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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heet

Axiom 精准医学研究芯片
在全球精准医学筛查研究中，推动更深入的个体遗传多样性科学研究和理解

为了加速精准医学队列研究，需要成本效益高、群体覆盖面广，且经过临床研究应用验证的筛查平台。这就需要一套
能够执行密集表型分析、可提供高重现性结果，并能确保每个批次中的所有标记都能为我们所用的基因分型解决方案。
Axiom™ 精准医学研究芯片 (PMRA) 可以提供这些特性，这对于研究结果向临床知识的转化，以及推动精准医学研究
手段的大规模应用而言，这些特性都是极其重要的。

优势

 ■ Axiom PMRA 基于 Axiom™ 基因分型解决方案，广受全球一流生物信息样本库的青睐，可提供来自千人基因组计
划的第 III 阶段以及 NHGRI-EBI GWAS 目录（2016 年 5 月发布）中的全基因组 imputation骨架，为跨群体的疾病
关联研究带来最前沿的内容、最广泛的覆盖面和最高的准确度 1–3。

 ■ 包含经过仔细选择、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致病性变异，包括那些与广泛群体中的实际遗传风险相关的致病性变异。
 ■ 按照 NHGRI-EB 要求，覆盖通过 GWAS 识别出的癌症相关常见变异。
 ■ 包含与免疫、移植相关的变异，包括可使用相应的 Axiom™ HLA 分析软件分析的人白细胞抗原 (HLA)标记，以及
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 (KIR)，旨在加深移植相关研究中对排斥风险和原因的理解 4。

 ■ 覆盖从 GWAS 和候选基因研究中选出的血液表型标记，这些内容包括与红细胞群、红细胞和血小板的形成调控，
以及血液内平衡调控相关联的标记。

 ■ 使用华盛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 (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 所提供的 SNP 作为指纹 

SNP。这些标记在多个主流基因分型平台上共享，用于样品追踪。

Axiom PMRA 专为基础实验和临床实验室、研究机构，以及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组分析机构中的科学家而设计。它
有助于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人类遗传学与复杂疾病易感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临床应
用。

表 1. Axiom 精准医学研究芯片关键标记分组。
变异分类 标记数量 *

全基因组 imputation grid >800,000

NHGRI-EBI GWAS 目录 >15,000

ClinVar >23,000

美国医学遗传学学会（ACMG，ClinVar 的子集） >9,000

附加的高价值标记（ClinVar 的子集：ApoE、BRCA1/2、DMD、CFTR） >2,000

HLA >9,000

KIR >1,400

自身免疫 /炎症 >250

药物基因组 >1,200

血液表型 >2,000

常见癌症变异 >300

功能缺失 >33,000

表达数量性状基因座 (eQTL) >16,000

指纹和样品追踪 >300

总标记 902,527

* 分类的内容可能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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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疾病和人类健康状况的变异

Axiom PMRA 包含数千个涉及人类疾病和健康状况的新型风险变异。该芯片包含选自 ClinVar 的致病性变异，包括
与阿尔茨海默氏症相关的 ApoE 标记 5,6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提供此类标记的其他芯片产品。表 2 列出了根据 

OMIM 和 ClinVar 数据库分类的多种标记的数量。

癌症风险变异 :该芯片覆盖 17,000 多种来自 NHGRI-EBI GWAS 目录、多篇出版物以及 OMIM 数据库的癌症风险变异。
其中包括与直肠癌 7、前列腺癌 8、卵巢癌 9、肺癌 10和乳腺癌相关的变异。

精神健康、行为和神经发育状况相关变异 :此类别覆盖超过 19,000 个变异，其中一个子集采用 UK Biobank Axiom™ 

芯片研究结果而来，与神经过敏症相关 11,12。

免疫相关变异 (包括自身免疫和炎症变异 ):该芯片覆盖 200 多种包含于 UK Biobank Axiom 芯片中的位点，给出了与
某些特殊自身免疫疾病和炎症性病症相关的证据，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I 型糖尿病、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
桥本氏甲状腺炎和乳糜泻。该芯片还包括涉及嗜睡症 13的新型变异，并且已经在移植研究中进行了评价 4。

功能缺失性 (LoF) 变异 :该芯片中包含的标记可检测预计会完全破坏蛋白质编码基因功能的基因改变，包括罕见且可
能具有毒性的 LoF 等位基因、预计会导致严重疾病的变异，以及非关键基因中的常见 LoF 变异。芯片包含超过 1,000 

种常染色体隐性变异和超过 500 种常染色体显性预测性变异。

心血管疾病变异 :这些变异覆盖了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心房纤颤、冠心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
族性肥厚型心肌病、马凡综合征和先天性长 QT 综合征。

