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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您的个人基因组图谱已经绘制完成，

这是属于您的生命信息译码和个人身份全新标志物。其次，在全面分析

您个人基因组信息的基础上，我们也完成了您的遗传性疾病检测评估报

告，形成了相关健康管理指导建议文本。我们期待，这些报告和建议能

有助于您在更高水平和更高标准上认知生命的意义、提高生活的质量。

为确保我们的服务质量，以下内容需要您在接受我们的服务前仔细

阅读和准确了解。此项基因检测服务中，依托了当前国际最先进的高通

量测序技术，采用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信息分析技术体系。

具体而言，我们提供的个人基因组结果检测报告，其作用应按照以

下三点来看待

协助分析个人是否存在某项遗传性疾病的风险。

为评估个人是否处于疾病携带状态提供参考。

辅助预测家庭或家族内成员是否存在某种遗传病的风险，

是否为同类型疾病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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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个人基因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我公司有妥善保管相关数据以及未经本人授权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的义务。如因您个人原因出现或发生的信息外泄并因此可能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可能导致的他人或

社会对其产生歧视状况(如学业、职业、婚配等)，其责任由您本人完全承担。另外，基于此个人基因组信

息分析的遗传疾病评估报告可能对您本人产生心理压力、精神负担及所有其它附带影响，概由您本人承

担，我司仅有告知义务。

最后，我司郑重承诺，所提供的个人基因组检测服务，无论是在测序平台技术发展的同步方面，还是

在世界生物基因组学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方面，都将始终保持领跑状态。我们会尽力协助您分析、评估

和解决由于生物基因科学研究与测序技术发展中所必然存在的过程性议题。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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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体检报告显示极低密度脂蛋白偏高，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或许因为近年来全素饮食风靡全球

，很多人知道极低密度脂蛋白（LDL）升高，意味着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了。于是，通常建议这一指标升

高的人，食用更多的蔬菜水果，减少油脂、胆固醇的摄入。但是有一类人群却携带基因突变导致果糖不

耐受，患有此症的人身体无法完全分解食物中的果糖，使得有毒代谢物聚集，尤其在肝脏中（易引发肝

癌）。患者在不知自身基因风险的情况下，如果每日一个苹果，那就不是更健康，而是会招致恶性疾病

。
如今您去医院就诊，医生开的处方药一般都是针对多数人的常规疗法，但您却无从知道服药后是不是

有效，或产生不良反应，就好比常规药剂使用量未必对每个人都合适。如果医生要给您使用青霉素，您

一定不会让他忘记进行“皮试测验”，即便这种皮试测试也未必能保证接下来的青霉素使用中您不会出现过

敏反应；但至少人们已经不会忘记谨慎使用这类药物。但是如果医生给您开了一些治疗痛风的别嘌醇药

物，您可能不会想到在服药前是需要做基因检测的，高达20%的汉族人群因携带基因变异，服用别嘌醇

会有产生严重皮肤反应，并导致死亡。

如果您还记得曾经的“冰桶挑战”相信大家对称为渐冻人的罕见病并不陌生，遗传病种类繁多，疾病患

病后果严重，多数无治疗方法。虽然每种疾病发病率很低，但是患者的总数占人口总数的8-10%。研究发

现，平均每个人携带2.8个隐性遗传病的致病突变，这就意味着看似健康的夫妻，也可能会“非常巧合地”

携带了相同的致病突变，他们的后代有很大的患病机率，这些是常规体检无法检测出来的。遗传病携带

者筛查可及时发现致病基因携带情况，在帮您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的同时有效避免严重缺陷患儿的出生，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优生优育。

当您越来越了解自己基因存在的风险时，您要有针对性的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我们的基因。航空旅

行时受到的辐射、日光浴时的紫外线、酒里的乙醇、二手烟中的化学残留、杀虫剂，都会损害您的DNA

。我们不仅要审视家族病史，认真解码自己的基因，还要考虑如何做出积极的改善。比如安吉丽娜·朱莉

根据家族病史，摘除双侧乳腺。

人类的很多疾病基本上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基因检测了解自身易

患疾病的风险，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当然，基因检测是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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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当您拿到这份报告的同时，您将把握您生命旅程的主动

权，您可以:

掌控生命的健康未来。

全面解读并评估您全身各个系统的疾病风险，全面降低您未来患病的

风险。

拥有第一份最有价值的“生命参考书”。

您的全外显子组图谱不仅可以造福您的一生，在未来您的后代们需要

您的基因图谱来为他们进行各类体检或是疾病检测时提供参考依据，

从而帮助您的后代得到最精准的检测结果。您将在此基础上享用个性

化健康指导建议。

您将能享受个人基因指导下的个性化治疗和用药方案，您的医生可以

根据您的基因背景，为您提供安全且疗效显著的精准医疗方案。

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通过特质基因检测，您将知道为什么您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便于您

更好地制定符合自己特质的健康管理方案和工作规划，享受合理的生

活方式。

检测一次个人基因组，终生受用。

个人基因组检测是其他任何检测产品都无法企及的，是疾病风险的量

度表，也是全面筛查遗传性相关疾病最优势的检测方式，将会成为未

来基因检测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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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是基因创造的生存机器。生命短暂，基因不朽。”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基因是个体发育的内在动力，而经验是个体发育的外在约束，尽管个

体发育是由基因直接指导的，但是所有这样的指导都要受到经验的制

约，因此先天总是经由后天起作用。”
——马特·里德利《先天，后天》

“DNA复制的错误率往往小于十亿分之一，极高的复制精度，得以让生

命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如果遗传密码的复制过程一直完美无缺，

生命便不可能进化，也不能应对种种挑战。复制过程的少许错误，能

让子代更好地适应环境并繁盛起来。”

——吉姆·艾尔·哈利利《神秘的量子生命》

“吃的对不对，要看基因是不是匹配。”

——加里·保罗·纳卜汉《写在基因里的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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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导致癌症 - YES

吸烟得癌症和不吸烟得癌症，Different
第一，吸烟导致身体器官损害，从而产生更多的细胞分裂完成修复，

导致更多的癌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容易产生多

余10倍的基因突变。第二，导致癌症的癌基因突变类型不同 。”
——菠萝《癌症·真相》

“每一位罕见遗传病患者体内都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如果他们能够将

这个秘密分享出来，或许有一天，这些秘密揭示不仅能够使他们被治

疗，也会惠及每一个。”
——沙伦·莫勒姆《基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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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您的基因组检测报告中，我们全面地展示了您

可能的健康风险，解答您的健康疑虑，并给出健康管

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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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概述

疾病风险
193项

3项疾病风险高
22项疾病风险较高
131项疾病风险一般
36项疾病风险较低
1项疾病风险低

终生患病风险 是指在全部疾病谱中，疾病在人群中的终生患病风险
您罹患疾病的风险概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患病风险倍数 是指对比正常基因型人群的风险比值
您的患病风险倍数，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疾病 您的结果 风险倍数
慢性乙型肝炎 3.570

2型糖尿病 1.436

原发性高血压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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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患病风险 是指在全部疾病谱中，疾病在人群中的终生患病风险
您罹患疾病的风险概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疾病 您的结果 患病风险
原发性高血压 64.358187%

2型糖尿病 41.208065%

慢性乙型肝炎 2.80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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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概述

精准用药

77项
您需要重点关注35项

序号 药物学名 药物分类

有
效
性

耐
药
性

用
药
剂
量

药
物
代
谢

药
物
过
敏

转
化
能
力

不
良
反
应

药
物
依
赖

有效性：患者使用药物时，药物的药效是否好

不良反应：患者在使用药物时，是否会产生不良反应、毒性反应

药物代谢：患者在使用药物时，药物的代谢速度是否有差异

转化能力：前体药物在体内转化为活性化合物的能力

耐药性：患者长时间使用药物时，是否会对对药物产生耐药性，降低药效

用药剂量：患者在使用药物时，是否需要调整剂量

药物过敏：患者是否会对药物产生过敏反应

药物依赖：患者是否会对药物产生依赖，造成停药时的戒断反应

说明服用该药作用效果，毒性及副作用等等需要重点关注

1 地高辛 心血管药物

2 利培酮 精神类药物

3 帕罗西汀 精神类药物

4 奥氮平 精神类药物

5 纳曲酮 其他系统药物

6 西酞普兰 精神类药物

7 氯氮平 精神类药物

8 华法林 心血管药物

9 辛伐他汀 心血管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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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物学名 药物分类

有
效
性

耐
药
性

用
药
剂
量

药
物
代
谢

药
物
过
敏

转
化
能
力

不
良
反
应

药
物
依
赖

10 瑞舒伐他汀 心血管药物

11 万拉法新 精神类药物

12 美沙酮 抗炎镇痛药物

13 阿芬太尼 抗炎镇痛药物

14 醋硝香豆素 心血管药物

15 尼古丁 其他系统药物

16 阿扎那韦 抗感染药物

17 依法韦仑 抗感染药物

18 美芬妥英 神经类药物

19 依伐卡托 其他系统药物

20 安非他酮 精神类药物

21 阿司匹林 抗炎镇痛药物

22 阿托伐他汀 心血管药物

23 他克莫司 风湿免疫药物

24 替诺福韦 抗感染药物

25 布地奈德 呼吸系统药物

26 二甲双胍 代谢与内分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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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药
物
依
赖

27 氨氯地平 心血管药物

28 顺铂 抗肿瘤药物

29 甲氨蝶呤 抗肿瘤药物

30 环磷酰胺 抗肿瘤药物

31 环孢素 风湿免疫药物

32 普伐他汀 心血管药物

33 维拉帕米 心血管药物

34 5-氟尿嘧啶 抗肿瘤药物

35 卡维地洛 心血管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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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概述

特质基因

75项
您需要重点关注3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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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概述

单基因病

4002项

0项遗传病携带

4002项遗传病未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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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建议

建立营养而均衡的膳食结构，多食用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低脂肪的饮食，多喝水，促进新

陈代谢；注意含碘饮食的调节，维持碘元素的平衡；少吃富含草酸和嘌呤的食物如菠菜、猪

肝等，避免痛风的发生；减少摄入烧烤、煎炒、炸、过于咸和油腻等食物；少食用坚硬粗糙

的食物，不用或少用刺激性调味品；培养良好的进食习惯，按时进食，细嚼慢咽，热烫食物

放置适温后食用，不要暴饮暴食。

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者，应定期体检，若疾病发生，应按时规律服药，控制疾病指标，以

免造成更大的危害。请去专业机构就医，不得随意换药、停药。有早发性心血管病家族史

者，或有家族性高脂血症患者要加强体检筛查。多食用包括油菜、芥菜、猕猴桃、香菇、

蘑菇、木耳、核桃、薏米、红枣、山药等具有增强免疫力的食物。

体检筛查建议

为了您的健康，请尽量完善您的定期体检，根据您的检测结果，在报告正文“体

检筛查”项目里提供了详细的参考内容，推荐进行体检时包括以下检测项目

血脂检查，造影，核磁检查

血液检查，激素指标检查

这些检测项目有助于及早的发现病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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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您在本次检测中未发现携带致病突变位点，因此只需要关注疾病的风险情况。

根据您的疾病遗传风险情况，推荐您为家人准备如下措施

您的父母：
需要关注慢性乙型肝炎，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等疾病风险。

您的兄弟姐妹：
需要关注风险疾病慢性乙型肝炎，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的基因携带状态。

您的子女：
您的疾病风险很可能遗传给您的子女，如果您希望您的子女通过基因检测排查患病风险，请
与遗传咨询师联系，确定适合的最佳方案。

您和您家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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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风险报告说明疾病风险报告说明

患病风险高：超过多数人群的患病风险，需要重点关注。

患病风险较高：您的终生患病风险在人群中排序较高，需要关注。

患病风险一般：您的终生患病风险在人群中排序中等，可以适当关注。

患病风险较低：您的终生患病风险在人群中排序较低，可以适当了解。

患病风险低：低于多数人群的患病风险，可以了解。

注：疾病的发生是内因（基因、遗传性）和外因（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该疾病风险预测只是根据基因数据进行评估，未考虑您的饮食、环境、生活习惯、心

理状态等其他因素，因此该风险评估只作为参考，不是临床诊断疾病的依据。对于有

风险的疾病，需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生活环境、家族患病史综合考虑。同时，由于

科学研究的局限性，目前的基因评估只是基于现有的基因研究成果，随着科技的发展

，疾病风险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会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及时更新相应的疾病基因解读，

调整疾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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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旁腺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甲状旁
腺癌”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甲状旁腺癌”，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
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
，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
不能排除您将来患“甲状旁腺癌”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
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
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CDC73 MEN1 CDKN1B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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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甲状旁腺癌（PC）是一种罕见的内分泌恶性肿瘤，好发于40~50岁，男性稍多，占所有恶性肿瘤的0.005%，人群
年发病率约为3.5~5.7/10000000，PC一般进展较慢，但最终多会发展为局部或远处转移。大多数患者最终死于无
法控制的高钙血症而非肿瘤的侵犯或转移。尽管PC术后复发率可高达50%~60%，但5年总体生存率仍可达80%~90
%。

致病因素

有研究表明，头颈部放射治疗史、慢性肾功能衰竭导
致的继发性或三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癌和
甲状旁腺腺瘤家族史、家族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以及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颌骨肿瘤综合征是本病的易感
因素。本病可单独发生，也可作为遗传性综合征（多
发性内分泌腺病1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病2A型与家族性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中的一种疾病与其他疾病同时
存在。除了遗传因素外，并无其他因素与该病明确相
关。

早期症状

临床上，90%以上的甲状旁腺癌患者会出现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主要表现为与高钙血症相关的症状或体征
如恶心、呕吐，烦渴、多饮、多尿，精神抑郁或狂躁
，甚至胰腺炎，骨关节痛，骨质疏松，骨膜下骨质吸
收，尿路结石，病理性骨折等。

体检筛查

虽然PC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内分泌系统恶性肿瘤，但美
国Todd等发现PC发病率在20世纪末的10年期间增长了
60%，认为可能与血钙测定的常规开展与pHPT手术指
征放宽有关。甲状旁腺癌诊断：（1）临床症状：发病
早期不典型，约40％的患者为无症状性高血钙；（2）
血化学指标：患者血钙常高于正常（2.2～2.7mmol/L
或8.8～10.0mg/dL），血磷低于正常（0.8～1.4mmol
/L或2.6～4.5mg/dL），血碱性磷酸酶及尿羟脯氨酸水
平增高，患者常有高氯性肾小管酸中毒倾向。原发、
三发性及假性甲旁亢患者尿钙及尿磷排出量增加，肾
小管回吸收磷率下降。继发性甲旁亢患者血钙及尿钙
水平正常或偏低，伴有泌尿系结石；（3）血PTH水平
：诊断本病的一个直接而且敏感的指标，其升高程度
与血钙浓度、肿瘤大小以及病情轻重相平行；（4）骨
骼检查：骨密度一般降低，腹部平片可发现泌尿系结
石及肾钙化；（5）肿瘤定位检查：超声断层、99mTc
_201Tl双重核素减影扫描、CT扫描、选择性甲状腺静
脉取血测PTH等手段均有较高的手术符合率。甲状腺动
脉造影一般不用。假性甲旁亢还需查找原发肿瘤。鉴
别高血钙时，应注意除外多发性骨髓瘤、急性白血病
、结节病、维生素A和D中毒以及家族性高钙血症等。

生活建议

（1）术前怀疑PC，有利于高钙危象风险的防范，除药
物控制血钙外，必要时还可通过血液滤过或透析来降
低血钙。同时有利于手术方案的制定，引导与病患及
家属的沟通；（2）手术切除是目前甲状旁腺肿瘤的主
要治疗方式，甲状旁腺良性肿瘤手术切除后复发率较
低。甲状旁腺癌五年存活率报道为40%~86%，十年存
活率为49%~67.8%。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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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肉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软骨肉
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软骨肉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
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
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
排除您将来患“软骨肉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
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
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EXT1 EXT2 WRN RECQL4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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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软骨肉瘤是常见的恶性骨肿瘤之一，发生于髓腔者为中心型，少数发生于软组织，是仅次于骨肉瘤的常见的骨恶性
肿瘤。软骨肉瘤可分为原发性软骨肉瘤和继发性软骨肉瘤两类，其中原发性病程短，发展快，预后差；继发性多来
自其他疾病，如畸形性骨炎，恶变后会诱发软骨肉瘤，发展较慢，预后较好。软骨肉瘤发病年龄在任何阶段，患病
年龄主要发生在40岁以上的人身上，孩童很少患病。这种疾病通常开始于骨的手臂、腿部或骨盆，但它可以发现
在包含软骨身体的任何部分。

致病因素

（1）年龄因素：软骨肉瘤多发现在老年患者身上（40
~75岁），20岁以下发病者少见。（2）性别因素：有
轻微的男性优势。（3）染色体因素：有学者研究发现
，软骨骨瘤患者常常会多一条7号染色体。GⅢ软骨肉
瘤患者常有17p1的异常。

早期症状

软骨肉瘤一般发病缓慢，患者早期感觉患处不适，最
常见的症状是疼痛，开始为钝痛，并且呈间歇性，逐
渐加重后转为持续性疼痛，夜间更为明显，止痛药无
效。症状存在的时间平均为1~2年，检查可发现一个有
压痛的包块，关节可活动受限，肿块局部可触及发热
。

体检筛查

软骨肉瘤的高发人群：患有如下病症的人发展软骨肉
瘤的风险增加，如Ollier疾病、富奇综合征、多个遗传
性发性外生性骨、肾母细胞瘤、佩吉特病等；继发性
软骨肉瘤可由软骨瘤、骨软骨瘤恶变而来。诊断依据
：（1）X射线，可用于显示位置、大小和骨肿瘤的形
状。（2）骨扫描可用于检测癌症细胞的骨头。（3）
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可用于拍照横截面的组织和
器官。（4）磁共振成像（MRI），用于获得身体内部
的详细图片。（5）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PET/C
T扫描，用于发现人体的代谢和化学活动的细微变化。
（6）活检用于获取组织来达到检查癌症的目的。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宜多吃具有抗骨髓病、骨肉瘤的食物
，如海带、紫菜、海蛤、裙带菜、杏仁、桃仁等。（2
）骨痛宜吃龟板、鳖肉、穿山甲、牡蛎、蟹、虾、核
桃。（3）贫血者宜吃猪肝、芝麻、蜂乳、花生、海参
等。（4）脾脏肿大宜吃甲鱼、海鳗、裙带菜、泥鳅等
，忌烟酒及辛辣刺激食物。（5）忌吃霉变、腌制、油
煎、肥腻类食物。（6）忌吃发物及辛辣性食物，如羊
肉、鹅肉等。日常生活建议：忌烟、忌酒。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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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内分泌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多发性
内分泌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多发性内分泌瘤”，则很可能不是由
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
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
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多发性内分泌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
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
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MEN1 RET CDKN1B PRKAR1A CDKN1A CDKN2C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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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多发性内分泌腺肿瘤综合征（MEN）是在同一个患者身上同时或先后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内分泌腺体肿瘤或增
生而产生的一种临床综合征，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可呈家族性发病。过去将此病称为多发性内分泌腺瘤（Multip
le endocrine adenomatosis，MEA），但因其中有些病变经临床和病理检查证实为恶性或增生，如甲状腺髓样癌
、胰岛细胞癌和甲状旁腺增生等，故目前改称此病为多发性内分泌腺肿瘤综合征。多发性内分泌瘤主要包括三类：
I型多发性内分泌瘤（MEN1，Werner综合征）和II型多发性内分泌瘤（MEN2，Sipple综合征，可分为MEN2A、M
EN2B、FMTC三型）；另有发病频率相对较低的IV型多发性内分泌瘤。据统计，MEN1型多发性内分泌瘤的患病率
为1/10000~1/100000，平均约为1/30000，但是多数MEN1型患者就诊时只涉及单一内分泌器官病变，因此发病率
可能被低估。MEN2型的患病率约为1/35000，男女比例约为1:1，国内多位散发报道。

致病因素

（1）MEN–1与位于染色体11q13的MEN1基因突变有
关，突变类型多种多样，绝大多数都会造成其编码的
蛋白质menin的缺如或截断，从而导致转录异常、多
种内分泌肿瘤的发生；（2）MEN–2与位于染色体10q
11.2上的RET原癌基因突变有关。突变导致包括参与神
经嵴在内的组织发育的生长和分化信号异常，诱导细
胞过度增生和肿瘤发生，几乎100%的MEN–2A均因RE
T突变引起，尚未发现其他基因突变致病者，基因突变
多发生于第10外显子上的609、611、618、620和第1
1外显子的634编码子，其中后者突变最常见，约占ME
N–2A的85%~87%，95%的MEN–2B有RET基因第16号
外显子上的918编码子突变；（3）RET原癌基因一般
仅在甲状腺C细胞、嗜铬细胞和甲状旁腺细胞中表达，
故该基因突变一般仅引起上述细胞转化而发生肿瘤，
受累内分泌腺体可同时或先后发病。

早期症状

（1）Ⅰ型多发性内分泌瘤综合征：大约2/3的Ⅰ型多
发性内分泌瘤综合征患者有垂体瘤。一些垂体瘤可引
起头痛、视觉障碍以及垂体功能减退。Ⅰ型多发性内
分泌瘤综合征患者还可伴发甲状腺和肾上腺肿瘤，少
部分为类癌。一些患者皮下可有质地柔软，良性的脂
肪增生（脂肪瘤）；（2）ⅡA型多发性内分泌瘤综合
征：几乎所有的ⅡA型患者都可患甲状腺髓样癌，约50
%的病人可患嗜铬细胞瘤，肿瘤通常分泌肾上腺素及
其他物质，引起血压增高；（3）ⅡB型多发性内分泌
瘤综合征：此型患者大多有粘膜神经瘤，这种神经瘤
表现为发亮的小肿块存在于唇、舌及口腔粘膜。还可
发生于眼睑、结膜、巩膜。眼睑变厚，口唇肥大；该
综合征患者常出现脊柱异常，尤其是脊柱弯曲及足骨
、股骨异常。大多受累者有四肢细长、关节疏松表现
（所谓的马方样体型，因为其临床表现似马方综合征
）。

体检筛查

（1）对患MEN1者的家族成员应作全面的病史采集及
体检。重要的实验室检查为血离子钙浓度测定，或作
血总钙测定加血浆蛋白测定作校正，从15岁起开始定
期检查。此外催乳素、胃泌素及空腹血糖测定也有助
于诊断；（2）由于RET基因突变的部位有限，对患ME
N2者的家族成员应争取作基因检测，远较以往测定降
钙素的筛查方法可靠。

生活建议

（1）婚前体检在预防出生缺陷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作
用大小取决于检查项目和内容，主要包括血清学检查
（如乙肝病毒、梅毒螺旋体、艾滋病病毒）、生殖系
统检查（如筛查宫颈炎症）、普通体检（如血压、心
电图）以及询问疾病家族史、个人既往病史等，做好
遗传病咨询工作；（2）孕妇尽可能避免危害因素，包
括远离烟雾、酒精、药物、辐射、农药、噪音、挥发
性有害气体、有毒有害重金属等。在妊娠期产前保健
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系统的出生缺陷筛查，包括定期的
超声检查、血清学筛查等，必要时还要进行染色体检
查。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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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多发性
神经纤维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则很可能不
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
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
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
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
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NF1 NF2 nf1tv1 SPRED1 CABIN1 ATP6V0B

MSH6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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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多发性神经纤维瘤（Neurofibromatosis）又称冯雷克林霍增氏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系外胚层和中胚层
组织发生障碍所致。其特点是多系统、多器官受累而以中枢神经系统最为明显。该瘤主要分两型：NFI型的特点是
皮肤的牛奶咖啡斑和出现神经纤维瘤样的皮肤肿瘤。还常伴有多种畸形和其他一些疾病，譬如脊柱侧凸、胫骨假关
节、智力障碍、脑膜瘤、神经纤维瘤和眼的虹膜结节等，而且与神经纤维瘤病的恶性变倾向有关。NFII型神经纤维
瘤病是中枢型神经纤维瘤病，明显的特点是双侧听神经的神经鞘瘤、脑膜瘤和脊神经背根的神经鞘瘤；很少有皮肤
改变。NFI发病率为1:2500~1:3000，平均发病年龄42岁，是多发性神经纤维瘤中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病例的90
%；NFII年发病率为1:25000~1:50000，平均发病年龄24岁。

致病因素

与神经纤维瘤1型疾病最相关的基因是NF1，NF1基因
属于抑癌基因，全长339kbp，发生致病突变，导致基
因产物神经纤维素结构和数量上的改变，从而使其抑
癌功能减弱或丧失，导致肿瘤的发生。NF1基因突变频
率（~1:10000），也是人类基因中，突变发生频率最
高的基因之一。NF1基因如若发生致病突变，其外显率
可达到100%。在所有已知检出的NF1基因突变的患者
当中，NF1基因的新发突变比例很高，约为50%，且在
所有NF1相关研究报道中，没有发现突变热点区，也没
有相应的基因型和表型相关性的证据，但是有些报道
显示，如若NF1发生整个基因缺失，通常会造成相当严
重的表型症状。目前已知的与神经纤维瘤病2型最相关
的基因是NF2，基因全长114kbp。NF2基因的新发突
变比例与NF1基因类似，也是约为50%。在所有已知的
NF2基因突变中，大片段缺失和重复约占10%~15%，
突变范围多在10~600kb。携带NF2基因突变的的个体
，其外显率接近100%。

早期症状

（1）皮肤色素斑：几乎所有患者都有皮肤色素斑，呈
淡棕色至暗褐色，或咖啡色（牛奶咖啡斑），大小数
目不等，腋窝部可见雀斑样色素沉着；（2）多发性皮
肤结节：数个至数十个甚至数百个，主要分布于躯干
部，常突出皮面呈半球状或圆锥状、淡红色或紫红色
，大小不等，触之柔软如疝样；（3）口腔损害：表现
为乳头状瘤或单侧性巨舌；（4）内脏损害：由于颅内
肿瘤，血管畸形或骨骼畸形，可引起智力减退、癫痫
等神经系统症状。肿瘤侵入骨骼，可引起脊柱侧凸，
消化道受累可引起胃肠出血或梗阻，还可引起内分泌
异常。

体检筛查

神经纤维瘤皮肤病变特征为色素斑和多发性神经纤维
瘤，可伴智力发育障碍，神经系统病变和神经纤维瘤
的肉瘤改变。在儿童期，有关此病的死亡多由于颅内
肿瘤，其次为恶性周围神经鞘瘤、胚胎型肿瘤或丛状
神经纤维瘤扩展至重要结构；而在成人，死亡多由于
恶性周围神经鞘瘤或软组织肉瘤、胃肠道出血、继发
于神经纤维瘤血管病的颅内出血等。诊断依据：（1）
牛奶咖啡斑超过6个（每个直径>1.5cm）和/或出现腋
窝雀斑；（2）多发性皮肤结节，质地柔软；（3）口
腔损害和内脏损害；（4）组织病理：肿瘤界限清楚，
但无包膜，由神经鞘细胞和神经膜纤维组成，布丁染
色阳性。

生活建议

（1）饮水宜多：神经纤维瘤对口渴的感觉不像年轻人
那么敏感，因此，要自觉多喝水，可选择淡茶或白开
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再喝，以免缺水。缺水会引起
神经纤维瘤便秘和体内代谢失调；（2）温度宜热：食
物的最佳消化吸收过程是在接近体温的温度下进行的
。神经纤维瘤对寒冷抵抗能力较差，一旦食用生、冷
、硬的食品，就会影响到消化、吸收，甚至引起肠道
疾病。因此，神经纤维瘤的食物以温热为主；（3）饮
食宜淡：菜品要清淡，口味忌重。建议每日食盐量不
超过6克，选择的食物尽量避免纤维较粗、不宜咀嚼的
食品，如肉类可多选择纤维短，肉质细嫩的鱼肉、牛
奶、鸡蛋、豆制品都是最佳选择食物。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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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构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错构瘤”
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错构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
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
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
您将来患“错构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

检测基因列表

PTEN STK11 TSC1 TSC2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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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错构瘤是指机体某一器官内正常组织在发育过程中出现错误的组合、排列，导致的类瘤样畸形。错构瘤分为乳腺错
构瘤、肾错构瘤、肺错构瘤、肝错构瘤几类。错构瘤不是真性肿瘤，该瘤生长缓慢，随机体的发育生长而增大，但
增大到一定程度即可停止，和机体之间是协调的，极少恶变。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错构瘤是真性肿瘤。肺错构瘤：是
支气管的一片组织在胚胎发育时期倒转和脱落，被正常肺组织包绕，这一部分组织生长缓慢，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
不生长，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瘤。大多数在40岁以后发病。肾错构瘤：又称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为良性肿瘤。近
年来发病率有增高趋势，可能与诊断技术水平提高有关。肾错构瘤可是独立疾病，也可伴有结节性硬化，后者是常
染色体显性遗传。临床特点为双肾多发病灶，合并智力发育迟缓，面部蝴蝶状皮脂腺瘤等。女性多见，发病年龄多
为20~50岁。但我国肾错构瘤患者绝大多数并不伴有结节性硬化。胆管错构瘤：由于胚胎发育过程中，胆管板向胆
管的转化发生障碍，吸收不充分所导致的错构性病变。该病又称为VonMeyenburg综合征，特点是多发、大小均一
的囊性病变，并被多少不等的纤维基质所包绕。胆道错构瘤的发病率约为1%~3%，一般无临床症状，偶然被发现
，也不需特殊处理。

致病因素

（1）饮食不当：过度饮酒，经常进食肥肉、动物内脏
、无鳞鱼或蛋黄等人群。因为进食过多肥腻之品，高
胆固醇食物，可造成下焦湿热，痰湿内生，运化失调
，即新生脂肪组织多，使体内过多的脂肪细胞异聚，
变性；（2）心理因素：工作压力过大，心情烦躁，经
常生气的人。因为肝气郁结，气血不畅，经脉不通，
可造成正常的脂肪组织和淤血交织在一起，长时间可
形成结缔组织包裹脂肪细胞，形成脂肪瘤；（3）肝肾
损伤：经常熬夜，想问题过多的人。因为伤及肝肾，
使肝肾阴虚，阴阳失调，这样人体对脂肪的分解能力
下降，原有的脂肪组织和新生的脂肪不能正常排列，
形成异常的脂肪组织，即“错构瘤”。

早期症状

（1）肾错构瘤早期症状：绝大多数错构瘤患者没有明
显的症状，一些比较大的错构瘤，因为压迫十二指肠
、胃等器官而出现消化道的不适症状；（2）肝错构瘤
早期症状：早期无任何症状。有些患儿在出生时就有
腹部包块，随生长发育包块可迅速增大，此时，在右
上腹可扪及包块，质硬，无压痛，随呼吸上下移动；
（3）下丘脑错构瘤早期症状：特异性癫痫痴笑性癫痫
是下丘脑错构瘤最具特征性的临床症状，痴笑样癫痫
属于间脑性癫痫的一种，表现为发作性傻笑，持续数
秒或数十秒而突然停止，发作时无神志丧失，每天可
发作数十次；（4）乳腺错构瘤早期症状：乳腺错构瘤
常为单发圆形、卵圆形或扁圆形肿物，边界清楚，质
软，若周围有纤维组织包绕，会触之较硬；（5）肺错
构瘤早期症状：发病年龄为30~60岁，男稍多于女。肺
错构瘤生长缓慢且多位于肺的外周，一般无症状，多
在健康检查胸部X线透视时发现。有症状者常表现为咳
嗽、咳痰、咯血、气短、胸痛、发热等症状。

体检筛查

错构瘤诊断方法：（1）病史、症状：多见于成人，一
般无症状。肿瘤较大，生长在支气管旁或内时可有刺
激性咳嗽、喀痰，气道阻塞引起的呼吸困难、阻塞性
肺炎等症状。偶有咯血及紫绀；（2）体检发现：多无
阳性体征，或有局限性呼吸音减弱及哮鸣音。有炎症
感染或有阻塞性肺不张时，出现相应肺部体征；（3）
辅助检查：X线胸部检查为主要手段，胸片呈大小不等
，单个圆或椭圆形边缘光滑阴影，可有分叶，瘤体内
有时可见钙化或低密度影；CT胸部扫描更有助诊断；
经胸壁肺活检有助肺周边肿瘤的确诊。

生活建议

平时应注意保持心情舒畅、切忌大怒暴怒，多吃蔬菜
、水果，保持大便通畅，进食不宜过饱，以七八分饱
为宜，少食牛、羊、猪、狗肉，忌食油腻厚味、烈性
酒及辛辣煎炸食品，以食清淡、富含营养的食物为宜
。错构瘤患者工作中及做家务活动时防止过度用力，
不要手持重物，不宜做剧烈运动，以免增加腹腔压力
，引起瘤体破裂出血。可经常做长距离散步等低强度
运动，定期复查肾脏B超，注意观察瘤体大小。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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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液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粘液瘤”
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粘液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
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
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
您将来患“粘液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

检测基因列表

PRKAR1A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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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粘液瘤是一种良性肿瘤，通常形状不规则呈果冻样。半数以上的原发性心脏肿瘤为粘液瘤。3/4的粘液瘤发生在左
心房。左心房粘液瘤通常有蒂，在心房内像绳球一样随血液流动而摆动。在一般心血管专科医院中，每年可发现1
~2名左心房粘液瘤患者。可见本病并非十分少见，本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男女之比是1:1.9。虽然可发于任何年
龄，但以30~60岁多见。

致病因素

少数心脏内粘液瘤患者有家族遗传倾向属于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此类患者常并有内分泌系统肿瘤此时称黏
液瘤综合征。极少数患者可发生恶性病变，成为粘液
肉瘤。心脏内粘液瘤的病因学和确切的组织发生学尚
不清楚，一般认为属于肿瘤性新生物，起源于原始的
间质细胞（Primitivemesenchymal cell），1993年bur
ke等对心脏内粘液瘤进行免疫组织化学研究证明黏液
瘤起源于原始基质细胞，这种细胞具有沿着内皮质分
化的能力。Seidman采用流式细胞仪对家族性黏液瘤
的DNA进行分析证实有非整倍体存在，20%非家族性
黏液瘤有DNA倍体异常。

早期症状

出现的症状取决于栓塞的部位，比如大脑血管的栓塞
导致脑卒中；肺部血管的栓塞则引起胸痛和咯血等。
粘液瘤的其他症状有：发热、体重下降、雷诺现象（
将上下肢端暴露于寒冷中时，出现指或趾尖疼痛与刺
冷）、贫血、血小板计数降低以及提示严重感染的症
状。

体检筛查

心脏粘液瘤诊断依据：（1）临床特点：梗阻症状、心
音及杂音的变化；（2）超声心动图是目前诊断心内粘
液瘤最好的方法，尤其是二维超声心动图能清楚显示
肿瘤轮廓及活动情况；（3）心血管造影显示心腔内占
位性病变，但有一定的假阳性、自有超声心动图，心
血管造影较少应用。

生活建议

平时应注意参加体育锻炼，改变自身的低落情绪，保
持旺盛的精力，注意饮食、饮水卫生。科学搭配饮食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富有营养的多种食物，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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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圆柱瘤”
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圆柱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
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
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
您将来患“圆柱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

检测基因列表

CYLD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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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腺样囊性癌又称圆柱瘤或圆柱瘤型腺癌，是泪腺恶性上皮性肿瘤中最常见的，也是恶性度最高的，在泪腺上皮性肿
瘤发生率中仅次于多形性腺瘤而居第2位。因其隐匿性高，侵袭性强，发现时即已较晚，同时又因与口、鼻、眼及
颅底毗邻，可引起周围多器官病损，易沿神经侵袭，预后常常不好。腺样囊性癌占涎腺肿瘤的5%~10%，在涎腺恶
性肿瘤中占24%。好发于涎腺，以发生在腭腺者常见。大涎腺虽然较少，但为颌下腺和舌下腺好发的肿瘤。在腮腺
肿瘤中仅占2%~3%。男女发病率无大差异，或女性稍多。最多见的年龄是40~60岁。

致病因素

病因尚不明确。多数人认为肿瘤来自涎腺导管，也可
能来自口腔粘膜的基底细胞。

早期症状

（1）多发性者常自幼发生，好发于头皮。损害多，为
大小不等的结节，粉红至紫红色，表面光滑，几无毛
发，底部有蒂，直径一般小于1cm，但多发性者损害
可达数厘米，甚至覆盖整个头皮，形似头巾。生长缓
慢，至一定大小常可停止生长；（2）单发性者见于成
人，好发于头皮与面部，损害为隆起的半球形结节，
直径数毫米至数厘米，淡红色或正常肤色，质硬，表
面光滑无毛，生长缓慢。

体检筛查

腺样囊性癌检查：（1）X线检查，涎腺造影X线片早期
无特殊发现。晚期可见泪腺凹扩大及溶骨性骨破坏；
（2）超声检查，B超显示泪腺区占位病变，形状为扁
平形或梭形(肿物形状对诊断泪腺恶性肿瘤非常重要)，
边界清楚，内回声不均，声衰减中等，肿瘤后界不规
则；（3）CT扫描，腺样囊性癌的CT所见有较特殊的征
象。多表现为眶外上方高密度占位病变，形状为扁平
形、梭形或不规则形(有时类似外直肌增厚)；（4）MR
I，肿瘤在T1WI上呈中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或中高
信号，增强明显。肿瘤在MRI上范围较广泛，侵及骨质
及周围结构如颞窝、颅内等。

生活建议

生活方式的规律及时刻注意涎腺病变的早期症状很重
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提高该病的治愈率及
生存率。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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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鞘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神经鞘
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神经鞘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
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
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
排除您将来患“神经鞘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
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
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LZTR1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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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神经鞘瘤是由周围神经的Schwann鞘（即神经鞘）所形成的肿瘤，亦有人称之为神经瘤，为良性肿瘤，发生于前
庭神经或蜗神经时亦被称为听神经瘤。患者多为30~40岁的中年人，无明显性别差异。常生长于脊神经后根，如肿
瘤较大，可有2~3个神经根粘附或被埋入肿瘤中。神经根粗大，亦可多发于几个脊神经根。少数患者可伴发多发性
神经纤维瘤病，可见患者皮肤上有咖啡色素斑沉着及多发性小结节状肿瘤。脊髓神经鞘瘤的大小通常为2~3厘米。

致病因素

神经鞘瘤起源于施万细胞。虽然有一些关于神经瘤病
因的推测，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真正的诱发因
素，目前最倾向的原因是：肿瘤抑制基因缺失。

早期症状

（1）坚实结节：为真皮或皮下组织内单个或多个坚实
结节，呈圆形或卵圆形，直径通常不超过2~4cm；（2
）酸麻感：一般无自觉症状，但触之有酸麻感。体积
增大时常伴有放射样疼；（3）感觉及运动障碍：如肿
瘤显著压迫神经时，可出现感觉及运动障碍。

体检筛查

神经鞘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的人群身上，并且从目前
的统计上来看，对于男女的发病比例几乎持平。神经
鞘瘤的诊断包括：（1）可以根据病人出现的相应症状
初步判断病变位置，如病人出现听力障碍或者颜面部
以及嘴角疼痛，提示病变在听神经或者三叉神经；（2
）核磁共振检查：可以明确具体病变位置、病灶的大
小以及病变性质，同时可以排除其他疾病。

生活建议

（1）减少或消除各种致癌因素对人体产生的致癌作用
，如平时应注意参加体育锻炼，改变自身的低落情绪
，保持旺盛的精力，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抗病能
力；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止癌从口入；不吃霉变
腐败，烧焦的食物以及熏，烤，腌，泡的食物，或不
饮用贮存较长时间的水，不吸烟，不酗酒，科学搭配
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富有营养的多种食物，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物理，化学和寄生虫，病
毒等致癌因子对人体的侵害，有效地防止癌症的发生
；（2）利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有效手
段来减少癌症病人的死亡；（3）在治疗癌症时，设法
预防癌症复发和转移，防止并发症和后遗症，目前肿
瘤专科医院都具备了一套综合治疗的优势，针对不同
的肿瘤疾病，有着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手术切除肿瘤
，化疗，放疗，中医，免疫等治疗手段。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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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神经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听神经
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听神经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
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
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
排除您将来患“听神经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
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
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NF2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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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听神经瘤为颅内神经肿瘤中最多见的一种良性肿瘤，又称前庭神经鞘膜瘤，约占颅内肿瘤的10%，起源于听神经的
前庭分支。肿瘤大多数为单侧性，左右侧发病比例大致均等，少数为双侧性。该肿瘤多为良性，生长缓慢，如能手
术完全切除，则预后良好。听神经瘤年发病率为8~10/10万左右，平均发病年龄37岁，女性约为男性2倍。

