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xiom® 草莓基因分型芯片
世界上第一款专家设计的八倍体草莓基因分型芯片，有助于数量性状位点(QTL)的发现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Axiom®草莓基因分型芯片(也称为International Strawberry 

90K (IStraw90) Axiom® Array)，是通过Affymetrix®专家设计

项目与国际RosBREED SNP联盟合作设计而成，国际RosBREED 

SNP联盟是一个专注于蔷薇科作物遗传改良的国际性组织。。

该款芯片可以对栽培种杂交草莓(Fragaria x ananassa)的全基

因组多态性SNP进行覆盖。

亮点 

■ 多样的内容：95,062个来自八倍体和二倍体品种的SNP和插入 

 缺失，包括：

 ■ 1,761个复等位基因的SNP

 ■ 3,751个SNP位点来自二倍体品种的SNP；其余标记来自八 

  倍体品种

■ 多品种代表：多样化的全球育种种质资源集促进了SNP发现

应用

■ 复杂性状的研究：

 ■ QTL发现

 ■ 鉴定具有经济价值的性状

■ 分子育种：

 ■ 全基因组扫描

 ■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 新品种的发布：

 ■ 加快和提高品种开发的效率

 ■ 鉴定现有的草莓种质资源中存在的重要标记

 ■ 利用遗传信息来确定将在特定种植区表现良好的种质

SNP发现

以≥20x覆盖度对9个八倍体品种进行多样化数据测序分析，以发

现SNP，包括：

■ Holiday、Korona以及Holiday 与Korona杂交的F1幼苗

■ 两个可能的二倍体祖先，Fragaria mandschurica和F. iinumae

■ 一个已知的二倍体品种，F. vesca

测序数据与F. vesca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

标记选择

标记选择的目标是解决异源八倍体草莓基因组基因分型中的挑

战，让功能标记的数量最大化。这些目标可通过尽量减少测序

误差和发掘并减少倍性中特异性的生物学位点来实现。SNP和

插入缺失是根据以下标准选择的：

■ 从20x测序覆盖度的品种中选择标记，以尽量减少测序错误比 

 对或错误定位的误差

■ 排除高度重复的序列和那些包含模棱两可结果的序列

■ 在选择插入缺失时避免同一多聚体和二核苷酸重复位点

■ 包含1个亚基因组特异的SNP

■ 通过以下方法实现倍性中的消减：

 ■ 靶定亚基因组特异的缺失

 ■ 靶定亚基因组特异的基序

■ 包括满足阈值标准的标记，这些标记是根据Affymetrix的in  

 silico打分，来预测芯片上可以获得良好重复的位点

实验结果

通过Axiom草莓基因分型芯片对384个样品进行了基因分型。

按照Axiom ®基因分型方案数据分析的最佳实践补充 (编号 

703083)，利用Affymetrix® Genotyping Console™软件自动

分析数据并聚类，并利用Affymetrix® SNPolisher™软件包过滤

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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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下面的聚类图显示了Axiom®草莓基因分型芯片所产生的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图A-B是芯片设计过程中所使用的倍体消减策略的结果：

(A) 二倍体似的模式 (B) 四倍体似的模式 (C) 八倍体模式。聚类图 (D) 一个多聚类的多态性高分辨率基因型的例子。

Part number Product name Description

550466 Axiom® Strawberry Genotyping Array (IStraw90K) Contains one plate with 96 arrays. Reagents and GeneTitan® MC 
consumables must be qu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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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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聚类特性选择出15,000个多态性高分辨率标记，成功将

SNP定位在Holiday x Korona1杂交品种的遗传图谱上。在分析

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聚类图实例如图1所示。

数据分析的注意事项：Axiom®草莓基因分型芯片需要高级的分

析方案，利用Affymetrix SNPolisher R软件包所提供的功能来过

滤多个聚类的SNP，如图D所示。其他根据重复性和遗传错误的

过滤性也很重要，需要基因分型技术调整重复以及亲本和F1幼

苗的组合。如对多个不同的品种同时进行基因分型，可能在分

析过程中产生多个聚类，它们互相干扰和/或混在一起，会调整算

法正确检出基因型的能力。复等位基因SNP的基因型无法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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