100.0% 89,988

表1. 商业样品的基因分型性能

图1. 左侧的聚类图是“多态性高分辨率”类别中标记的一个例子，表明

良好的聚类分辨率以及至少两个次要等位基因的例子。右侧的聚类图

表明“无次要纯合子”类别中的标记，它代表了没有次要等位基因的两

簇标记。

550431 Axiom® Buffalo Genotyping Array
Contains one plate with 96 arrays. Reagents and GeneTitan® MC consumables must 
be ordered separately.

901606 Axiom® GeneTitan® Consumables Kit Contains all GeneTitan® Instrument consumables required to process one array plate

901758 Axiom® 2.0 Reagent Kit Includes all reagents (except isopropanol) for processing 96 DNA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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