致病因素

病因不清，可能诱因有：遗传因素，物理和化学因素
以及生物因素等。听神经瘤多源于第Ⅷ脑神经内耳道
段，亦可发自内耳道口神经鞘膜起始处或内耳道底，
听神经瘤极少真正发自听神经，而多来自前庭上神经
；其次为前庭下神经，一般为单侧，两侧同时发生者
较少，肿瘤外观呈灰红色，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质
底视脂肪性变与囊变的有无和程度的差异而软硬不同
，瘤体表面有膜，显微镜下瘤细胞多呈纺锤形、核长
杆状，排列成栅栏或漩涡状，胞浆似纵纤维状，内含
粗面内质网等细胞，瘤细胞边缘有很多长突起、交错
伸延于细胞间隙内，和胶原纤维与罗斯小体并存，有
的瘤细胞为多角形，成团群集、界限不清，组成大小
形状各异的团网，细胞间有含粘液的微空隙两型细胞
可共存，唯多以其一为主，肿瘤增长较缓慢，不同时
期速度可不同，若发展过快，其中心可液化囊变，瘤
体本身血管分布不多，源于神经但无神经从中穿行。

早期症状

（1）患侧耳内深处或乳突部疼痛，外耳道后壁麻木感
；（2）听力减退：一侧渐进性耳聋，早期常表现为与
人谈话时，闻其声而不知其意，渐发展为全聋；（3）
耳鸣：为一侧性，音调高低不等，渐进性加剧，多与
听力减退同时开始，但也可能是早期唯一症状；（4）
眩晕：少数表现为短暂的旋转性眩晕，伴耳内压迫感
、恶心、呕吐。

体检筛查

（1）听力学检查：纯音测听，言语识别率，听性脑干
反应（ABR），耳声发射（OAE）等；（2）前庭功能
检查：70%～90%的听神经瘤患者可有异常眼震电图
，典型表现为患侧冷热反应变弱。肿瘤较大的患者可
有方向朝向患耳的自发性眼震。冷热水试验反映外半
规管和前庭上神经的功能，前庭肌源性诱发电位（VE
MP）反应前庭下神经的功能，可出现VEMP未引出、
潜伏期延长或振幅减小等异常，两者结合可提高诊断
率；（3）影像学检查：CT可显示骨性内听道是否有增
宽和侵蚀，注射造影剂可以使肿瘤明显强化。但对内
听道内或进入桥小脑角不超过5mm的肿瘤，常常漏诊
。CT气体脑池造影可提高诊断率，发现小听神经瘤。
MRI是确诊听神经瘤最敏感和有效的方法。典型表现为
T1W略低或等信号占位，T2W高信号。肿瘤呈类圆形
或半月形，以内听道为中心，紧贴内听道呈漏斗状或“
梨形”伸出，尖端指向内听道底部，注射GDDTPA后均
匀、不均匀或环形强化。

生活建议

（1）在饮食上宜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吃一些富含
蛋白质的食物；（2）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
；（3）不要过多地吃咸而辣的食物，不吃过热、过冷
、过期及变质的食物；（4）不要食用被污染的食物，
如被污染的水，农作物，家禽鱼蛋，发霉的食品等。
注意锻炼身体，以改善体质的情况。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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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骨化纤维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多发性
骨化纤维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多发性骨化纤维瘤”，则很可能不
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
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
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多发性骨化纤维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
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
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CDC73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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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多发性骨化纤维瘤主要是指由于先天性结构不良引起，由纤维性和骨样物质组成的纤维瘤，几乎只发生于胫骨，有
时可发生于腓骨。骨化性纤维瘤常见于青年人，多位单发性，可发生于上、下颌骨。女性多于男性。

致病因素

骨化性纤维瘤病因不明，有文献报道骨化性纤维瘤可
能与染色体异常有关。

早期症状

早期无自觉症状，不易被发现，肿瘤逐渐增大后，可
造成核骨膨胀肿大，引起面部畸形及牙移位。发生于
审核骨，常波及颧骨，并可能波及上颌窦及腭布，使
眼眶畸形，眼球突出或移位，甚或产生复视，有时可
继发感染，伴发骨髓炎。 

体检筛查

诊断依据：（1）多见于青年人，发生于上或下颌骨，
但下颌骨者多见；（2）颌骨膨隆肿大，质地坚硬，面
部畸形及牙移位，咬合错乱，但牙不松动；（3）上颌
者波及邻近骨骼，导致相应部位的畸形；（4）X线片
示病变骨弥散性膨胀，病变与正常骨之间无明显界限
，呈毛玻璃状或多房状囊状阴影；（5）病理组织学检
查确诊。

生活建议

（1）精神调理：保持性格开朗，心情舒畅，遇事不怒
；（2）避免外伤：特别是青少年发育期的长骨骺部。
这也是骨癌的预防方法之一；（3）饮食预防与调理：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少吃或不吃亚硝酸盐浓度高的酸
菜、咸鱼等。少吃苯并芘含量高的烘烤熏制及油炸食
品，少食带有较多黄霉曲素、发霉、发酵的食物。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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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腹膜癌”
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腹膜癌”，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
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
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
您将来患“腹膜癌”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

检测基因列表

BRCA1 RAD51C TP53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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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原发性腹膜癌（PPC）是指原发于腹膜间皮的恶性肿瘤，呈多灶性生长，临床少见。组织学特征与原发于卵巢的分
化程度相同的同类型肿瘤相一致，而卵巢本身正常或仅浅表受累。据文献报道，每年全球腹膜癌发病人数达10万
例，我国70%以上胃肠癌患者就诊时，有极高的腹膜癌发病风险。该病为老年性疾病，文献报道称最年轻患者为1
1岁。

致病因素

发病原因不明，组织来源尚有争议，目前有两种学说
：来源于胚胎性移路径上残留的卵巢组织恶变；腹膜
上皮与卵巢上皮源于同一间胚叶均来自胚胎体腔上皮
（Embryonal Coelomic Epithelium）具有苗勒管分化
趋向的潜能称为第二苗勒系统日后受到某种致癌刺激
而成癌。由于腹膜与苗勒管有共同的胚胎来源，而女
性生殖系统是胚胎时期苗勒管衍化而来。当某种因素
引起原发性腹膜肿瘤时，其组织结构与女性苗勒管发
生的肿瘤一致，但卵巢表面没有浸润或仅有表面微小
浸润。因此有人认为，女性腹膜原发的这一类肿瘤是
起源于“第二苗勒管系统”的肿瘤，是不同于卵巢癌的独
立疾病。由于腹膜浆液性腺癌占腹膜原发肿瘤的绝大
多数，所以所谓女性苗勒管肿瘤主要指发生在腹膜的
浆液性腺癌，即卵巢外腹膜浆液性乳头状癌。

早期症状

起病缓慢而隐袭，早期多无自觉症状，当肿瘤生长到
一定大小或累及其他器官后方出现临床症状。腹痛、
腹胀、腹围增大是最常见3大症状，腹痛不剧烈，只觉
腹部胀感或不适感。主要体征是腹部包块与腹水。腹
部包块常较大，边界不清。腹水增长迅速，多为血性
。最后如晚期卵巢癌体征：大量腹水、腹内肿块。

体检筛查

因无特异性诊断方法，术前多误诊率较高，直至术中
见腹膜广泛瘤结节，而卵巢肉眼正常或浅表受侵方得
诊断。诊断主要依靠B超、CT、腹水细胞学检查，确诊
须经剖腹探查腹膜活检；（1）腹膜有散在结节和（或
）腹腔特别是盆腔内有局限性肿瘤；（2）双侧卵巢(
包括输卵管)正常，或仅在其表面有易于剥除的散在粟
粒样结节；（3）胃肠道、肝、胰等内脏器官无原发癌
灶；（4）无异位卵巢或中肾管残余癌肿。

生活建议

（1）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2）生活中保持乐
观愉快的情绪；（3）注意健康饮食，如忌烟、酒及辛
辣刺激性食物等。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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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膜黑色素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葡萄膜
黑色素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葡萄膜黑色素瘤”，则很可能不是由
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
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
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葡萄膜黑色素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
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
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BAP1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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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葡萄膜黑色素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眼内恶性肿瘤，其占所有眼部黑色素瘤的85%，超过50%的葡萄膜黑色素的
患者会发生全身转移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皮肤黑色素瘤及葡萄膜黑色素瘤的发病率趋于稳定，在美国，平
均发病率为5.1/100万。

致病因素

葡萄膜黑色素瘤的危险因素包括白种人种族，浅色眼
睛，发育不良的痣综合征，眼部黑色素细胞增多症和
种系BRCA1相关蛋白1(BAP1)突变的存在。

早期症状

葡萄膜恶性黑色素瘤一般即可向内也可向外发展，向
外发展的早期可引起眼外蔓延，临床上可表现为眼球
突出，但是眼底的改变却不大；如果向内发展则可在
视网膜下引起球形的隆起，通常有发展快，病程短的
特点，一般早期有视力障碍和广泛的视网膜脱离症状
出现。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类型是沿着脉络膜平面发
展的，可形成弥漫性、扁平性的增殖，而不形成局限
性的隆起。

体检筛查

（1）体格检查：重点检查眼底；（2）辅助检查：荧
光素眼底血管造影，B型超声检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位素32磷吸收试验阳性；（3）CT、MRI检查有助
于确诊。

生活建议

（1）保持乐观精神，避免紧张情绪；（2）注意保持
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注意劳逸结合，注意生
活的规律性；（3）合理饮食，饮食宜清淡，忌辛辣刺
激性食物。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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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纤维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硬纤维
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硬纤维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
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
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
排除您将来患“硬纤维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
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
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APC

肿瘤

041/564



疾病概述

硬纤维瘤也称韧带样瘤，是一种少见的良性肌腱膜过度增生，多发生于肌肉、腱膜和深筋膜等处，也可发生于全身
各处，多见于腹壁，也可发生于腹内及骨骼肌内。硬纤维瘤多发生于30~50岁，以女性多见，也可见于青少年。

致病因素

本病病因不明，可能与外伤、妊娠、手术及全身结缔
组织异常有关。妊娠过程中，血中雌激素升高，加之
生产过程中可能造成腹壁损伤，这可能是硬纤维瘤好
发于成年女性的原因。硬纤维瘤也可作为直肠多发息
肉、骨瘤、皮肤囊肿及硬纤维瘤组成的Gardner综合征
的一部分，后者多有遗传家族史。

早期症状

发生于腹壁者，表现为无痛性腹壁肿块，质硬，无压
痛，生长缓慢。大多数病人肿瘤直径达数厘米时即可
被发现；少数延误治疗者，肿瘤向四周呈片状浸润生
长，造成大片腹壁僵硬。发生于其它部位者，可造成
相应的压迫症状和功能障碍。（1）多见于妊娠期或经
产妇的腹壁肌肉内。也可发生在其他部位的横纹肌内
；（2）肿块生长缓慢、无痛、质硬，与周围组织界限
不清。

体检筛查

（1）诊断：根据临床发病部位与肌腱的关系以及病理
变化等特点，诊断不难确定，在临床上需要与瘢痕疙
瘩鉴别。因本病有浸润性生长的特性，应与分化良好
的纤维肉瘤鉴别，后者生长一般较快，常有假包膜，
质软，并大多有坏死灶，瘤细胞更为丰富，异型更明
显，核有丝分裂象多见；（2）检查化验：借助MRI可
区分硬纤维瘤和神经纤维瘤，尽管硬纤维瘤具有局部
侵袭性，但大部分在CT上表现为边界清楚的软组织肿
块，与典型的呈浸润生长的恶性肿瘤不同，结合临床
表现可加以区分；（3）鉴别诊断：发生于腹壁的硬纤
维瘤有一定的特征，腹壁良性肿瘤以硬纤维瘤、神经
纤维瘤和脂肪瘤常见；恶性以淋巴瘤、软组织肉瘤及
转移瘤常见。脂肪瘤CT表现典型，不需鉴别。而借助
MRI可区分硬纤维瘤和神经纤维瘤。

生活建议

饮食方面要做到规律、合理，即以高蛋白、高维生素
食物为主。高风险人群应选择营养价值高的植物或动
物蛋白，如牛奶、蛋类、鱼类、瘦肉、各种豆制品等
。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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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脂肪瘤”
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脂肪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
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
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
您将来患“脂肪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

检测基因列表

NRIP1 CLCN1 TSC2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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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脂肪瘤是一种常见的良性肿瘤，可发生于任何有脂肪的部位，部分病例发生在四肢，主要在皮下，也可见于肢体深
部和肌腹之间。深部脂肪瘤多沿肌肉生长，可深达骨膜，但很少侵犯邻近骨骼。脂肪瘤患者年龄多较大，儿童较少
见。脂肪瘤很少恶变，手术易切除。

致病因素

（1）饮食因素：过度饮酒，经常进食肥肉、动物内脏
、无鳞鱼或蛋黄等人群因为进食过多肥腻之品，高胆
固醇食物，导致新生脂肪组织过多，使体内过多的脂
肪细胞异聚，变硬；（2）压力因素：工作压力过大、
心情烦躁可造成正常的脂肪组织和淤血交织在一起，
长时间可形成结缔组织包裹脂肪细胞，形成脂肪瘤；
（3）不良生活习惯：经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会使人
体对脂肪的分解能力下降，原有的脂肪组织和新生的
脂肪不能正常排列，形成异常的脂肪组织，即“脂肪瘤”
。

早期症状

（1）单发性脂肪瘤，患部症状表现为形态不一、结节
分叶状或蒂状的质软的皮下肿块，有时为弥漫性肿块
，可推动。质软而有弹性，不与表面皮肤粘连；（2）
多发性脂肪瘤，可散在全身或局限于体表某部，数目
在两个以上，甚至上百个。症状表现大小不一、自觉
无痛感的皮下结节，部分呈对称性生长。在生长快速
时会有胀痛感，经常伴发于神经纤维瘤病；（3）血管
脂肪瘤具有典型脂肪瘤一切特征，多见男性中青年。
有时有家族史。病程缓慢，好发于前臂、腰、股部，
蚕豆或黄豆大小，有时能自行胀缩，伴疼痛感。

体检筛查

影像学检查：根据脂肪瘤发生的部位可选择超声检查
、CT检查、核磁检查等，诊断该病主要依据临床表现
及相关检查。脂肪瘤应注意与肉瘤相鉴别，后者系脂
肪组织的恶性肿瘤，较常见，好发于大腿、臀部、腋
窝深部和腹膜后。

生活建议

（1）注意锻炼身体，如见腹内有积块、身体消瘦、倦
怠乏力等症状应早期检查，及时治疗；（2）平时可经
常饮用山楂茶等，以减少脂肪在体内的堆积，预防脂
肪瘤；（3）多食含纤维的食物，因为纤维具有多种重
要生理功能如通便、降低血液中胆固醇、降血糖、改
善肠道细菌丛和预防癌症。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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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raumeni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Li-Frau
meni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Li-Fraumeni综合征”，则很可能
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
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
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Li-Fraumeni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
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
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TP53 KDM1A MTA3 TRRAP BRCA1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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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李法美尼症候群（LFS）是由来自于父母遗传或是发生在胚胎细胞上的TP53基因突变所引起，有这种症状的人通常
会有极高机率罹患各种肿瘤与癌症。这些不同的癌症包括乳癌、脑瘤、恶性肉瘤、骨癌等，很多都是在年轻时发生
的，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发病率高达1/20000。

致病因素

Li–Fraumeni综合征是由于肿瘤抑癌基因TP53突变所致
，超过70%的临床诊断Li–Fraumeni综合征的个体发现
TP53的突变。其外显率更高，携带者到60岁前癌症风
险达90%，和Li–Fraumeni综合征相关的恶性肿瘤的患
者（如软组织肉瘤，骨肉瘤，绝经前乳腺癌，脑瘤和
肾上腺皮质肿瘤），尤其多个家族成员出现这些癌肿
的情况（因为该病高外显性），应该接受癌症遗传专
家的咨询和评估。

早期症状

家族性LFS通常表现出遗传早现的证据，子代癌症发病
率高且偏年轻化。LFS癌症患者有再次患其他原发癌的
高风险，第二个原发肿瘤的风险可高达57%，第三个
原发肿瘤的风险可高达38%。

体检筛查

LFS综合征的诊断标准：（1）先证者小于45岁患有肉
瘤；（2）一级亲属小于45岁有任何癌症；（3）一级
或者二级亲属小于45岁有任何癌症或在任意年龄有肉
瘤。家族中有已知TP53突变的个人可考虑进行LFS综合
征的筛查。

生活建议

李–佛美尼综合征（Li–Fraumeni综合征）的健康管理
：针对女性的乳腺癌风险建议从18岁开始认知自己的
乳腺，从25岁开始每6–12个月进行一次乳腺体检，30
–75岁则年度乳腺成像和乳腺MRI增强进行筛查；针对
其他癌症风险建议基于癌症家族史提供额外的监测随
访，对于生育年龄，提供产前诊断和辅助生育的建议
，包括种植前遗传诊断等。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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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斑息肉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黑斑息
肉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黑斑息肉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
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
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
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黑斑息肉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
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
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STK11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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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黑斑息肉综合征是由Peutz及Jegher两人分别在1921年和1949年报道，因此又叫Peutz–Jeghors综合征，简称PJS。
黑斑息肉综合征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主要表现为面部、口唇周围和颊粘膜的色素沉着，以及胃肠道多发息肉，
病理上为错构瘤。临床并不常见，发病率约为20万分之一，本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男女
发病率大致相同。

致病因素

PJS属于家族遗传性疾病，其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由单一多效基因所传递。患者的染色体分纯合
子和杂合子2种，由于基因的突变，二者都能发病。PJ
S患者约有50％无明显家族史，可能是由于新的基因突
变所造成的，但其后代仍有发病的可能。决定PJS的发
病基因定位于19p13.3，基因为肿瘤抑制基因STK11。

早期症状

（1）色素斑主要发生于面部、口唇周围、颊黏膜、指
和趾，以及手掌、足底部皮肤等处，呈圆形或椭圆形
，不高出皮面、压不退色、无毛发生长；（2）发生在
上下唇和颊黏膜的色素斑为黑色，其余部位多为棕色
或黑褐色；（3）常有腹痛、腹泻症状。

体检筛查

如发现口唇、口腔黏膜等部位的色素斑，结合X线及内
窥镜检查发现有消化道息肉存在并经组织学证实为错
构瘤，即可确诊。然而，近年来因不典型患者报道有
所增加，故在直肠中发现腺瘤性息肉或绒毛状息肉亦
不能排除本征。大多数患者都有家族史，但必须强调
指出，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有家族史，故有人将具有色
素斑、胃肠道多发性息肉及家族遗传这3大特征者称为
完全性PJS；仅有黑斑及家族史或仅有黑斑及息肉而无
家族史者称为不完全性PJS。本征须和其他胃肠道息肉
病相鉴别。

生活建议

（1）从10岁开始，每2年进行1次胃镜、肠镜和全消化
道钡餐检查各一次，有条件者进行小肠镜或胶囊内镜
检查；（2）对于少息肉型的病人：在消化道息肉清除
干净后，需每年1次的内镜检查；（3）对于消化道息
肉尚未完全清除干净的多息肉型病人：需每半年1次的
内镜复查，直到息肉完全清除干净为止，再改为1年1
次的内镜复查。从30岁开始进行超声及CT检查了解肝
脏、胰腺等腹腔脏器情况。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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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林奇综
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林奇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
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
，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
不能排除您将来患“林奇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
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
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MLH1 MSH2 MSH6 PMS2 TERT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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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林奇综合征（LS）是最为常见的遗传性结直肠癌易感综合征，每年导致了约3万例结直肠癌的发生。该综合征虽然
又称遗传性非息肉性结肠癌，但患者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结肠外癌症，例如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胃癌和胰腺癌等
。Lynch综合征患者一生中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约70%~80%。携带MLH1或MSH2突变的患者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最高
，其平均发病年龄为44岁。携带MSH6和PMS2突变的患者比携带MLH1或MSH2突变的患者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低，
并且确诊的年龄更大。LS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发病率为所有结直肠癌病例的2%~3%。

致病因素

林奇综合征的发生主要是由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
Repair Gene，MMR）的突变引起，错配修复的相关
基因主要包括MLH1（3p21.3）、MSH2（2p21–220）
、MSH6（2p16）、MSH3（5q11–q12）、PMS1（2q
31–q33）、PMS2（7p22）、TACSTD1（2p21），这
些基因共同负责对细胞复制过程中产生的错误进行矫
正。当MMR基因发生突变，导致相应修复功能的缺失
，引起DNA复制错误无法得到有效的矫正，DNA复制
错误（包括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突变的突变）不断的累
积，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MMR基因的突变，总体表
现为微卫星不稳定。据报道，在Lynch综合征患者中，
高达90%~95%的肿瘤表现为MSI，这些主要是由于M
MR相关基因的胚系突变引起的。

早期症状

林奇综合征临床特征：（1）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具有
明显家族聚集性；（2）平均发病年龄较年轻（40~50
岁）；（3）多数结直肠癌患者肿瘤发生在脾曲近端、
盲肠，同时在多处或不同时间多处发生结直肠癌的发
生率较高；（4）常伴有结直肠癌以外恶性肿瘤，如胃
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结直肠癌风险男性高于
女性，肠外肿瘤中胃癌、子宫内膜癌风险高；（5）林
奇综合征阳性大肠癌患者预后较好，平均生存率较散
发性大肠癌增高。

体检筛查

Lynch综合征诊断标准：中国人HNPCC家系标准家系
中至少2例为明确诊断的大肠癌患者，其中2例为父母
与子女或同胞兄弟姐妹关系，且符合以下1条：（1）
至少1例为多发性大肠癌（包括腺瘤）；（2）至少1例
大肠癌发病早于50岁；（3）家系中至少1人患HNPCC
相关肠外恶性肿瘤（包括胃癌、子宫内膜癌、小肠癌
、输尿管或肾盂癌、卵巢癌、肝胆系统癌）。

生活建议

NCCN建议在20~25岁开始肠镜检查，或者如果其家人
在20–25岁前患林奇综合征相关肿瘤，则应在最早诊断
此疾病年龄的前2–5年开始检查肠镜，而且每1~2年进
行一次检查。因为学者们发现一般散发型大肠癌由腺
瘤到癌变的过程一般需要8~10年，但林奇综合征相关
基因变异者这一过程仅2~3年。1~2年的时间间隔可以
保证在腺瘤癌变前给予及时处理，即在肠镜下切除腺
瘤，避免大肠癌的发生。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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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家族性
腺瘤性息肉病”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则很可
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
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
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
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
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APC TP53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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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主要病理变化是大肠内广泛出现数十到数百个大小
不一的息肉，严重者从口腔一直到直肠肛管均可发生息肉，息肉数量可达数千个。息肉自黄豆大小至直径数厘米不
等，常密集排列，有时成串、成簇。

致病因素

正常人体内有一个抑癌基因称为APC（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基因，能抑制大肠的肿瘤生长，防止
癌症形成。如果APC基因出现突变，就会引起FAP，若
不及早治疗，FAP几乎100%将变成结直肠癌。

早期症状

便血（鲜红或暗红色，可附于大便表面或搀杂其中）
、腹泻、粘液性便和稀便次数增多为主要症状，可伴
或不伴腹痛、贫血等。

体检筛查

虽然FAP症状比较典型，但是目前尚无统一的临床诊断
标准。在NCCN《遗传性结直肠癌实践指南》中，明确
说明了APC基因检测的入选标准：（1）个人有≥20枚
息肉的病史；（2）已知家族中存在APC基因致病突变
；（3）个人有韧带样纤维瘤病，肝母细胞瘤，筛状–
桑葚样改变的乳头状甲状腺癌或10–20枚息肉。对于符
合上述入选标准的患者或高危人群，经基因检测确定
其风险状态后，结合其临床家系进行FAP的临床诊断。
基因检测对评估患者及家属癌变风险极为重要，对降
低肿瘤的发生有重要意义。一旦确定APC突变，患者有
50%的可能遗传给子女。阴性的家族成员不会遗传给
下一代，也无需随访。

生活建议

对于有FAP家族史的人，有一点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就
是早期进行肠镜监测。进行肠镜监测的FAP患者大肠癌
发生率为3％~10％，远远低于未进行肠镜检测者，因
出现症状而就诊的患者，其大肠癌的发生率为50％~70
％。因此进行基因检测和肠镜监测显得尤为重要。总
的来说，对于FAP患者或者有遗传性家族史的人群，应
该提高警惕，不要等到出现症状甚至是无法挽回的严
重病变时才就诊。定期体检，以便早期发现，及早处
理，从而进行有效预防，发现病变后早期处理，预防
癌变，提高生存率。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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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H相关性息肉病—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MYH相
关性息肉病”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MYH相关性息肉病”，则很可能不
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
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
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MYH相关性息肉病”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
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
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MUTYH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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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MYH相关性息肉病（MAP）患者患结直肠癌、直肠癌、小肠癌风险高。患结直肠癌终身风险高达80%。在荷兰进
行的一项研究表明，MYH患者直肠癌的平均发病年龄为45岁。MAP被认为是息肉综合征，患者会有多个结肠腺瘤
，然而并不是每个结肠腺瘤都会转变成真正的息肉。大约有三分之一的MAP患者有少于100个结肠息肉。MAP为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人群中有1%是杂合子携带者。

致病因素

编码hMYH的MYH双等位基因突变导致hMYH蛋白失活
，失去修复作用，致MAP发病。目前检测到造成MYH
基因突变的两个突变热点为Y165C和G382D，占据白人
突变的85%。

早期症状

MAP的临床特点并不典型，以多发性结直肠腺瘤性息
肉和高危险性的结直肠癌为主要临床特点。出现相关
症状时多是因为息肉增大而部分阻塞肠腔、溃破出血
、感染以及合并结肠癌或息肉癌变所致。主要表现为
鲜红色或暗红色血便。此外，腹痛、腹泻、黏液便以
及急后重感也是有症状的结直肠息肉较常见的肠道表
现。

体检筛查

诊断标准：没有正式的MAP综合征的临床标准。已经
有15个以上同步结直肠腺瘤或者在50岁前已经患有结
直肠癌的患者可以怀疑是MAP。MYH检测的指征主要
基于大肠息肉和癌症的患病史。据估计，约2%的结直
肠癌病例，其微卫星MSI稳定，并在50岁之前确诊，
是由于MYH双等位基因突变造成。

生活建议

（1）有家族史的患者或亲属需要定期内窥镜检。（2
）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维持健康体型，合理膳食低脂高
纤维。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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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性息肉病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幼年性
息肉病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幼年性息肉病综合征”，则很可
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
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
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幼年性息肉病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
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
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BMPR1A SMAD4 ENG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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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幼年性息肉病（JPS）是由局部扩张的腺体和丰富的间质所形成，症状以直肠出血为最多见，好发于2~8岁，20岁
以上患者约占20%，有人称为青年型息肉，男多于女，为1.61，多单发（83.8%），多见于直肠（44.2%）、乙状
结肠（7.3%）。息肉数目在100枚以上，散在或密集，组织结构与单发者相同。幼年性息肉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发病率：新生儿从1/16000到1/10万。

致病因素

大约25%的JPS患者有BMPR1A的基因突变，并且约有1
5%~20%病例有SMAD4原癌基因突变。ENG基因突变
曾在两例早发性JPS儿童患者中报道过，然而目前ENG
突变和JPS的因果关系还未最后确认。

早期症状

主要症状是贫血，出血，以及大且多的消化道息肉引
起的疼痛。

体检筛查

目前对幼年性息肉病患者没有正式公认的临床标准。
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应考虑对BMPRIA和SMAD4基
因进行突变检测：（1）有三个或更多的幼年性结直肠
息肉；（2）整个胃肠道有多个幼年性息肉；（3）有
一个或多个幼年性息肉同时有幼年性息肉病家族史；
（4）没有错构瘤肿瘤综合征或者PJS的其他特征。

生活建议

（1）多吃粗纤维食物、不吃刺激性食物；（2）养成
良好的排便习惯，保持大便通畅。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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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L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VHL综
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VHL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
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
，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
不能排除您将来患“VHL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
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
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VHL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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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VHL综合征，又称“希佩尔–林道综合征”，为临床十分罕见的家族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肿瘤综合征，其致病基因位
于染色体3p25–p26，表现为多发的、多器官的良、恶性肿瘤征候群，基本病变是成血管细胞瘤，包括中枢神经系
统血管母细胞瘤、内脏肿瘤和囊肿等。发病率：1/36000。除VHL基因之外，其调节的基因–细胞周期素D1基因CC
ND1的变异也可致VHL综合征的发生。VHL综合征中，denovo突变的比例要明显少于NF和TSC，在已报道的文献中
显示，VHL综合征的患者有约80%的个体的致病突变是遗传自患病的双亲之一，仅有20%是denovo突变。VHL基因
致病突变的外显率是特别高的，几乎凡是携带VHL基因致病突变的个体在65岁之前均会出现症状。

致病因素

目前认为VHL综合征是由VHL基因的突变引起。VHL基
因是一个抑癌基因，位于染色体3P25区，编码含有21
4个氨基酸，分子量为30ku的细胞蛋白。VHL编码的蛋
白参与构成多蛋白复合体，可以负性调节低氧诱导的
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因）mRNA表达。VHL
基因突变可造成该蛋白功能丧失，VEGF表达升高而发
生富含血管的血管母细胞瘤。VHL基因突变在其它肿瘤
发生中的机制尚未弄清。目前知道VHL基因不同位点的
突变类型或称基因类型导致疾病的不同表现型，新生
血管生成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散发肾细胞
癌中也有70%发生VHL基因突变或高甲基化抑制。VHL
基因突变的人群携带率估计为3/10万左右，外显率接
近100%。其遗传特征为常染色体显性方式，子女有50
%机率发病，故对其子女也应严密随访。

早期症状

虽然VHL患者在童年就表现出症状（通常是视网膜血管
瘤），但VHL患者往往在青年时期才被诊断。VHL患者
具有较广泛的表现度，一些VHL患者表型严重，另一些
患者表型较轻。然而几乎所有的VHL患者在65岁前会
有至少一个特征性病变或囊肿。VHL患者个体死亡的首
要原因是血管母细胞瘤或肾癌。VHL综合征表型可分为
两型：1型（无嗜铬细胞瘤），2型（有嗜铬细胞瘤）
，其中VHL2型又分为3个亚型，2A型有嗜铬细胞瘤和C
NS血管母细胞瘤，不伴RCC（血管母细胞瘤和肾细胞
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2B型伴RCC；
而2C型仅有嗜铬细胞瘤。VHL综合征1型主要是与VHL
基因的微缺失/插入、缺失、无义或剪切位点突变有关
，VHL2型主要是和VHL基因的错义突变有关。

体检筛查

VHL的临床标准如下：（1）无VHL家族史的，符合VH
L两个或更多特征性病变，包括在视网膜或脑有两个血
管母细胞瘤，或与以下情况相关的单个血管母细胞瘤
：肾或胰腺囊肿，肾细胞癌，肾上腺或肾上腺外PCC、
ELST或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2）VHL患者有阳性家
族史，至少一个以下列出的VHL特征性损伤：视网膜血
管瘤，脊髓或小脑血管母细胞瘤，PCC，多胰腺囊肿，
多肾囊肿或60岁前的肾细胞癌。

生活建议

VHL综合征患者预后较差，肾癌为主要死亡原因。早期
应对高度怀疑或已诊断为VHL综合征的患者进行VHL基
因检测分析并仔细询问其家族史，早期治疗、长期随
访及定期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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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性干皮病—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着色性
干皮病”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着色性干皮病”，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
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
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
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着色性干皮病”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
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
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XPA XPB XPC XPD XPE XPF

XPG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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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着色性干皮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皮肤病，发病率约1：25万，特征是UV照射后DNA损伤不能修复。患者对
日光高度敏感，有畏光现象。光暴露部位皮肤萎缩、大量的雀斑样色素加深斑，继而出现新生物，可有多系统累及
，许多患者可伴有眼球、神经系统等病变。

致病因素

着色性干皮病（XP）是第一个与DNA损伤修复缺陷有
关的人类疾病，可累及各种族人群。患者细胞存在UV
照射后DNA损伤修复功能缺陷，患者的皮肤部位缺乏
核酸内切酶，不能修复被紫外线损伤的皮肤的DNA，
因此在日光照射后皮肤容易被紫外线损伤，先是出现
皮肤炎症，继而可发生皮肤癌。患者发生皮肤癌的可
能性几乎是100%。XP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具有遗
传异质性。在某些家族中，显示性联遗传。研究表明
，本病存在8种不同类型和1种变异型，虽然各型的致
病基因不同，但编码的蛋白都参与DNA的切除修复。8
种不同类型XPA、XPB、XPC、XPD、XPE、XPF、XPG
、XPH和1种变异型XP–V的致病基因分别是XPA，ERCC
3（XPB），XPC，ERCC2（XPD），DDB2（XPE），E
RCC4（XPF），ERCC5（XPG），ERCC1和POLH（XP–
V）基因。

早期症状

初起在暴露部如面、唇、结膜、颈部及小腿等处出现
雀斑和皮肤发干，类似日光性皮炎，开始皮肤发红，
以后出现持久性网状毛细血管扩张。在红斑基础上可
发生大小不等的灰色或灰褐色色素斑片，雀斑样皮损
或点状色素脱失斑。有时可见结痂性和大疱性损害。
常见疣状角化，可自行消退或恶化。可在3~4年内出现
恶变的肿瘤，多为基底细胞癌，鳞癌或黑色素瘤，且
为多发性，可因广泛转移导致死亡。

体检筛查

检查：早期病理变化为非特异性，可有角化过度，马
尔匹基层变薄伴某些皮突萎缩和伸长相互交叉；中期
表皮部分区域表现萎缩，间以棘层肥厚。表皮细胞核
排列紊乱，有些区内表皮呈不典型性生长而使其组织
有如日光性角化病；到晚期肿瘤期可见各种肿瘤的组
织学改变。诊断：根据发病年龄，对有日晒过敏、雀
斑样疹的家族史，以及病后出现智能衰退、共济失调
、语言障碍、听力减退、锥体束征等神经系统体征可
作诊断。皮肤活检可以确诊。

生活建议

（1）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吸烟，世界卫
生组织预言，如果人们都不再吸烟，5年之后，世界上
的皮肤癌将减少1/3；其次，不酗酒。烟和酒是极酸的
酸性物质，长期吸烟喝酒的人，极易导致酸性体质。
（2）不要过多地吃咸而辣的食物，不吃过热、过冷、
过期及变质的食物。（3）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
逸结合，不要过度疲劳。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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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Werner
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Werner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
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
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
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Werner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
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
，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WRN LMNA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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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Werner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人类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一直以来该病作为研究人类早老综合征的典型病例而受
到关注。该病是由于染色体8p11–12发生退行性突变造成。WS患者儿童期正常，多在20~30岁时出现各种老化症状
。确诊的平均年龄为38岁；平均寿命为54岁。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心肌梗死和癌症。大约25~64岁发生恶性肿瘤。相
关的癌症包括软组织肉瘤、骨肉瘤、黑色素瘤、甲状腺非髓样癌和血液恶性肿瘤。

致病因素

本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多见于有血缘婚姻
的子代，尤以堂兄妹间结婚者的子代居多，本病基因
定位于8p12–p11。早期文献中提到，许多内分泌失调
如甲状腺、甲状旁腺、垂体和肾上腺机能失调均可引
起本病。本病常伴生殖功能低下等病征。

早期症状

（1）皮肤呈老人外貌。皮肤的结缔组织、脂肪组织及
肌肉萎缩。皮肤光滑、发亮，紧贴于皮下组织而不能
被捏起，面部和四肢的远端为最明显。鼻子变尖变细
，形成钩状鼻。（2）毛发灰白和脱落。（3）身材矮
小，发育停顿等症状。

体检筛查

检查：（1）生物化学检查：多数病人血脂分析显示胆
固醇，β–脂蛋白和三酯甘油升高，尿肌酐，氨基酸升
高。（2）免疫学检查：T细胞减少及T细胞免疫功能低
下，抗淋巴细胞抗体可为阳性。（3）X线检查：脊椎
及四肢骨质疏松，在肢体软组织特别是在骨性突起周
围，有线状与圆形的钙化阴影，在主动脉、主动脉瓣
、二尖瓣和冠状动脉亦可有广泛的钙化，并有心脏增
大与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征象。（4）皮损活检化学分析
显示羟脯氨酸、氨基葡萄糖升高。诊断标准：具有老
人貌、硬皮病、皮肤异色症、早秃、灰白色毛发和青
年性白内障等症状的典型病例，诊断一般不困难。不
全型病例需与硬皮病、外胚叶发育不良、肌强直性萎
缩、伴有脂肪萎缩的糖尿病加以区别。

生活建议

生活中注意防护，防止发生外伤性溃疡。治疗以对症
为主。白内障可行手术摘除。糖尿病进行饮食控制。
性功能低下者可给相应的内分泌激素进行补充治疗。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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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性硬化症—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结节性
硬化症”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结节性硬化症”，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
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
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
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结节性硬化症”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
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
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TSC1 TSC2 TSC3 TSC4 PKD1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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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结节性硬化症（TSC）又称Bourneville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神经皮肤综合征，也有散发病例，多由外胚
叶组织的器官发育异常，可出现脑、皮肤、周围神经、肾等多器官受累，临床特征是面部皮脂腺瘤、癫痫发作和智
能减退。发病率约为1/6000活婴，男女之比为2：1。TSC患者有6%~14%的患儿童脑肿瘤风险，其中大部分是室管
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也有2%~5%的患者患透明细胞癌，乳头状或肾嫌色细胞癌。

致病因素

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致病
基因为TSC1和TSC2，其中TSC1基因定位于第9号染色
体（9q34）、TSC2基因定位于第16号染色体（16p13.
3）。TSC1基因含23个外显子，编码蛋白为Hamartin
，TSC2基因含42个外显子，编码蛋白为Tuberin。Ha
martin和Tuberin具有高度亲和性，二者形成异源二聚
体，其主要功能是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
OR）通路的信号转导。mTOR在细胞生长和增殖中扮
演中央调节者角色。此外，Hamartin和Tuberin还能够
单独与多种蛋白质结合，参与一系列细胞生命活动的
调节过程，但是其中多种过程的作用机制仍未阐明。
结节性硬化症患者TSC1或TSC2基因发生突变，影响Ha
martin–Tuberin复合体功能，从而使mTOR信号转导通
路异常激活，进而引起多器官损害。发现携带TSC致病
基因突变的个体，其外显率接近100%，几乎没有携带
致病突变而不发病的报道。

早期症状

常见症状：癫痫和癫痫样发作、丘疹、叶状脱色斑、
智能障碍、结节性硬化、咖啡斑、婴儿痉挛症、瘫痪
、共济失调、颅内高压、脑积水、小眼球。根据受累
部位不同，可有不同表现。典型表现为面部皮脂腺瘤
、癫痫发作和智能减退。主要诊断特征：（1）色素减
退斑，至少3块最长径大于5mm的色素减退斑；（2）
血管纤维瘤（既往称为皮脂腺瘤）或头部纤维性斑块
；（3）甲纤维瘤；（4）鲨鱼皮斑；（5）多发性视网
膜错构瘤；（6）脑皮质发育不良；（7）室管膜下结
节；（8）室管膜下巨细胞性星形细胞瘤；（9）心脏
横纹肌瘤；（10）淋巴血管平滑肌瘤（多见于肺部）
；（11）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多见于肾脏）。次要诊
断特征：（1）雪花状皮肤色素减退斑；（2）牙釉质
凹点；（3）口腔黏膜纤维瘤；（4）视网膜无色素斑
；（5）多发肾囊肿；（6）非肾脏错构瘤。确诊条件
：出现两条及以上的主要诊断特征表现，或者一条主
要诊断特征表现及两条次要诊断特征表现。

体检筛查

检查：（1）头颅平片：脑内结节性钙化和因巨脑回而
导致的巨脑回压迹。（2）头颅CT或MRI：平扫可见室
管膜下脑室边缘及大脑皮层表面多个结节状稍低或等
密度病灶，部分结节可显示高密度钙化，为双侧多发
性，增强呈普遍增强，结节更清晰，可发现平扫不能
显示的结节。皮层和小脑的结节有确诊意义。（3）脑
电图：可见高幅失律和各种癫痫波。（4）腹部超声：
可见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肾囊肿、多囊肾。（5）超
声心动图：新生儿及婴幼儿易发现心脏横纹肌瘤，肿
瘤在最初三年内变小过程显著，成年逐步消失，故大
龄儿童及成人检测阳性率低。（6）心电图：可发现心
律失常，常见预激综合征。（7）胸部X线：可发现肺
部错构瘤、气胸等该病。鉴别：应注意与神经纤维瘤
病鉴别，后者也累及皮肤、神经系统和视网膜。