表 2. 根据 OMIM 和 ClinVar 数据库分类为疾病研究类别和重要子集的标记。

类别 /子集 标记数量
癌症风险变异 >17,000

骨髓瘤风险变异 12

肺癌风险变异 642

乳腺癌风险变异 931

卵巢癌风险变异 281

胃癌风险变异 1,466

白血病风险变异 7,759

直肠癌风险变异 5,669

精神、行为和神经发育状况相关变异 >19,000

阿尔茨海默氏症相关风险变异 413

帕金森病相关风险变异 1,272

精神分裂症相关风险变异 526

自闭症相关风险变异 92

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病症风险变异 >200

乳糜泻风险变异 88

克罗恩病风险变异 34

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风险变异 28

临床变异 >44,000

致病性 36,111

可能具有致病性 6,983

功能缺失性变异 >33,000

常染色体隐性变异 1,000

类别 /子集 标记数量
常染色体显性变异 502

线粒体 117

致病性或可能具有致病性 1,268

先天性症状 782

未在 dbSNP 中报道的新型 /新发现变异 15,343

心血管疾病风险变异 >15,500

健康状况影响因子的相关变异 >2,000

吸烟和成瘾性风险变异 106

酒精依赖性风险变异 30

咖啡代谢风险变异 18

酒精敏感性风险变异 16

过敏风险变异 121

皮肤、毛发或眼睛色素沉着 1,519

药物基因组覆盖 >1,600

I 期酶 57

II 期酶 51

III 期酶 49

呼吸疾病风险变异 >700

肌肉骨骼疾病风险变异 >8,000

青光眼风险变异 >300

糖尿病风险变异 >2,000

肥胖风险变异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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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imputation覆盖率和准确度

Axiom PMRA GWAS 标记是利用基于 imputation的专利标记选择策略筛选出的常见变异，覆盖 5 个主要群体的全基
因组。这些群体包括千人基因组计划定义的非洲 (AFR)、欧洲 (EUR)、混血美洲 (AMR)、东亚 (EAS) 和南亚 (SAS) 人群。
表 3 列出了 Axiom PMRA 上 5 个祖先人群的 imputation标记的数量；表 4 列出了最小等位基因频率 (MAF) >1% 和 

>5% 的 GWAS 标记的 imputation准确度。

表 3. r2>0.8 且 MAF >1% 的 imputation标记的数量
人群 >1% MAF

AFR 14.5M

EUR 8.6M

AMR 10.0M

EAS 7.4M

SAS 8.5M

表 4. 计算所得的所有染色体的 imputation准确度（平均 r2）
人群 >1% MAF >5% MAF

AFR 14.5M 0.93

EUR 8.6M 0.95

AMR 10.0M 0.95

EAS 7.4M 0.94

SAS 8.5M 0.94

精准医学项目启动以及研究的连续性

涉及大规模队列研究的精准医学项目通常会持续数年。此类研究将探索涉及多种疾病的临床标记、药物基因组标记和
免疫相关标记，从而深入了解这些重要疾病和症状。这类长期研究需要 100% 特异性芯片内容且保障多年供货的技
术平台。基于微珠的技术存在批次间差异，而且每个制造批次都可能存在 SNP 损失，而 Axiom 芯片工艺与之不同，
它采用的制造技术可确保 100% 保真度，而且只要客户需要，可确保每个制造批次都包含所有标记。

芯片流程

Axiom 基因分型解决方案提供业界一流的批次间可重现性，并采用功能强大的 96 芯片板形式。GeneTitan™ 多通道
仪器可自动执行从靶标杂交到数据生成的处理操作，每周可处理多达 8 个芯片板。Genotyping Console™ 软件可自
动进行数据分析，配备有等位基因识别算法和用户友好的可视化工具。

数据分析过程和工作流程完全自动化，操作时间比同等基因分型平台更少，因此可处理更多样品，有助于实现更全面
的研究。

性能

Axiom PMRA 可满足多年精准医学队列研究的需求，提供高密度基因分型芯片，结果重现性好，并且批次间不会有 

SNP 标记的损失。我们对 288 个样品进行了基因分型性能评价，其中包括来自国际 HapMap 项目的样品，采用包括
平均样品识别率、样品一致性和可重现性在内的严格质量控制标准（表 5）。

Axiom PMRA 的分析工作流程

Axiom 基因分型解决方案数据分析指南（P/N 702961）中所述的 Axiom 分析流程是一套先进的分析算法技术，具有
极高的灵活性，能够为每项研究挖掘出最丰富的信息。

表 5. Axiom 精准医学研究芯片。

标准 规格 性能
样品数 — 288

样品通过率 ≥95% 97.9%

平均识别率 ≥95% 99.7%

重现性 ≥99.8% 99.95%

平均 HapMap 一致性 ≥99.5%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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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number Product description Details

902981 Axiom Precision Medicine Research Array
Contains one plate with 96 arrays. Reagents and GeneTitan Multi-Channel 
Instrument consumables must be quoted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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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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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