生活建议

（1）避免近亲结婚。（2）携带者基因检测及产前诊
断和选择性人工流产等，防止患儿出生。值得注意的
是，基因诊断是确诊性诊断标准，如果在TSC1或TSC2
检测到确定性致病性突变位点的话，可以直接确诊结
节性硬化症。不过，结节性硬化症患者可以有10%–25
%无法检测到TSC1或TSC2的突变位点，因此阴性检测
结果并不能100%排除结节性硬化症。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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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mund-Thomson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Rothm
und-Thomson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Rothmund-Thomson
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
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
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Rothmund-Thomson综合征”的可能
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
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RECQL4 USB1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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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先天性血管萎缩皮肤异色病是一种具有皮肤异色病、身材矮小、幼年白内障、毛发稀少、光敏等表现的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病。先天性血管萎缩性皮肤异色症又称Rothmund–Thomson综合征。其主症为皮肤萎缩、棕红色色素沉着
、毛细血管扩张，伴有先天性白内障。约32%的Rothmund–Thomson综合征患者会发生骨肉瘤。在对一系列的RT
S患者统计后，发现发生骨肉瘤的平均发病年龄为11.5岁（发病年龄范围4~41岁）。RTS患者有5%的可能会患几种
皮肤癌，如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癌等。

致病因素

病因不明。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家族中常有多个同
患者，女性较男性多，上代常有近亲结婚史。大约三
分之二的RTS综合症患儿发现是有RECQL4基因突变导
致的。

早期症状

典型症状：出生后3~6月内开始发病，在面颊、耳前后
以及臀部两侧，四肢伸侧发生红色水肿性斑片，继而
出现毛细血管扩张，点状或网状色素沉着，其间杂有
皮肤萎缩、脱色斑等皮肤异色变化。患儿对光敏感，
光照处易起大疱。3~6岁时有40%出现白内障，有些病
人有角膜变性。头发、眉毛、睫毛稀少。约半数患者
有先天性骨发育缺陷或畸形，部分患者有生殖腺功能
不全，内外生殖器发育不良，男性可有隐睾，女性无
月经。

体检筛查

本病目前尚无特殊检查方法，主要根据皮肤科常规检
查。

生活建议

（1）避免强光照射，注意防晒。（2）保持皮肤清洁
，避免各种化学制品的刺激。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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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平滑肌瘤肾细胞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遗传性
平滑肌瘤肾细胞癌”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遗传性平滑肌瘤肾细胞癌”
，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
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
，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遗传性平滑肌瘤肾细胞癌”的可能性。总之，
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
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FH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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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遗传性平滑肌瘤肾细胞癌（HLRCC）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HLRCC患者有10%~16%的风险发展
为肾细胞癌，诊断时平均年龄44岁。75%以上的HLRCC患者有至少一种皮肤平滑肌瘤的典型皮损。几乎所有的女
性HLRCC患者会产生子宫平滑肌瘤，一般发病年龄为20到35岁。HLRCC患者患肾上腺皮质肿瘤和卵巢囊腺瘤的风
险增加。

致病因素

据估计，80%HLRCC患者可检测到延胡索酸水合酶基
因（FH）突变。由于延胡索酸水合酶（FH）基因胚系
突变，皮肤和子宫平滑肌瘤病和肾癌发生的风险增加
。

早期症状

大部分HLRCC患者有至少一个皮肤平滑肌瘤。这些与
皮肤同色或淡褐色丘疹病变出现在躯干和四肢，有时
也出现在面部和生殖器部位。平均来说，这些皮肤平
滑肌瘤平均发病年龄为25岁左右（年龄范围为10~48
岁），病损数目从一到数十个。尽管不是恶性的，这
些病变因为典型的触痛感和对冷相当敏感也会带来很
多问题。

体检筛查

HLRCC目前没有正式临床诊断标准。HLRCC的诊断一
般是根据延胡索酸水合酶的酶学水平或基因检测。以
下个体需考虑基因检测以排除或者确诊HLRCC：（1）
有多发皮肤平滑肌瘤，其中至少一个为组织学确诊的
平滑肌瘤。（2）单个平滑肌瘤且有HLRCC家族史。（
3）有一个或多个管装乳头状瘤，集合管瘤或乳头状II
型肾肿瘤，不论有无HLRCC家族史。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保证营养饮食，如蛋白质、维生素等
要合理搭配，勿偏食，也不要反复吃同一种食物。（2
）多食用一些抗癌类食物，如菌菇类、大蒜等。（3）
忌食发霉变质的食物。（4）少吃腌制类食物，如咸菜
、酸菜、腌肉等。（5）有规律地摄入胡萝卜或甜菜等
根类植物，会降低半数的患病风险。日常生活建议：
（1）戒烟，有大量资料显示吸烟是导致肾癌的主要原
因。（2）避免放射线侵害。（3）加强体育锻炼，增
强抗病能力。（4）保持乐观的人生观，稳定情绪，提
高生活质量。（5）40岁以上的男性，定期去医院进行
体检。（6）保持环境中的空气流通，减少有毒有害气
体的积聚。（7）尽量避免跟一些化学性致癌物质的接
触，加强对铅化合物接触的防护，减少肾癌的发病率
。（8）注意保持合理的体重。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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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oni贫血—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Fancon
i贫血”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Fanconi贫血”，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
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
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
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Fanconi贫血”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
，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
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FANCA FANCB FANCC FANCD1 FANCD2 FANCE

FANCF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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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范可尼贫血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血液系统疾病，属于先天性再障。该病让细胞不能修复DNA损伤，
因为修复能力的缺乏，范可尼贫血症患者是很多癌症的高危人群，尤其是白血病以及头部和颈部癌症。发病率约为
1/160000~1/20000，德系犹太人中携带者频率大约为1/89。非洲黑人中携带者频率大约为1/100，非洲布尔人中
携带者频率大约为1/77。发病年龄：多于儿童期发病。男孩以4~7岁、女孩以6~10岁发病者较多。

致病因素

截至目前，FA已经有三种孟德尔遗传模式被报道涉及
二十个基因：因BRCA2，BRIP1，FANCA，FANCC，F
ANCD2，FANCE，FANCF，FANCG，FANCI，ERCC4
，FANCL，FANCM，MAD2L2，PALB2，RAD51C，SL
X4，UBE2T，XRCC2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R
AD51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FANCB突变导致
的X连锁遗传。其中FANCA基因所在的FA–A互补群为最
常见的遗传因素，占到了60%~70%的比重。

早期症状

临床表现：（1）贫血的一般表现，出血倾向及易感染
。多见皮肤色素沉着或片状棕色斑，体格、智力可发
育落后。无肝、脾、淋巴结肿大。（2）先天畸形常见
骨骼畸形，如拇指缺如或畸形、第一掌骨发育不全、
尺骨畸形、脚趾畸形、小头畸形等，也可有肾畸形，
眼、耳、生殖器畸形，先天性心脏病等。

体检筛查

范可尼贫血诊断：（1）发病年龄：多于儿童期发病。
男孩以4～7岁、女孩以6～10岁发病者较多。（2）家
族史：约10%～30%父母为近亲结婚。（3）实验室检
查：①血象：典型表现为全血细胞减少。多先有血小
板减少，逐渐发展为全血细胞减少。少数病例可仅一
系或两系细胞减少。贫血可呈大细胞性，网织红细胞
减少，粒细胞可见中毒颗粒。②骨髓象：与再生障碍
性贫血相同。可有灶性增生，可出现巨幼样幼红细胞
。骨髓体外干细胞培养示粒、红系细胞集落减少。③
生化改变：约半数患儿出现氨基酸尿（多为脯氨酸尿
），胎儿血红蛋白增多（5%～15%）。红细胞长期存
在抗原（正常2岁前消失）。④染色体异常：外周血淋
巴细胞培养作染色体分析可见断裂、单体交换、环形
染色体等畸变。姐妹染色体交换减少更具诊断意义。

生活建议

饮食：（1）多吃些含铁丰富的食物，主要包括肝脏、
肾脏、心脏、胃肠和海带、紫菜、黄豆、菠菜、芹菜
、油菜、番茄、杏、枣、橘子等均含有丰富的铁质，
民间也常用桂圆肉、大枣、花生作为补血食品。（2）
贫血者最好不要喝茶，多喝茶只会使贫血症状加重。
因为食物中的铁，是以3价胶状氢氧化铁形式进入消化
道的。经胃液的作用，高价铁转变为低价铁，才能被
吸收。可是茶中含有鞣酸，饮后易形成不溶性鞣酸铁
，从而阻碍了铁的吸收。其次，牛奶及一些中和胃酸
的药物会阻碍铁质的吸收，所以尽量不要和含铁的食
物一起食用。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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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ey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Carney
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Carney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
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
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
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Carney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
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
，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PRKAR1A MYH8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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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Carney综合征（CNC）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最早于1985年由J Aidan Carney首先描述为由粘液
瘤、皮肤色素沉着、内分泌功能亢进所组成的综合征。CNC患者患多种良性和恶性肿瘤的风险增高。约30%的男性
CNC患者会患睾丸癌，大多数情况下是睾丸间质细胞或者大细胞钙化性的睾丸支持细胞间质细胞瘤。其他相关的肿
瘤包括甲状腺癌和胰腺癌等。

致病因素

已经证实，PRKAR1A基因与CNC的发病有关，又称为C
NC1基因。该基因位于17q22–24，编码蛋白激酶A（P
KA）的调节亚基，在cAMP信号传导通路中起重要作用
。PRKAR1A基因作为一种抑癌基因，其突变可能与内
分泌肿瘤的发生有关。此外，位于2p16的CNC2基因在
CNC发病中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早期症状

多数病人可见皮肤色素沉着，表现为直径2~10mm的
棕色或黑色斑点，常见部位有唇、眼睑、耳和生殖器
官。此外，蓝痣和皮肤粘液瘤也是CNC常见的皮肤损
害。皮肤粘液瘤是无色素结节，位于皮下，也见于耳
道。

体检筛查

CNC的主要特征：（1）原发性色素结节性肾上腺皮质
增生（PPNAD）；（2）心脏粘液瘤；（3）皮肤粘液
瘤；（4）皮肤色素沉着；（5）乳腺导管，腺瘤；（6
）睾丸肿瘤；（7）卵巢囊肿；（8）肢端肥大症；（9
）甲状腺肿瘤；（10）黑色素神经鞘瘤；（11）骨，
软骨，粘液瘤。诊断：根据病史、临床表现，借助影
像学、生化检查、遗传学检测可建立诊断。目前国际
上较为公认的诊断标准如下：（1）符合CNC主要特征
中的2项或2项以上；（2）有PRKAR1A基因突变或一级
亲属中有CNC患者，同时符合1项或1项以上主要特征
。

生活建议

CNC患者和PRKAR1A基因突变携带者应定期随访。目
前推荐至少一年随访一次，有心脏粘液瘤史者至少6个
月随访一次。随访的内容应包括心脏超声、体格检查
、血糖、皮质醇、ACTH、GH、PRL、IGF–1等，必要
时辅以相关影像学检查，如肾上腺CT、甲状腺超声检
查、睾丸或卵巢超声检查、垂体MRI、脊柱MRI等。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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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Bloom
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Bloom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
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
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
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Bloom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
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
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BLM PKM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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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Bloom综合征即“面部红斑侏儒综合征”，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临床特点为皮肤对光敏感，手部与四肢可见毛细血
管扩张性红斑，脑小，出生体重低，发育不良。BS综合征患者患淋巴瘤、急性白血病和WT的风险升高。当儿童进
入到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癌症的风险扩展到包括乳腺、宫颈、结肠、食道、皮肤、喉、肺和胃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普通人群罕见，德系犹太人杂合子概率为1%。

致病因素

布卢姆综合征是一种典型的染色体断裂综合征，BLM
各种突变类型和大片段缺失都曾报道过，很可能与BS
综合征的发生相关。

早期症状

BS的临床症状表现为严重的身体发育不良，太阳光过
敏性面部红斑，毛细管扩张以及BS特殊面向包括颧骨
发育不全、鼻突、下颌骨小、长头骨等症状。

体检筛查

该综合征的诊断依据是患者具有正常身材比例但生长
发育缺陷和皮肤阳光过敏的临床特征。实验室确诊需
观察体外培养外周血淋巴细胞是否存在异常的染色体
断裂和重组，以及姐妹染色单体交换律（SCE）是否增
加。BS患者的SCE率要比正常人群高10倍。

生活建议

（1）多做户外活动，以增强免疫能力；（2）尽可能
避免接触放射线，包括频繁的X–线诊断和放射。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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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D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BHD综
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BHD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
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
，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
不能排除您将来患“BHD综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
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
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FLCN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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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BHD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BHD患者患肾癌的风险比正常人群高7倍。BHD患者肾肿瘤的平均发病年
龄为48岁，这类肾肿瘤多发于双侧肾脏，多病灶，并且生长缓慢。BHD患者患肾肿瘤的类型包括嗜酸细胞瘤透明
细胞癌等。与BHD相关的其他良性病变包括毛囊周围纤维瘤、纤维毛囊瘤、毛盘状瘤，可能还有脂肪瘤、胶原瘤
和结肠息肉。

致病因素

BHD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其遗传学基
础是FLCN基因的缺失突变，目前已经明确FLCN基因的
缺失突变可以引发不同组织学类型的肾细胞癌，BHD
综合征伴发的肾肿瘤大多发病年龄较低，而且可能呈
现出家族聚集性的特点。

早期症状

临床表现：纤维毛囊瘤约2～4mm大小，皮肤色丘疹
，可单个存在，但常见为多发性，散在分布于颜面、
躯干和四肢。另外可伴发软垂疣、胶原瘤、脂肪瘤和/
或口腔纤维瘤。

体检筛查

诊断BHD综合征的最好的方法是进行基因检测。据估
计，85%~90%的BHD患者发现有有FLCN基因变异。如
果个体表现出以下特征中的一个以上，应进行FLCN基
因测序分析：（1）面部或躯干有5个或以上的丘疹，
至少有一个丘疹组织形态学确诊为毛囊周围纤维瘤，
不论有无BHD家族史。（2）面部丘疹组织学确诊为血
管纤维瘤，但没有达到结节性硬化症（TSC）或多发性
内分泌腺瘤Ⅰ型（MEN1）的临床诊断标准。（3）多
发和双侧嫌色细胞、嗜酸细胞和（或）混合肾肿瘤。
（4）单个嗜酸细胞、显色细胞或嗜酸细胞杂交肾肿瘤
，肾肿瘤家族史（可为上述任何肾细胞肿瘤类型）。
（5）不吸烟或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的原发性气胸家族史。

生活建议

建议BHD患者避免吸烟和接触高气压环境（可引发气
胸）。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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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自身免
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自身免疫性淋巴细
胞增生综合征”，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
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
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
合征”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
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FAS FASL CASP10 CASP8 FASLG NRAS

TRADD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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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ALPS）是机体在受到外来抗原刺激（如感染）时，淋巴细胞被激活并开始增殖
和分化；当外来抗原被清除后，大量被激活的淋巴细胞通过CD95（Fas分子）与其配体CD95L（FasL）结合，导致
细胞内死亡信息途径激活，发生细胞凋亡，当CD95/Fas基因APT1突变时，大量活化的淋巴细胞持续存活，产生淋
巴细胞增生和自身免疫现象，被称为伴自身免疫的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和Canale–Smith综合征。ALPS患者易患的
癌症包括淋巴瘤、乳腺癌、肝癌、皮肤癌、甲状腺癌和舌癌。

致病因素

常见的突变位点为外显子9上的290bp缺失（细胞死亡
决定区），其它均为单个核苷酸改变，包括无义突变
、错义突变、插入移码和融合。APT1基因突变与临床
表型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发病机制：正常人淋巴细
胞在被激活时，即开始进行其自身Fas分子表达，FasL
与Fas结合，使其将信号传递到细胞内死亡决定区，进
而触发蛋白酶系统caspases，最终导致淋巴细胞凋亡
的发生。APT1基因突变不能表达CD95/Fas/APO1，使
FasL–Fas诱导的细胞凋亡途径发生障碍，大量活化的
淋巴细胞不能进入凋亡程序，产生淋巴细胞增生和自
身免疫反应。

早期症状

临床表现：（1）淋巴细胞增生性表现：100%的ALPS
病例均有脾脏肿大，多于5岁内发现，甚至发生在胎儿
期。脾肿大的程度不一。74%的病儿因脾功能亢进或
脾破裂而行脾切除术。67%的患儿有轻到中度肝大，
偶尔发现肝功能异常。约97%的患儿全身性浅表淋巴
结肿大，影像学可发现纵隔淋巴结肿大。（2）自身免
疫性疾病：Coombs阳性溶血性贫血最为常见（75%）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次之（54%），自身免疫性中
性粒细胞减少症发生率为46%。其它有肾小球肾炎、
多发性神经根炎和皮肤损害（包括荨麻疹和非特异性
皮肤血管炎）。（3）其他表现：发生恶性肿瘤者均为
成人包括霍奇金和非霍奇金淋巴瘤、肝细胞癌、甲状
腺和乳腺多发性腺癌。最近还发现1例ALPS患儿伴有孤
独症。

体检筛查

检查：（1）T细胞表型为CD45RA+、CD45RO–、CD5
7+，多数表达DR或HLAⅡ抗原。TH2类细胞因子如IL–
4、IL–5和IL–10活性增高，而TH1类细胞因子如IL–12
、IL–2和IFN–γ则下降。（2）皮肤迟发型过敏反应和
抗多糖抗原的抗体反应减弱，血清IgG、IgA和IgM升高
，且多呈单克隆性，以IgG1类抗体为主。（3）自身抗
体主要针对红细胞和血小板，Coombs实验多为阳性其
他自身抗体有抗中性粒细胞抗体、低滴度的抗平滑肌
抗体抗磷脂抗体、抗核抗体和类风湿性因子。（4）其
它辅助检查：根据临床需要选择胸片、B超等检查可发
现纵隔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和肿瘤等。

生活建议

遗传咨询及家族调查：虽然大多数疾病不能确定遗传
方式，但对确定了遗传方式的疾病进行遗传咨询是很
有价值的。如果成人有遗传性免疫缺陷病将提高他们
子女的发育危险性；如果一个小孩患有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或性联免疫缺陷病，就要告诉父母亲，他们下一
胎孩子患病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抗体或补体缺陷患
者的直系家属应检查抗体和补体水平以确定家族患病
方式。对于某些已能进行基因定位的疾病，如慢性肉
芽肿病，患者父母、同胞兄妹及其子女均应做定位基
因检测，如果发现有患者，同样应在他（她）的家庭
成员中进行检查，患者的子女应在出生开始就仔细观
察有无疾病发生。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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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皮质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肾上腺
皮质癌”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肾上腺皮质癌”，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
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
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
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肾上腺皮质癌”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
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
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TP53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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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肾上腺皮质癌（ACC）是发生于肾上腺皮质的恶性肿瘤，分为有内分泌功能性和无内分泌功能性两种类型，约50%
为有内分泌功能性肿瘤，ACC临床罕见，年发病率为1～2/100万人，占恶性肿瘤的0.02%，儿童ACC年发病率为0.3
/100万，但巴西南部例外，为3.4～4.2/100万，10倍于全球平均水平，与特异的TP53基因的10号外显子R377H突
变有关。发病年龄呈双峰分布：小于5岁和50岁左右两个高峰，平均年龄45岁。女性约占59%，略多于男性。双侧
者2%～10%。

致病因素

目前已证明与该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的致癌基因主要
包括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2、β–珠联蛋白、类固
醇生长因子–1（SF–1）等。而躯体肿瘤抑制基因TP53
的失活突变和原癌基因β–珠联蛋白（CTNNB1）的活
化突变是肾上腺皮质癌最常见的突变类型。

早期症状

肾上腺皮质肿瘤主要引起库欣综合征与原发性醛固酮
增多症：（1）以库欣综合征为主的患者表现向心性肥
胖、满月脸，下腹部、臀部、股部可有皮肤紫纹，体
毛增多，常有痤疮，多有高血压、心悸、胸闷等症状
，血糖增高、骨质疏松、腰背骨痛、性功能减退等；
（2）以醛固酮增多症为主的患者表现高血压、低钾血
症、周期性肌肉软弱、麻痹或抽搐；（3）肾上腺皮质
癌的患者可有腹痛、疲倦及体重减轻，10%~20%的患
者有轻至中度发热。

体检筛查

影像学检查：（1）CT平扫+增强腹部（推荐首选）；
（2）MRI造影剂过敏或妊娠者代替CT，或者大的肿瘤
术前评价与血管的关系；（3）FDG–PET仅疑为转移瘤
者；（4）骨扫描疑骨转移者；（5）腹部超声波检查
、胸部X线片和CT平扫，评价有无转移；（6）其他参
考选择的影像学检查如核素肾血流图、IVU等。

生活建议

（1）加强锻炼。我们要保持强健的体魄，增强抗肿瘤
能力；（2）饮食宜清淡。在保持以谷类为主的膳食结
构的同时，逐步增加豆类、豆制品和蛋、奶、禽、鱼
类的摄入比例；（3）心态平和，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乃是预防肿瘤的关键。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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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铬细胞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嗜铬细
胞瘤”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嗜铬细胞瘤”，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所检测
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
，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该变异位点并
不能排除您将来患“嗜铬细胞瘤”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合理的健康方式，保
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为健康
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NF1 RET SDHAF2 SDHB SDHC SDHD

VHL MAX SDHA EGLN1 EGLN2 SDHA

TMEM127 FH MDH2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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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嗜铬细胞瘤为起源于神经外胚层嗜铬组织的肿瘤，主要分泌儿茶酚胺，根据肿瘤是来自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将副
神经节瘤分为副交感神经副神经节瘤（包括化学感受器瘤、颈动脉体瘤等）及交感神经副神经节瘤（包括腹膜后、
盆腔及纵隔后的副神经节瘤）。某些患者可因长期高血压致严重的心、脑、肾损害或因突发严重高血压而导致危象
，危及生命，但如果能及时、早期获得诊断和治疗，是一种可治愈的继发性高血压病。嗜铬细胞瘤在高血压病人中
患病率为0.05%~0.2%，发病高峰为20~50岁。恶性嗜铬细胞瘤占嗜铬细胞瘤的10%。可发生在任何年龄组，最好
发于30~50岁，儿童较少见。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嗜铬细胞瘤的病因主要是嗜铬细胞瘤
的发生与胚胎期神经嵴细胞的生长发育有直接关系；
（2）高血压及其他疾病的并发症；（3）不良的生活
习惯及饮食习惯。

早期症状

（1）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发生是因为嗜铬
细胞分泌了大量的肾上腺素和儿茶酚胺。早期的嗜铬
细胞瘤所致的高血压有个典型的特点—阵发性。患者
的血压平日里处于正常范围内，但是可以突然在毫无
征兆的前提下血压飙升至180/130mmHg以上，非常危
险。血压升高时，患者可以出现面部皮肤潮红，心慌
，心悸，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2）交替出现低血
压：前述提到高血压是阵发性的，患者的血压也可以
突然降得很低，出现低血压，甚至有休克的表现；（3
）代谢紊乱：包括基础代谢率、血糖、尿糖，所以患
者可以出现糖尿病的系列症状，包括多饮、多食、多
尿和体重下降。

体检筛查

嗜铬细胞瘤的诊断是建立在血、尿儿茶酚胺及其代谢
物测定的基础上的，利用各种影像学检查可协助对嗜
铬细胞瘤进行定位，来指导治疗：（1）B超可以检出
肾上腺内直径>2厘米的肿瘤，一般瘤体有包膜，边缘
回声增强，内部为低回声均质；（2）CT是目前首选的
定位检查手段。嗜铬细胞瘤在CT上多表现为类圆形肿
块，密度不均匀，出血区或钙化灶呈高密度，增强扫
描时肿瘤实质明显强化，而坏死区无或略有强化；（3
）MRI：在MRI的T1加权像实性肿瘤强度类似肝实质，
T2加权像信号较高。坏死、囊变区在T1像呈低信号，
在T2像为高信号；（4）同位素131Ⅰ标记MIBG扫描：
MIBG（间碘苄胍）是去甲肾上腺素的生理类似物，可
被摄取和贮存于嗜铬细胞瘤内，经同位素131Ⅰ标记后
，能显示瘤体。

生活建议

散发型嗜铬细胞瘤的病因仍不清楚。所以无明确的相
关预防家族型嗜铬细胞瘤则与遗传有关可做相关遗传
学方面的检查：（1）在对高血压患者的诊断治疗中要
高度警惕该病的可能性，应掌握其临床特点才可做到
早期诊断尽量减少漏诊和误诊；（2）一旦确诊该病首
选手术治疗根治；（3）在对该病的治疗中注意保持血
压的相对稳定以免发生意外。

肿瘤

082/564



幼淋巴细胞白血病—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风险评估
此次基因检测在本癌种/综合征致病关键基因上未发现高风险变异位点，因此，您的“幼淋巴
细胞白血病”患病风险与普通人群一致。如果您及家人已患“幼淋巴细胞白血病”，则很可能不
是由于所检测基因变异所致；如果您及家人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肿瘤或部分综合征是多种因
素影响的疾病，不仅受到遗传易感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不携带
该变异位点并不能排除您将来患“幼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可能性。总之，生活中，建议您选择
合理的健康方式，保证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及早发现异常体征，将疾病消灭
于萌芽状态，为健康提供超前保障。

检测基因列表

ATG2B/GSKIP ATM BLM BRCA1 BRCA2 BRIP1

CBL CEBPA DDX41 ELANE ETV6 FANCA

FANCC FANCD2 FANCE FANCF FANCG FAT1

GATA2 GFI1 HAX1 KRAS NF1 PALB2

PRF1 PTPN11 RUNX1 SBDS SRP72 STAT3

TERC TERT TP53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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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幼淋巴细胞白血病（PLL）是一种较为少见的特殊类型淋巴细胞白血病，有学者认为它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
L）的一种变异型，发病率约占CLL的10%，PLL中有80%为B细胞性，20%为T细胞性。B细胞幼淋巴细胞白血病发
病以中老年为主，一般在50岁以上，中位发病年龄约70岁，男、女比例为1.5~2:1。

致病因素

（1）环境因素：如接触放射性照射。（2）化学因素
：如接触苯环合物、甲醛等。（3）年龄及性别因素：
以中老年为主，一般在50岁以上，多见男性。（4）病
毒感染：C类RNA肿瘤病毒与人类白血病的病因有关。
（5）染色体异常因素：如在BPLL中的t（2;13）（q35
;q14）病症。

早期症状

幼淋巴细胞白血病病程可以表现为急性，亚急性和慢
性，以慢性居多，初始症状包括疲倦，乏力，体重下
降，发热，消瘦等，脾脏肿大是本病特征性病变，外
周血白细胞计数常>150×10^9/L，常见贫血及血小板减
少。

体检筛查

幼淋巴细胞白血病高发人群：（1）有家族史者，直系
亲属发病率较一般人群高；（2）从事放射线工作的人
群；（3）经常接触染发剂的理发师、美容师、整容师
；（4）从事以苯为化工原料生产的人群，长期接触致
癌物质的人群等。诊断依据：（1）B–PLL细胞及骨髓
组织形态：细胞中等大小，胞质量少呈淡蓝色，有一
个明显的核仁；骨髓侵犯以间质或结节样浸润为主；
形态学与CLL的幼淋巴细胞转化、MCL母细胞变异型区
分困难，需要依赖于免疫分型和细胞遗传学。（2）B–
PLL免疫表型：表达成熟B细胞相关抗原，FMC7阳性，
CD5和CD23大多阴性，少数CD5和CD23阳性，CD11c
、CD25和CD103阴性。（3）细胞及分子遗传学：无
特异性遗传学异常，复杂核型异常常见。常见的遗传
学异常包括del（17p13）、del（13q）、del（6q）。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合理膳食，多食高纤维素及新鲜蔬菜
和水果，如橙子、猕猴桃、橘子、柚子、红薯、芦笋
、菜花、卷心菜等。（2）营养均衡，合理搭配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糖、微量元素等必需的营养素。（3
）食用蔬菜水果等食物时，需洗净，防治农药或化肥
残留发病。（4）宜吃清淡、无刺激性、易消化的食物
，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油腻食物及霉变食物。（5）
多摄入含铁丰富的食物，如菠菜、猪肝、海带等。日
常生活建议：（1）平常保持乐观心态，保持心情平静
，避免多度的悲喜、盛怒等。（2）注意按时休息、劳
逸结合、作息规律，不过度劳累，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避免接触放射性物质和有毒化学品，注意个人
防护。（4）节制烟酒。（5）勿滥用药物，使用氯霉
素、细胞毒类抗癌药、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时要遵医嘱
。（6）房屋装修选用符合环保要求对人体无害的材料
，并注意通风。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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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胶质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95 6.964

5.58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67509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5.58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6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2.39%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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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RTEL1 rs6010620 A/A G/G

TERT rs2736100 C/C C/A

CDKN2B-AS1 rs4977756 G/G G/G

ERCC2 rs13181 T/T T/G

RBBP6 rs2033214 T/T T/T

GSDMC,LOC728724 rs10464870 C/C C/T

CDKN2B rs1063192 G/G G/G

GSDMC,LOC728724 rs16904140 G/G G/A

RTEL1 rs2297440 T/T C/C

GSDMC,LOC728724 rs6470745 A/A A/G

PHLDB1 rs498872 A/A G/G

XRCC1 rs25487 T/T C/C

CCDC26 rs4295627 T/T T/T

CDKN2B-AS1 rs2157719 C/C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16个位点，其中10个位点为有害突变，6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0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Shete S, Hosking F J, Robertson L B,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five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glioma[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

[2] Fahmideh M A, Schwartzbaum J, Frumento P,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DNA repair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gli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Neuro-oncology, 2014,
16(6):807.

[3] Hu D, Zhang S, Zhao Y, et al. Association of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retinoblastoma binding protein 6
gene with the risk of glioma: a case-control study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2014, 1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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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神经胶质瘤（Glioma）简称胶质瘤，也称为胶质细胞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约占所有颅内原
发肿瘤的一半，广义是指所有神经上皮来源的肿瘤，狭义是指源于各类胶质细胞的肿瘤，大约60%属于恶性神经胶
质瘤，平均生存期仅有8~11个月，如最常见的和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胶质瘤—胶质母细胞瘤，即使采用术后放疗及
辅助化疗，其5年生存率仍不足10%。胶质瘤以男性较多见，特别在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髓母细胞瘤，男性明显
多于女性。各型胶质母细胞瘤多见于中年，室管膜瘤多见于儿童及青年，髓母细胞瘤几乎都发生在儿童。胶质瘤的
部位与年龄也有一定关系，如大脑星形细胞瘤和胶质母细胞瘤多见于成人，小脑胶质瘤（星形细胞瘤、髓母细胞瘤
、室管膜瘤）多见于儿童。颅内原发性肿瘤的发病率为21/10万，胶质瘤约占60%。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有关胶质瘤的家族发生率各类报道结
果不尽相同。近20年对胶质瘤的染色体进行了研究，
发现多在C组染色体有异常，但与胶质瘤的因果关系尚
不明确；（2）生化环境：胶质瘤细胞中的色素氧化酶
、磷酸激酶及ATP均较正常细胞低，但β葡萄糖醛酸酶
较正常脑组织高（室管膜瘤除外），乳酸脱氢酶因肿
瘤组织的高代谢而与正常脑组织不同；（3）肿瘤起源
：有理论说肿瘤发生的原因是原始细胞的胚胎残余灶
生长成为肿瘤，这些残余细胞可因炎症刺激而致慢性
增殖，形成肿瘤。多发性胶质瘤或称胶质瘤病则可能
有一个以上的肿瘤发生中心；（4）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偏食某类食物、饮酒、吸烟等；（5）电离辐射：长
期暴露在有辐射的环境中，如Х射线、γ射线、核辐射
等，脑肿瘤有增加的趋势。

早期症状
（1）患侧耳内深处或乳突部疼痛，外耳道后壁麻木感
；（2）眩晕：少数表现为短暂的旋转性眩晕，伴耳内
压迫感、恶心、呕吐，如膜迷路积水症状，但大多表
现为不稳感，因肿瘤发展缓慢，前庭逐渐发生代偿而
可致眩晕消失；（3）听力减退：一侧渐进性耳聋，早
期常表现为与人谈话时，闻其声而不知其意，渐发展
为全聋；（4）耳鸣：为一侧性，音调高低不等，渐进
性加剧，多与听力减退同时开始，但也可能是早期唯
一症状。

体检筛查
神经胶质瘤的高危人群：（1）儿童：调查发现，每年
大约有7000～8000名儿童患上神经胶质瘤，以5–8岁
的儿童发病率最高，并且儿童的年龄越小，恶化程度
越高，治疗起来难度更大，严重的可导致残疾甚至死
亡，日常多加注意；（2）家庭主妇：于长期同微波炉
、电热毯、电冰箱、电视机等具有电离辐射的电器接
触，会对体内细胞造成影响，长期下去也会增大患癌
几率；（3）家族遗传者：一些癌症相似，胶质瘤存在
典型的家族集聚现象，有其一定的遗传性；（4）脑创
伤者：于一些脑部受到创伤的人而言，如果得不到及
时、有效、彻底的治疗，颅内脑细胞会发生变异，长
期下去则会增大患癌几率。神经胶质瘤诊断方法：（1
）脑脊液检查；（2）脑电图检查；（3）放射性同位
素扫描–Y射线脑图；（4）放射学检查；（5）核磁共
振。

生活建议
（1）避免环境致病因素：长期在有空气污染环境中的
劳动者发生神经胶质瘤的几率明显增加，也会影响到
后代患癌的风险。这些职业主要与造纸、手工业、印
刷、化工和炼油等有关，主要是空气中存在着大量的
烃类化合物。（2）拒吃霉变食物和腌制食物：霉变食
物中的黄曲霉素、腌酸菜中的亚硝胺化合物在胶质瘤
的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预防神经胶质瘤
，要尽量避免这类食物。（3）避免长期电离辐射：长
期暴露在有辐射的环境中，如Х射线、核辐射等，患脑
神经胶质瘤的机会增加。预防神经胶质瘤，要避免过
量接触这些电离辐射。（4）定期去医疗机构进行体检
：建议出现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抽搐、轻
偏瘫和语言障碍等症状及神经胶质瘤家族史遗传风险
高的人群定期到正规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包括脑脊
液、CT/MRI/PET扫描、脑电图等，从而进行早期监测
、诊断和积极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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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185 6.961

6.50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9952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6.50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5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9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7.01%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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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KITLG rs3782179 C/C T/T

KITLG rs4474514 G/G A/A

TFCP2L1 rs2713206 C/C T/T

GPR160 rs3755605 C/C T/T

MAP2K1,SCARNA14 rs60180747 A/A A/C

SPRY4 rs4324715 C/C C/C

SPRY4 rs6897876 T/T T/T

DMRT1 rs55873183 A/A A/A

RPSAP58,ZNF726 rs34601376 A/A A/A

TKTL1 rs17336718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anetsky P A, Mitra N, Vardhanabhuti S, et al. Common variation in KITLG and at 5q31.3 proximate
to SPRY4 predispose to testicular germ cell cancer[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7):811.

[2] Wang Z, Kanetsky P A, Mcglynn K A, et al. Abstract 843: Imputation and meta-analysis of fiv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identify multiple new loci associated with testicular germ cell
tumor[J]. Cancer Research, 2015, 75(15 Supplement):84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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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睾丸癌是指睾丸的细胞癌变形成的恶性肿瘤，是泌尿外科中常见的肿瘤之一。睾丸是男性的两个性腺，负责制造并
储存精子，同时也是男性雄激素的主要来源。睾丸癌是所有癌症中治愈率最高的一种，超过90%都能治愈，如果没
有远端转移的话，基本上有100%的治愈率。我国发病率为1/10万左右，占男性恶性肿瘤的1%~2%，占泌尿生殖系
统恶性肿瘤的3%~9%。睾丸癌多为一侧发病，双侧睾丸癌仅占1%~2%。非精原细胞癌高发年龄为21~30岁，精原
细胞好发于31~40岁男性。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家族有睾丸癌史，若某人父兄患有睾
丸癌的话，他患此病的机率就高于他人。（2）年龄因
素：睾丸癌易发生在15~35岁的男性中。（3）环境因
素：带有辐射的机器易诱发睾丸癌，如电脑、电磁炉
、微波炉、手机等。（4）饮食因素：常吃烧烤、煎炸
、过于油腻等的食物，可引起癌症发生。（5）性格因
素：睾丸区属内分泌系统，长期抑郁压抑可诱发睾丸
癌的患病。

早期症状
睾丸肿瘤好发于30~40岁，一般表现为患侧阴囊内单发
无痛性肿块，也有20%~27%患者出现阴囊钝痛或者下
腹坠胀不适。11%左右患者出现背痛或腹胁部疼痛。1
0%左右患者出现远处转移的相关表现，如颈部肿块，
咳嗽或呼吸困难等呼吸系统症状，食欲减退、恶心、
呕吐和消化道出血胃肠功能异常，腰背痛和骨痛，外
周神经系统异常以及单侧或双侧的下肢水肿等。7%的
睾丸肿瘤患者还会出现男性女乳症，尤其是非精原细
胞瘤。少数患者以男性不育就诊或因外伤后随访而意
外发现。有些睾丸肿瘤患者为偶然发现，但是又有10
%患者由于表现为睾丸附睾炎症状而延误诊断。

体检筛查
睾丸癌的高发人群：（1）家族有睾丸癌史的人群。（
2）睾丸发育异常者，易患睾丸癌。（3）患有Klinefelt
er's综合症的人易患睾丸癌。（4）以前有过睾丸癌历
史者，另一个睾丸易患睾丸癌。（5）隐睾：如果睾丸
不降到阴囊而滞留于腹腔或腹股沟处，男性患睾丸癌
的机率就会大大增高。诊断建议：（1）症状与体征：
睾丸肿瘤患者均应进行局部和全身相关部位体格检查
。（2）影像学检查：睾丸肿瘤患者常规进行B超、胸
部X线、腹部/盆腔CT检查，怀疑有转移患者进行相应
部位的CT检查，有条件地区必要时也可采用MRI和PET
检查。（3）血清肿瘤标志物：睾丸肿瘤患者常规进行
血清AFP、HCG、LDH检查。PALP可以作为精原细胞瘤
检测的一个参考指标。（4）根治性睾丸切除术。（5
）对于有罹患睾丸肿瘤高危因素的人群，推荐进行日
常自检。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忌食腌制、熏制、煎炸、肥腻、霉变
、辛辣刺激性食物。（2）多吃根茎类食物，如红薯、
芋头、玉米、板栗等。（3）少食红色肉。（4）宜吃
高蛋白、高纤维素、高热量易消化的食物。（5）尽量
避免吃一些采用农药、化肥种植的食物。（6）不宜吃
隔夜的饭菜。日常生活建议：（1）禁烟禁酒。（2）
作息规律。（3）保持心情舒畅。（4）少接触污染空
气的地方或工作。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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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608 3.469

2.54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3.72427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54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5.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0.9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9.10%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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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P53 rs1042522 G/G G/C

CASC8/CCAT2 rs6983267 G/G G/T

MDM2 rs2279744 T/T T/G

TERT rs2736098 C/C C/T

AGPHD1 rs931794 G/G G/G

TERT rs7705526 C/C C/A

NRG1 rs4236709 G/G G/A

MPZL2 rs1056562 T/T T/C

CHEK2 rs17879961 A/A A/A

BRCA2 rs11571833 A/A A/A

PROM1 rs2240688 T/T T/T

CLPTM1L rs402710 C/C C/C

CHRNA5 rs55781567 C/C C/C

AK5 rs71658797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23个位点，其中8个位点为有害突变，13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2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Qiao Q, Hu W.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P53 Arg72Pro polymorphism and lung cancer
susceptibility: evidence from 30,038 subjects.[J]. Lung, 2013, 191(4):369-377.

[2] Mckay J D, Hung R J, Han Y, et al. Large-scale association analysis identifies new lung cancer
susceptibility loci and heterogeneity in genetic susceptibility across histological subtypes.[J]. Nature
Genetics, 2017, 49(7):1126.

[3] Zhang X. Polymorphisms on 8q24 Are Associated with Lung Cancer Risk and Survival in Han
Chinese[J]. Plos One, 2012, 7(7):e41930.

[4] Kong Q, Li P, Tian Q, et al. Role of MDM2 T309G polymorphism in susceptibility and prognosi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J]. Genetic Testing & Molecular Biomarkers, 2014,
18(5):357-65.

[5] Yang Z, Zhang X, Fang S, et al.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lung cancer in Asian patients carrying
the TERT rs2736098 G> A polymorphism: evidence from 3,354 cases and 3,518 controls[J].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2015, 8: 2757.

[6] Wang Q, Ke J, Song Q, et al. The SNP rs931794 in 15q25.1 Is Associated with Lung Cancer Risk: A
Hospital-Based Case-Control Study and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5, 10(6):e0128201.

[7] Cheng M, Yang L, Yang R, et al. A microRNA-135a/b binding polymorphism in CD133 confers
decreased risk and favorable prognosis of lung cancer in Chinese by reducing CD133 expression[J].
Carcinogenesis, 2013, 34(10): 2292-2299.

[8] Lu X, Ke J, Luo X, et al. The SNP rs402710 in 5p15.33 Is Associated with Lung Cancer Risk: A
Replication Study in Chinese Population and a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3, 8(10):e7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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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主要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85%以上
。肺癌多见于男性，高发年龄为40岁以上。2015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肺癌的新发病例73万、死亡病例61万
，均在癌症谱的第一位，已然成为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

致病因素
肺癌的具体病因不明，目前普遍认为其受遗传因素和
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1）遗传因素：相关研究表明
肺癌的遗传率为8%~14%。6.9%的肺癌患者存在LKB1
突变，10.5%的肺腺癌患者存在LKB1的F354L变异，且
为家族性遗传。（2）吸烟：目前认为吸烟是肺癌的最
基本高危因素，85%~90%的肺癌患者有吸烟史。（3
）环境因素：增高肺癌患病风险的其他因素还包括长
期吸入二手烟、粉尘，雾霾天气及有肺部慢性炎症等
。

早期症状
肺癌早期可无明显症状，最常见症状是刺激性咳嗽（
常由于外部刺激如冷空气、运动后、气味、呼吸感染
诱发的无痰咳嗽）当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常出现
以下症状：（1）刺激性干咳。（2）痰中带血或血痰
。（3）胸痛。（4）发热。（5）气促。当呼吸道症状
超过2周，经对症治疗不能缓解，尤其是痰中带血、刺
激性干咳，或原有的呼吸道症状加重，要高度警惕肺
癌存在的可能性。

体检筛查
中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5年版）指出，建议年
龄55~74岁，吸烟史大于30年，戒烟史小于15年；或
年龄大于50岁，吸烟史大于20年，另外具有被动吸烟
等危险因素进行肺癌筛查。（1）体格筛查：患者出现
原因不明、久治不愈的肺外征象，如杵状指（趾）、
非游走性关节疼痛、男性乳腺增生、皮肤黝黑或皮肌
炎、共济失调和静脉炎等。临床表现高度可疑肺癌的
患者，体检发现肝肿大伴有结节、皮下结节、锁骨上
窝淋巴结肿大等提示远处转移的可能。（2）影像学检
查：肺癌的影像检查方法主要包括：X线胸片、CT、磁
共振成像MRI、超声、核素显像、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
层扫描PET–CT等方法。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
）遵循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USPSTF）推荐采用低剂
量螺旋CT进行定期筛查。

生活建议
（1）戒烟：烟草吸食是肺癌发生最为主要的环境危险
因素，约有80%以上的男性肺癌和至少50%的女性肺
癌可归咎于这一因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不
吸烟以及减少被动吸烟的机会可以有效的防止肺癌的
发生。（2）避免吸入污染空气：改善工作场所的通风
环境，减少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浓度，在粉尘污染环境
中的工作者，应带好口罩或其它防护面具以减少有害
物质的吸入。（3）注意营养均衡：饮食营养结构不均
衡、人体免疫力功能降低等也可能对肺癌的发生起一
定的促进作用。应多吃一些富于营养、维生素多的新
鲜蔬菜和水果，少吃一些油煎、烧烤等热性食物。（4
）加强体育锻炼：平时应该注意增加体育锻炼，最好
保持每周三次。（5）肺癌自检：肺癌的典型症状是咳
嗽、痰中带血、胸痛、气促等肺部表现。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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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625

3.62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906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62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2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5.2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4.73%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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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BCB4 rs4148808 T/T T/T

ABCB4 rs1558375 T/T T/T

ABCB1,ABCB4 rs17209837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Mhatre S, Wang Z, Nagrani R, et al. Common genetic variation and risk of gallbladder cancer in
India: a case-contro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J]. Lancet Oncology, 2017, 18(4):53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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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胆囊癌为胆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绝大多数是腺癌，少数有乳头状腺癌、粘液癌、鳞癌等。原发性胆囊癌临床上较
为少见，根据国内报道仅占所有癌总数的1%左右。然而，近年来胆囊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发现在3~5年中
，胆囊癌占同期胆道疾病的百分比由1.64%上升到2.08%~2.28%。女性常见于男性，男女比例接近1：3。从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来看，胆囊癌与胆石症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内资料有20%~82%合并胆石症，国外为54%~100%。同时
，经常不吃早餐的人群容易引起胆结石，从而导致胆囊癌的发生。

致病因素
（1）遗传：研究表明，胆囊癌可以在家族遗传，家族
史会增加胆囊癌的机率，但是这种危险性还是很低，
因为这种疾病很少见。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一
些基因或生物大分子（如K–ras，c–myc，Bcl–2，p53
，p16，survivin等），同胆囊癌的发生、发展或转移
有关，提示遗传因素可能在胆囊癌发病过程中起到一
定作用。（2）胆囊病变：胆囊轮廓模糊、胆囊萎缩、
胆囊壁明显增厚，表现为胆囊壁局部或全层增厚或不
规则增厚以及胆囊隆起性病变（直径＞1cm）；（3）
结石直径：胆囊结石直径＞2cm或胆囊颈部结石嵌顿
者易发生胆囊癌；（4）胆囊结石：国内外已经有调查
资料表明，80%左右的胆囊癌患者合并有胆囊结石。
胆囊结石患者的胆囊癌发生率比无结石者高出7倍；（
5）性别：胆囊癌发病率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两者之比
约为31；（6）年龄大于60岁、胆囊结石病史大于10
年。

早期症状
（1）腹痛；（2）恶心和/或呕吐；（3）黄疸；（4）
腹部包块；（5）食欲减退，体重减轻，皮肤瘙痒等。

体检筛查
检查：（1）B超声检查：B超检查简便无损伤，可反复
使用，是首选检查方法。内镜超声用高频率探头仅隔
着胃或十二指肠壁对胆囊进行扫描明显提高胆囊癌的
检出率，能进一步判定胆囊壁各层结构受肿瘤浸润的
程度；（2）CT扫描：因胆囊壁被肿瘤广泛浸润增厚加
之腔内癌块充填形成实质性肿块。如果肿瘤侵犯肝脏
或肝门胰头淋巴结转移，多能在CT影像下显示；（3）
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4）肿瘤标记物筛查：在肿瘤
标本的CEA免疫组化研究报告中胆囊癌的CEA阳性率为
100%。进展期胆囊癌患者血清CEA值可达9.6ng/ml，
但在早期诊断无价值。CA19–9、CA125、CA15–3等肿
瘤糖链抗原仅能作为胆囊癌的辅助检查。胆囊癌的诊
断主要依靠非侵入性的辅助影像学检查和创伤性检查
，如腹腔镜检查和活检。

生活建议
（1）预防胆囊结石的发生：预防胆囊癌，首先要从预
防胆囊结石开始，因为已有数据显示，80%的胆囊癌
病人伴有1年到20年不等的胆囊结石病史。这是由于胆
结石及其导致的胆汁排泄不畅的刺激，容易引起胆管
或胆囊壁细胞的异常增生与恶变，从而发生胆囊癌。
（2）注意饮食规律：定时吃早餐，不吃早餐是导致胆
结石与胆囊癌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经常不吃早餐的
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就会迟迟得不到有效的食
物刺激而无法分泌。长期下来胆汁过久存积在胆囊中
，容易形成结石。（3）注意饮食健康，少吃高脂肪食
物：胆囊癌的发生和膳食结构及食物成分密切相关，
高动物脂肪饮食与胆囊癌的发生相关。（4）定期去正
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建议具有胆结石、胆囊息肉、胆
囊炎等胆囊疾病以及胆囊癌家族史的人群定期到正规
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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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445 5.781

3.29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5.93313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29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8.6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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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FEN1 rs4246215 G/G G/G

MDM2 rs2279744 T/T T/G

PCAT1,POU5F1B rs10505477 A/A A/G

MYRF rs174537 G/G G/G

FADS1 rs174550 T/T T/T

HHIPL2,DUSP10 rs6687758 A/A A/G

DDHD1,MIR5580 rs4444235 T/T T/C

PCAT1,POU5F1B rs7014346 A/A A/G

CCND2,PARP11 rs10774214 T/T T/C

HAO1,BMP2 rs2423279 T/T C/C

LOC340073,PITX1 rs647161 C/C C/A

LOC283050 rs704017 A/A A/G

TCF7L2 rs11196172 G/G G/A

FADS2 rs1535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28个位点，其中16个位点为有害突变，10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2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Fang X, Chen W, Bi X, et al. Risk of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Identified Genetic Variants for
Colorectal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 2010,
19(7):1855-1861.

[2] He T, Mo A, Zhang K, et al. ABCB1/MDR1 gene polymorphism and colorectal cancer risk: a meta-
analysis of case-control studies.[J]. Colorectal Diseas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oproctolog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2011, 15(1):12-8.

[3] Haerian M S, Baum L, Haerian B S. Association of 8q24.21 loci with the risk of colorect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11,
26(10):1475–1484.

[4] Ezgi O, Merve A, Hakan Y T, et al. Genetic Variations in Phospholipase C-epsilon 1 (PLCE1) and
Susceptibility to Colorectal Cancer Risk.[J]. Biochemical Genetics, 2016, 54(6):1-4.

[5] Zhang B, Jia W H, Matsuda K, et al. Large-scale genetic study in East Asians identifies six new loci
associated with colorectal cancer risk[J]. Nature Genetics, 2014, 46(6):533-542.

[6] Wang W, Du M, Gu D, et al. MDM2 SNP309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colorectal cancer
risk.[J]. Sci Rep, 2014, 4(18):4851.

[7] Slattery M L, Herrick J, Curtin K, et al. Increased risk of colon cancer associated with a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SMAD7[J]. Cancer Research, 2010, 70(4):1479-1485.

[8] Study C, Houlston R S, Webb E, et al. Meta-analysis of genome-wide association data identifies four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colorectal cancer.[J]. Nature Genetics, 2008, 40(12):1426-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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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结肠直肠癌是胃肠道中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症状不明显，随着癌肿的增大而表现排便习惯改变、便血、腹泻、腹
泻与便秘交替、局部腹痛等症状，晚期则表现贫血、体重减轻等全身症状。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中仅次于胃癌、食管癌和原发性肝癌。《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15版）》指出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
保持上升趋势。男女发病率分别为15.0/10万和9.7/10万，2011年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23.03/10万和1
1.11/10万。其中，城市地区远高于农村，且结肠癌的发病率上升显著，多数患者发现时已属于中晚期。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遗传性结直肠癌常见为遗传性非息肉
病性结肠癌HNPCC（林奇综合征）和家族性腺瘤性结
肠息肉病，这两种结直肠癌都是常染色体遗传疾病，
其中HNPCC占结直肠癌病例的4%~13%，约10%~30%
的结直肠癌患者具有家族聚集特征，且5%~6%与多种
遗传综合征相关；（2）疾病因素：肠道慢性炎症，腺
瘤，息肉及克罗恩病；（3）饮食因素：高脂肪膳食及
食物中缺乏纤维质是结肠癌发病的危险因素；（4）环
境因素：肥胖，缺乏体力运动。

早期症状
（1）腹胀腹痛：由于肠道功能紊乱，或者肠道梗阻导
致；（2）便血：因病变距肛门较近，血色多呈鲜红色
或暗红色，且往往血便分离；（3）贫血：当长期慢性
失血，超过机体造血的代偿功能时，病人即可出现贫
血。专家建议：对于FAP患者的一级亲属应从10~15岁
开始每年进行结肠镜检查，直至发现息肉确诊为止，
同时检查有无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肥大等肠外表现。
从25岁开始，对诊断明确的患者应每年检查胃、十二
指肠和乳头周围区域，其他肠外检查项目如甲状腺B超
、腹部B超等同样应每1~2年随访。

体检筛查
亚太结直肠癌工作组在《2014亚太共识建议：结直肠
癌筛查》中推荐对亚太地区结直肠癌发病率高的地区
进行结直肠癌人口筛查。筛查对象为50~75岁的人群，
男性、有家族史、吸烟和肥胖是结直肠癌危险因素；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结直肠癌诊断年龄小于50岁的患者
，且其一级亲属是结直肠肿瘤的高危人群，需要提前
进行结直肠癌的筛查。《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15版
）》建议：（1）体格检查：一般状况评价、全身浅表
淋巴结情况；腹部视诊和触诊，检查有无肠型、肠蠕
动波、腹部肿块、直肠指检；（2）实验室检查：血、
尿常规、大便常规粪便隐血试验、生化及肝功能；结
直肠癌患者在诊断治疗前评价疗效，随访时必须检测C
EA、CA19–9；有肝转移患者建议检测AFP；疑有卵巢
转移患者建议检测CA125；（3）内窥镜检；（4）影
像学检查。

生活建议
（1）适当进行体育锻炼，避免过度肥胖：研究表明，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结直肠癌发病率较低，其机
制可能是体育锻炼可刺激肠蠕动，从而减少膳食、内
源性分泌物及致癌物在肠腔内的滞留时间，同时可增
强机体免疫力。（2）结直肠癌自检：大便的习惯和形
状改变，都是结直肠癌的预警信号。“警报”的内容很丰
富，如排便次数突然增多或减少，出现腹泻、大便不
净等情况，大便变扁、变细或不规则等。没有结直肠
癌家族史的人，最好在40岁以后每年做1次肛门指检和
大便潜血试验；50岁后需要每3–5年做1次肠镜检查；
有结直肠癌家族史或慢性肠炎的人，定期肠镜检查的
时间应提前到40岁左右。另外，若大便隐血试验发现
阳性，也应及时做肠镜检查。（3）生活作息要规律：
避免长期熬夜与过度劳累，避免精神过于紧张、焦虑
及恐惧，戒烟限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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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2.928 8.140

4.09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76042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4.09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4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4.5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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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HNF1B rs4430796 A/A A/A

VDR rs2408876 T/T T/C

POU5F1B,LOC727677 rs7000448 C/C C/T

NSMCE2 rs7008482 T/T G/G

PCAT1,POU5F1B rs13254738 C/C C/A

PCAT1,FAM84B rs10086908 T/T T/C

PCAT1,POU5F1B rs6981122 A/A A/C

PCAT1,POU5F1B rs7837328 A/A A/A

EEFSEC rs10934853 C/C C/A

PCAT1,POU5F1B rs16902094 A/A A/G

PCAT1,POU5F1B rs445114 T/T T/C

PCAT1,POU5F1B rs16901979 C/C C/C

FUNDC2P2 rs1447295 A/A C/C

CTD-2194D22 rs12653946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27个位点，其中11个位点为有害突变，14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2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Salinas C A, Kwon E, Carlson C S, et al. Multiple independent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8q24 region are
associated with prostate cancer risk.[J].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 2008, 17(5):1203-1213.

[2] Liu M, Suzuki M, Arai T, et al. A replication study examining three common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in a Japanese population[J]. Prostate, 2011,
71(10):1023–1032.

[3] Xu J, Kibel A S, Hu J J, et al. Prostate cancer risk associated loci in African Americans[J]. 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 : a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co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reventive Oncology, 2009, 18(7):2145.

[4] Wang M, Liu F, Hsing A W, et al. Replication and cumulative effects of GWAS-identified genetic
variations for prostate cancer in Asians: a case–control study in the ChinaPCa consortium[J].
Carcinogenesis, 2012, 33(2):356-360.

[5] Na R, Liu F, Zhang P, et al. Evaluation of reported prostate cancer risk-associated SNPs from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various racial populations in Chinese men.[J]. Prostate, 2013,
73(15):1623.

[6] Oh J J, Byun S S, Lee S E, et al. Genetic variations in VDR associated with prostate cancer risk and
progression in a Korean population[J]. Gene, 2014, 533(1):86-93.

[7] Gudmundsson J, Sulem P, Gudbjartsson D F,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d replication
studies identify four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prostate cancer susceptibility[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10):112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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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前列腺癌是指发生在前列腺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病理类型上包括腺癌（腺泡腺癌）、导管腺癌、尿路上皮
癌、鳞状细胞癌、腺鳞癌。我国是前列腺癌低发区，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为欧美国家的1/30~1/20，但呈显著增长
趋势。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大城市的发病率更高。前列腺癌患者主要是老年男性，新诊
断患者中位年龄为72岁，高峰年龄为75~79岁。在我国，小于60岁的男性前列腺癌发病率较低，超过60岁发病率
明显增长。由于多数病人初诊时已属晚期，影响了治疗效果和生存时间，因此，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显得尤
为重要。

致病因素
（1）遗传学因素：前列腺癌的发病有家族性差异，也
有种族上的差异，研究发现9q31.2–rs817826和19q13.
4–rs103294两个SNP与中国人群前列腺癌发病相关。
（2）年龄因素：前列腺癌多发生在50岁以上的老年男
性，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高而增高。（3）饮食因素：高
脂肪饮食是前列腺癌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其他危险
因素如维生素E、硒、木脂素类、异黄酮的摄入不足可
诱发前列腺癌的发生。（4）职业因素：长期从事化工
、橡胶、染料、印刷等的职业者，对镉的接触增多，
发生前列腺癌的危险性也较大。

早期症状
早期前列腺癌通常没有症状，但肿瘤阻塞尿道或侵犯
膀胱颈时，则会发生下尿路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急
性尿满留、血尿、尿失禁。骨转移时会引起骨骼疼痛
、病理性骨折、贫血、脊髓压迫等症状，甚至导致下
肢瘫痪。

体检筛查
前列腺癌高发人群包括：（1）长期熬夜人群，人体昼
夜节律被打乱，会导致体内激素和内分泌失调，使具
有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作用的褪黑激素分泌量下降
，增加前列腺癌患病率。（2）常喝“软饮料”人群。（
3）饮食习惯上偏重口味食物人群，如无节制常吃大鱼
大肉者，咸味、咖喱、胡椒等调味料对健康不利。（4
）肥胖男性患前列腺癌的危险性与体重正常的男性相
比增加了一倍。（5）性放纵者或好色之徒，前列腺癌
的病因与激素分泌有关，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是前列
腺癌的一个诱因。诊断方法：（1）直肠指检（DRE）
，对早期诊断和分期有重要价值，应在抽血检查PSA后
进行DRE。（2）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查。（3
）经直肠超声检查（TRUS），通过超声可以初步判断
肿瘤的体积大小。（4）前列腺穿刺活检。

生活建议
（1）培养健康的膳食结构：前列腺癌的发生和膳食结
构及食物成分密切相关，高动物脂肪饮食与前列腺癌
的发生相关。由饮食导致的肥胖（食源性肥胖）会提
高患前列腺癌的风险。蔬菜水果和豆类（富含植物雌
激素）可以预防前列腺癌。因此要注意膳食平衡，少
吃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
和豆类，预防前列腺癌。（2）戒除吸烟、酗酒等不良
嗜好：吸烟作为前列腺癌的危险因素之一，与前列腺
癌的风险升高相关。（3）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避
免对前列腺进行压迫，不要长时间久坐不动，要适当
休息并及时变换体位，避免前列腺的局部充血的现象
。（4）适当进行体育锻炼：适当的体育锻炼可增强身
体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5）定期去正规体检机构进
行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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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213 5.194

3.39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69751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39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8.4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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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P53 rs1042522 G/G G/C

SLC14A1 rs1058396 G/G G/A

TACC3 rs798766 T/T T/C

TERT rs2736098 C/C C/T

CLPTM1L rs401681 C/C C/C

CASC11 rs9642880 G/G G/T

PSCA rs2294008 C/C C/T

LEPREL1,MIR944 rs710521 T/T T/C

SLC14A1 rs17674580 C/C C/T

TP63 rs35592567 C/C C/C

UGT1A10 rs11892031 A/A A/A

CDKAL1 rs4510656 C/C C/C

CCNE1,C19orf12 rs8102137 T/T T/T

LSP1 rs907611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18个位点，其中9个位点为有害突变，5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4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于
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Yang Z, Nie S, Hui Z, et al. Association of p53 Arg72Pro polymorphism with bladder cancer: A meta-
analysis[J]. Biomarkers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Exposure Response & Susceptibility to Chemicals,
2013, 512(2):408-413.

[2] Rafnar T, Vermeulen S H, Sulem P, et al. Europea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SLC14A1 as a new urinary bladder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1,
20(21):4268-4281.

[3] Rothman N, Garciaclosas M, Chatterjee N, et al. A multi-stag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bladder cancer identifies multiple susceptibility loci[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11):978-984.

[4] Singh V, Jaiswal P K, Mittal R D. Replicative study of GWAS TP63C/T, TERTC/T, and SLC14A1C/T, with
susceptibility to bladder cancer in North Indians 1[J]. Urologic Oncology Seminars & Original
Investigations, 2014, 32(8):1209-1214.

[5] Zhang Y, Sun Y, Chen T, et al. Genetic Variations rs11892031 and rs401681 Are Associated with
Bladder Cancer Risk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14,
15(11):19330-41.

[6] Wang M, Wang M, Zhang W, et al. Common genetic variants on 8q24 contribute to susceptibility to
bladder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Carcinogenesis, 2009, 30(6):991-6.

[7] Wang M, Du M, Ma L, et al. A functional variant in TP63 at 3q28 associated with bladder cancer risk
by creating an miR‐140‐5p binding si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016, 139(1):65.

[8] Figueroa J D, Ye Y, Siddiq A,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multiple loci associated
with bladder cancer risk[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4, 23(5):1387-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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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膀胱癌泛指各种出自膀胱的恶性肿瘤，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最常见的膀胱癌细胞来自膀胱内面黏膜表皮
，学术上称为移行上皮细胞癌（TCC）。本病发病率较高，其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包括儿
童。男性约为女性的3~4倍，城市中发病率高于农村，发病年龄为16~84岁，多数在五十岁以上。本病可发生于膀
胱的任何部位，多数在膀胱三角区，其他部位次之，有时肿瘤可侵犯整个膀胱。自然生存期大约为16~20个月。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膀胱癌患者的直系亲属患膀胱癌的危
险性约为无家族史者的2倍，年轻膀胱癌患者的直系亲
属危险性更高，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的膀胱癌
发生率也明显增高。（2）环境因素：吸烟是目前最为
肯定的膀胱癌致病危险因素，约为30%~50%的膀胱癌
由吸烟引起，吸烟可使膀胱癌的危险率增加2~4倍，其
危险率与吸烟强度和时间成正比。其他重要的致病危
险因素为长期接触工业化学产品。柴油机废气累积也
可增加膀胱癌的发生危险。有研究认为商业人士和行
政人员、男性的电工和电子业工人有患膀胱癌的倾向
，清洁工和助理职业对患膀胱癌有保护作用。（3）饮
食因素：如吃煎炸、发霉、熏制、腌制、辛辣刺激性
的食物，长期饮用砷含量高的水和氯消毒水等，可诱
发膀胱癌。

早期症状
膀胱癌的早期表现：血尿是最常见的症状，尤其是间
歇全程无痛性血尿，可表现为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
血尿出现时间及出血量与肿瘤恶性程度、分期、大小
、数目、形态并不一致。膀胱癌患者亦有尿频、尿急
、排尿困难和盆腔疼痛等表现，常与弥漫性原位癌或
浸润性膀胱癌有关，Ta、T1期肿瘤无此类症状。此外
，还有因输尿管梗阻导致的腰胁部疼痛、下肢水肿、
盆腔包块、尿潴留等其他症状，多为浸润性肿瘤的表
现。部分患者晚期症状表现在体重减轻、肾功能不全
、腹痛或骨痛等，应注意转型性病灶的存在。

体检筛查
膀胱癌的高发人群：（1）嗜烟人群，吸烟时间越长、
吸烟量越大，发生肿瘤的危险性也越大，推测可能与
烟草中含有多种芳香胺衍生物的致癌物质有关。（2）
长期大量服用镇痛药物的人群，可能导致膀胱癌的发
生，潜伏期可能长达25年。（3）伴有膀胱慢性感染与
异物长期刺激的人群。（4）曾进行过盆腔放射治疗或
应用环磷酰胺进行化疗的人群等。（5）长期接触工业
化学产品的人群。诊断依据：（1）膀胱肿瘤患者需询
问病史，做体格检查、尿常规、B超、尿脱落细胞学、
IVU检查及胸部X线片。（2）对所有考虑膀胱癌的患者
应行膀胱镜检查及病理活检或诊断性TUR。（3）诊断
性TUR应包括肿瘤基底的膀胱肌层。（4）对怀疑原位
癌、尿脱落细胞学阳性而无明确黏膜异常者应考虑随
机活检。（5）对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根据需要可选
择盆腔CT/MRI、骨扫描。

生活建议
（1）减少吸烟或戒烟：吸烟是膀胱癌的一个重要的致
癌因素，烟草烟雾中的多环芳烃类的苯并芘和芳香胺
中的4–氨基联苯是膀胱癌的器官特异性致癌物，可导
致膀胱癌危险率增加2~4倍。戒烟是预防膀胱癌的有效
方式。（2）避免长期接触工业化学产品：最早对膀胱
癌的研究，起因于人民发现膀胱癌发病率的增加与工
业发展密切相关。在苯胺染料工业的人群中，膀胱癌
的发病率显著增加，要避免长期接触工业化学产品，
包括染料、橡胶、杀虫剂、油漆、皮革、铝等。（3）
注意多饮水：饮水量少者膀胱中的尿液必定减少，而
致癌物质从肾脏排泄到膀胱后，在尿液中的浓度也相
应的升高，这些高浓度的致癌物质会对膀胱粘膜造成
强烈的刺激。同时，饮水量少者，排尿间隔时间必然
延长，这就给细菌（如大肠杆菌）在膀胱内的繁殖创
造了有利条件，经常发生膀胱癌者，多数是平时不喜
欢饮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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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霍奇金淋巴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100 3.235

2.05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69739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05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3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3.2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5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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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P53 rs1042522 G/G G/C

TLR10–TLR1–TLR6 rs10008492 C/C T/T

CXCR5 rs1790192 G/G G/A

IL10 rs1800896 T/T T/T

TLR10–TLR1–TLR6 rs4833103 A/A C/C

LTA,TNF rs1800630 C/C C/C

LTA rs1800629 G/G G/G

CXCR5 rs497916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Fan C, Wei J, Yuan C, et al. The functional TP53 rs1042522 and MDM4 rs4245739 genetic variants
contribute to Non-Hodgkin lymphoma risk.[J]. Plos One, 2014, 9(9):e107047-e107047.

[2] Rd H H, Au W Y, Kim H N, et al. IL10 and TNF variants and risk of non-Hodgkin lymphoma among
three Asian popul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matology, 2013, 97(6):793-799.

[3] Purdue M P, Lan Q, Wang S S, et al. A pooled investigation of Toll-like receptor gene variants and
risk of non-Hodgkin lymphoma.[J]. Carcinogenesis, 2009, 30(2):275-81.

[4] Charbonneau B, Wang A H, Maurer M J, et al. CXCR5, polymorphisms in non-Hodgkin lymphoma
risk and prognosis[J]. Cancer Immunology Immunotherapy, 2013, 62(9):1475-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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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是具有很强异质性的一组独立疾病的总称。在我国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肿瘤，在常见恶性
肿瘤排位中在前10位以内。NHL可发于各个年龄段，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约3：1，儿童NHL较HL多见，最新的
流行病学显示，目前NHL在不同年龄阶段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年轻人最需提防。

致病因素
目前，淋巴瘤的具体发病原因尚无明确的定论，主要
为以下4个因素：（1）病毒感染（HTLV、HIV、EBV、
HCV）；（2）免疫缺陷（艾滋病、器官移植、类风湿
关节炎、干燥综合征）；（3）环境（农药、染发剂、
放射暴露）；（4）遗传：若近亲患了某种血液/淋巴
系统恶性疾病，则NHL发病风险可能会增加2~4倍。

早期症状
NHL发病首发症状可能是无痛性浅表、深部、结外的
淋巴结肿大。肿块大小不等、不对称、质实有弹性。
主要表现为（1）浅表淋巴结肿大或形成结节肿块：尤
以颈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其次为腋窝、腹股沟淋巴
结；（2）体内深部淋巴结肿块：因部位而异–浸润纵
隔、肺部表现为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浸润肠系膜
淋巴结、腹膜后淋巴结表现为腹痛肿块、肠梗阻等；
（3）结外淋巴组织的增生和肿块：内脏、颅内受累。

体检筛查
淋巴瘤高危人群有：（1）先天性免疫失调的人群；（
2）长期接触化学溶剂、清洁剂、染发剂、放射线等容
易导致免疫力下降的人群；（3）有淋巴瘤家族遗传史
的人群。一般来说，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会出现
发热、盗汗与消瘦、疼痛、皮肤瘙痒、皮肤病变以及
出现肿块等明显现象。确诊检查有以下几个：（1）组
织学检查：本病只有通过被切除的组织进行组织学检
查才能作出诊断；（2）免疫过氧化酶检查：确定白细
胞公共抗原存在，而排除转移性癌；（3）辅助检查：
影像学检查，胸腹部B超、淋巴结B超、骨扫描、淋巴
造影术、胃肠镜检查等。

生活建议
（1）病毒感染和免疫功能失调是恶性淋巴瘤目前唯一
确定的危险因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是淋
巴瘤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此外，Epstein–Barr病毒、
人类疱疹病毒8、人类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病毒1也与
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关。要严防病毒侵袭，保持充足的
睡眠，适当进行体育锻炼等，增强自身免疫力，在体
内建立起一道防线，不给病毒入侵以任何可乘之机。
（2）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高蛋白、高脂肪的
摄入可以增加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患病风险，而高蔬菜
和水果及高营养素（如叶酸、维生素B12等）则是非霍
奇金淋巴瘤的保护因素。此外，吸烟会增加滤泡性淋
巴瘤的患病风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多吃
蔬菜和水果有助于预防淋巴瘤的发生。（3）避免接触
有害化学物质：染发剂会增加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患病
风险，注意不用或少用染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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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髓性白血病—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900 2.533

1.77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710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77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3.1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06%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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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DM2 rs2279744 T/T T/G

IL23R rs6682925 C/C C/C

ZNF230 rs2191566 G/G G/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ingeetham A, Vuree S, Jiwatani S, et al. Role of the MDM2 promoter polymorphism (-309T>G)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development[J].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Apjcp, 2015,
16(7):2707.

[2] Qian X, Cao S, Yang G, et al. Potentially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in IL-23 Receptor and Risk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3, 8(2):e55473.

[3] Cao S, Yang G, Zhang J, et al. Replication analysis confirms the association of several varia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Chinese population[J].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 Clinical Oncology,
2015, 14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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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急性髓性白血病（AML）亦称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它是多能干细胞或已轻度分化的前体细胞核型发生突变所形
成的一类疾病，是造血系统的克隆性恶性疾病，是一个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群，它可以由正常髓系细胞分化发育
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造血祖细胞恶性病变转化而来，起源于不同阶段祖细胞的AML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根据流行
病学统计，中国白血病的自然发病率为3/10万~4/10万，并成增长趋势。全国目前有400万名白血病患者，每年新
增约4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2万多名是儿童，而且以2~9岁的儿童居多，其中城市白血病患儿比例占1/3，导致城
市白血病患儿增多的罪魁祸首不排除家庭装修造成的污染。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单卵双胎之一发生白血病后，其同胞
在一年内发生白血病的机会是正常人群的5倍；白血病
高危家族中有较高的白血病发生率，是正常家族的16
倍；伴特殊染色体异常的遗传病，如Down综合征、Fa
nconi贫血、Bloom综合征、神经纤维瘤病等，白血病
发生率远高于正常人群。（2）环境因素：电离辐射诱
发白血病已获证实，均易诱发患病。（3）化学因素：
长期接触化学物质如油漆、苯、染发剂等有机溶剂，
易诱发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4）饮食因素：含有化
肥、农药的蔬菜水果等食物，容易破坏骨髓的正常造
血功能，诱发患病。（5）习惯因素：吸烟者患白血病
的危险是普通人群的2~3倍，研究发现吸烟每天超过40
支者发生AML后发现有5号或7号染色体异常。（6）其
他因素：如病毒感染等。

早期症状
贫血通常是发病时的首发症状，并呈进行性加重，表
现为面色苍白、乏力、头晕、食欲减退、心悸等。约6
0%的初诊AML有不同程度的出血，出血部位可遍及全
身，其中皮肤黏膜（鼻、口腔及牙龈）出血最常见，
眼底、球结膜出血较易见，血尿较少见，也可有颅内
、内耳及内脏出血；常有不明原因发热，它可以是肿
瘤性发热，但长时间持续38℃以上的发热常提示有感
染存在，感染可发生在体表、体内任何部位。

体检筛查
急性髓性白血病高发人群：（1）长期暴露于电离辐射
中的人群易诱发患病。（2）长期接触有机溶剂的人群
，如染发剂、油漆等。（3）较长期使用氯霉素、苯妥
英钠、环磷酰胺等药物的人群。（4）有白血病家族史
的人群。诊断建议：（1）AML的诊断标准参照世界卫
生组织（WHO2008）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分类标准，
诊断AML的外周血或骨髓原始细胞下线为20%。（2）
AML包括由相互易位/倒置引起的额外复发遗传异常，
还有一些分子标记的暂时分类，当患者被证实有克隆
性重现性细胞遗传学异常时，应诊断为AML。（3）A
ML的诊断还应满足：2个髓系免疫表型阳性，且淋系
标记小于2个或髓过氧化物或非特异性酯酶或丁酸盐。
（4）对于疑似急性白血病患者的评估和初始病情的检
查，建议综合病史和物理检查。（5）细胞遗传学骨髓
分析对AML诊断的确立是必要的。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蔬菜、水果食用前要清洗干净，尽量
将化肥农药残留量降至最低。（2）多吃富含纤维素的
食品。（3）少吃或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如辣椒、韭
菜等。（4）少食煎炸过度、生冷难消化食品。（5）
精选高热量高蛋白食物，如牛奶、鸡蛋等。日常生活
建议：（1）减少或避免接触电离辐射。（2）装修房
屋选用符合环保要求对人体无害的材料，入住前最好
开窗通风一周以上，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出血、低烧
、关节痛、头晕等症状即刻到医院进行检查。（3）使
用氯霉素、细胞毒类抗癌药、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时须
有医生指导，切勿长期使用或滥用。（4）尽量少用或
不用染发剂。（5）多运动，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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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706 4.056

1.98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7.13136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98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3.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6.2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9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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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FRD1 rs3807213 G/G G/G

MDM2 rs2279744 T/T T/G

ADIPOQ rs16861205 G/G G/G

PLCE1 rs3765524 C/C C/C

PLCE1 rs3781264 A/A A/A

PLCE1 rs11187842 C/C C/C

PLCE1 rs753724 G/G G/G

PSCA rs2294008 C/C C/T

ADIPOR2 rs10773989 T/T T/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Ma Y, Bian J, Cao H. MDM2 SNP309 rs2279744 polymorphism and gastric cancer risk: a meta-
analysis[J]. Plos One, 2013, 8(2):e56918.

[2] Tanikawa C, Urabe Y, Matsuo K,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wo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duodenal ulcer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J]. 2012, 44(4):430-4, S1-2.

[3] Xu R, Peng C, Xiao S, et al. IFRD1 polymorphisms and gastric cancer risk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Medical Oncology, 2014, 31(9):1-4.

[4] Ye L, Zhang Z Y, Du W D, et al. Genetic analysis of ADIPOQ variants and gastric cancer risk: a
hospital-based case–control study in China[J]. Medical Oncology, 2013, 30(3):1-10.

[5] Abnet C C, Freedman N D, Hu N,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gastric adenocarcinoma
an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dentify a shared susceptibility locus in PLCE1 at 10q23[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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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胃癌是发生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其发病率很高，死亡率占各类恶
性肿瘤的前列，胃癌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以40~60岁多见，男多于女，约为2~3:1。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胃癌
每年新发病例约为68万例，占全球发病病例的一半左右，许多患者诊断时已为进展期胃癌。据报道，胃癌患者中
，三四十岁的青年患者并不鲜见。由于胃癌一经发现常为中晚期，患者存活超过5年的机会一般低于30%，而如果
筛查出早期胃癌，通过内镜手术或外科手术治疗，患者存活5年的机会超过90%。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据报道，患者家属中胃癌发病率高于
一般人2~4倍；（2）环境及饮食因素：临床资料显示
胃癌的病因与各地方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经常食用
霉变、腌制等食物或过多摄入食盐，可增加胃癌发生
的危险性；（3）幽门螺旋杆菌（HP）感染：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胃癌发病率与HP感染率呈正相关，HP感染
者的胃癌发病率是非感染者的6倍；（4）癌前病变：
慢性萎缩性胃炎、恶性贫血、胃息肉、残胃、肠化生
等病变，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发展成胃癌；（5）免
疫因素：免疫系统对消除体内致癌因子起着重要作用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更易患癌；（6）饮食不规律、吃
饭过快、喜爱高盐、热烫、腌制或熏制食品的人群；
（7）长期酗酒及抽烟的人群；（8）男性，尤其是超
过正常体重20~25公斤的男性。

早期症状
上腹不适是胃癌中最常见的初发症状，约80%患者有
此现象，与消化不良症状相似，常有上腹胀痛、钝痛
、隐痛、恶心、嗳气、反酸及呕吐、腹部烧灼及饱胀
感，饭后尤其明显，且随着病情发展，症状日益加重
，部分患者会有节律性的疼痛，尤其胃窦胃癌更明显
，进食或服药可缓解；食欲减退或食欲不振导致日渐
消瘦，是胃癌的次常见症状，近50%的胃癌患者都有
明显食欲减退或食欲不振的症状；某些早期胃癌也可
以出现呕血，黑便，急剧消瘦及严重贫血等症状或吞
咽困难。

体检筛查
《NCCN胃癌临床实践指南》指出（1）家族中有相关
胃癌基因突变，有1名小于40岁的家族成员诊断为胃癌
者，或1名小于50岁的家族成员同时诊断为胃癌和乳腺
癌者，或在一级或者二级亲属有3名诊断为胃癌者等都
为高发人群，需进行胃癌筛查。（2）早期胃癌的X线
表现：在适当加压或双重对比下，隆起型常显示小的
充盈缺损，表面多不光整，基部稍宽，附近粘膜增粗
、紊乱，可与良性息肉鉴别。（3）中晚期胃癌的X线
表现：溃疡型，主要表现为龛影，溃疡口不规则，有
指压迹征与环堤征，周围皱襞呈结节状增生，混合型
者常见以溃疡为主伴有增生、浸润性改变。（4）内镜
检查：可直接观察胃内各部位，对胃癌尤其对早期胃
癌的诊断价值很大。（5）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检查：包
括癌的免疫学反应，体内特殊化学成分的测定及酶反
应等，但这些检查假阳性与假阴性均较高，特异性不
强。

生活建议
（1）饮食因素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多食盐渍、腌
晒、烟熏食品是胃癌发生的危险因素，其含有的亚硝
酸盐，在胃内转化成亚硝胺，有强烈致癌性。因此要
少食这类食品，多食蔬菜、水果，豆类食物和牛奶、
鲜鱼、肉、蛋等。同时要避免暴饮暴食，三餐不定时
，进食不宜过快、过烫、过硬。（2）避免幽门螺杆菌
感染：幽门螺杆菌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感染后如
果不经治疗常可持续终生，可导致各种胃粘膜病变，
包括萎缩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癌等。要做好
粮食的防霉去霉工作，保护食用水的卫生，注意清除
胃内幽门螺杆菌感染。（3）少饮烈酒，不吸烟：饮酒
和吸烟可以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饮酒多者其胃酸分
泌减少，导致萎缩性胃炎。（4）胃癌自检：若反复出
现上腹部隐痛不适、食后饱胀、食欲减退，按普通胃
病治疗无效并且有进行性加重、消瘦、贫血等症状，
就应尽早去医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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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奇金淋巴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32 3.226

1.4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469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4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0.8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6.9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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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HLA-DRA,BTNL2 rs9268542 A/A A/G

POU2AF1 rs1042752 A/A A/A

FKBPL,PRRT1 rs204999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ai K, Chang J, Hu J, et al. Germline variation in the 3'-untranslated region of the POU2AF1 gene is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lymphoma[J]. Molecular Carcinogenesis, 2017, 56(8):1945-1952.

[2] Cozen W, Li D, Best T, et al. A genome-wide meta-analysis of nodular sclerosing Hodgkin
lymphoma identifies risk loci at 6p21.32[J]. Blood, 2012, 119(2):46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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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霍奇金淋巴瘤（HL）是恶性淋巴瘤的一大类型。全球范围内不同人种的HL发病率不同，白种人最多，非洲裔及西
班牙裔次之，东方人最少。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数据，欧美国家HL发病率为2.7~2.8/10万，而亚洲人的发病率
则明显减少，为0.3~0.7/10万。西方国家经典型HL的发病年龄呈双峰曲线，即第一个高峰为25岁，第二个高峰为4
5岁，而我国的双峰曲线并不明显。有报道中国人移民至加拿大后，HL发病率增高，但仍比加拿大当地人的发病率
低，这提示HL可能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淋巴瘤病理研究协作组对国内多中心的10002例患
者分析后得出我国HL占淋巴瘤的8.54%。HL中，结节硬化型HL占39.58%，混合细胞型HL占41.69%。

致病因素
目前，淋巴瘤的具体发病原因尚无明确的定论，主要
为以下4个因素：（1）病毒感染（HTLV、HIV、EBV、
HCV）；（2）免疫缺陷（艾滋病、器官移植、类风湿
关节炎、干燥综合征）；（3）环境（农药、染发剂、
放射暴露）；（4）遗传：若近亲患了某种血液/淋巴
系统恶性疾病，则NHL发病风险可能会增加2–4倍。

早期症状
霍奇金淋巴瘤以浅表淋巴结肿大为首发症状，其中颈
淋巴结肿大占多数；头颈部症状有咽痛、扁桃体肿大
和鼻塞等；胸部症状有胸闷、胸痛、咳嗽、气短和胸
部肿物；腹部症状表现为腹痛、腹部肿块；全身症状
主要表现为发热。霍奇金淋巴瘤首发结外受侵较少，
主要为小肠、胃和咽淋巴环。

体检筛查
淋巴瘤高危人群有：（1）先天性免疫失调的人群；（
2）长期接触化学溶剂、清洁剂、染发剂、放射线等容
易导致免疫力下降的人群；（3）有淋巴瘤家族遗传史
的人群。霍奇金淋巴瘤诊断方法：（1）实验室检查：
血象示贫血多见于晚期患者，为正色素、正细胞性贫
血，免疫学检查提示本病存在细胞免疫缺陷，表现迟
发性皮肤免疫反应低下，CD4+细胞减少；（2）影像
学检查：X线平片，CT，MR，PET–CT等。

生活建议
（1）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多在阳光下运动，多
出汗可将体内酸性物质随汗液排出体外，避免形成酸
性体质；（2）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逸结合，不
要过度疲劳；（3）不要过多地吃咸而辣的食物，不吃
过热、过冷、过期及变质的食物；（4）不要让自己生
活的环境中出现造成霍奇金淋巴瘤的因素，比如不要
接触各种射线以及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不要接触有关
的毒性物质，比如苯类、氯乙烯、橡胶、砷、汽油、
有机溶剂涂料等；（5）预防病毒的感染，比如EB病毒
、成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艾滋病毒等，因为这些
病毒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引起霍奇金淋巴瘤。同时
还需要在春秋季节预防感冒的发生，加强自身的保护
，去除不良的生活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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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皮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78 3.127

1.85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7423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85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5.7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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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LRRTM4,GCFC2 rs11126513 G/G G/G

LINC00571,TRPC4 rs9548166 G/G G/G

CRTAM rs17338032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adby G, Mukherjee S, Musk A W,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for malignant
mesothelioma risk.[J]. Lung Cancer, 2013, 8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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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间皮瘤有两种：（1）胸膜间皮瘤是胸膜原发肿瘤，有局限型（多为良性）和弥漫型（都是恶性）之分。其中弥漫
型恶性间皮瘤是胸部预后最坏的肿瘤之一。国外发病率高于国内，各为0.07%~0.11%和0.04%。死亡率占全世界所
有肿瘤的1%以下。50岁以上多见，男女之比为2：1；（2）腹膜间皮瘤是指原发于腹膜间皮细胞的肿瘤。临床表
现不具有特征性，常见的症状和体征有：腹痛、腹水、腹胀及腹部包块等。腹膜间皮瘤约占所有间皮瘤病例的20%
，可发生于2~92岁，平均年龄为54岁，其中约63%的病例在45~64岁之间，儿童患病者罕见。腹膜恶性间皮瘤是罕
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1/1000000，其发生与接触石棉有关。据报道60%~80%患者有石棉接触史。

致病因素
（1）长期接触石棉：被认为是该肿瘤的主要致病因素
。所有种类的石棉纤维，几乎都与间皮瘤的发病机制
有关，但每种纤维的危险性并不相同，最危险的是接
触青石棉，危险性最小是接触黄石棉。第1次接触石棉
到发病的潜伏期一般为20~40年，间皮瘤的发病率与接
触石棉的时间和严重程度成正比；（2）其他非石棉原
因：接触天然矿物纤维、胸膜腔慢性感染(结核性胸膜
炎)以及反复的肺部感染。也有报道接触放射线后引起
胸膜间皮瘤的病例，从接触放射线到发现患胸膜间皮
瘤的时间为7~36年，平均16年；（3）猿病40（SV40
）感染：在没有石棉接触史的患者中，30%~50%可能
与SV40感染有关。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年代，数百万的
美国人可能因接种沙克（Salk）疫苗而感染SV40。最
近，在脑瘤及间皮瘤患者中分离出SV40。研究者在60
%的间皮瘤患者中分离出SV40片段，并给大鼠胸腔内
注射SV40后成功地诱发了间皮瘤。

早期症状
（1）局限型者无明显不适或仅有胸痛、活动后气促；
（2）弥漫型者有较剧烈胸痛、气促、消瘦等；（3）
患侧胸廓活动受限，饱满，叩诊浊音，呼吸音减低或
消失；（4）可有锁骨上窝及腋下淋巴结肿大。

体检筛查
间皮瘤高发人群：（1）长期在高粉尘（尤其是石棉粉
尘）下工作者；（2）长期吸烟或者被动吸烟者；（3
）有慢性肺部感染者等。1.胸膜间皮瘤诊断鉴别：（1
）胸痛、气促、消瘦等症状；（2）胸腔积液及胸膜增
厚体征；（3）胸片或胸部CT见胸膜结节影；（4）胸
腔镜检查可见结节，并可钳取活动组织明确病因诊断
。2.腹膜间皮瘤诊断鉴别：（1）腹痛、腹胀、腹水、
腹部包块的病人，尤其有石棉接触史；（2）影像学检
查腹膜有薄片状肿瘤征象及腹水；（3）腹水脱落细胞
学检查；（4）腹膜活检、腹腔镜及剖腹探查并取组织
作病理学检查可确诊。

生活建议
（1）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如果人们都不
再吸烟，5年之后，世界上的胸膜间皮瘤将减少1/3；
烟和酒是极酸的酸性物质，长期吸烟喝酒的人，极易
导致酸性体质；（2）不吃过咸、过辣、过热、过冷、
过期及变质的食物；酌情食用防癌食品和含碱量高的
碱性食品；（3）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逸结合，
不要过度疲惫；（4）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多在
阳光下运动，多出汗可将体内酸性物质随汗液排出体
外，避免形成酸性体质；（5）生活要规律，生活习惯
不规律的人，如彻夜唱卡拉OK、打麻将、夜不归宿等
生活无规律，都会加重体质酸化，轻易患胸膜间皮瘤
。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保持弱碱性体质，
使胸膜间皮瘤疾病远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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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骨髓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29 1.950

0.93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931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3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7.3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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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DNAJC16 rs7516435 A/A G/G

HGF rs17501108 G/G G/G

SERPINE1 rs2227667 A/A G/G

FTL rs1042265 G/G G/G

CCR7 rs3136685 C/C C/T

RIPK1 rs9391981 C/C C/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Purdue M P, Lan Q, Menashe I, et al. Variation in innate immunity genes and risk of multiple
myeloma[J]. Hematological Oncology, 2015, 29(1):42-46.

[2] Rd H H, Baris D, Zhang Y,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i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related genes and
multiple myeloma risk[J]. Leukemia Research, 2009, 33(12):1609-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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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以骨髓中积聚浆细胞为特征的恶性肿瘤，是血液系统第二位常见恶性肿瘤，可导致骨质破坏和
骨髓衰竭。多发于老年人，目前仍无法治愈。在我国的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二，已经超过急性白血病
，位居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

致病因素
（1）遗传倾向相关：多发性骨髓瘤不会遗传，但有一
定的家族遗传倾向，即若患者家族中的成员的发病率
相对较高。（2）环境因素：电离辐射诱发白血病已获
证实，易诱发患病，其潜伏期较长，有时长达15年以
上。（3）化学因素：长期接触化学物质如油漆、苯、
染发剂等有机溶剂的职业人士，发病率显著高于正常
。（4）病毒感染等。（5）年龄因素：易患病人群主
要是老年人。（6）种群因素：美国黑人发病率是白人
的2倍，日本人、中国人的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最低
，不随移民影响。

早期症状
多发性骨髓瘤起病缓慢且隐袭，早期患者可无特殊症
状，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药物不能抑制的骨痛、水肿、
蛋白尿、肾脏损害、贫血、血小板减少、有出血倾向
、球蛋白异常增高、乏力、肢体麻木等症状。

体检筛查
多发性骨髓瘤的高发人群：（1）老年人为易患病人群
。（2）特殊职业人群，如长期接触杀虫剂、黄曲霉素
的人群。（3）长期接触化学物质或重金属人群，如长
期接触苯、石油及燃料燃烧等的人群。（4）某些基础
性疾病人群，如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一些病毒性感
染如疱疹病毒、艾滋病毒等感染的患者。（5）生活环
境恶劣、生活水平较低的人群。诊断方法：根据《中
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2015年修订）》指出，多
发性骨髓瘤的必检项目包括，（1）血液检查，包括血
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血清蛋白电泳
、免疫固定电泳、β2–MG、CRP、外周血涂片、血清
免疫球蛋白定量。（2）尿液检查，尿常规、24h尿轻
链、尿免疫固定电泳。（3）骨髓检查，骨髓细胞学涂
片分类、骨髓活检+免疫组化。（4）影像学检查，全
身X线平片。（5）其他检查，胸部CT、心电图、腹部
B超。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饮食宜清淡，不宜油腻。（2）选用
抑制骨髓过度增生的食品，如海带、紫菜、裙带莱、
海蛤、杏仁。（3）宜吃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鸡蛋、牛
奶、大豆等。（4）宜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如
橄榄油、茶油、坚果、深海鱼等。（5）忌吃含有亚硝
酸盐的食物，如火腿肠，咸菜，腐乳，腊肉，榨菜等
。（6）忌吃寒凉的食物，如苦瓜、茭白、荸荠、藕、
竹笋等。日常生活建议：（1）加强环保意识，改善工
作环境，对长期接触化学试剂的职业人群，应注意个
人日常防护及环境保护意识。（2）对老年人不明原因
的骨痛、乏力或经常反复感染、蛋白尿等提高警惕，
及时去医院检查，尽早做出明确诊断。（3）避免射线
及化学毒物的接触。（4）保持乐观的态度，性情稳定
，勿大怒或大悲。（5）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增强自身
免疫力。（6）注意保持合理的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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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母细胞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4.562

3.07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4303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07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5.7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1%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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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BARD1 rs3768716 T/T C/C

BARD1 rs6435862 G/G G/G

CASC15 rs4712653 T/T T/T

CASC15 rs9295536 C/C C/C

CASC15 rs6939340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apasso M, Devoto M, Hou C, et al. Common variations in BARD1 influence susceptibility to high-
risk neuroblastoma[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6):718-723.

[2] Maris J M, Mosse Y P, Bradfield J P,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a susceptibility
locus to clinically aggressive neuroblastoma at 6p22[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8,
358(24):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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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是常见的小儿恶性肿瘤之一，占所有儿童肿瘤的6%~10%。根据2014年美
国对儿童期癌症的统计，神经母细胞瘤患者以0~14岁的儿童为主，男生多于女生，50%在2岁以前发病，75%在4
岁以前发病，90%在10岁以前发病。NB起源于肾上腺髓质，腹膜后、纵隔及脊柱旁交感神经节；75％位于后腹膜
，以肾上腺最多，其余发生在盆腔、纵隔和颈部等。有报道称，本病有70%病例的第1号染色体短臂异常。根据第
六次人口普查，中国19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有3.21亿。如果按照每百万人59例的发病率推算，中国每年的神经母
细胞瘤发病人数大致在1600~2900人之间。

致病因素
目前关于神经母细胞瘤真正的病因尚不清楚。一些遗
传易感因素被发现与神经母细胞瘤的发病相关。家族
型神经母细胞瘤被证明与间变淋巴瘤激酶的体细胞突
变所导致。由于神经母细胞瘤往往发生于婴幼儿，因
此有许多研究集中调查环境危险因素对怀孕以及孕期
的影响。例如怀孕期间的是否接触化学危险品、吸烟
、饮酒、药物、感染等。但是，这些研究尚未有明确
的结果。

早期症状
神经母细胞瘤的初发症状不典型，因此在早期诊断有
所困难。比较常见的症状包括疲乏，食欲减退，发烧
以及关节疼痛。肿瘤所导致的症状取决于肿瘤所处的
器官以及是否发生转移。腹腔的神经母细胞瘤一般表
现为腹部膨隆以及便秘；胸腔神经母细胞瘤一般表现
为呼吸困难；脊髓神经母细胞瘤一般表现为躯干与肢
体力量减退，患者往往会有站立、行走等困难；腿部
以及髋部等骨头的神经母细胞瘤可以表现为骨痛以及
跛行；骨髓的破坏可以使患者由于贫血所导致的皮肤
苍白。

体检筛查
诊断方法：（1）儿茶酚胺代谢物测定：24小时尿样中
VMA（香草扁桃酸）80％增加，HVA（高香草酸）75
％增加，诊断率达90％，为术前诊断的重要依据；（2
）X线检查：腹部平片在肿瘤部位常显示细砂状钙化；
（3）B超、CT、核磁共振（MRI）等无创伤的诊断手
段，可显示肿瘤大小，位置与周围脏器关系，提示能
否手术切除。其中MRI对神经系统受累及，尤其是脊管
内脊神经压迫情况有诊断价值；（4）骨扫描（ECT）
：有癌细胞侵蚀的骨骼可见浓聚灶；（5）骨髓穿刺涂
片（骨穿）：因能看到典型的肿瘤细胞，所以用于检
查癌细胞是否转移到骨髓。但由于肿瘤转移呈区域性
，故容易漏诊；（6）病理切片检查；（7）mIBG(131
I金属碘苯胍扫描）：用放射性核素标记的显影剂作核
扫描，有助于肿瘤的定位。

生活建议
（1）避免有害物质侵袭（促癌因素），避免或尽可能
少接触有害物质；（2）提高机体的免疫力；（3）预
防儿童上火，经常给孩子喝水，温开水即可；（4）睡
眠期间不宜穿太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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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素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15 1.313

0.26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55461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26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3.3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1.8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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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C1R rs1805007 C/C C/C

CLPTM1L rs401681 C/C C/C

CDKN2A rs3088440 G/G G/G

CDKN2B-AS1 rs1011970 G/G G/G

XPC rs2228000 G/G G/G

SLC45A2 rs16891982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tefanaki I, Panagiotou O A, Kodela E, et al. Replication and predictive value of SNPs associated
with melanoma and pigmentation traits in a Southern European case-control study.[J]. Plos One, 2013,
8(2):e55712.

[2] Maccioni L, Rachakonda P S, Bermejo J L, et al. Variants at the 9p21 locus and melanoma risk.[J].
Bmc Cancer, 2013, 13(1):325.

[3] Paszkowska-Szczur K, Scott R J, Serrano-Fernandez P, et al. Xeroderma pigmentosum, genes and
melanoma ris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013, 133(5):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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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黑色素瘤，又称为恶性黑色素瘤，是一种高度恶性的黑色素细胞肿瘤，属于皮肤肿瘤，是由位于表皮基底部的黑色
素细胞恶变形成的，多由痣或色素斑发展而来，一旦进入快速生长期，则预后差、死亡率高。黑色素瘤最常见于背
部，胸腹部和腿部，足底、指趾、甲下、头皮等部位也不少见；少数发生于外阴、消化道和眼内。女性患者的黑色
素瘤最常出现在腿，而男性患者则最常出现在背部。部分黑色素瘤由痣转变而来，有这种转变的痣，通常外观上会
有一定变化，如痣的尺寸变大、边缘变得不规则、颜色发生改变、痣的部位发痒、或皮肤损坏等。黑色素瘤是临床
上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目前是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年增长率为3%~5%。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黑
色素瘤发病率与欧美国家相比相对较低，据国家癌症中心的资料统计，2015年皮肤黑色素瘤的发病人数达8000例
，其中男性4300例、女性3700例，全年死亡病例约3200例。中国黑色素瘤的高发年龄为45~60岁，发病率约1~2
例/10万人次。

致病因素
黑色素瘤的高发人群：（1）家中有患过黑色素瘤的人
群。（2）免疫力低下的人群。（3）长期暴露在阳光
下的肤色较浅的人群。致病因素（1）环境因素：黑色
素瘤属于季节性疾病，大多认为紫外线暴露是造成黑
色素瘤的主因。（2）遗传因素：一些罕见的基因缺陷
，例如着色性干皮症，会增加患病风险；中国人群黑
色素瘤中，BRAF基因突变率为25.9%，其中87.3%为V
600E突变，CKIT基因突变率为10.8%，扩增率为7.4%
。（3）性别因素：男性得病的比例高于女性。（4）
免疫缺陷因素：研究发现，免疫功能低下是黑色素瘤
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5）人种因素：种族白人比有
色人种发病率高。（6）其他药物因素：如过量滥用雌
激素类药物可能刺激黑色素瘤的发生。

早期症状
黑色素瘤的早期临床表现为痣或色素斑迅速增大、隆
起、破溃不愈，边缘不整或有切迹、锯齿，颜色改变
、局部形成水泡、瘙痒、刺痛等，进而可出现卫星灶
、局部淋巴结肿大，移行转移（原发病灶与区域引流
淋巴结之间的皮下结节，通过淋巴管转移）和远处转
移。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包括远处皮肤淋巴结、肺、
脑、肝、骨等部位，有文献报道仅发生肺转移的预后
好于其它远处转移。

体检筛查
诊断依据：（1）总论：典型的临床表现和查体体征是
黑色素瘤诊断的常用方法；病理学检查是黑色素瘤确
定诊断甚至分期的最终标准；免疫组化染色是鉴别黑
色素瘤的主要辅助手段；S–100、HMB–45和波形蛋白
是诊断黑色素瘤的较特异指标；HMB–45在诊断黑色素
瘤方面比S–100更具特异性。（2）临床症状：色素斑
的一半与另一半看起来不对称；色素斑边缘不整或有
切迹、锯齿等，无光滑的圆形或椭圆形的轮廓；黑色
素瘤主要表现为污浊的黑色；通常直径>5mm的色素
斑，大于1cm的做活检评估；一些早期的黑色素瘤，
整个瘤体会有轻微的隆起。（3）影像学诊断：必查项
目包括区域淋巴结超声，胸部X线或CT，腹盘部超声，
CT或MRI，全身骨扫描和头颅检查（CT或MRI）。（4
）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和LDH。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多吃富含维生素A、C的食物，多吃蔬
菜和水果。（2）多吃含有抑制致癌作用的食物，如卷
心菜、荠菜等。（3）少食或忌食腌制、烟熏、烧烤的
食物。（4）忌食霉质食品。（5）少食冷饮等冷食。
日常生活建议：（1）随时注意色痣是否有恶变倾向，
如色痣体积增大、变深或变浅、放射状扩散、无故疼
痛或不适等。（2）夏天注意日常防晒，如戴墨镜、撑
伞、擦防晒霜等。（3）注意防护位于容易摩擦部位的
色素痣，防治恶变发生。（4）适当参加运动，提高自
身免疫力，运动可促使人体吸氧量增多，通过体力气
体交换或汗液等将某些致癌物质，如铅、锶、镍和铍
等排出体外，进而起到防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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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细胞皮肤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66 1.925

1.10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331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10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9.3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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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RHOU,RAB4A rs801114 T/T T/G

MIR548AN rs7335046 G/G G/C

OBFC1,SLK rs7907606 T/T T/G

LINC00340 rs2294214 A/A A/C

MC1R rs1805007 C/C C/C

PADI6 rs7538876 G/G G/G

TGM3 rs214782 G/G A/A

RGS22 rs7006527 A/A A/A

ALS2CR12 rs13014235 C/C G/G

EXOC2,IRF4 rs12210050 C/C C/C

CUX1,MYL10 rs73183643 G/G G/G

ZBTB10,MIR5708 rs11993814 C/C C/C

TMPRSS2,LINC00111 rs2776353 A/A A/A

TNS3 rs7776701 T/T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20个位点，其中4个位点为有害突变，12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4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Nan H, Xu M, Kraft P,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novel allele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cutaneous basal cell carcinoma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1, 20(18):3718.

[2] Stacey S N, Gudbjartsson D F, Sulem P, et al. Common variants on 1p36 and 1q42 are associated
with cutaneous basal cell carcinoma but not with melanoma or pigmentation traits[J]. Nature
Genetics, 2008, 40(11):1313-1318.

[3] Stacey S N, Sulem P, Gudbjartsson D F, et al. Germline sequence variants in TGM3 and RG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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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基底细胞皮肤癌亦称蚕蚀性溃疡，是皮肤癌肿最多见的一种，发病率很高，占眼睑恶性肿瘤的第一位（约50％以
上）。男性比女性稍多，老年人比青年人多见，年龄高峰在50~60岁之间。一般仅在局部呈浸润性生长，很少发生
转移，但处理不当，或不加处理，也可能严重破坏眼部组织，甚至侵入副鼻窦及颅内而引起死亡。由于人口老龄化
及增加的紫外线暴露等因素，基底细胞瘤的发病率每年上升10%左右，该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预计在0.003%~
0.55%。

致病因素
本病的发生多与暴露部位的皮肤受外界因素刺激损害
有关：（1）日光长期暴晒：因日光中的紫外线侵害人
体，会导致细胞内DNA损伤和其修复能力的破坏而致
皮肤癌；（2）过量放射线照射：在慢性皮炎的基础上
，受到过量的放射线照射，可诱使皮肤发生癌变；（3
）化学物质刺激：长期接触无机砷(如复方亚砷酸钾溶
液)或饮用含砷较高的饮水或食物等易患基底细胞癌；
（4）物理性因素：皮肤癌亦可在不稳定的萎缩性烧伤
后瘢痕上出现。慢性溃疡或窦道、慢性肉芽肿、慢性
骨髓炎、上皮瘤样增生、寻常狼疮、扁平苔藓、麻风
等经久不愈，在10余年或数十年后亦可能发生癌变；
（5）其他因素：某些错构瘤如皮脂腺痣、乳头状汗管
囊腺瘤以及恶变前纤维上皮瘤易发生基底细胞癌。甚
至皮肤纤维瘤上方的表皮亦可发生基底细胞癌。

早期症状
基底细胞癌早期表现为局部皮肤略呈隆起、淡黄色或
粉红色小结节，仅有针头或绿豆大小，呈半透明结节
，质硬，表皮菲薄，伴有毛细血管扩张，但无疼痛或
压痛。病变位于表皮深层者，表面皮肤略凹陷，失去
正常皮肤的光泽和纹理，经数月或数年后，表现出现
鳞片状脱屑，以后反复结痂、脱屑，表现溃烂、渗血
。当病灶继续增大时，中间形成浅表溃疡，其边缘参
差不齐，似虫蚀样。

体检筛查
基底细胞癌高发人群：50~60岁之间，男性高发于女性
。基底细胞瘤的诊断：（1）检查：根据临床特征及病
理变化，本病诊断不难。临床上损害发展缓慢，边缘
呈珍珠状或堤状隆起，一般没有炎症反应，多发生于
面部和颈部是其特点。通常早期的基底细胞瘤难与老
年性皮脂腺增生、角化棘皮瘤、鳞癌、寻常疣及传染
性软疣鉴别，色素性基底细胞瘤有时被误诊为恶性黑
素瘤，浅表性基底细胞瘤有时类似湿疹、扁平苔藓、B
owen病等，硬化型基底细胞瘤的质地似局限性硬皮病
。最后主要靠组织病理学检查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
（2）鉴别：鉴别诊断需要密切结合病史注意各个发展
阶段的病变特点。对于疑难病例需要活组织切片检查
，才能最后确定诊断。

生活建议
（1）不在或尽量少在烈日下活动，必须在烈日下工作
者应做好皮肤保护。从事接触X线或热辐射工作的人，
应做好劳动保护；（2）避免皮肤直接接触石油、沥青
、焦油及砷等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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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391 5.093

3.44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2.39674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44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3.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1.6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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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TAT4 rs7574865 T/T T/G

MDM2 rs2279744 T/T T/G

TERT rs2736098 C/C C/T

EGF rs4444903 A/A A/G

HLA-DQB1,HLA-DQA2 rs9275319 A/A A/A

CLPTM1L rs401681 C/C C/C

PTEN rs1234220 A/A A/A

MIR196A2 rs11614913 C/C C/T

HLA-DQB1,HLA-DQA2 rs2856718 C/C 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iang D K, Sun J, Cao G, et al. Genetic variants in STAT4 and HLA-DQ genes confer risk of hepatitis B
virusa 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1):72.

[2] Peng Q, Lao X, Chen Z, et al. TP53 and MDM2 gene polymorphisms, gene-gene interaction,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evidence from an updated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3,
8(12):e82773.

[3] Su L Y, Li X L, Shen L, et al. Polymorphisms of TERT and CLPTM1L and the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males.[J].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Apjcp, 2014,
15(19):8197-201.

[4] Tanabe K K, Lemoine A, Finkelstein D M, et al.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Gene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and the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J]. 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8, 299(1):53-60.

[5] Kang Z, Li Y, He X, et al.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R-196a2
rs11614913 polymorphism and cancer risk: evidence based on 45,816 subjects[J]. Tumour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ncodevelopmental Biology & Medicine, 2014,
35(7):6271-6282.
[6] Li H G, Liu F F, Zhu H Q, et al. Association of PTEN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liver cancer risk[J]. Int
J Clin Exp Pathol, 2015, 8(11):15198-15203.

[7] Lv J, Tao X, Qian Z,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HLA-DQ Gene Polymorphisms and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 Practice, 2017, 2017:715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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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肝癌是肝脏恶性肿瘤，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起源于肝脏的上皮或间叶组织，前者称
为原发性肝癌，是我国高发危害极大的恶性肿瘤；后者称为肉瘤，与原发性肝癌相比较较为少见。继发性或称转移
性肝癌系指全身多个器官起源的恶性肿瘤侵犯至肝脏。一般多见于胃、胆道、胰腺、结直肠、卵巢、子宫、肺、乳
腺等器官恶性肿瘤的肝转移。《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显示，中国新增癌症病例高居世界第一位，其中肝癌的新
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目前，我国肝癌的发病率约为25.7/10万，成为死亡率仅次于胃癌、肺癌的第三
大恶性肿瘤。肝癌的高发年龄在40岁以后，这是由于致癌因子的作用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甚至长达
数十年之久。所以，肝癌患者以中老年人居多，50~60岁是个高发年龄段。患肝癌的男性患者明显多于女性。一般
情况下，男性肝癌人数是女性的7~10倍。

致病因素
原发性肝癌的病因及确切分子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
前认为其发病是多因素、多步骤的复杂过程。（1）感
染因素：流行病学及实验研究资料表明，乙型肝炎病
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2）疾病
因素：肝硬化、性激素。（3）遗传因素：继发性肝癌
（转移性肝癌）可通过不同途径，如随血液、淋巴液
转移或直接侵润肝脏而形成疾病。（4）饮食因素：酒
精。（5）环境因素：黄曲霉素、饮水污染、亚硝胺类
物质、微量元素等都与肝癌发病相关。

早期症状
初期症状并不明显，具备高危因素1、有乙型肝炎病毒
（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史；2、长期
酗酒、特别是在肝炎基础上，大量饮酒，就会加快加
重肝硬化的形成和发展，促进肝癌的发生；3、长期食
用腌制、黄曲霉毒素污染食物，常见的有发霉的花生
、玉米以及动、植物油出现哈喇味；4、其他慢性肝病
：如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脂肪肝
，胆道系统疾病等；5、遗传因素，肝癌具有明显的家
族聚集性和遗传易感性；6、40岁以上的男性患肝癌的
风险较高；7、水源污染，长期饮用因某些化学物或某
种藻类严重污染的水质与肝癌的发生也有关系），合
并肝痛、腹胀、纳差、乏力、消瘦、黄疸、腹水者，
应高度警惕肝癌可能。

体检筛查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
（2017年版）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对肝癌高危人群
的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
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在我国，肝癌的高危人群主要
包括：具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
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
长期酗酒、非酒精脂肪性肝炎、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
染食物、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
等的人群，尤其是年龄40岁以上的男性风险更大。血
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和肝脏超声
检查是早期筛查的主要手段，建议高危人群每隔6个月
进行至少一次检查。

生活建议
（1）首先是预防肝炎。肝炎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而
且，大部分的肝癌是从肝炎转化而来的，建议没有抗
体的朋友要注射乙肝疫苗。（2）预防脂肪肝和酒精肝
。这两种也是肝癌的前身，限制酒的摄入，限制高脂
肪类的食物的摄入，限制高糖的摄入，才能远离脂肪
肝和酒精肝。（3）不吃含有致癌的食物。研究已经发
现一些食物含有致癌物质，比如烧烤、腌制类的食品
，这些都要少吃，还有发霉的食品。（4）饮水的卫生
和安全。（5）定期进行体检。虽然肝癌早期不容易发
现，但是可以通过一些血液检查的手段发现一些苗头
，40岁以上的男性最好每年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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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04 3.854

1.76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3.70910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76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2.3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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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P53 rs1042522 G/G G/C

IL23R rs1884444 G/G G/G

IL23R rs6682925 C/C C/C

HECTD4 rs11066280 T/T A/A

PLCE1 rs2274223 A/A A/A

NAT2 rs1565684 A/A A/A

PLCE1 rs3765524 C/C C/C

HECTD4 rs2074356 G/G G/G

PLCE1 rs3781264 A/A A/A

ATP1B2 rs1642764 C/C C/C

HLA-DRB1,HLA-DQA1 rs35597309 G/G G/G

PLCE1 rs11187842 C/C C/C

PLCE1 rs753724 G/G G/G

CHEK2 rs738722 T/T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16个位点，其中4个位点为有害突变，10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2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Wang B, Wang D, Zhang D Q, et al. Pro variant of TP53 Arg72Pro contributes to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isk: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2010, 19(4):299.

[2] Chu H, Cao W, Chen W, et al. Potentially functional polymorphisms in IL‐23 receptor and risk of
esophageal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Journal International Du
Cancer, 2012, 130(5):1093-7.

[3] Abnet C C, Freedman N D, Hu N, et al. A shared susceptibility locus in PLCE1 at 10q23 for gastric
adenocarcinoma an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9):764.

[4] Chen B, Xiong M M, Meng X L. Current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rine double
minute 2 T309G polymorphism and esophageal cancer susceptibility.[J]. Diseases of the Esophagus,
2015, 28(6):593-601.

[5] Wang L, Tang W, Chen S, et al. N-acetyltransferase 2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esophageal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4, 9(2):e87783.

[6] Chen W, Zhibin H, Zhonghu H,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hre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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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s, 2011, 43(7):679-684.

[7] Wu C, Wang Z, Song X, et al. Joint analysis of thre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s[J]. Nature Genetics, 2014, 46(9):100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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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是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以鳞状上皮癌多见。全世界每年约有30万人死
于食管癌，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各国差异很大。我国是食管癌高发区，也是世界上食管癌高死亡率的国家之一，年平
均死亡率为1.3~90.9/10万，发病年龄多在40岁以上，在我国北方的发病率可达130/10万，且同一省的不同地区发
病率差距较大，最高可浮动达上百倍。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其比例为(1.3~3)：1；中老年易患病，我国80％的患
者发病在50岁以后。

致病因素
（1）化学因素：亚硝胺是目前公认的化学致癌物，其
前体有硝酸盐、亚硝酸盐、二级或三级胺等，经调查
发现，其在高发区的粮食和饮水中，含量显著增高，
与食管疾病的患病率呈正相关。（2）微量元素因素：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食物、饮水和土壤内的钼、
硼、锌、镁和铁等元素含量较低，可能与食管癌的发
生有关。（3）遗传因素：食管癌的发病常表现家族性
聚集现象；在我国高发地区，有阳性家族史者占25％
～50％，其中父系最高，母系次之，旁系最低。（4）
其他疾病因素：慢性食管疾病，如腐蚀性食管灼伤、
胃食管反流病等患者食管癌发生率增高。

早期症状
食管癌在早期往往无明显症状，主要表现为胸骨后不
适、烧灼感、针刺样或牵拉样痛，但在吞咽粗硬食物
时可能有某些不适感觉，如咽下食物存在哽噎感、异
物感、胸骨后不适、烧灼感、针刺样或牵拉样痛等，
此时不适感通过吞咽水后有所缓解或消失；随着肿瘤
增大，患者常表现为进食速度减慢并需汤水送饭；中
晚期时出现进行性下咽困难、食物反流、下咽疼痛等
症状，待肿瘤完全阻塞管腔后，患者表现为滴水难进
。

体检筛查
食管癌的高发人群：（1）年龄在40岁以上，有食道癌
、胃癌家族史的人群。（2）初筛普查时有食管粘膜上
皮重度增长，或食管炎的人群。（3）常抽烟饮酒人群
。（4）常食发酵制品、霉变食物的人群。（5）缺乏
维生素B、维生素C、胡萝卜素等营养的人群。（6）慢
性食管炎伴有不典型增生（特别是重度不典型增生的
人群等）。（7）喜欢吃烫、粗硬以及进食过快的。（
8）常食油腻肉类，而不喜吃素菜的人群。诊断依据：
（1）体征诊断，参见早期症状一栏。（2）影像学检
查，食管造影检查是可疑食管癌患者影像学诊断的首
选。（3）内镜检查是食管癌诊断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该方法对食管癌的定性定位诊断和手术方案的选择
有重要指导作用，尤其在拟行手术治疗前，是必需进
行的常规检查项目。

生活建议
（1）注意饮食方式：吃热食、喝热粥等过烫的食物，
可造成食管损伤，诱发食管炎症，导致肿瘤的发生。
（2）拒吃霉变食物，少吃腌制食物。（3）戒烟戒酒
：吸烟可增加食管癌的发病风险，烟草中的多环芳烃
类物质，可能引起慢性食管炎症并最终诱发食管癌。
饮酒是食管癌另一明确的致病因素，饮酒量与发病率
呈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戒烟戒酒可以有效预防食管
癌的发生。（4）食管癌自检：在吞咽食物或饮水时，
有食物下行缓慢并滞留、梗噎的感觉，或咽下食物时
有胸骨后或剑突下痛，感觉像烧灼、针刺一样，建议
您尽早去医院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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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237 14.757

7.89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23681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7.89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9.7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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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R2 rs3813946 T/T T/C

CD209 rs2287886 A/A A/G

CD209 rs735240 G/G G/A

HLA-A,HCG9 rs2517713 G/G G/T

HLA-A,HCG9 rs2975042 G/G G/T

HLA-A,HCG9 rs9260734 G/G G/A

GABBR1,MOG rs29232 C/C C/T

HLA-A,HCG9 rs3869062 A/A A/G

HLA-A,HCG9 rs5009448 T/T T/C

ZFP57,HLA-F rs3129055 A/A A/G

ZFP57,HLA-F rs9258122 G/G G/A

ZNRD1-AS1 rs16896923 T/T T/T

GABBR1 rs2267633 A/A A/G

GABBR1 rs2076483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19个位点，其中16个位点为有害突变，0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3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Zhang Y, Bai Y, Zhang Y, et al. The MDM2 309 T/G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head and neck
cancer risk especially in nasopharyngeal cancer: a meta-analysis.[J]. Onkologie, 2012, 35(11):-.

[2] Fan Q, He J F, Wang Q R, et al.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in the 5'-UTR of CR2 is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J]. Oncology Reports, 2013, 30(1):11.

[3] Liu W S, Dong J Q, Liu W L, et al. Sequencing of DC-SIGN promoter indicate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promoter variation and risk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 cantonese[J]. BMC Medical
Genetics,11,1(2010-11-11), 2010, 11(1):1-8.

[4] Tse K P, Su W H, Chang K P,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Reveals Multipl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Associated Loci within the HLA Region at Chromosome 6p21.3[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9, 85(2):194-203.

[5] Bei J X, Yi L, Jia W H,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dentifies
three new susceptibility loci.[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7):599.

肿瘤

140/564



疾病概述
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鼻
咽癌全球均有发现，高发区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加拿大西部、阿拉斯加地区、非洲东部和北非的部分国
家。中国的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地为多发区，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发病年龄大多为中年人，亦有青少
年患病者。据统计，广东省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达男性30/10万和女性13/10万。

致病因素
（1）环境因素：镍能促进亚硝胺诱发鼻咽癌，如大米
、水中的镍含量可诱发患病。（2）遗传易感性：父母
患鼻咽癌其子女患鼻咽癌的风险性较正常人高出数十
倍，同卵双生子的鼻咽癌发病率完全一致，高发地区
的人们迁居它地后产生的后代，仍保持较高的鼻咽癌
发病率。（3）种族因素：黄种人较白种人患病多。（
4）饮食因素：饮食过多的咸鱼，腊味和腌制含亚硝胺
类化合物的食品易诱发癌症的发生。（5）病毒感染研
究证实鼻咽癌与EB病毒感染密切相关。

早期症状
鼻咽癌是一种侵入性很强的肿瘤，早期侵犯深部结构
。涕血是鼻咽癌的早期症状，表现为鼻涕中带血，或
可从口中回吸出带血的鼻涕；鼻塞是鼻咽癌另一个早
期症状，是由原发癌浸润至后鼻孔区所引发的，大多
表现为单侧鼻塞，当肿瘤增大时可出现双侧鼻塞；头
痛也是鼻咽癌常见的症状，多表现为偏头痛、颅顶枕
后或颈项部疼痛；另外，还有颈部淋巴结肿大等的症
状。

体检筛查
鼻咽癌的高发人群：（1）某些亚洲人群，如中国南边
省份（包含广东，广西，福建，台湾和香港人群）；
（2）EB病毒感染者；（3）有鼻咽癌家族史的人群；
（4）常喜食咸鱼、腊味、腌制食品的人群。诊断方法
：（1）前鼻镜检查；（2）鼻咽镜检查，如间接鼻咽
镜检查和鼻咽纤维镜或电子鼻咽纤维镜检查；（3）病
理检查，包括活检、颈淋巴结细胞学穿刺涂片检查、
鼻咽脱落细胞检查等；（4）CT扫描，不仅能显示鼻咽
部表层结构的改变，还能显示鼻咽癌向周围结构及咽
旁间隙浸润的情况；（5）磁共振（MRI）检查，可用
于鉴别放疗后组织纤维化和复发的肿瘤；（6）免疫酶
法检测。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饮食均衡，多食蔬菜、水果等含有大
量维生素的食物；（2）少食用咸、熏、烤、腌制品，
如腌制的咸鱼、咸酸菜、咸肉和某些含亚硝胺类的罐
头食品；（3）忌食辛辣刺激食物；（4）少食过于干
燥、粗糙的食物，可口含话梅、橄榄、青梅、无花果
等；（5）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的营养物质，
如海带、紫菜、龙须菜、海蜇等。日常生活建议：（1
）注意口腔卫生，时常漱嘴；（2）戒烟酒；（3）尽
可能避免接触污染较重空气；（4）适量参加体育运动
，增强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5）40岁以上的人进行
健康检查时最好同时做鼻咽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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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44 2.640

1.60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267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60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1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9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3.4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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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BCC2 rs3740066 C/C C/T

IL6R rs2228145 A/A A/A

MUTYH rs3219472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Prayong P, Mairiang E, Pairojkul C, et al. An interleukin-6 receptor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opisthorchiasis-linked cholangiocarcinoma risk in Thailand[J].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Apjcp, 2014, 15(13):5443-7.

[2] Hoblinger A, Grunhage F, Sauerbruch T,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c.3972C>T variant of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2 Gene (MRP2/ABCC2) with susceptibility to bile duct cancer[J].
Digestion, 2009, 80(1):36-39.

[3] You S H, Wang X, Huang S, et al. MYH rs3219476 and rs3219472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cholangiocarcinoma[J].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2013, 7(1):347-351.

[4] Chaiteerakij R, Juran B D, Aboelsoud M M,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variants in inflammation and
cancer‐associated genes and risk and survival of cholangiocarcinoma[J]. Cancer medicine, 2015, 4(10):
1599-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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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胆管癌统指胆管系统衬覆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按所发生的部位可分为肝内胆管癌（ICC）和肝外胆管癌（ECC）
两大类。ICC起源于肝内胆管及其分支至小叶间细胆管树的任何部位的衬覆上皮；ECC又以胆囊管与肝总管汇合点
为界分为肝门部胆管癌和远端胆管癌。我国胆管癌中，肝门部胆管癌占50%，肝外胆管癌占40%，肝内胆管癌不到
10%。近年来胆管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泰国、中国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为胆管癌的高发区，据统计泰国东北部每年
发病率为96例/10万人次，我国未见相应报道，而在西方国家发病率相对较少。

致病因素
（1）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是导致胆管癌较高的危险因
素。（2）HBV感染是导致亚洲国家胆管癌，尤其是肝
内胆管癌发病率升高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HBsAg阳
性患者好发概率居高。（3）化学因素：很多化学性毒
物可引起胆管癌，如作为之前广泛用于影像造影剂的
二氧化釷。（4）其他疾病因素：如肝吸虫病，胆管囊
肿、糖尿病、Caroli病、肝内胆管结石及胰胆管汇合异
常均是胆管癌的危险因素。（5）饮食生活因素：严重
嗜酒、肥胖、平时不喝水、早餐过于油腻、饮食不规
律等均可能是引起胆管癌发病率上升的原因之一。（6
）遗传易感因素：经研究发现部分基因与胆管癌的发
生有关，如Ras、C–myc、MTHFR、P53、MMR、P27
、COX–2、VEGF等。

早期症状
ICC患者早期常无特殊临床症状，随着病情的进展，可
出现腹部不适、腹痛、乏力、恶心、上腹肿块、黄疸
、发热等，黄疸较少见。肝门部或肝外胆管癌患者多
可出现黄疸，黄疸随时间延长而逐渐加深，大便色浅
、灰白，尿色深黄及皮肤瘙痒，常伴有倦怠、乏力、
体质量减轻等全身表现。右上腹痛、畏寒和发热提示
伴有胆管炎。

体检筛查
胆管癌的高发人群：（1）各种疾病均有诱发或导致患
病的可能，如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HBsAg阳性患者
、肝吸虫病，胆管囊肿、糖尿病、Caroli病、肝内胆管
结石及胰胆管汇合异常等。（2）严重嗜酒者。（3）
肥胖者。（4）高发人群平均年龄在50—60岁左右。诊
断方法：（1）临床表现观察，参照早期症状。（2）
血液检查，胆道梗阻时肝功能检查提示胆红素、ALP和

GGT升高；转氨酶可升高，伴有胆管炎时会显著升高
。（3）血清肿瘤标志物，胆管癌无特异性的肿瘤标志
物，仅CA19–9、CA125、癌胚抗原（CEA）有一定价
值。（4）影像学检查，超声显像是诊断胆管癌的首选
方法。（5）其他诊断方法，如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
影（ERCP）和经皮肝穿刺胆管造影（PTC）、十二指
肠镜、胆道母子镜、细胞学和组织学诊断等。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少食多脂肪的食物，应多选择易于消
化吸收的食物，忌暴饮暴食、饮食过饱。（2）宜多吃
具有抗胆道、胆管癌作用的食物，如薏米、猴头菇等
。（3）宜多吃具有抗感染、抗癌作用的食物：荞麦、
绿豆、鲤鱼、百合、油菜等。（4）宜多食具有利胆通
便作用的食物，如无花果、芝麻、金针菜、海参等。
（5）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6）忌食动物脂肪及油
腻食物，尤其在有黄疸出现时应禁食油腻饮食。（7）
忌食霉变、烟熏、油煎、腌制等的食物。日常生活建
议：（1）禁酒戒烟。（2）在进食时保持心情愉快。
（3）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如散步等。（4）控制体重
。（5）保持情绪稳定，乐观豁达、避免发怒、焦虑、
忧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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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440 2.965

1.72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68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72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0.6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2.6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6.65%

肿瘤

145/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BMP2 rs3178250 T/T T/T

BMP2 rs1005464 G/G G/G

MMP2 rs243865 C/C C/C

PIK3CA rs7646409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ong Y, Li C J, Zhao J N, et al. Associations of polymorphisms in the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2
gene with risk and prognosis of osteosarcom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Tumour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ncodevelopmental Biology & Medicine, 2015, 36(3):2059-64.

[2] Cui Y, Zhu J J, Ma C B, et al.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MMP 2, 3 and 9 gene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osteosarcoma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Biomarkers :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exposure,
response, and susceptibility to chemicals, 2016, 21(2):1.

[3] He M L, Wu Y, Zhao J M, et al. PIK3CA and AKT gene polymorphisms in susceptibility to
osteosarcom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Apjcp, 2013,
14(9):5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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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骨肉瘤（Osteosarcoma）指的是原发于骨髓内的高恶性肿瘤，其特征为增殖的肿瘤细胞直接形成骨或骨样组织，
故又称为成骨肉瘤。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13年出版的第4版《WHO骨与软组织肿瘤分类》中，将骨肉
瘤定义为8个亚型，分别为普通型骨肉瘤、低级别中心型骨肉瘤、毛细血管扩张型骨肉瘤、小细胞骨肉瘤、继发性
骨肉瘤、骨旁骨肉瘤、骨膜骨肉瘤、高级别表面骨肉瘤。骨肉瘤是最常见的骨的原发恶性肿瘤，75%病例在10~30
岁发病，好发于男性，男女比例约为1.5~2:1，年发病率为（4~5）/百万人。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正常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可致肿瘤。瘤
细胞不断增殖，并将其生物特性遗传，如遗传性多发
性外生骨疣，这是造成骨肿瘤的因素；（2）病毒：根
据调查发现骨肉瘤病人血清中对骨肉瘤的特异性抗体
。在同骨肉瘤接触密切的健康人血清中，也找到骨肉
瘤的抗体，据此，许多学者认为病毒和人体的内瘤是
有关系的；（3）物理因素：辐射和化学因素是造成骨
肉瘤的常见因素。一切电离辐射，像X线、镭、氢、锶
、放射性同位素等，经体内或体外放射，均可致肿瘤
；（4）恶变：软骨瘤、骨软骨瘤、成骨细胞瘤等良性
骨肿瘤、瘤样病变均可恶变为肉瘤，可能与其生物学
特性、病期、手术、感染或病理件骨折有关。

早期症状
“骨肉瘤”临床强调早诊早治，由于缺乏对该病的认识，
早期临床症状又不太明显。导致60%的病人就诊时已
为中晚期，50%的病人因不能得到及时诊断和规范治
疗而延误病情。（1）早期“骨肉瘤”患者的患病区域会
有不适感觉。几天或几周后会出现肿胀及肿块，晚期
会出现静脉曲张，局部皮肤温度升高及充血发红的现
象；（2）“骨肉瘤”患者一般会感觉关节周围疼痛。最
初是间歇性疼痛，一段时间后会逐渐加重转为持续性
疼痛，夜间更为明显，服用止痛药无效；（3）“骨肉
瘤”患者的关节活动受限。有些病人会发生关节积液，
甚至会发生病理性骨折。

体检筛查
青少年是“骨肉瘤”高发人群，当考虑到骨肉瘤的诊断时
，进行活体组织检查，尽快得到病理学检查的确认，
对明确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意义。骨肉瘤检查方法：
（1）X线摄片：典型的骨肉瘤的X线表现为骨组织同时
具有新骨生成和骨破坏的特点。肿瘤多位于长管状骨
的干骺端，边缘不清，骨小梁破坏，肿瘤组织密度增
高，穿破骨皮质后，肿瘤将骨膜顶起，产生该病具有
特征性的X线征象––考德曼套袖状三角（Codman–三
角）。这种现象在部分骨髓炎和尤文肉瘤病人中可见
到，在骨肉瘤中则是非常典型的。晚期可看到肿瘤浸
润软组织的阴影，可在部分病例中见到病理性骨折；
（2）CT扫描和MRI检查：是判断骨肿瘤性质、范围和
有无周围软组织浸润的有效手段，可早期发现肺部和
其他脏器的转移病灶，是骨肉瘤临床检查的常规项目
；（3）核素骨扫描：是早期发现和晚期鉴别有无转移
病灶的常用方法。

生活建议
（1）在饮食上面我们要多食用山羊血、鲎、蟹、羊脑
、海参、牡蛎、鳖、慈姑、山楂、蜂乳、核桃、猕猴
桃、银耳等一系列预防骨癌的食物；（2）加强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增强免疫功能
，预防病毒感染；（3）饮食预防与调理：改变不良生
活习惯，少吃或不吃亚硝酸盐浓度高的酸菜、咸鱼等
。少吃苯并芘含量高的烘烤熏制及油炸食品，少食带
有较多黄霉曲素、发霉、发酵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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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826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8.1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1.8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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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RF4 rs872071 A/A A/A

SP110/SP140 rs13397985 T/T T/T

ACOXL rs17483466 A/A A/A

GRAMD1B,MIR4493 rs735665 G/G G/G

TNFRSF13C rs61756766 G/G G/G

EXOC2,IRF4 rs9378805 A/A A/A

PRKD2 rs11083846 G/G G/G

LINC00593,LOC145837 rs7176508 A/A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rowther-Swanepoel D, Mansouri M, Enjuanes A, et al. Verification that common variation at
2q37.1, 6p25.3, 11q24.1, 15q23, and 19q13.32 influences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aemia risk[J].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10, 150(4):473–479.

[2] Speedy H E, Bernardo M C D, Sava G P,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multiple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J]. Nature Genetics, 2008, 46(1):1204-1210.

[3] Jasek M, Bojarskajunak A, Wagner M, et al. Association of variants inBAFF(rs9514828 and
rs1041569) andBAFF-R(rs61756766) genes with the risk of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J]. Tumour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ncodevelopmental Biology & Medicine, 2016,
37(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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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是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的一种成熟B淋巴细胞克隆增殖
性肿瘤，以淋巴细胞在外周血、骨髓、脾脏和淋巴结聚集为特征。CLL在西方国家为最常见的成人白血病，年发病
率为2.7/10万人次；我国该病较少见，发病率约0.69/10万人次。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有CLL或其他淋巴系统恶性疾病家族
史者，直系亲属发病率较一般人群高3倍。（2）种群
因素：亚洲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亚裔人群比欧美人群
的发病率低。（3）性别因素：男性比女性易患病。（
4）染色体异常因素：CLL受累的染色体常涉及免疫球
蛋白编码基因或癌基因，如13号染色体长臂缺失、12
号染色体三体型、11号染色体移位或缺失、6号染色体
短臂及长臂异常等。

早期症状
早期常无症状，常因发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或不明原
因的淋巴细胞绝对值升高而就诊。患者有轻度乏力、
易疲劳、低热、盗汗及食欲不振等非特异性表现。一
旦进入晚期，全身淋巴结和脾脏肿大外可表现为体重
减轻、反复感染、出血和贫血症状。

体检筛查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发人群：（1）有CLL或其他淋
巴系统恶性疾病家族史者，直系亲属发病率较一般人
群高；（2）从事放射线工作的人群，患病风险较正常
人高；（3）经常接触染发剂的理发师、美容师、整容
师，患病风险比常规职业人群高；（4）从事以苯为化
工原料生产的人群，长期接触致癌物质的人群等。诊
断依据：中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的诊断与治疗指南（2015年版）指出，达到以下3项标
准可以诊断（1）外周血B淋巴细胞（CD19+细胞）计
数大于或等于5×109/L；B淋巴细胞小于5×109/L时，
如存在CLL细胞骨髓浸润所致的血细胞减少，也可诊断
CLL；（2）外周血涂片中特征性的表现为小的、形态
成熟的淋巴细胞显著增多，其细胞质少、核致密、核
仁不明显、染色质部分聚集，并易见涂抹细胞，外周
血淋巴细胞中不典型淋巴细胞及幼稚淋巴细胞小于或
等于55%；（3）典型的免疫表型，CD19+、CD5+、C
D23+、CD10–、FMC7–、CD43+/–、CCND1–；表面免
疫球蛋白（sIg）、CD20及CD79b弱表达（dim）。

生活建议
（1）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多食新鲜水果、蔬菜，合
理膳食，多进食含维生素丰富的食物能阻止癌细胞生
成扩散。摄入大量维生素C，还能增强机体的局部基质
抵抗力和全身免疫功能。同时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增强机体抵抗力与免疫力。（2）预防病毒感染：近期
研究表明，RNA病毒对动物的致白血病作用已经得到
肯定，这类病毒所致的白血病多属于T细胞型。要严防
病毒侵袭，保持充足的睡眠、适当进行体育锻炼等，
增强自身免疫力，在体内建立起一道防线，不给病毒
入侵任何可乘之机。（3）避免接触过多的有害放射线
：只要是对骨髓造血干细胞引起损伤的物质，大部分
都存在着致白血病的可能性。（4）避免接触有害化学
物质，做好职业防护及监测工作：职业暴露是诱发慢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其中，接触苯及
其衍生物的人群白血病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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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间质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954

3.00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300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00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0.9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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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OGG1 rs1052133 C/C C/G

TERT rs2736098 C/C C/T

ERCC2 rs13181 T/T T/G

XPC rs2228000 G/G G/G

ERCC4 rs1800067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Ravegnini G, Nannini M, Simeon V, et al. Polymorphisms in DNA repair genes in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urs: susceptibility and correlation with tumour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outcome.[J].
Tumor Biology, 2016, 37(10):1-11.

[2] Zhang R, Zhao J, Xu J, et al. Genetic variations in the TERT and CLPTM1L gene region and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risk:[J]. Oncotarget, 2015, 6(31):31360-3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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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胃肠道间质瘤（GIST）是一类起源于胃肠道间叶组织的肿瘤，占胃肠道恶性肿瘤的1%~3%，年发病率约为10~20/
100万，多发于中老年患者，40岁以下患者少见。它可以长在胃肠道的任何位置，但主要分布于胃和小肠。胃肠道
间质瘤病人20%~30%是恶性的，第一次就诊时约有11%~47%已有转移，转移主要在肝和腹腔。全部GIST中：KIT
突变约占70%~80%，PDGFRA突变约占5%~15%，GIST野生型约占12%~15%。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研究表明，胃肠道间质瘤的病因与遗
传也有关系，患者家属中胃肠道间质瘤发病率高于一
般人，这些人可能是由于生活环境与饮食习惯相似，
增加了胃间质瘤的发病机会。（2）环境因素：环境因
素是胃肠道间质瘤的产生因素中比较重要的一种。胃
肠道间质瘤的病因与各地方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经
常食用霉变、腌制、熏烤等食物，或过多摄入食盐，
都可能增加胃肠道间质瘤发生的危险性。熏制的鱼肉
含有较多的3，4–苯并芘，发霉的食物含有很多真菌毒
素，腌制的食物中有亚硝酸类，这些物质都有致癌作
用。

早期症状
早期恶性胃肠道间质瘤70%以上无明显症状，随着病
情的发展，可逐渐出现非特异性的、酷似胃炎或胃溃
疡的症状，包括上腹部饱胀不适或隐痛、泛酸、嗳气
、恶心、偶有呕吐、食欲减退、黑便等。

体检筛查
胃肠道间质瘤高发人群：（1）高龄人群：这种肿瘤可
能发生于任何年龄，但是在40岁以下很少见，而在60
岁的年龄段最常见；（2）家族性胃肠道间质瘤综合症
：这是一种罕见的导致更高的患上GIST的遗传性因素
。这类人可能会在比通常发病年龄早得多的年纪得病
。他们患上多发性胃肠道间质瘤的可能性也更高。根
据病人消化道出血或不适的临床表现，结合内镜检查
如胃镜、肠镜检查的非粘膜发生肿瘤结果，CT或内镜
超声显示的发生于胃肠道壁的肿瘤，可作出初步的诊
断。消化道造影可帮助诊断肿瘤在胃肠道的确切位置
及大致范围。但临床诊断不足以确诊胃肠道间质瘤。
胃肠道间质瘤的确诊最终需病理切片及免疫组化的结
果。典型的胃肠道间质瘤免疫组化表型为CD117和CD3
4阳性。

生活建议
（1）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多在阳光下运动，多
出汗可将体内酸性物质随汗液排出体外，避免形成酸
性体质；（2）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逸结合，不
要过度疲劳；（3）不要过多地吃咸而辣的食物，不吃
过热、过冷、过期及变质的食物，保持良好的精神状
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4）辅助检查包
括盆腹腔增强CT和（或）MRI、胸部影像检查、内镜
超声，是否行内镜检查可根据临床指征和外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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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状细胞皮肤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487

1.18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6185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18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3.4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6.7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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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IR548AN rs7335046 G/G G/C

EXOC2,IRF4 rs12210050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Nan H, Xu M, Kraft P,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novel allele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cutaneous basal cell carcinoma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1, 20(18):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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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鳞状细胞皮肤癌简称鳞癌，又名表皮癌，是发生于表皮或附属器细胞的一种恶性肿瘤，癌细胞有不同程度的角化。
多见于有鳞状上皮覆盖的部位，如皮肤、口腔、唇、食管、子宫颈、阴道等处。此外，有些部位如支气管、膀胱、
肾盂等处虽无鳞状上皮覆盖，但可通过鳞状上皮化生而形成鳞状细胞癌。鳞癌在外观上常呈菜花状，有时癌组织发
生坏死而脱落形成溃疡，产生恶性臭味，若癌细胞向深层发展则形成侵袭性生长。癌细胞也可向远处转移，形成继
发肿瘤。白种人发生的鳞癌是非白种人的45倍多。鳞状细胞癌在我国的发病率最高，根据多年统计显示，其发病
率占皮肤癌的80.3%，其次为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与基底细胞癌的比例约为（5~10）：1。

致病因素
（1）日常曝晒与紫外线照射；（2）化学致癌物质，
如沥青、焦油衍化物、苯并芘等长期刺激；（3）放射
线、电离辐射；（4）慢性刺激与炎症，如慢性溃疡、
经久不愈的瘘管、盘状红斑狼疮、射线皮炎等；（5）
其他：如免疫抑制阶段，病毒致癌物质等。

早期症状
（1）经久不愈、时好时犯或有少量出血的皮肤溃疡；
（2）凡日光性角化病出现流血、溃烂或不对称性结节
突起等症状；（3）往日射线照过的皮肤或旧疮疤，窦
道处出现溃破或结节突起；（4）久不消退的红色皮肤
瘢痕，其上显示轻度糜烂时警惕原位癌的可能。

体检筛查
高发人群：（1）办公室白领，其缺乏维生素D，因为
只有UVA射线能够穿过窗户，而维生素D中需要的、能
提升免疫力的UVB射线不能穿透窗户；（2）空乘人员
，美国人平均2%的几率患上黑色素瘤，而飞机上的工
作人员则是4%的几率；（3）货车和出租车司机，司
机肌肤受损是长时间暴露在日光下引起的。其中左脸
问题相较突出，及时补充肌肤营养也是此职业必不可
少的工作。皮肤癌常规诊断：（1）暴露于阳光的部位
，诸如头、颈、手背、胸、背部等，如系突性生长物
，且长久不消失，此时很有可能已患上了皮肤癌。对
长久不消失的暗疮也应提高警惕；（2）出血状况也是
诊断之一；（3）出现结痂状况，如果皮肤无缘无故结
痂，特别是结痂之后长期不消失者，要引起高度注意
。这也是属于皮肤癌的诊断标准；（4）对于皮肤表面
呈鳞状并有分泌物或表面硬结或破溃，也是属于患有
皮肤癌的一大表现。

生活建议
（1）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尽量避免长期接触有害的
化学物品如沥青、焦油、砷化物、苯并芘等，这些化
学物质都有较强的致癌性；（2）防止长时间的皮肤暴
晒；（3）要注意电离辐射，这主要是针对放射工作者
而言；（4）患有光化性角化病、着色性干皮病等癌前
病变者，应尽早进行治疗，争取将皮肤癌扼杀于萌芽
之时；（5）加强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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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284 2.492

0.98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9653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8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9.8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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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ERCC2 rs13181 T/T T/G

PLCE1 rs2274223 A/A A/A

MIR499A;MYH7B;MIR499B rs3746444 A/A A/A

LRFN2 rs2494938 G/G G/G

RAD51 rs5030789 A/A G/G

TNFAIP2 rs8126 C/C T/T

TMC6 rs7208422 A/A A/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uan Z, Yuan H, Ma H, et al. Genetic variants at 10q23 a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Oral Oncology, 2013, 49(4):332-335.

[2] Liu Z, Li G, Wei S, et al. Genetic Variants in Selected pre-mircroRNA Genes and Risk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J]. Cancer, 2010, 116(20):4753.

[3] Mitra A K, Singh N, Garg V K, et a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rs13181 (ERCC2) with predisposition to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 of the Head
and Neck (SCCHN) and Breast cancer in the north Indian populatio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 CR, 2009, 28(1):104.
[4] Liang C, Kelsey K T, Mcclean M D, et al. A Coding Variant in TMC8 (EVER2) Is Associated with High
Risk HPV Infection and Head and Neck Cancer Risk[J]. Plos One, 2015, 10(4):e0123716.

[5] Wang R, Zhu L, Zhang Y, et al. Genetic variants at 6p21.1 are associated with head and neck cancer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Cancer Biomarkers, 2014, 15(1):27-32.

[6] Gresner P, Gromadzinska J, Polanska K, et al. Genetic variability of Xrcc3, and Rad51, modulates the
risk of head and neck cancer[J]. Gene, 2012, 504(2):166-174.

[7] Liu Z, Wei S, Ma H, et al. A functional variant at the miR-184 binding site in TNFAIP2 and risk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J]. Carcinogenesis, 2011, 32(11):1668-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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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头颈部肿瘤包括源于除眼、脑、耳、甲状腺和食道外头颈部任何组织或器官的肿瘤，应包括颈部肿瘤、耳鼻喉科肿
瘤以及口腔颌面部肿瘤三大部分。在大多数国家，头颈部肿瘤男性多于女性，且年龄在50岁以上者多见。根据国
际流行病学研究机构提供的资料，我国近年头颈部肿瘤的年发病率为15.22/10万，占全身恶性肿瘤的4.45%（男性
为2.51/10万，女性为1.92/10万）。

致病因素
头颈部肿瘤的病因和生活环境及个体的饮食习惯、嗜
好密切相关的，如甲状腺肿瘤在沿海和内陆缺碘地区
发病率较高，这可能与饮食中碘的含量有关。另外，
甲状腺肿瘤女性患者居多，有研究表明与女性激素有
关；喉部肿瘤的发生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而口腔
肿瘤的发病与不良饮食、口腔卫生有关。所以改变不
良嗜好、饮食习惯，有些肿瘤是可以预防的。

早期症状
（1）持续鼻塞或鼻出血；（2）颈部或颌部肿胀；（3
）持续声嘶或声音改变；（4）耳痛；（5）伸舌受限
；（6）面部或上颌疼痛；（7）口腔黏膜上异常的白
色(黏膜白斑病)或红色斑块；（8）口腔溃疡超过2周不
愈；（9）嘴唇、口腔或咽喉的肿物；（10）咀嚼困难
或吞咽疼痛。

体检筛查
头颈癌高发人群：（1）吸烟饮酒者；（2）饮食过多
的咸鱼，腊味和腌制含亚硝胺类化合物的食品，这些
食物有诱发鼻咽癌的作用；（3）根据研究发现，常嚼
食槟榔的国家如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口腔癌发病率
在世界前列，嚼槟榔盛行的台湾，口腔癌发病率也很
高；（4）有EB病毒感染者；（5）经常接触放射性物
质；（6）有家族史；（7）易患口腔黏膜白斑者，尽
管临床表现与组织病理无必然联系，但在萎缩基础上
的白色，点状，肥厚性结节是皮损上皮发育不良的特
点，表明高度恶性化趋势。通常临床医生通过以下方
法诊断：（1）体格检查；（2）纤维喉镜检查；（3）
CT或MRI或PET扫描；（4）组织活检以确定病理学类
型；（5）评价肿瘤是否转移：胸部X线检查、腹部扫
描和骨扫描等。

生活建议
（1）利用洗澡等机会自我触摸颈部，特别是颈侧区，
如有怀疑尽早到医院检查，争取早发现。当然不必过
多疑虑，不要把颈部的肌肉、血管、骨等结构误认为
是颈部肿块；（2）重视鼻、咽部的不适，如耳闷、耳
鸣、吞咽不适、异物感等症状不要轻易忽视，早做检
查；（3）对于有家族史者，更应该定期健康检查，及
时防范；（4）戒除烟、酒，少食腌制食品（如腌咸菜
、腌咸鱼等），健康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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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母细胞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50 5.095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2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5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0.1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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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NAT1 rs13253389 A/A A/A

OGG1 rs293795 A/A A/A

OGG1 rs159150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upo P J, Lee L J, Okcu M F, et al. An exploratory case-only analysis of gene-hazardous air pollutant
interactions and the risk of childhood medulloblastoma.[J]. Pediatric Blood & Cancer, 2012, 59(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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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髓母细胞瘤由Bailey与Cushing于1925年首先报道，是好发于儿童的颅内恶性肿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恶性程度最高
的神经上皮性肿瘤之一。有研究认为其发生是由于原始髓样上皮未继续分化的结果。这种起源于胚胎残余细胞的肿
瘤可发生在脑组织的任何部位，但绝大多数生长在第四脑室顶之上的小脑蚓部。髓母细胞瘤在儿童中年发病率为2.
19~6.6/100万，占儿童颅内肿瘤的20%~35%。其中，男性多见，男女之比在1.5:1~2:1，发病高峰年龄为6~8岁。

致病因素
近来的研究认为髓母细胞瘤由原始神经干细胞演化而
成，此类细胞有向神经元及神经胶质细胞等多种细胞
分化的潜能，属原始神经外胚叶肿瘤（PNETs），是一
种神经母细胞瘤，其位于后颅窝者又专称为髓母细胞
瘤。后颅窝中线处的髓母细胞瘤来源于后髓帆中向外
颗粒层分化的室管膜增殖中心的原始细胞，这些细胞
可能在出生后数年仍然存在。而偏于一侧生长的髓母
细胞瘤则发生于小脑皮质的胚胎颗粒层，这层细胞位
于软膜下小脑分子层表层，此层细胞在正常情况下于
出生后1年内消失，这可能是髓母细胞瘤多见于儿童的
原因之一。有研究认为在大龄儿童及成人肿瘤主要来
源于前者，而小龄儿童髓母细胞瘤则来源于后者。

早期症状
颅内压增高症状由于肿瘤易阻塞第四脑室产生脑积水
及颅内压增高，出现头痛、呕吐、视乳头水肿等症状
和体征。在幼儿时期可至头颅增大，扣之有破罐声。

体检筛查
髓母细胞瘤检查：（1）腰椎穿刺：因瘤细胞可脱落播
散，故脑脊液瘤细胞检查十分重要。因多数髓母细胞
瘤病人颅内压增高，故术前腰椎穿刺宜慎用，以免诱
发脑疝。脑脊液除常规化验外可寻找脱落细胞。通常
腰穿多提示颅内压增高，而脑脊液生化见蛋白和白细
胞增高者仅占1/5。术后腰椎穿刺行瘤细胞检查有重要
意义，提示了术后需进行全脑及脊髓放疗的必要性；
（2）头颅X线平片：头颅X线可见有颅缝增宽等颅内高
压征，肿瘤钙化极为罕见；（3）CT：可见小脑蚓部或
四室内均匀一致的等密度或稍高密度占位，多与四脑
室底有分界，将脑干向前推移。肿瘤周边环绕有薄的
低密度水肿带，明显均匀强化，肿瘤钙化囊变少见；
（4）MRI：肿瘤实质部分表现为长T1长T2信号，矢状
位可更好地显示肿瘤起源于小脑的蚓部及肿瘤与四脑
室底的关系，这可视为与室管膜瘤的鉴别点。

生活建议
（1）避免有害物质侵袭；（2）增强体质来提高抵御
癌瘤的免疫力；（3）宜清淡为主，多吃蔬果，合理搭
配膳食，注意营养充足，忌烟酒忌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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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390 3.941

1.42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24221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42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2.2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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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VEGFC rs2046463 G/G G/G

AGER rs1800625 A/A A/A

VEGFC rs7664413 C/C C/T

DICER1 rs1057035 T/T T/T

CD44 rs187115 T/T T/T

GSN rs1078305 A/A G/G

GSN rs10818524 T/T C/C

MDM2 rs2279744 T/T T/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hen X, Sturgis E M, Lei D, et al. HPV seropositivity synergizes with MDM2 variants to increase risk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Cancer Research, 2010, 70(18):7199.

[2] Su S, Chien M, Lin C, et al. RAGE gene polymorphism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 in the risk of oral
cancer[J].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 2015, 94(3):403-11.

[3] Chien M H, Liu Y F, Hsin C H, et al. Impact of VEGF-C Gene Polymorphism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Oral Cancer Susceptibility in Taiwan[J]. Plos One, 2013, 8(4):e60283.

[4] Ma H, Yuan H, Yuan Z, et al. Genetic Variations in Key MicroRNA Processing Genes and Risk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A Case-Control Study in Chi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2, 7(10):e47544.

[5] Chou Y E, Hsieh M J, Hsin C H, et al. CD44 Gene Polymorphism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Oral
Cancer Susceptibility in Taiwan[J]. Plos One, 2014, 9(4):e93692.

[6] Yang X D, Zhao S F, Zhang Q, et al. Gelsolin rs1078305 and rs10818524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Biomarkers :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exposure, response, and susceptibility to chemicals, 2016,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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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口腔癌是指发生于口腔的恶性肿瘤，包括唇癌、牙龈癌、舌癌、软硬腭癌、颌骨癌、口底癌、口咽癌、涎腺癌和上
颌窦癌以及发生于颜面部皮肤粘膜的癌症等。口腔癌是头颈部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口腔癌以男性多见。口腔癌
病例中，以舌活动部癌最常见，其次为颊粘膜癌。在我国口腔癌的发病率约在3.6/10万～7.0/10万人之间，已居全
身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10位，而且有增长的趋势，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不容忽视。

致病因素
（1）长期嗜好烟、酒：口腔癌患者大多有长期吸烟、
饮酒史，而不吸烟又不饮酒者口腔癌少见；（2）口腔
卫生差：口腔卫生习惯差，为细菌或霉菌在口腔内滋
生、繁殖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亚硝胺及其前体的
形成。加之口腔炎，一些细胞处于增生状态，对致癌
物更敏感，如此种种原因可能促进口腔癌发生；（3）
异物长期刺激：牙根或锐利的牙尖、不合适的假牙长
期刺激口腔黏膜，产生慢性溃疡乃至癌变；（4）营养
不良：维生素A缺乏可引起口腔黏膜上皮增厚、角化过
度而与口腔癌的发生有关；（5）黏膜白斑与红斑：口
腔黏膜白斑与增生性红斑常是一种癌前病变；（6）相
关病变：如溃疡等。

早期症状
（1）疼痛；（2）溃疡；（3）肿块；（4）舌头失去
知觉。

体检筛查
口腔鳞癌常发生溃疡，典型的表现为质硬，边缘隆起
不规则，基底呈凹凸不平的浸润肿块，溃疡面波及整
个肿瘤区，需与一般口腔溃疡鉴别：（1）创伤性溃疡
：此溃疡常发生于舌侧缘，与溃疡相对应处总有尖牙
，牙残根或不规则的牙修复体，说明溃疡是由上述刺
激物引起，溃疡质软，基底软无硬结，消除上述刺激
物1～2周后溃疡即可自愈；（2）结核性溃疡：几乎均
为继发性，大多为开放性肺结核直接蔓延的结果，常
发生于软腭，颊粘膜及舌背，溃疡较癌性溃疡浅，溃
疡基底软无侵润硬结，抗结核治疗有效，影像学检查
及组织活检可准确鉴别并诊断。

生活建议
（1）避免不必要的长时间光照，防止引发唇癌；（2
）避免吸烟与喝酒；（3）戴假牙的病人发现假牙下组
织有疼痛、发炎，要及时就医。力争做到癌的早期发
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并坚持定期检查；（4）拔
掉牙齿的残根、残冠不能修复的牙，佩戴良好的假牙
，不刺激组织；（5）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经常
刷牙，去除不良刺激；（6）平衡饮食，粗细搭配，合
理营养。不吃过烫的水与食物，避免刺激口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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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文氏肉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800 5.200

4.1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8.3E-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4.1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0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3.5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7.26%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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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DM2 rs2279744 T/T T/G

EGR2 rs224278 C/C C/T

C1orf127,TARDBP rs9430161 G/G G/G

LOC100131089 rs4924410 A/A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Thurow H S, Hartwig F P, Alho C S, et al. Ewing Sarcoma: influence of TP53 Arg72Pro and MDM2
T309G SNPs.[J].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 2013, 40(8):4929-4934.

[2] Postel-Vinay S, Veron A S, Tirode F, et al. Common variants near TARDBP and EGR2 are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Ewing sarcoma[J]. Nature Genetics, 2012, 44(3):323-327.

肿瘤

167/564



疾病概述
尤文氏肉瘤又称为未分化网状细胞瘤，与尤文氏骨癌接近，原发于骨髓内的原始细胞，是常见的骨的恶性肿瘤。早
期及可发生肺转移，预后差，但放射治疗敏感。国内我们查见骨肉瘤273例报告，软骨肉瘤58例，男性较女性多见
，常见于10~15岁少年，骨网织细胞肉瘤28例，而尤文氏瘤仅有5例报告。

致病因素
目前无确切的病因，可能与放射性因素、遗传因素等
有关。有报道称有疝气发病史的儿童发生尤文氏肉瘤
的发病风险升高。

早期症状
（1）疼痛程度不一，初发时不严重，但迅速变为持续
性疼痛；根据部位的不同，局部疼痛将随肿瘤的扩散
蔓延。如发生于骨盆部位，疼痛可沿下肢放射，影响
髋关节活动；若发生于长骨临近关节，则出现跛行、
关节僵硬，还伴有关节积液；（2）随疼痛的加剧而出
现局部肿块，肿块生长迅速，表面可呈红、肿、热、
痛的炎症表现；（3）患者往往伴有全身症状，如体温
升高达38~40℃，周身不适，乏力，食欲下降及贫血等
。

体检筛查
鉴别诊断：（1）年龄、性别、部位：多发生于10~30
岁。男性略多。多发生于股骨、胫骨或腓骨、尺骨等
处，亦可发生于髂尤文氏肉瘤X线表现骨、肩胛骨等；
（2）主要症状：进行性疼痛并出现肿块。有时体温升
高，白细胞增多；（3）X线检查尤文氏瘤的X线表现多
种多样，依发生部位不同，表现亦不相同；（4）实验
室检查：可有贫血、白细胞增多及血沉加快；（5）血
管造影；（6）CT及MRI。

生活建议
（1）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疲
劳；（2）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3）应
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保持弱碱性体质，使各
种癌症疾病远离自己；（4）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多在阳光下运动，多出汗可将体内酸性物质随汗液
排出体外，避免形成酸性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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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217 2.420

1.32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84785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32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39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6.3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5.4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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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LOC728724,MIR1208 rs4733601 A/A A/A

IL10 rs1800896 T/T T/T

LTA rs1800629 G/G G/G

MASP2 rs12711521 C/C A/A

EXOC2 rs116446171 C/C C/C

PVT1 rs13255292 C/C C/C

HLA-B rs2523607 T/T T/T

NCOA1,ITSN2 rs79480871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Rd H H, Au W Y, Kim H N, et al. IL10 and TNF variants and risk of non-Hodgkin lymphoma among
three Asian popul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matology, 2013, 97(6):793-799.

[2] Hu W, Bassig B A, Xu J, et al. Polymorphisms in pattern-recognition genes in the innate immunity
system and risk of non-Hodgkin lymphoma[J]. Environmental & Molecular Mutagenesis, 2013,
54(1):72-77.

[3] Bassig B A, Cerhan J R, Au W Y, et al.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in a
pooled study of three Eastern Asian popul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15,
95(5):442-448.

[4] Cerhan J R, Berndt S I, Vijai J,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multiple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J]. Nature Genetics, 2014, 46(11):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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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是成人淋巴瘤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并且是一组在临床表现、组织形态和预后等
多方面具有很大异质性的恶性肿瘤。在欧美国家，DLBCL的发病率约占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31%，在亚洲国
家占NHL大于40%，而中国的发病率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DLBCL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以老年人多见，中位发病
年龄为60~64岁，男性稍多于女性。

致病因素
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多数为原发DLBCL，也可由
惰性淋巴瘤进展或转化而来。潜在的免疫缺陷是DLBC
L非特殊型肯定的危险因素，还可能与人类疱疹病毒–8
（HHV–8）、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有关。

早期症状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症状是多种多样，淋巴结肿大为
典型特征，以其首发者约占60%，多发于颈部，其次
为腋下、腹股沟，淋巴结大，坚而有弹性，无疼痛。
病变也可见于淋巴结外组织器官，引起吞咽困难，鼻
出血、腹痛、腹泻、腹水、肝脾肿大、肝痛、黄疸、
咯血、胸水、骨瘤、病理性骨折、中枢神经病变、皮
肤溃疡等。

体检筛查
检查：血常规，便隐血试验，嗜异性凝集试验，布氏
杆菌凝集试验，补体测定，旧结核菌素试验。诊断：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正确的诊断需要血液病理学专家根
据合适的活检和B细胞免疫表型的证据而得出。有突出
的纵隔侵犯的患者有时候被诊为一个独立的亚型称原
发性纵隔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该肿瘤发生于前纵隔，
可能起源于胸腺，通常有明显的间质纤维间隔，这类
患者中位年龄更年轻（37岁），女性多发（占66%）
。

生活建议
（1）避免病毒及细菌感染：有研究表明 HIV、EBV、
幽门螺杆菌等感染会诱发对人体免疫系统的长期刺激
可能是某种特定类型淋巴瘤的起因；（2）良好的生活
习惯：注重“三个平衡”，即：饮食平衡，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动静平衡，坚持进行适当锻炼；心理平衡，学
会自我调整心态；杜绝吸烟、酗酒、熬夜等不良习惯
；不吃被污染的食物，小心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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涎腺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446 1.488

1.48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535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48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3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5.8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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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BRCA1 rs1060915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Xu L, Doan P C, Wei Q, et al. Functional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BRCA1 gene and
risk of salivary gland carcinoma.[J]. Oral Oncology, 2012, 48(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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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涎腺癌是由涎腺上皮组织发生的恶性肿瘤，可来源于大涎腺、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也可来源于小涎腺（多见于
腭腺），即任何有涎腺的部位都可发。病理分类有黏液表皮样癌、乳突状囊腺癌、腺泡细胞癌、腺样囊性癌、腺癌
、鳞癌和未分化癌等。按疾病分类分为腮腺癌、颌下腺癌、舌下腺癌、小涎腺癌。在口腔颌面肿瘤中涎腺肿瘤发生
的比例较高，为常见病，任何年龄都可发生涎腺肿瘤。

致病因素
涎腺癌的原因至今尚未完全认识，但目前认为，多数
涎腺癌的发生与环境因素有关，如热、慢性损伤、紫
外线、X线及其他放射性物质都可成为致癌因素。另外
，如神经精神因素、内分泌因素、机体的免疫状态以
及遗传因素等都被发现与涎腺癌的发生有关。

早期症状
（1）腮腺癌：可伴有局部疼痛、皮肤受侵、面神经麻
痹等；（2）颌下腺癌：以局部疼痛、发现局部肿块多
见，常与口底肌群粘连、固定，少数可侵犯颌骨、舌
神经、舌下神经和面神经的下颌支；（3）舌下腺癌：
舌下腺肿块、质地较硬、可伴有疼痛等；（4）小涎腺
癌：临床症状与发生部位有关，上腭是多发部位，可
伴有疼痛，肿块固定，表面黏膜完整，可侵犯硬腭或
软腭，还可侵犯牙龈、牙槽骨，甚至向上侵犯颅底。

体检筛查
检查：涎腺造影表现为侵袭性病变：出现分支导管破
坏、碘油外漏等恶性肿瘤表现。CT片可见腺体被边界
不清的肿块破坏或挤压移位，造影剂可渗入肿块中。
诊断：涎癌易发生囊性变，仔细触诊常可扪及硬软布
等的质地，此特点可与多形性腺瘤相鉴别，确定肿瘤
类型，多依赖于组织学诊断。

生活建议
（1）饮食要定时、定量、少食、多餐，要有计划地摄
入足够的热量和营养，少食多餐对消化道癌症病人更
合适；（2）可多吃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C的饮食，多
吃绿色蔬菜和水果；（3）可常吃含有抑制致癌作用的
食物，如苤蓝、卷心菜、荠菜等；（4）加强锻炼，提
高疾病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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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224 3.351

1.25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87596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25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9.6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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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ASC8/CCAT2 rs6983267 G/G G/T

ERCC1 rs2282695 C/C C/G

MBIP,PTCSC3 rs944289 C/C C/C

PTCSC3,MBIP rs116909374 C/C C/C

DIRC3 rs966423 C/C C/C

NRG1 rs2439302 G/G C/C

XPA,FOXE1 rs965513 A/A G/G

FOXE1,RP11-23B15.1 rs1867277 A/A G/G

IL21-AS1 rs12508721 C/C 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ones A M, Howarth K M, Martin L, et al. Original article: Thyroid cancer susceptibility
polymorphisms: confirmation of loci on chromosomes 9q22 and 14q13, validation of a recessive 8q24
locus and failure to replicate a locus on 5q24[J].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2012, 49(3):158-63.

[2] Wang Y L, Feng S H, Guo S C, et al. Confirmation of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susceptibility loci
identified by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chromosomes 14q13, 9q22, 2q35 and 8p12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2013, 50(10):689.

[3] Gudmundsson J, Sulem P, Gudbjartsson D F, et al. Discovery of common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low TSH levels and thyroid cancer risk[J]. Nature Genetics, 2012, 44(3):319-322.

[4] Xiao M, Hu S, Tang J, et al. Interleukin (IL)-21 promoter polymorphism increases the risk of thyroid
cancer in Chinese population.[J]. Gene, 2014, 537(1):15-9.

[5] Han S, Song J, Min S, et al. A genetic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polymorphisms, rs2282695 and
rs12373539, in the FOSB gene and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J]. Experimental & Therapeutic Medicine,
2012, 4(3):5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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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甲状腺癌是头颈部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占全身恶性肿瘤的1%~2%。本病的发生率占总人口的4%~7%，以女性发病
较多，男女之间比例约为1:2~3，发病年龄多在25~65岁，以青年及老年者多见。大多数病人为无症状的甲状腺结
节，部分病人有局部症状，如声嘶、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及局部颈痛等。其病理主要有乳头状腺癌、滤泡癌、髓样
癌和未分化癌四种类型。本病除未分化癌外，一般预后良好，平均5年生存率可高达83.2%~95.6%。

致病因素
（1）电离辐射：是目前唯一一个已经确定的致癌原因
。1986年，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当
地甲状腺癌发病率比原来高出了15倍。日本地震海啸
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后，当地甲状腺癌发病率出现
大幅度上升；（2）内分泌因素：本病高发于女性，尤
其多见于年轻女性。甲状腺位于颈部前面、喉结下方
、气管两侧，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承担人体摄
取和存储碘，合成和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而包括雌
激素和孕激素在内的女性激素，很可能参与了甲状腺
癌的发生、发展，体内雌激素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甲
状腺癌发生。18~40岁女性激素水平是一生中最高的时
候，所以这一年龄段也是甲状腺癌发病的高峰期；（3
）甲状腺疾病：有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平时必须得注
意自己病情的发展，即使是良性的甲状腺疾病也要重
视，有20%的甲状腺肿大和2%的甲亢会发生癌变，要
做到及时治疗，定期复查。

早期症状
（1）甲状腺肿大的形状：甲状腺肿大的形状一般分为
两大类，一类呈蝴蝶形，多见于地方性甲状腺肿、甲
状腺炎及部分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人，另一类是在甲
状腺的某个部位出现一个圆形肿块，当出现这类差异
后，需要及时进行专业的诊断以便早期确诊；（2）肿
块的大小：肿块若呈弥漫性肿大或多发性结节性肿大
，多为地方性甲状腺肿大，一般良性肿瘤或囊肿的单
个结节直径多在2厘米左右，直径超过2厘米时，应怀
疑为甲状腺癌；（3）肿块的光滑度和软硬度：表面光
滑一致者，多为地方性甲状腺肿大，表现不光滑呈实
体感者，应疑为癌肿；（4）肿块的生长速度：甲状腺
癌的肿块增长明显，速度较快，可在十几天或一、二
个月内明显增大，对于明显增大的肿块可怀疑为甲状
腺癌；（5）肿块周围是否可触及淋巴结：若在甲状腺
周围颈部能触摸到质地较硬的淋巴结，则应高度怀疑
是甲状腺伴有局部淋巴结转移。

体检筛查
甲状腺癌高危人群：（1）甲状腺疾病患者：甲状腺肿
、甲状腺结节患者，尤其是反复发作桥本氏甲状腺炎
合并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逐渐增大者，需警惕甲
状腺癌发生；（2）经常暴露在高辐射工作环境中的人
；（3）女性：女性更容易患甲状腺癌。研究表明雌激
素和孕激素等女性激素，可能参与甲状腺癌发生发展
，而女性本身雌激素20~40岁女性处于生命旺盛期，体
内激素水平是一生中最高阶段，因此女性甲状腺癌患
者多见于20~40岁女性；（4）碘摄入量过多人群；（
5）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家族病史人群：家族中有患过甲
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如甲状腺髓样癌或甲状腺肿大
，那么他们患甲状腺癌的风险要比常人高很多。筛查
方法：（1）B超诊断；（2）癌症标志物；（3）血清
促甲状腺激素水平；（4）降钙素，甲状腺球蛋白。

生活建议
（1）尽量避免儿童期头颈部x线照射；（2）保持精神
愉快，防止情志内伤，是预防本病发生的重要方面；
（3）针对水土因素，注意饮食调摄，经常食用海带、
海蛤、紫菜及采用碘化食盐。但过多地摄入碘也是有
害的，实际上它也可能是某些类型甲状腺癌的另一种
诱发因素；（4）甲状腺癌患者应吃富于营养的食物及
新鲜蔬菜，避免肥腻、香燥、辛辣之品；（5）避免应
用雌激素，因为它对甲状腺癌的发生起着促进作用；
（6）对甲状腺增生性疾病及良性肿瘤应到医院进行积
极、正规的治疗；（7）积极锻炼身体，提高抗病能力
。专家建议：家族中一级亲属中有3例或3例以上甲状
腺癌病人，那么这个家族具有遗传性的概率会超过94
%。一级家属包括父母、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这些
高危人群，建议进行早期基因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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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05 2.511

0.29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4724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29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7.6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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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DM2 rs2279744 T/T T/G

ADIPOQ rs1501299 G/G G/T

FAM204A,PRLHR rs12413624 T/T A/A

KLF12,KLF5 rs4885093 G/G G/G

HFE rs1799945 C/C C/C

BCAR1 rs7190458 G/G G/G

CLPTM1L rs401681 C/C C/C

KCNQ1 rs2237895 A/A A/A

TFF1,TFF2 rs1547374 A/A A/A

DAB2 rs2255280 C/C A/A

BACH1 rs372883 T/T T/T

FAM19A5 rs5768709 A/A A/A

MIR181A1,NR5A2 rs4465241 T/T C/C

NR5A2 rs3790844 A/A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18个位点，其中4个位点为有害突变，9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5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于
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Zhao Z, Li C, Hu M, et al. Plasma ferritin levels, HF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pancreatic cancer
among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Tumour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ncodevelopmental Biology & Medicine, 2014, 35(8):7629-7633.

[2] Ueno M, Ohkawa S, Morimoto M,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identified SNPs
(rs3790844, rs3790843) in theNR5A2gene and risk of pancreatic cancer in Japanese[J].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17018.

[3] Asomaning K, Reid A E, Zhou W, et al. MDM2 promoter polymorphism and pancreatic cancer risk
and prognosis.[J].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08, 14(12):4010-4015.

[4] Wolpin B M, Rizzato C, Kraft P,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multiple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pancreatic cancer[J]. Nature Genetics, 2014, 46(9):994-1000.

[5] Petersen G M, Amundadottir L, Fuchs C S,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pancreatic cancer susceptibility loci on chromosomes 13q22.1, 1q32.1 and 5p15.33[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3):224.

[6] Kuruma S, Egawa N, Kurata M, et al. case-control study of diabetes-related genetic variants and
pancreatic cancer risk in Japan[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4, 20(46):17456-17462.

[7] Liu Q, Lin X, Liu J, et al. The -409 C/T genotype of PRSS1 protects against pancreatic cancer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Digestive Diseases & Sciences, 2012, 57(2):573-579.

[8] Wu C, Miao X, Huang L,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five loci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pancreatic cancer in Chinese populations.[J]. Nature Genetics, 2012, 4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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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约90%为起源于腺管上皮的导管腺癌。其发
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明显上升。中国2012年胰腺癌发病率为3.6/10万，近些年发病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死亡率
为3.5/10万，50%的胰腺癌患者诊断时即为晚期，75%的患者自诊断起1年内死亡，晚期胰腺癌自诊断起的中位生
存期不到6个月。本病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男女之比为1.5~21，男性患者远较绝经前的妇女多见，绝经后妇女的
发病率与男性相仿。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流行病学研究证实胰腺癌有家族聚集
的特点，胰腺癌患者中，有胰腺癌家族史者是无胰腺
癌家族史患者的3~13倍；（2）炎症因素：已有证据表
明反复发作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或结石性胰腺炎有
可能是一种癌前期病变；（3）疾病相关因素：糖尿病
或者糖耐量异常作为胰腺癌的病因尚有争论，争论的
焦点主要是糖尿病究竟是胰腺癌的一个早期症状或并
发症，还是致病因素，目前赞成其为病因的占优势。
尤其是那些突发的无糖尿病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应该
做胰腺癌筛查；（4）良性肿瘤恶变：胰腺有多种良性
肿瘤，但原发性良性肿瘤，例如粘液性囊腺瘤、导管
内粘液乳头状瘤很可能恶变为胰腺癌。

早期症状
（1）食欲不振、消瘦：胰腺癌的早期症状可表现为食
欲不振、消瘦，具体以食欲不振为首发症状的约10%
，部分以消瘦为首发症状。其实，这已非早期征象。
有认为纳减、恶心呕吐、大便习惯改变、消瘦为胰体
尾癌的四大早期症状；（2）上腹不适和疼痛胰腺癌的
早期症状可表现为上腹疼痛和说不清的不适感，闷堵
感，时轻时重，时有时无，一般夜间更明显。

体检筛查
胰腺癌高危人群：（1）有胰腺癌家族史者，有人认为
遗传因素在胰腺癌发病中占5%~10%；（2）胰腺癌的
高危因素有吸烟、大量饮酒以及长期接触有害化学物
质等；（3）突发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不典型糖尿病，
年龄在60岁以上，缺乏家族史，无肥胖，很快形成胰
岛素抵抗者。40%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伴有糖尿病
；（4）良性病变进行过远端胃大部切除者，特别是术
后20年以上的人群，胰腺癌发病率升高1.5~5倍；（5
）慢性胰腺炎患者，目前认为慢性胰腺炎在一部分病
人中是一个重要的癌前病变，特别是慢性家族性胰腺
炎和慢性钙化性胰腺炎。针对高危人群的初筛工具，
建议进行CA19–9和多排螺旋CT（MDCT）联合检测。
查出疑似人群，根据医生意见选择以下工具进行诊断
：超声内镜（EUS）、PET–CT、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
（ERCP）、磁共振。

生活建议
（1）戒酒戒烟。（2）减少环境致病因素：良好的环
境因素对预防胰腺癌具有重要作用。应减少或避免接
触放射性物质，对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员应采取良好
的防护措施。应减少病毒感染的机会，尤其是流行性
病毒感染。（3）胰腺癌自检：胰腺癌的自检方法有如
下几种：梗阻性黄疸；近期出现的无法解释的体重下
降超过10%；近期出现的不能解释的上腹或腰背部疼
痛；近期出现的模糊不清又不能解释的消化不良而检
查显示消化道正常；突发糖尿病而又没有使之发病的
因素，如既无家族史，又非肥胖者；突发无法解释的
脂肪泻。（4）定期去正规体检机构进行体检：建议具
有慢性胰腺炎、糖尿病以及胰腺癌家族史的遗传风险
高的人群定期到正规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包括癌胚
及抗原相关肿瘤标志物、EUS、CT、腹部B超检查等，
从而进行早期监测、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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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429

1.5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306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3.6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7.41%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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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OD3 rs699473 C/C C/T

MTRR rs1801394 A/A A/A

CASC10 rs12770228 G/G G/G

ERCC5 rs17655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an X Y, Wang W, Wang L L, et al. Genetic variants and increased risk of meningioma: an updated
meta-analysis[J]. Oncotargets & Therapy, 2017, 10:1875-1888.

[2] Egan K M, Baskin R, Nabors L B, et al. Brain tumor risk according to germ-line variation in the
MLLT10 locus[J]. 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Ejhg, 2015, 23(1):132-4.

[3] Rajaraman P, Hutchinson A, Rothman N, et al. Oxidative response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adult brain tumors[J]. Neuro Oncol, 2008, 10(5):709-715.

[4] Luo K Q, Mu S Q, Wu Z X, et al. Polymorphisms in DNA repair genes and risk of glioma and
meningioma[J]. Asian Pac J Cancer Prev, 2013, 14(1):44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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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脑膜瘤（Meningiomas）是起源于脑膜及脑膜间隙的衍生物，发病率占颅内肿瘤的19.2%，约每十万人有6人发病
。许多无症状脑膜瘤多为偶然发现。多发脑膜瘤偶尔可见，文献中有家族史的报告。脑膜瘤50%位于矢状窦旁，另
大脑凸面，大脑镰旁者多见，其次为蝶骨嵴、鞍结节、嗅沟、小脑桥脑角与小脑幕等部位，生长在脑室内者很少，
也可见于硬膜外。其它部位偶见。脑膜瘤的人群发生率大约为2/10万，仅次于脑胶质瘤占颅内肿瘤大约20%左右，
女性与男性之比为23，高峰发病年龄为30~50岁。

致病因素
脑膜瘤的发生可能与一定的内环境改变和基因变异有
关，并非单一因素造成，可能与颅脑外伤，放射性照
射、病毒感染以及合并双侧听神经瘤等因素有关。通
常认为蛛网膜细胞的分裂速度是很慢的，以上因素加
速了细胞的分裂速度，可能是导致细胞变性的早期重
要阶段。

早期症状
脑膜瘤属于良性肿瘤，生长慢，病程长。因肿瘤呈膨
胀性生长，病人往往以头疼和癫痫为首发症状。根据
肿瘤位置不同，还可以出现视力、视野、嗅觉或听觉
障碍及肢体运动障碍等。在老年人，尤以癫痫发作为
首发症状多见。颅压增高症状多不明显，尤其在高龄
病人。在CT检查日益普及的情况下，许多患者仅有轻
微头痛，甚至经CT扫描偶然发现为脑膜瘤。因肿瘤生
长缓慢，所以肿瘤往往长的很大，而临床症状还不严
重。临近颅骨的脑膜瘤常可造成骨质的变化。

体检筛查
典型的脑膜瘤，在未增强的CT扫描中，呈现孤立的等
密度或高密度占位病变。其基底较宽，密度均匀一致
，边缘清晰，瘤内可见钙化。增强后可见肿瘤明显增
强，可见脑膜尾征。对于同一病人，最好同时进行CT
和MRI的对比分析，方可得到较正确的定性诊断。各种
类型的脑膜瘤都是富于血管结构的，血管造影可用以
证实肿瘤血管结构、主要脑血管的移位、肿瘤与大的
硬膜窦的关系以及窦的开放程度。同时造影技术也为
术前栓塞供应动脉，减少术中出血提供了帮助。

生活建议
提高机体抵御肿瘤的免疫力能够帮助提高和加强机体
免疫系统与肿瘤斗争。所面临的肿瘤防治工作重点应
首先关注和改善那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例如戒
烟、合理饮食、有规律锻炼和减少体重，任何人只要
遵守这些简单、合理的生活方式常识就能减少患癌的
机会。生活中尽量避免使自己长时间接触有毒有害物
质，或者在防护措施做好的情况下短期接触，这对预
防脑膜瘤非常关键。避免苯并芘、亚硝胺等致癌物质
进入体内。讲究个人卫生，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
防止病毒感染。避免脑部外伤，发生脑外伤时应及时
治愈。日常生活中，应保持饮食均衡，多食用些蔬菜
和水果。保持积极心态要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
逸结合，不要过度疲劳，适当进行体育锻炼是一种缓
解压力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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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母细胞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300 2.213

0.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7.6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2.3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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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BARD1 rs7585356 G/G G/G

MTHFR rs1801133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Ferrara M, Capozzi L, Russo R. Impact of the MTHFR C677T polymorphism on risk of wilms tumor:
case-control study.[J]. Journal of Pediatric Hematology/oncology, 2009, 31(4):256-8.

[2] Fu W, Zhu J, Xiong S W, et al. BARD1 Gene Polymorphisms Confer Nephroblastoma Susceptibility[J].
Ebiomedicine, 2017, 16(C):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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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肾母细胞瘤又称肾胚胎瘤、威耳姆斯瘤（Wilms瘤），是婴幼儿最多见的恶性实体瘤之一。肿瘤主要发生在生后最
初5年内，特别多见于2~4岁。左右侧发病数相近，3%~10%为双侧性，或同时或相继发生。男女性别几无差别，
但多数报告中男性略多于女性，个别病例发生于成人。在所有儿童恶性肿瘤中，95％以上的儿童肾脏肿瘤为肾母
细胞瘤，其发病率类似于神经母细胞瘤。

致病因素
肾母细胞瘤可能由于未分化形成小管和小球的后肾胚
芽异常增生所致。肾母细胞瘤增生复合体（Nephrobla
stomatosis complex）也可能是Wilms瘤瘤前病变。近
年来已确认肿瘤抑制基因WT1与WT2的缺失与部分肾
母细胞瘤的发生有关。肾母细胞瘤的发病原因尚不明
了，有一定的家族性发生倾向。也有人认为有遗传性
，一家几个孩子可先后生长该瘤；Schweisguth报道在
600例中，有5对为兄弟姐妹。

早期症状
（1）以腹部肿物为第一症状，贫血，低热，高血压常
见，但血尿少见；（2）尿路造影不显影或显示肾盂，
肾盏变形移位，肾影增大，肿瘤区可见钙化影，输尿
管可被肿瘤推向中线；（3）放射性核素肾扫描显示患
肾放射性缺损及稀疏；（4）B超，CT或MRI检查，幼
儿腹部发现包块，短期内明显增大。

体检筛查
肾母细胞瘤易发人群为幼儿，检查方法：（1）实验室
检查：血小板增高，红细胞数减少。90%～100%的患
儿血清甲胎蛋白（AFP）明显增高，对于本病的诊断有
特异性的价值，并与肿瘤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是临
床上作为诊断和手术后随访检测的重要指标；（2）影
像学检查：目前常用的检查方法有B超检查、CT、MRI
、血管造影、X线平片检查等。

生活建议
（1）合理饮食，增加营养：维生素A能够帮助早期受
到致癌物质侵袭发生变异的细胞逆转过来而成为正常
生长的细胞，减少患癌的风险，因此要多食用富含维
生素A的食物，如动物肝脏、全蛋和全牛奶；（2）健
康的生活方式：饮食、锻炼和控制烦恼，健康的生活
方式选择可帮助我们远离癌症。让患者保持良好的情
绪状态和适宜的体育锻炼可以使身体的免疫系统处于
最佳状态，对肾母细胞瘤的护理和预防其他疾病的发
生同样有好处；（3）避免接触有害的物质，提高机体
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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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泡性淋巴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47 3.253

1.35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09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35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8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9.5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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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ETS1,FLI1 rs4937362 T/T T/T

DDX6,CXCR5 rs4938573 C/C T/T

LPP rs6444305 G/G A/A

DEFB126 rs6054706 C/C C/T

MBP rs8094402 A/A A/A

PVT1 rs13254990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kibola, Christine&nbsp, Berndt,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Five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Follicular Lymphoma outside the HLA Reg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4,
95(4):462.

[2] Hu W, Bassig B A, Xu J, et al. Polymorphisms in pattern-recognition genes in the innate immunity
system and risk of non-Hodgkin lymphoma[J]. Environmental & Molecular Mutagenesis, 2013,
54(1):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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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滤泡性淋巴瘤（FL）在全世界占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22%。滤泡性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是无痛性淋巴结肿大
，典型表现为多部位淋巴组织侵犯，有时可触及滑车上淋巴结肿大。FL的发生率在西方国家占NHL的22%~35%，
而在亚洲地区的发生率显著降低。

致病因素
（1）染色体异常：染色体易位t（14；18）（q32；q
21）的存在是滤泡性淋巴瘤典型细胞遗传学异常，也
其发病的主要机制和始动因素，但同时伴有其他的异
常才可导致肿瘤的发生；（2）正常B细胞生存发育发
挥重要作用的B细胞抗原受体（BCR）在FL的发生中也
可能发挥重要作用；（3）近年的研究还提示，肿瘤细
胞浸润的免疫细胞及产生的免疫反应类型对于FL的发
生和预后也有作用，提示机体免疫系统参与FL的发生
机制。

早期症状
（1）滤泡性淋巴瘤多见于男性老年人。皮肤结节、斑
块好发于躯干特别是背部，其次为头皮。大多为单个
偶或散在多发，直径为2.5~15cm，表面光滑，呈乳头
状，极少脱屑和破溃。典型者周围绕以较小丘疹、轻
度浸润斑块和图形红斑。轻度浸润性斑块可发生于迅
速增长的皮肤肿瘤以前数个月或20年。有些患者的小
丘疹、结节和（或）轻度浸润斑块仅维持数个月；（2
）损为非鳞屑性单发或成群的丘疹、斑块和(或)肿瘤，
周围绕以红斑。多数病例皮损局限于某一部位，约2/3
的病例皮损发生于躯干部，1/5的病例发生于头颈部。
滤泡性淋巴瘤男多于女2倍。不经治疗逐渐在数年中损
害增大，数目增多，但皮肤以外受累者罕见。头部和
躯干部损害预后良好，治疗后5年存活率100%。

体检筛查
FL的诊断主要基于包括免疫组织化学和形态学检查在
内的病理组织学检查，必要时参考流式细胞术以及细
胞遗传学检查结果。在诊断FL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
）应该强调骨髓活检+涂片检查的重要性，在取骨髓活
检组织的时候，取样至少应该大于40px；（2）目前诊
断FL的标准中，典型的FL免疫表型为CD20+、CD10+
、BCL2+、BCL6+ CD5–、CD23–、CD43–、CD1–，此
外最新的NCCN指南中指出，建议增加Ki67检查，可以
作为肿瘤增殖活性的一个提示指标，为临床医生提供
WHO分期以外的参考；（3）虽然85%的FL患者存在t
（14；18）（q32；q21）和BCL2/IgH融合基因，但该
遗传学异常并非FL所特有，它同样能够出现在20%的D
LBCL中。

生活建议
（1）尽可能减少感染，避免接触放射线和其他有害物
质，尤其是对免疫功能有抑制作用的药物；（2）适当
锻炼，增强体质，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3）主要是
针对可能导致滤泡性淋巴瘤的各种因素进行预防：目
前认为正常免疫监视功能的丧失，免疫抑制剂的致瘤
作用，潜在病毒的活跃和某些物理性(如放射线)、化学
性（如抗癫痫药物、肾上腺皮质激素物质的长期应用
），均可能导致淋巴网状组织的增生，最终出现恶性
淋巴瘤。因此，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药物滥用
，在有害环境中作业时注意个人防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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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043 1.000

0.0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47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0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4.0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9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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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DROSHA rs6877842 G/G G/G

TOPBP1 rs115160714 G/G G/G

MDM2 rs2279744 T/T T/G

DGCR8 rs417309 G/G G/G

DGCR8 rs1640299 T/T T/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ou J, Liu F, Zhang D, et al. Significance of MDM2-309 polymorphisms and induced corresponding
plasma MDM2 levels in susceptibility to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Dna & Cell Biology,
2014, 33(2):88.

[2] Bruzgielewicz A, Osuch-Wojcikiewicz E, Walczak A, et al. Evaluation of polymorphisms in microRNA
biosynthesis genes and risk of laryngeal cancer in the Polish population[J]. Polish Journal of Pathology,
2016, 3(3):283-290.

[3] Starska K, Forma E, Nowackazawisza M, et al. The c.*229C > T gene polymorphism in 3'UTR region
of the topoisomerase IIβ binding protein 1 gene and LOH in BRCA1/2 regions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risk and progression of human laryngeal carcinoma.[J]. Tumor Biology, 2016, 37(4):4541-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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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喉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约占全身肿瘤的1%~5%，发病率约为6/10万人，其中96%~98%为鳞状细
胞癌。在耳鼻喉科领域中仅次于鼻咽癌和鼻腔、鼻窦癌，居第三位。好发年龄为50~70岁。男性较女性多见，约为
8：1，以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发病率最高。

致病因素
（1）吸烟饮酒：吸烟与呼吸道肿瘤关系非常密切。多
数喉癌患者都有长期大量吸烟史，喉癌的发生率与每
日吸烟量及总的吸烟时间成正比。饮酒者患喉癌的危
险性比非饮酒者高1.5~4.4倍，尤其是声门上型喉癌与
饮酒关系密切。吸烟与饮酒在致癌方面有协同作用；
（2）空气污染：工业产生的粉尘、二氧化硫、铬、砷
等长期吸入可能导致呼吸道肿瘤。空气污染严重的城
市喉癌发生率高，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3）职业
因素：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如芥子、石棉、镍等
；（4）病毒感染：喉癌的发病与某些疾病的发生存在
着联系，如乳头状瘤癌变。此病的发生可能一些病毒
感染有关，特别是乳头状瘤。所以，患有乳头状瘤的
患者要及时的治疗以免引起喉癌。

早期症状
（1）声带上方区域的喉癌早期主要表现为咽部异物感
，吞咽不适等，容易误诊为咽炎；（2）声带区域的喉
癌早期主要表现为声音沙哑，有时可误诊为声带炎；
（3）声带下方区域的喉癌早期则没有明显症状，常常
漏诊，当出现症状就诊时肿瘤已经局部晚期。

体检筛查
喉癌高发人群：（1）吸烟人群；（2）经常饮酒人群
；（3）空气污染严重城市的人群；（4）长期接触有
毒物质；（5）HPV感染者；（6）微量元素缺乏者；
（7）长期接触放射线者。发现喉癌的常见诊断检查：
（1）颈部检查：颈部检查分别包括对喉部外形的观察
，和对颈部淋巴结的触诊，在触诊的过程中，应该按
照颈部淋巴结分布的规律来进行触及。遵循由上而下
，由前而后的顺序进行检查，对肿大淋巴结的部位和
大小进行全面的探测；（2）影像学检查：线检查，CT
、MR检查，以及超声波断层扫描等；（3）喉镜检查
。

生活建议
（1）控烟控酒：烟草燃烧时可以产生烟草焦油，其中
的苯芘可导致癌变，另外长期饮酒刺激粘膜可使其变
性而导致癌变；（2）及早治疗慢性喉部疾病，慢性炎
症易刺激发生病变如：慢性喉炎或呼吸道炎症；（3）
放射线：用放射线治疗颈部肿物时可致喉癌；（4）癌
前期病变：喉部角化症和喉部良性肿瘤如喉乳头状瘤
反复发作可发生癌变；（5）减少空气污染，消除职业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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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500 1.992

0.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19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4.1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5.8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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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BCB1 rs1128503 A/A A/G

ABCB1 rs1045642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aya K, Hind D, Meryem Q, et 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 1
(MDR1) and risk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J]. Tumor Biology, 2014, 35(11):10969-1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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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是一类发生在造血干细胞的以髓系细胞慢性增殖为主要特征的恶性克隆性疾病，占成人
白血病的15%，全球年发病率为1.6~2/10万。1986至1988年在我国22个省（市、自治区）46个调查点进行的全国
白血病发病情况调查显示CML的年发病率为0.36/10万。此后国内几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ML的年发病率为0
.39~0.55/10万。中国CML患者较西方国家更为年轻化，国内几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ML患者中位发病年龄
为45~50岁，而西方国家为67岁。

致病因素
（1）环境因素：接触放射性照射是CML较肯定的病因
之一。（2）化学因素：如接触苯环合物、甲醛等。（
3）染色体因素：CML为获得性疾病，与染色体异常有
关，患者骨髓细胞中的9号染色体和22号染色体发生断
裂，易位（断裂之后相互融合）形成费城染色体Ph，
形成BCR–ABL融合基因。（4）病毒感染：C类RNA肿
瘤病毒与人类白血病的病因有关。

早期症状
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起病缓慢，早期可有乏力、低
热、多汗或盗汗、逐渐出现头晕，心悸气短，体重减
轻等表现。肝脾轻度肿大，可有食后饱胀的感觉。淋
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常见，其次是腋窝、
腹股沟和滑车淋巴结肿大。由于症状进展缓慢，就医
时往往离起病之日已数月之久，较少见有背痛或四肢
痛的症状。晚期皮肤、齿龈易出血，女性可有月经过
多的症状，可出现皮肤和粘膜瘀点等现象。

体检筛查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高发人群：（1）长期暴露于电离辐
射中的人群，如从事临床X线工作者，接受X线治疗的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遭受原子弹爆炸辐射的人群，均
易诱发患病。（2）长期接触有机溶剂的人群，如二苯
蒽，苯苾、甲基苯苾、染发剂、油漆等。（3）较长期
使用氯霉素、苯妥英钠、环磷酰胺等药物的人群。（4
）长期接收放射线治疗且防护不当的人群。（5）有白
血病家族史的人群。诊断标准：典型的临床表现，合
并Ph染色体和（或）BCR–ABL融合基因阳性即可确定
诊断。CML的分期：（1）慢性期，①外周血或骨髓中
原始细胞小于0.10；②未达到诊断加速期或急变期的
标准。（2）加速期，符合下列任何一项，①外周血或
骨髓中原始细胞占0.10~0.19；②外周血嗜碱粒细胞大
于或等于0.20；③与治疗不相关的持续血小板减少；
④治疗过程中出现Ph+细胞基础上的其他克隆性染色体
异（CCA/Ph+）；⑤进行性脾脏增大或白细胞计数增
高。（3）急变期，符合下列任何一项①外周血或骨髓
中原始细胞大于或等于0.20；②骨髓活检原始细胞集
聚；③髓外原始细胞浸润。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宜吃富含抗癌元素的食物，如红薯、
芦笋、菜花、卷心菜等。（2）宜吃水果类食物，如橙
子、猕猴桃、橘子、柚子等；（3）宜吃优质蛋白类食
物，如牛奶、鸡蛋、大豆等。（4）多摄入含铁丰富的
食物，如菠菜、猪肝、海带等。（5）少吃辛辣刺激的
食物、油腻食物及霉变食物。日常生活建议：（1）日
常进行体育锻炼，如太极拳、跑步、登山等运动，增
强抗病能力。（2）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心情平
静，避免过度的悲喜、盛怒等。（3）避免接触放射性
物质，若因其他病症需要化疗，需增加适当防护措施
。（4）保持皮肤清洁，常洗澡，常更换内衣。（5）
注意口腔卫生，用餐前后漱口，刷牙用软毛牙刷等。
（6）保护皮肤粘膜，防止外伤导致出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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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细胞癌—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554 1.573

0.74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18894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74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7.1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1.3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52%

肿瘤

196/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DM2 rs2279744 T/T T/G

MTRR rs9332 G/G G/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irata H, Hinoda Y, Kikuno N, et al. MDM2 SNP309 polymorphism as risk factor for susceptibility
and poor prognosis in renal cell carcinoma[J].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2007, 13(14):4123.

[2] Zhang L, Meng X, Ju X, et al. One-carbon metabolism pathway gene variants and risk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3, 8(11):e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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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肾细胞癌起源于肾实质泌尿小管上皮系统的恶性肿瘤，又称肾腺癌，简称为肾癌，占肾脏恶性肿瘤的80%~90%。
包括起源于泌尿小管不同部位的各种肾细胞癌亚型，但不包括来源于肾间质的肿瘤和肾盂肿瘤。据调查，肾癌在我
国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中占第二位，仅次于膀胱肿瘤，占成人恶性肿瘤的2%~3%、小儿恶性肿瘤的20%左右。男女
发病率有明显差异，据统计，男女之比为2：1。肾癌的发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升高，有资料显示，肾癌的高发年龄
在40~55岁。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多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如VHL病、
遗传性乳头状肾癌、遗传性平滑肌瘤病肾癌、BHD综
合征等。（2）习惯因素：吸烟有害健康，烟草中的二
甲基亚硝基胺易导致肾癌发生。（3）环境因素：有报
道称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如芳香胺，黄曲霉毒素，激
素，放射线和病毒可引起肾癌。（4）其他因素：如结
节性硬化症，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等可合并肾细胞癌。

早期症状
（1）血尿：是肾癌患者就诊的早期症状，表现无痛性
间歇发作，全程肉眼可见，数次血尿后，可自行停止
，然后再次发作，反反复复，导致肾癌的病情逐渐加
重。（2）肿块：肿块为常见症状，大约1/3~1/4肾癌
患者就诊时可发现肿大的肾脏。（3）腰痛：并非所有
患者患病早期都有这种症状，通常有50%的患者会出
现腰痛，多为腰部或上腹部钝痛。（4）其他症状：如
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精神不振、食欲减退、消化
不良、便秘等。

体检筛查
肾癌的高发人群：（1）吸烟者。（2）肥胖和高血压
人群，有资料显示，高体重指数(BMI)和高血压是与男
性肾癌危险性升高相关的两个独立因素。（3）特殊职
业人群，如接触金属铺的工人、报业印刷者等。（4）
其他疾病诱导肾癌患病，如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肾病。
（5）长期患肾病的患者。鉴别诊断：（1）肾癌的临
床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作为对患者
术前一般状况、肝肾功能以及预后判定的评价指标，
确诊则需依靠病理学检查。（2）推荐必须包括的实验
室检查项目：尿素氮、肌断、肝功能、全血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血钙、血糖、血沉、碱性磷酸酶和乳酸
脱氢酶。（3）推荐必须包括的影像学检查项目：腹部
B超或彩色多普勒超声，胸部CT平扫、腹部CT平扫和
增强扫描(腆过敏试验阴性、无相关禁忌证者)；腹部CT
平扫和增强扫描及胸部CT是术前临床分期的主要依据
。（4）推荐参考选择的影像学检查项目：如核素肾图
或IVU、核素骨显像检查、腹部MRI扫描检查、肾血管
造影检查等。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保证营养饮食，如蛋白质、维生素等
要合理搭配，勿偏食，也不要反复吃同一种食物。（2
）多食用一些抗癌类食物，如菌菇类、大蒜等。（3）
忌食发霉变质的食物。（4）少吃腌制类食物，如咸菜
、酸菜、腌肉等。（5）有规律地摄入胡萝卜或甜菜等
根类植物，会降低半数的患病风险。日常生活建议：
（1）戒烟，有大量资料显示吸烟是导致肾癌的主要原
因。（2）避免放射线侵害。（3）加强体育锻炼，增
强抗病能力。（4）保持乐观的人生观，稳定情绪，提
高生活质量。（5）40岁以上的男性，定期去医院进行
体检。（6）保持环境中的空气流通，减少有毒有害气
体的积聚。（7）尽量避免跟一些化学性致癌物质的接
触，加强对铅化合物接触的防护，减少肾癌的发病率
。（8）注意保持合理的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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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母细胞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0.480 2.716

0.88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443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8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6.4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9.95%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3.65%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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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DM2 rs937283 A/A A/G

MTR rs1805087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iao Y, Jiang Z, Wu Y, et al. A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rs937283) in the MDM2 Promoter Reg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Retinoblastoma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Sci Rep, 2016,
6:31240.

[2] Akbari M T, Naderi A, Saremi L, et al. Methionine synthase A2756G vari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retinoblastoma in Iranian children[J]. Cancer Epidemiology, 2015, 39(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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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stoma，RB）是最常见的婴幼儿眼内恶性肿瘤，占所有儿科恶性肿瘤的4%。在发达国
家，其发病率大约为1/1.5万~1/2万，在发展中国家发病率更高。在发达国家RB生存率可达到90%以上，而在亚洲
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可高达39%~70%。在发达国家患者就诊时眼球外RB的发生率为2%~5%，而在发展中国
家其发生率近50%。这无疑是造成死亡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RB患者中约2/3累及单眼，1/3累及双眼，绝
大多数患儿在3~5岁之前发病，双眼患病的发病年龄要早于单眼发病。有家族史和双眼患病的患者体细胞均携带突
变基因，并可遗传给后代，其第二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单眼患病者。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约40%的病例属于遗传型，是由患病
或基因携带者父母遗传所致，或正常父母生殖细胞突
变所致，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2）病毒感染：病毒
在人体寄生繁殖，并能致病的病毒引起本病。主要表
现有发热、头痛、全身不适等全身中毒症状及病毒寄
主和侵袭眼部组织器官导致炎症损伤而引起的局部症
状；（3）细胞突变：其发病系患者视网膜母细胞发生
突变所致，不遗传，发病较迟，多为单眼发病，单个
病灶，不易发生第二恶性肿瘤。

早期症状
由家长发现的较早期病症往往是“白瞳症”，也有以斜视
、青光眼、白内障或前房出血为首发症状的，严重的
病例会表现出“牛眼”或肿块突出眼外。视网膜母细胞瘤
的临床表现一般包括四期：（1）眼内生长期；（2）
青光眼期；（3）眼外蔓延期；（4）转移期。

体检筛查
视网膜母细胞瘤高发人群：（1）视网膜母细胞瘤部分
患者属于遗传型而发病，约40%的病例属于遗传型；
（2）视网膜母细胞瘤多数见于3岁以下的幼儿，无性
别与种族差异。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诊断：（1）确诊RB
主要依据临床表现、眼部专科检查和辅助检查。大部
分患儿通过散瞳后的眼底检查可确诊，尤其是在屈光
间质清亮的情况下，眼底检查可直接看到肿瘤而确诊
；（2）在屈光间质浑浊、眼底看不清时，或者为了其
他目的，可以采用以下辅助设备进行检查和确诊；（3
）眼科超声检查包括B超和彩色多普勒超声；（4）CT
和MRI：CT主要是检查瘤体是否有钙化，视网膜母细
胞瘤80%以上都会有瘤体内的钙化，在CT上呈现高密
度影。

生活建议
目前对视网膜母细胞瘤尚无有效的预防措施。对于有
视网膜母细胞瘤家族史的家庭，进行基因检测、遗传
咨询，可以减少患儿出生几率。并开展新生儿早期眼
底筛查，早期干预，提高预后。饮食禁忌：（1）忌烟
、酒、咖啡、可可等；（2）忌刺激性食物，如葱、蒜
、姜、辣椒、花椒、桂皮等；（3）忌发霉、烧焦食物
；（4）忌油腻、煎炒、烧烤、烟熏等热性食物，如羊
肉、火腿、熏肉、肥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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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瘤—肿瘤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遗传性位点筛查

基因 转录本 核苷酸 氨基酸 纯合/
杂合

HGMD ClinVar InterVar 判读
结果

/ / / / / / / /
未发现高
风险遗传
变异位点

易感性位点筛查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044

1.24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124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24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8.3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7.86%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3.83%

肿瘤

202/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TRNR2L5,PCDH15 rs10763170 T/T T/C

MIR4675,NEBL rs2359536 T/T T/T

CDK8 rs17083838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e Z, Li Z, Wang Y, et al. Common variants at 10p12.31, 10q21.1 and 13q12.13 are associated with
sporadic pituitary adenoma.[J]. Nature Genetics, 2015, 47(7):79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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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垂体瘤是一组从垂体前叶和后叶及颅咽管上皮残余细胞发生的肿瘤。临床上有明显症状者约占颅内肿瘤的10%。人
群发生率达1/10万－7/10万，近年其发病率有明显增高趋势，发病年龄提前。在我国以13亿人口计算，每年新发
病例达13000－91000，并且实际患病率远高于此数据，在尸检中垂体瘤的发现率高达20%－30%。男性略多于女
性，垂体瘤通常发生于青壮年时期，常常会影响患者的生长发育、生育功能、学习和工作能力。临床表现为激素分
泌异常症群、肿瘤压迫垂体周围组织的症群、垂体卒中和其他垂体前叶功能减退表现。肿瘤好发于垂体前叶，后叶
少见。多数为良性腺瘤，少数为腺癌。直径小于10mm者为微小瘤，大于10mm者为者为大腺瘤。

致病因素
垂体腺瘤的发病机制目前有两种学说，一为垂体细胞
自身缺陷学说，另一为下丘脑调控失常学说。1，下丘
脑调节功能失常：（1）下丘脑多肽激素促发垂体细胞
的增殖，如移植入GHRH基因后，可引发大鼠促GH细
胞增生，并进而发展成真正的垂体肿瘤；（2）抑制因
素的缺乏对肿瘤发生也可起促进作用，如ACTH腺瘤可
发生于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的病人。2，垂体细
胞自身缺陷学说：（1）垂体腺瘤来源于一个突变的细
胞，并随之发生单克隆扩增或自身突变导致的细胞复
制；（2）外部促发因素的介入或缺乏抑制因素：①D
A（多巴胺受体基因表达的缺陷）；②癌基因和抑癌基
因的作用：癌基因实际上是参与细胞正常生长调节的
一类基因，有些癌基因产物即是生长因子及其受体，
另一些则是参与生长信号在细胞内的传递过程，其表
达的异常均可导致异常的细胞增生。

早期症状
（1）头痛：约2/3无分泌性脑垂体瘤患者可有头痛，
但不太严重。肿瘤向第三脑室生长阻塞室间孔引起颅
内压增高可引起弥漫性头痛。有时肿瘤内出血或肿瘤
的囊肿破裂可引起急性剧烈头痛；（2）视力视野障碍
：脑垂体瘤早期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视力、视野改变
等；（3）激素变化：各型分泌性腺瘤可分泌过多的激
素，早期即可产生不同的内分泌亢进症状。女性患者
往往表现为月经周期量明显减少、泌乳(与乳头接触的
内衣变湿)，继而导致闭经、不孕。男性患者往往出现
性功能障碍、不育等问题。未成年人可能有生长过速
、巨人症，成年人可见肢端肥大、肥胖等问题。

体检筛查
脑垂体瘤的多发人群：（1）巨人症或是肢端肥大症；
（2）长期的闭经、不孕都很可能存在脑肿瘤的隐患，
肿瘤压迫激素不能正常的分泌，导致了泌乳素过高，
这类人群也要警惕脑肿瘤；（3）饱受着肿瘤的压迫视
力慢慢下降，导致视野缺损，视力减退、模糊等；（4
）很容易头痛的人群，时常会出现剧烈的头痛还伴随
着恶心，昏迷不醒等症状，这类人群也比较容易发生
脑肿瘤。垂体瘤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内分泌检
查和影像学检查。影像学检查主要包括：（1）头颅X
线平片；（2）CT扫描；（3）MRI检查。

生活建议
（1）生活中，多锻炼、多吸收新鲜空气；（2）加强
营养，多食新鲜的、高蛋白质的食物，增强体质；（3
）按时体检，针对疾病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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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01 1.259

1.09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64.35818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09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58.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1.3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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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CE rs4343 G/G A/A

NT5C2 rs11191548 T/T C/C

ATP2B1,LOC338758 rs17249754 G/G A/A

ADRB3 rs4994 A/A A/A

MED13L,TBX3 rs35444 A/A A/A

CYP11B2 rs1799998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ang L, Zhang B, Li M,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six
hypertensive candidate genes and hypertension among northern Han Chinese individuals[J].
Hypertension Research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2014, 37(12):1068-74.

[2] Yang Y L, Mo Y P, He Y S,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gene polymorphisms
and essential hypertension in the Chinese Yi ethnic group[J]. Journal of the renin-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 : JRAAS, 2015, 16(4):975.

[3] Qi Y, Zhao H, Wang Y, et al. Replication of the top 10 most significant polymorphisms from a large
blood pressur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northeastern Han Chinese East Asians.[J].
Hypertension Research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2013, 37(2):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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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不由其他疾病引起的，病因未明的高血压。高血压病是指成人（≥18岁）在安静状态下，动
脉收缩≥140mmHg（18.7kPa）和（或）舒张压≥90mmHg（12.0kPa）的一种疾病。常伴有脂肪和糖代谢紊乱，
以及心、脑、肾和视网膜等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高血压人群中多数为原发性高血压，但明确诊断原发性高血
压，需首先除外继发性高血压。目前认为，原发性高血压占高血压人群的90%~95%。原发性高血压是由遗传和环
境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的死亡和病残的总危险。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目前
中国已有3亿左右的高血压患者，每年新增高血压病例达1000万。

致病因素
目前认为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某些先天性遗传基因与
许多致病性增压因素和生理性减压因素相互作用而引
起的多因素疾病，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遗传因素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高血压患者的孪生子女高血压
的患病率明显提高，尤其是单卵双生者；（2）高钠、
低钾膳食：钠盐摄入量与血压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呈
正相关，而钾盐摄入量与血压水平呈负相关；（3）超
重和肥胖：我国24万成人随访资料的汇总分析显示，B
MI≥24kg/m2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体重正常者的3~4
倍。身体脂肪的分布与高血压发生也有关。腹部脂肪
聚集越多，血压水平就越高。腰围男性≥90cm或女性
≥85cm，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腰围正常者的4倍以上
；（4）饮酒：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随饮酒量增加而升高
。虽然少量饮酒后短时间内血压会有所下降，但长期
少量饮酒可使血压轻度升高；过量饮酒则使血压明显
升高；（5）精神紧张：长期从事高度精神紧张工作的
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增加；（6）其他危险因素：高血压
发病的其他危险因素包括年龄、缺乏体力活动等。

早期症状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高血压是没有症状的。虽然有
时患者会出现头痛、鼻出血、眩晕、面部潮红和乏力
等症状，但这些症状在血压正常的人中也频繁出现，
所以不对高血压有指示意义。未经治疗的严重或持续
的高血压会对脑、眼、心脏和肾脏产生损害而产生相
应的症状，包括头痛、乏力、恶心、呕吐、气短和烦
躁。在恶性高血压患者中，严重的血压增高可引起视
网膜的出血及水肿，出现视物不清。少数情况下，严
重的高血压会引起脑水肿而造成恶心、呕吐、进行性
头痛、困倦、意识错乱、癫痫发作、嗜睡甚至昏迷，
这种情况称为高血压脑病。恶性高血压及高血压脑病
需要紧急处理。

体检筛查
医生诊断时，应多次测量患者血压以确定是否有高血
压。另外，医生应参考患者的用药史、疾病史、家族
史、生活状况等进行综合考量。仔细的体格检查有助
于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线索和靶器官损害情况。

生活建议
原发性高血压不能被治愈，但可以很好的控制以预防
并发症的发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防止和延
缓高血压的发生。在每周的大部分日子里每天至少进
行30分钟有规律的有氧体力活动；减肥，使体重指数
达到18.5～24.9；戒烟，多吃水果和蔬菜，少食脂肪
（饱和脂肪和总脂肪）；饮食中的钠（Na）小于2.4克
/天（小于6克氯化钠）；酒精摄入在男性小于等于1盎
司/天，女性小于等于0.5盎司/天。只要血压得到控制
，没有并发症的高血压病人不需要限制活动。若血压
超过安全阈值或发生靶器官损害，应及时使用药物治
疗。患者应在家中进行自我血压监测，以便及时地对
血压变化做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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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动脉病变—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59 2.759

1.96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1.80695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96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4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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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NFRSF11B rs2073617 G/G G/G

HDAC9 rs2074633 T/T C/C

TNFRSF11A rs1805034 C/C T/T

RAP2A,IPO5 rs9584669 T/T T/T

EDNRA rs6842241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Biscetti F, Straface G, Angelini F, et al. Association of RANK/RANKL/OPG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risk of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 and critical limb ischemia in the general Italian population[J].
Meta Gene, 2017, 11(C):85-90.

[2] Matsukura M, Ozaki K, Takahashi A,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in a Japa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5, 10(10):e013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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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外周动脉病变（PAD）是一种由外周动脉逐渐狭窄造成的循环障碍。动脉帮助输送富含氧和各种营养物质的血液到
身体的各部位，若动脉管腔变得狭窄甚至完全闭塞，血流减少，下肢就缺少足够的氧维持正常代谢。外周动脉病变
常引起行走时的不适或疼痛，可发生在下肢的各个部位。发病率与年龄成正比。该病是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动脉疾病
，患者血管壁上形成脂质斑块而使血管壁变得僵硬。斑块主要由胆固醇、钙和纤维组织构成。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的
症状或者出现类似心脑血管疾病的表现，易诱发心脏病及脑卒中。我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年龄35岁的自然人
群患病率为6%；年龄>60岁的老年人中外周动脉疾病患病率为15%。

致病因素
外周动脉病变通常由动脉粥样硬化造成。在动脉粥样
硬化的进程中，脂肪沉积在血管壁上，并因此减少了
血管壁的血流。影响该病发病的主要风险因素有吸烟
、糖尿病、高血压、肥胖、高血脂、家族遗传史等。 

早期症状
患者起先无异常，最常见的症状是间歇性跛行，表现
为行走一段距离后下肢的酸胀、乏力或疼痛，休息后
可缓解。当上坡或上楼梯时，间跛症状往往会加重而
更快的出现，但仅有50%的患者严重到出现间跛的症
状。当疾病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即使休息状态下下
肢也无法得到充分的氧供应时就会出现严重的肢端缺
血。脚或者脚趾就会发生持续性的疼痛。在严重的外
周动脉疾病中，有时会出现肢端溃疡，如果不改善局
部的血液循环，这些溃疡会变干变黑，最后坏死。

体检筛查
高危人群和有疑似症状的人群应及时就医，规律体检
。医生需根据患者的家族史、用药史、疾病史、检查
结果等综合作出判断。常用的检查手段有：踝肱指数
，比较手臂与下肢血压的检查检测血胆固醇或其他提
示动脉疾病的指标；多普勒超声，实时描记血流和探
测血管内阻塞及异常结构；磁共振血管造影，显示动
脉内阻塞情况。血管造影可提供下肢动脉清晰的影像
学资料，它需要注射造影剂来达到增强对比的效果。
是目前诊断的金标准，往往不作为首选的诊断方法。

生活建议
对于外周动脉疾病患者应注意避免长时间使关节处于
锐角状态（如深蹲），加强运动减肥，保持体型，避
免外源性热源（如热水袋、电热毯等）给患肢加温，
溃疡创面的保护及换药。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此
病和减缓此病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危人群和患
者应该戒烟、合理膳食、规律锻炼、科学减重、纾解
心理压力。另外，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的患者，应积极应对，合理控制相应的指标，降低此
类疾病诱发外周动脉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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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72 3.597

2.95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5.4347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95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5.22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1.3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9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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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BIP,PTCSC3 rs944289 C/C C/C

PTCSC3 rs934075 G/G G/G

MBIP,PTCSC3 rs2787417 T/T T/T

MBIP,PTCSC3 rs1952706 C/C C/T

LOC646736,MIR5702 rs2943634 A/A C/C

MIR146A rs2910164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Tsong‐Hai Lee, Tai‐Ming Ko, Chien‐Hsiun Chen,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TCSC3 as a Novel Locus for
LargeaVessel Ischemic Stroke: A GenomeaWide Association Stud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ardiovascular &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2016, 5(3):e003003.

[2] Maria A, Eva F, Sven K, et al.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of the rs2943634 (2q36.3) genetic
polymorphism with adiponectin,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ischemic stroke.[J]. Gene,
2012, 494(2):190-195.

[3] Huang S, Zhou S, Zhang Y,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Pre-MicroRNAs with
Risk of Ischemic Stroke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5, 10(2):e011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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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缺血性脑卒中是由于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类疾病。其常见的原因包括深部皮质的
非栓塞性梗阻、心源性栓塞、脑血流下降导致的动脉血栓形成等。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主要靠临床症状，但CT或M
RI能帮助排除出血、明确诊断，同时能判断其病变的范围。对于某些病人，急性期溶栓治疗可能较有帮助。根据病
因不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抗血小板治疗或华法林等可帮助降低再次脑卒中的发生率。缺血性卒中占脑卒中总数
的60%~70%，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7000万人，每年新发脑卒中200万人。近年研究显示我国住院急性脑梗死患者
发病后1个月时病死率约为3.3%～5.2%，3个月时病死率9%～9.6%，死亡/残疾率为34.5%～37.1%，1年病死率11.
4%～15.4%，死亡/残疾率33.4%～44.6%。

致病因素
动脉阻塞而使脑的血液供应中断，由此造成缺血性脑
卒中。一般而言，动脉阻塞是由于血凝块或是动脉硬
化的脂质沉积斑碎片堵塞血管而造成。除了原位血栓
形成以外，血栓也可能来自于其他地方脱落的栓块。
心脏中由于心脏手术、心律失常等造成的栓块经常迁
移至脑，造成缺血性脑卒中。血管炎性病变、口服避
孕药的使用等也可能增加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极少
见的情况下，骨折（如长骨骨折时）造成骨髓中脂肪
微栓子释放到血流中。多个脂肪微栓子可互相融合，
阻塞动脉。此即脂肪栓塞综合征，也可导致卒中。缺
血性脑卒中常有家族病史，提示遗传因素在其中发挥
作用。

早期症状
通常缺血性脑卒中突发突起，迅速进展，导致脑组织
在数分钟或数小时内死亡，所以其症状也多突发并在
起病后数分钟内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缺血性脑卒中
常见预兆有：头晕，特别是突然感到眩晕；肢体麻木
，突然感到一侧面部或手脚麻木，有的为舌麻、唇麻
；暂时性吐字不清或讲话不灵；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
；与平时不同的头痛；不明原因突然跌倒或晕倒；短
暂意识丧失或个性和智力的突然变化；全身明显乏力
，肢体软弱无力；恶心呕吐或血压波动；整天昏昏欲
睡，处于嗜睡状态；一侧或某一侧肢体不自主地抽动
；双眼突感一时看不清眼前出现的事物。有些患者在
脑卒中大发作前会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症状可能有:
突然肢体运动和感觉障碍、失语、单眼短暂失明、意
识障碍、肢体麻木、口眼歪斜、神志迷茫、严重头痛
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伤，
症状常迅速消失。但患者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极易发展为完全性卒中。

体检筛查
医生通常通过病史或体检可诊断缺血性卒中，并根据
症状确定血流中断的动脉位置。例如左腿无力或瘫痪
提示控制左腿肌肉活动的右脑半球供血动脉血流中断
。CT常作为首选检查。CT可鉴别诊断缺血性或出血性
卒中，并且可帮助鉴别脑肿瘤，脑脓肿，及其他颅内
结构异常。医生在诊断过程中也会确定患者的血糖水
平，从而排除血糖水平过低造成的相似症状。如条件
允许，接下来可行磁共振成像，此检查可在卒中发生
的数分钟内发现异常。准确判断卒中的病因非常重要
，如果血流中断是由于血栓造成，若不对病因进行恰
当治疗就有可能再次复发。

生活建议
只有约10%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可完全恢复功能，约2
5%的患者可恢复大部分功能，而约40%的患者遗留中
至重度的神经功能损害，约10%患者将需要在护理医
院或其他的长期护理中心接受护理。部分患者在卒中
后还存在身体和精神智能方面的严重障碍，不能正常
活动、讲话或进食。约20%的卒中患者在院内期间死
亡。这一比例在高龄患者当中升高，25%的患者在卒
中后5年内发生再次卒中，并进一步损害神经功能。健
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此病和减缓此病发展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高危人群应该戒烟戒酒、合理膳食、规律
锻炼、科学减重、纾解心理压力。另外，对于患有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应积极应对，合理控
制相应的指标，降低此类疾病诱发缺血性脑卒中的风
险。高危人群和有先兆症状的人应及时就医，及早干
预，发病后应立即联系急救人员，救治越及时患者预
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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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主动脉瘤—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115 1.930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1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1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5.3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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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DKN2B-AS1 rs10757274 A/A A/A

CDKN2B,DMRTA1 rs10757278 A/A A/A

CDKN2B-AS1,DMRTA1 rs1333049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ones G T, Tromp G, Kuivaniemi H, et al. Meta-Analysis of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for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Identifies Four New Disease-Specific Risk Loci[J]. Circulation Research,
2017, 120(2):341-353.

[2] Wei Y, Xiong J, Zuo S, et al. Association of polymorphisms on chromosome 9p21.3 region with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Journal of
Vascular Surgery, 2014, 59(4):87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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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腹主动脉瘤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局部腹主动脉永久性扩张，当扩张的腹主动脉超过正常腹主动脉的2倍，称为腹主
动脉瘤。发病率占所有动脉瘤的第一位。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升高，破裂将导致更高的死亡率。平均发病年龄大于
70岁，破裂年龄大于65岁。美国人群调查显示，70~79年龄段患者最多，占全部患者43.62％。患者有明显的性别
差异。男性明显高于女性，美国男性患病率1.2%~8.9％；女性患病率1.0%~2.2％。白种人患病率较高，土著美国
人和白人患病率为8.1％，亚裔和西班牙裔人群患病率小于3.0％。 

致病因素
腹主动脉瘤发病原因复杂，可能对疾病发生产生影响
的因素有：（1）遗传因素：腹主动脉瘤的遗传度高达
70％，先证者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为一般人群的2~5倍
；（2）既往病史：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等均对腹主动脉瘤发病有影响
；（3）吸烟：吸烟较为明确的危险因素，80％的患者
有吸烟史，相对于不吸烟者，现在仍吸烟者的患病风
险为3~6倍，曾经吸烟者为1~2倍。

早期症状
多数患者无症状，常因其他原因查体而偶然发现。少
数患者有压迫症状，以上腹部饱胀不适为常见。症状
性腹主动脉瘤多提示需要手术治疗，其症状主要包括
：（1）疼痛：为破裂前的常见症状，多位于脐周及中
上腹部。动脉瘤侵犯腰椎时，可有腰骶部疼痛，若近
期出现腹部或腰部剧烈疼痛，常预示瘤体濒临破裂；
（2）破裂：急性破裂的患者表现为突发腰背部剧烈疼
痛，伴有休克表现，甚至在入院前即死亡。若破入后
腹膜，出血局限形成血肿，腹痛及失血休克可持续数
小时或数天，但血肿往往有再次破裂入腹膜腔致死可
能。瘤体还可破入下腔静脉，产生主动脉静脉瘘，可
出现心力衰竭。瘤体偶尔可破入十二指肠引起胃肠道
大出血；（3）其他严重并发症：瘤内偶可形成急性血
栓，血栓脱落可造成下肢动脉栓塞。十二指肠受压可
发生肠梗阻，下腔静脉受压阻塞可引起周围水肿。

体检筛查
根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发布的《腹
主动脉瘤诊断与治疗指南》，腹主动脉瘤的诊断应根
据患者症状，结合影像学检查进行判定。对于高危人
群，应定期进行主动脉及周围动脉检查，以早期发现
和诊断，降低腹主动脉瘤的破裂率和病死率。

生活建议
为预防腹主动脉瘤应积极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
等会引发腹主动脉瘤发生的疾病，如此类疾病已发生
，应积极治疗，控制血压、血脂、血糖的水平在正常
范围内，防止病变发展。高危人群应积极排查腹主动
脉瘤，一旦产生，应及时监测，必要时使用手术的方
法治疗，防止动脉瘤破裂，延长病人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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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2.307 5.974

2.96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9.78357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96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3.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5.5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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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LDH2 rs671 G/G G/A

CXCL12 rs1801157 C/C C/T

LOC100130539,LOC283033 rs1746048 C/C C/T

TCF21 rs12190287 C/C C/C

LIPA rs1412444 C/C C/T

MIA3 rs17465637 A/A A/A

CNNM2 rs12413409 G/G A/A

CDKN2B-AS1,DMRTA1 rs1333049 G/G G/G

CDKN2B-AS1 rs4977574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an H, Wang H, Yin Z, et al.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ADH and ALDH2 with risk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meta-analysis[J]. Gene, 2013, 526(2):134.

[2] Hiura Y, Fukushima Y, Yuno M,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genetic variants on
chromosome 9p21 and 1q41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a Japanese population.[J]. Circulation
Journal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Circulation Society, 2008, 72(8):1213-1217.

[3] Wang Y, Wang L, Liu X, et al.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the Risk
Factors in Chi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4, 9(1):e86332.

[4] 刘萍, 光雪峰, 张富荣,等. rs671和rs1801157基因多态性与云南汉族人群心肌梗死的易感性分析[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7(30):36-40.

[5] Peng W H, Lu L, Zhang Q, et al. Chromosome 9p21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but not with clinical outcome in Han Chinese.[J]. Clinical Chemistry & Laboratory Medicine,
2009, 47(8):9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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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心肌梗死（MI）是冠状动脉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临床上多有剧烈而持久的胸骨后疼痛，休息及硝
酸酯类药物不能完全缓解，伴有血清心肌酶活性增高及进行性心电图变化，可并发心律失常、休克或心力衰竭，常
可危及生命。本病在欧美最常见，美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发生心肌梗死。中国近年来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年新发至
少50万，现患至少200万。

致病因素
患者多发生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基础上，由于某
些诱因致使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中的血小板在
破裂的斑块表面聚集，形成血块（血栓），阻塞冠状
动脉管腔，导致心肌缺血坏死；另外，心肌耗氧量剧
烈增加或冠状动脉痉挛也可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常见
的诱因如下：过劳、激动、暴饮暴食、寒冷刺激、便
秘、吸烟、大量饮酒。

早期症状
约半数以上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在起病前1~2天或1~
2周有前驱症状，最常见的是原有的心绞痛加重，发作
时间延长，或对硝酸甘油效果变差；或继往无心绞痛
者，突然出现长时间心绞痛。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包
括：突然发作剧烈持久的胸骨后或心前区压榨性疼痛
，少数患者无疼痛，部分患者疼痛位于上腹部；神志
障碍；难以形容的不适、发热；恶心、呕吐、腹胀；
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低血压、休克。劳累或紧张时
突然出现胸骨后或左胸部疼痛，伴有出汗或放射到肩
、手臂或颈部；体力活动时有心慌、气短、疲劳和呼
吸困难；饱餐、寒冷、看惊险影片时感心悸、胸痛；
在人流较多的公共场所或在上楼梯、爬山时，明显感
到胸闷、心悸、呼吸不畅；晚间睡眠枕头低时，感到
憋气，需要高枕卧位；性生活时感到心跳、心急、胸
闷或胸痛不适等；长期发作的左肩痛，经一般治疗反
复不愈；反复出现脉搏不齐，过速或过缓。

体检筛查
诊断可参考心电图、血清生物标志物、血常规、血沉
等，根据典型的临床表现，特征性心电图衍变以及血
清生物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可作出正确诊断。心电图
表现为ST段抬高者诊断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心电
图无ST段抬高者诊断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过去
称非Q波梗死）。老年人突然心力衰竭、休克或严重心
律失常，也要想到本病的可能。表现不典型的常需与
急腹症、肺梗死、夹层动脉瘤等鉴别。

生活建议
心肌梗死患者约70%有先兆症状，症状一旦发生，必
须认真对待，患者首先应卧床，保持安静，避免精神
过度紧张；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或喷雾吸入硝酸甘油，
若不缓解，5分钟后可再含服一片。心绞痛缓解后去医
院就诊。若胸痛20分钟不缓解或严重胸痛伴恶心、呕
吐、呼吸困难、晕厥，应呼叫救护车送往医院。心肌
梗死后必须做好二级预防，预防心肌梗死再发。患者
应采用合理膳食（低脂肪、低胆固醇饮食），戒烟、
限酒，适度运动，心态平和。坚持服用抗血小板药物
、β阻滞剂，他汀类调脂药及ACEI制剂，控制高血压及
糖尿病等危险因素，定期复查。对公众及冠心病患者
应普及有关心肌梗死知识，预防心肌梗死发生，万一
发生能早期诊断，及时治疗。除上述二级预防所述各
项内容外，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避免过
度劳累；不要在饱餐或饥饿的情况下洗澡，洗澡时间
不宜过长；注意保暖或适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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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398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2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2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3.4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6.5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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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F5 rs6025 T/T C/C

F2 rs1799963 G/G G/G

PROCR rs867186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eit J A, Cunningham J M, Petterson T M,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within the Anticoagulant,
Procoagulant, Fibrinolytic and Innate Immunity Pathways as Risk Factors for Venous
Thromboembolism[J]. Journal of Thrombosis & Haemostasis, 2011, 9(6):1133–1142.

[2] Dennis J, Johnson C Y, Adediran A S, et al. The endothelial protein C receptor (PROCR) Ser219Gly
variant and risk of common thrombotic disorders: a HuG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evidence from
observational studies.[J]. Blood, 2012, 119(10):23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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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由于静脉中血液黏稠度过高而引起的静脉堵塞。静脉血栓栓塞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
栓塞。基于人群的研究发现，癌症患者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4.1倍，接受化疗的患者风险增加6.5倍。对欧洲六国的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发病率分别为1.48%和0.95%。癌症患者深静脉血栓
的风险增加数倍，住院的癌症患者及正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风险更大。静脉血栓栓塞症是癌症患
者的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为4%~20%，也是导致癌症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

致病因素
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病原因复杂，多种因素可增加静脉
血栓栓塞症的危险度，包括：（1）遗传因素：多种基
因突变被证明与静脉血栓栓塞症相关；（2）获得性风
险因素：外科手术、严重创伤、内科疾病、恶性肿瘤
、妊娠、下肢长时间不活动等都会增加栓塞风险。

早期症状
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隐匿，首先就是下肢肿胀增粗，
除了肿胀以外，还往往伴随着疼痛不适，原因是血栓
在静脉内引起炎症反应，其典型体征：将足向背侧急
剧弯曲时，可引起小腿肌肉深部疼痛，即Homans征常
为阳性，这是由于小腿肌肉被动伸长时，刺激小腿肌
肉间静脉而引起；一旦出现下肢肿胀和疼痛，大家通
常的反应都是按一按，揉一揉，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容易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到了心
脏，再从心脏奔向了肺动脉，引起急性肺动脉栓塞。
肺栓塞主要临床表现为：胸膜样胸痛；呼吸困难且气
促；晕厥、休克，严重时可致死。

体检筛查
由于栓塞位置和程度不同，患者临床症状会有所差异
。患者血液检测可显示凝血异常，B超可检测出栓塞的
位置。医生应综合患者疾病史、用药史、家族史进行
综合诊断。对于静脉血栓栓塞高危人群，应建立定时
检查机制，若发生栓塞，可及早治疗。

生活建议
多喝水、多运动、低脂饮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静
脉血栓栓塞的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高危人群应定期
体检，及时处理较小的栓块。栓塞急性期溶栓治疗效
果极好，当发现栓塞后，应及时就医，尽早治疗，避
免栓塞增大、脱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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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737 2.264

1.50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5.42656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0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3.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0.8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9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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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ZFHX3 rs2106261 C/C T/T

LOC729065 rs2200733 C/C C/C

ZFHX3 rs6499600 C/C C/C

ZFHX3 rs16971436 T/T T/T

NPPA rs5063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Gudbjartsson D F, Arnar D O, Helgadottir A, et al. Variants conferring risk of atrial fibrillation on
chromosome 4q25[J]. Nature, 2007, 448(7151):353-357.

[2] Liu Y, Ni B, Lin Y, et al.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ZFHX3 are associated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4, 9(7):e101318.

[3] Ren X, Xu C, Zhan C,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NPPA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in a
Chinese GeneID population.[J]. Clinica Chimica Acta, 2015, 411(7):48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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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心房颤动（AF），又称为心房微颤、房颤、心房纤维性颤动、心房纤颤、房性纤颤等，是心脏不正常节律/心律不
整的一种，特色是心脏快速而不规则的跳动。心房颤动一开始发生时持续的时间可能相当短暂，但发作时间有可能
越来越长、甚至不会缓解。大部分发作时没有症状，有时病患会感觉到心悸、昏厥、呼吸困难、胸痛。心房颤动会
增加心脏衰竭、失智症和中风的危险性。我国房颤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中国房颤的患病率为0.77%，男性患病率
（0.9%）高于女性（0.7%），估计全国房颤患者在1000万以上。房颤主要发生于有器质性心脏病的老年人，少部
分房颤患者不伴任何器质性心脏病，称为孤立性房颤。

致病因素
心房颤动的发病因素复杂，且尚不完全明确，但有些
因素被证明与心房颤动的发病相关：（1）遗传因素：
部分心房颤动患者有家族病史；（2）其他心脏疾病：
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病态窦房
结综合征、心肌病、预激综合征等心脏病患者发生心
房颤动的可能性较健康人群更高；（3）其他因素：全
身浸润性疾病、肺和全身性感染、慢性肺功能不全、
洋地黄中毒、乌头碱类、尼古丁等中毒、酗酒和吸烟
、情绪激动、过度吸烟等可直接发生或在原有心脏病
基础上诱发房颤。

早期症状
房颤的临床表现多样。大多数患者有心悸、呼吸困难
、胸痛、疲乏、头晕和黑朦等症状。房颤患者的症状
与发作时的心室率、心功能、伴随的疾病、房颤持续
时间以及患者感知症状的敏感性等多种因素有关。永
久性房颤患者的症状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减弱甚至消
失。部分房颤患者无任何症状，有些在发生房颤的严
重并发症如卒中、栓塞或心力衰竭时才被发现。

体检筛查
房颤时多数患者会有心慌或胸闷等不舒服的感觉，常
规的体检非常重要。心电图有确诊价值，房颤时心电
图表现为P波消失，代之以大小、形态及时限均不规则
的颤动波，心室率大多不规整。心脏超声对明确病因
、了解预后有帮助。在初步评估中，所有房颤患者需
要接受心脏超声检查，评价左房和左室内径以及室壁
厚度，并排除瓣膜病、心肌病和心包疾病。评估左室
收缩和舒张功能有助于指导抗心律失常和抗凝治疗的
方案。经食道超声检查可发现左房内的血栓。X线胸片
能评价心脏大小和肺脏情况。怀疑心肌缺血的患者在
应用Ic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前应接受运动试验检查。

生活建议
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保持愉快的心境
；控制体重，增加有规律的体力活动；戒烟、限制饮
酒。限制或避免长期大量服用含有咖啡因的物质诸如
茶、咖啡、可乐以及一些非处方药，谨慎应用某些治
疗咳嗽或者感冒的药物，因为这类药可能促发不规则
心律。高血压患者要积极控制血压水平，并经常监测
，糖尿病患者要通过运动、控制饮食、药物等方法使
血糖达标。冠心病患者要规律服药，控制好血脂水平
，防止心肌梗死的发生。心衰患者应积极控制心衰。
如果有严重心脏瓣膜病的患者，需要及早考虑手术治
疗。最后，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应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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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性猝死—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196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418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41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5.9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4.0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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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ALM1 rs3814843 T/T T/G

COL1A2 rs3917 -/- GTTGTCC/GTTGT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iu Z, Liu X, Yu H, et al. Common Variants in TRDN and CALM1 A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5,
10(7):e0132459.

[2] Yin Z, Guo Y, Zhang J,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an indel polymorphism in the 3'UTR of COL1A2
and the risk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in Chinese populations.[J]. Leg Med, 2017, 28: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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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心脏性猝死（SCD）是指急性症状发作后1小时内发生的以意识突然丧失为特征的由心脏原因引起的自然死亡。19
79年国际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学会以及1970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猝死为：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者情况24小
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猝死的时间限定在发病1小时内。其特点有三：死亡急骤，死亡出
人意料，自然死亡或非暴力死亡。近年来，我国随着心血管病发生率的增高，心脏猝死的发病率也明显增加。我国
的心脏性猝死发生率为41.84/10万，心脏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高达54.4万/年，位居全球各国之首。

致病因素
心脏性猝死者绝大多数患有器质性心脏病，主要包括
冠心病、肥厚型和扩张型心肌病、心脏瓣膜病、心肌
炎、非粥样硬化性冠状动脉异常、浸润性病变、传导
异常（QT间期延长综合征、心脏阻滞）和严重室性心
律失常等。另外，洋地黄和奎尼丁等药物中毒亦可引
起发病。大多数心脏性猝死则是室性快速心律失常所
致。一些暂时的功能性因素，如心电不稳定、血小板
聚集、冠状动脉痉挛、心肌缺血及缺血后再灌注等可
使原有稳定的心脏结构异常发生不稳定情况。某些因
素如自主神经系统不稳定、电解质失调、过度劳累、
情绪压抑及使用致室性心律失常的药物等，都可触发
心脏性猝死。

早期症状
前驱期:在心脏性猝死前的数天或数周，甚至数月可出
现胸痛、气促、乏力、软弱、持续性心绞痛、心律失
常、心衰等症状，对于前驱期症状提高重视，可有效
避免心脏性猝死，但有些患者亦可无前驱症状，瞬即
发生心脏骤停。终末事件期由于猝死原因不同，终末
事件期的临床表现也各异。典型的表现包括：严重胸
痛，急性呼吸困难，突发心悸或眩晕等。若心脏骤停
瞬间发生，事先无预兆，则绝大部分是心源性。在猝
死前数小时或数分钟内常有心电活动的改变，其中以
心率加快及室性异位搏动增加最为常见。因室颤猝死
的患者，常先有室性心动过速。另有少部分患者以循
环衰竭发病；心脏骤停期:突然的意识丧失常或抽搐、
可伴有惊厥；大动脉搏动消失，脉搏测不到，血压测
不出；听诊心音消失；叹息样呼吸或呼吸停止伴发绀
；瞳孔散大；生物学死亡期:心脏骤停发生后，大部分
患者将在4~6分钟内开始发生不可逆脑损害，随后经数
分钟过渡到生物学死亡。心脏骤停发生后立即实施心
肺复苏和尽早除颤，是避免发生生物学死亡的关键。

体检筛查
脏性猝死的诊断需迅速判断。突发意识丧失，颈动脉
或股动脉搏动消失，特别是心音消失，是心脏骤停最
主要的诊断标准。皮肤颜色可以是苍白的或是大片青
紫。非医务人员可根据意识丧失、没有呼吸运动或仅
有濒死的呼吸活动，结合大动脉搏动消失诊断心脏骤
停。但呼吸活动可在停搏发生后持续存在1分钟或更长
的时间。相反，如呼吸运动消失或有严重的喘鸣而脉
搏却存在，提示原发的呼吸停顿，将在很短时间内导
致心脏停搏。

生活建议
近年来在预防心脏性猝死中的重要因素是识别心脏骤
停的高危对象。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死的急性期、
康复期及其后的慢性过程中，心脏性猝死的危险性较
高。在急性心肌梗死的头72小时内，心脏性猝死的潜
在危险可高达15%~20%。在心肌梗死康复期自第3天
起至第8周内有室速或室颤史者，其心脏性猝死的危险
性最大，如仅予一般性措施治疗，在6~12个月内的死
亡率高达50%~80%，其中50%为猝死。只有积极干预
才能改观预后，在18个月内死亡率可降至15%~20%以
下。高发人群，在生活中应注意：定期体检；避免过
度疲劳和精神紧张；戒烟、限酒、平衡膳食、控制体
重、适当运动；注意过度疲劳的危险信号及重视发病
的前兆症状；对已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患者
应在医生指导下坚持服药治疗；注意对室性心律失常
进行危险评估；注意加强心梗后心脏性猝死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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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920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11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11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7.5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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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RKCH rs2230500 G/G G/G

KCNK17 rs10947803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u L, Shen Y, Liu X, et al. The 1425G/A SNP in PRKCH is associated with ischemic stroke and
cerebral hemorrhage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09,
40(9):2973-6.

[2] Ma Q, Wang Y, Shen Y, et al. The rs10947803 SNP of KCNK17 is associated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but not ischemic stroke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Neuroscience Letters, 2013,
539(3):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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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占全部脑卒中的20%~30%，急性期病死率为30%~40%。发生
的原因主要与脑血管的病变有关，即与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血管的老化、吸烟等密切相关。脑出血的患者往
往于情绪激动、费劲用力时突然发病，早期死亡率很高，幸存者中多数留有不同程度的运动障碍、认知障碍、言语
吞咽障碍等后遗症。人群中脑出血的发病率为（12~15）/10万人年。脑出血发病凶险，病情变化快，致死致残率
高，超过70％的患者发生早期血肿扩大或累及脑室，3个月内的死亡率为20％~30％。

致病因素
常见病因是高血压合并小动脉硬化，微动脉瘤或者微
血管瘤，其他包括脑血管畸形、脑膜动静脉畸形、淀
粉样脑血管病、囊性血管瘤、颅内静脉血栓形成、特
异性动脉炎、真菌性动脉炎、烟雾病和动脉解剖变异
、血管炎、瘤卒中等。此外，血液因素有抗凝，抗血
小板或溶栓治疗，嗜血杆菌感染，白血病，血栓性血
小板减少症以及颅内肿瘤、酒精中毒及交感神经兴奋
药物等。用力过猛、气候变化、不良嗜好（吸烟、酗
酒）、食盐过多、体重过重、血压波动、情绪激动、
过度劳累等为诱发因素。

早期症状
高血压性脑出血常发生于50~70岁，男性略多，冬春季
易发，通常在活动和情绪激动时发病，出血前多无预
兆，半数患者出血后出现头痛并很剧烈，常见呕吐，
出血后血压明显升高，临床症状常在数分钟至数小时
达到高峰，临床症状体征因出血部位及出血量不同而
异，基底核，丘脑与内囊出血引起轻偏瘫是常见的早
期症状；少数病例出现痫性发作，常为局灶性；重症
者迅速转入意识模糊或昏迷。

体检筛查
根据《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14）》，对疑似脑卒
中患者应尽快行CT或MRI检查以明确诊断，尽早对脑
出血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病史，一般检查、神经
系统检查和有关实验室检查，特别是血常规、凝血功
能和影像学检查。在病情和条件许可时，应进行必要
检查以明确病因。确诊脑出血患者，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尽早收入神经专科病房或神经重症监护病房并应密
切监测。

生活建议
为预防脑出血，40岁以上中年人应每年定期查体1次，
并应积极治疗易引起脑溢血的原发病，如糖尿病、高
脂血症、高血压等。保证作息规律、保证休息和适度
活动，三餐定时均衡，控制脂肪、胆固醇及盐分的摄
取，定时排便，防止因便秘、排便时腹腔压力过大，
造成血压升高。平时要尽量避免做猛然弯腰、低头、
抬举重物等动作，避免剧烈运动，尤其是有高血压的
老年人，防止突然脑部血流压力过高，而发生脑溢血
。生活中应保持良好的精神情绪，当精神紧张、情绪
不稳定或激动时，血压会突然升高，从而诱发脑溢血
。当中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外界的不良刺激时，要避
免焦虑、烦躁、忧虑、悲伤等情绪波动，始终保持一
个心境开阔、情绪乐观、幽默平和的心理状态，这样
有助于调节大脑皮层的植物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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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动脉瘤—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210 3.333

1.81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3.62536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81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8.6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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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BOLL rs700651 G/G G/G

VCAN rs251124 C/C C/T

CDKN2B-AS1 rs1333040 C/C C/C

MRPL15,SOX17 rs10958409 G/G G/G

VCAN rs2287926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Bilguvar K, Yasuno K, Niemela M, et al.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intracranial aneurysm in European
and Japanese populations[J]. Nature Genetics, 2008, 40(12):1472-1477.

[2] Sanish S, Koshy L V, Shabeesh B, et al. Association of Versican (VCAN) gene polymorphisms
rs251124 and rs2287926 (G428D),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J]. Meta Gene, 2014, 2(2):6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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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脑动脉瘤是指脑动脉内腔的局限性异常扩大造成的动脉壁的一种瘤状突出。脑动脉瘤多为在脑动脉管壁局部的先天
性缺陷和腔内压力增高的基础上引起的囊性膨出。有些人的脑动脉瘤较小且终生不会破裂，因此不会对身体有太大
影响。但较大的脑动脉瘤极易破裂，是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首位病因。我国脑动脉瘤发病率约为7%。

致病因素
脑动脉瘤发病原因尚不十分清楚，但以下几种因素被
证明与脑动脉瘤的发病相关：（1）先天性因素：脑动
脉管壁的中层有裂隙、胚胎血管的残留、先天动脉发
育异常或缺陷（如内弹力板及中层发育不良）都是动
脉瘤形成的重要因素；（2）后天性因素：动脉硬化、
感染、颅脑创伤、肿瘤等疾病都可使脑动脉瘤发生的
概率上升。

早期症状
颅内动脉瘤病人在破裂出血之前，90%的病人没有明
显的症状和体征，只有极少数病人，因动脉瘤影响到
邻近神经或脑部结构而产生特殊的表现。动脉瘤症状
和体征大致可分为破裂前先兆症状、破裂时出血症状
、局部定位体征以及颅内压增高症状等。40%~60%的
动脉瘤在破裂之前有某些先兆症状，这是因为动脉瘤
在破裂前往往有一个突然扩张或局部少量漏血的过程
。其中动眼神经麻痹是后交通动脉动脉瘤最有定侧和
定位意义的先兆破裂症状。80%~90%的动脉瘤病人是
因为破裂出血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才被发现，故出血
症状以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表现最多见。蛛网膜
下腔出血较轻时可能只有轻微头痛和颈强直，严重时
发病急剧，患者剧烈头痛。可能出现意识障碍，甚至
昏迷。部分患者出血前有劳累，情绪激动等诱因，也
有患者无明显诱因或在睡眠中发病。

体检筛查
医生应根据患者的症状进行诊断，需注意的是，除了
典型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症状，某些患者也会出现非出
血症状，如：巨大动脉瘤的占位效应、癫痫发作、一
过性脑缺血、警示性头痛等。头颅CT是急症诊断的首
选，可判断出血部位和程度。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可显示动脉瘤的部位、大小、数量、方向、有无血栓
以及载瘤动脉的情况，是动脉瘤诊断的金标准。另外
，医生可为患者做体格检查，作出综合判断。

生活建议
对于颅内动脉瘤，目前没有能够预防其发生的办法。
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血管的影
像学检查，以便能够在动脉瘤破裂出血前发现病变并
给予恰当的治疗。平时应当对危险因素加以控制，尽
量减少过度劳累、控制血压，从而降低动脉瘤破裂的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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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疾病—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16 1.403

0.68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6.13789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68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2.0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9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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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MAD3 rs56062135 C/C C/C

HNF1A rs2464196 G/G G/A

HNF1A rs2259820 C/C C/T

CDKN2B-AS1,DMRTA1 rs1333049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Pignataro P, Pezone L, Di G G,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rs1333049 Polymorphism at 9p21.3 Locus in Italian Population.[J].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2017(8):1-1.

[2] Zhou Y J, Yin R X, Hong S C,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HNF1A polymorphisms and serum lipid traits,
the risk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ischemic stroke[J]. Journal of Gene Medicine, 2017, 19(1-2).

[3] Consortium T C, Nikpay M, Goel A, et al. A comprehensive 1000 Genomes–based genome-wide
association meta-analysis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 Nature Genetics, 2015, 47(1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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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冠状动脉疾病（CAD）是一种由冠状动脉损伤而导致的疾病。这种疾病通常与血管内包含脂质的斑块沉积和炎症反
应相关。当斑块逐渐增大，冠状动脉可供血液流通的直径随之逐渐减小，因此会减少血液、氧气和营养成分的流通
。最终，血流的减少会造成胸痛、呼吸急促，或者其他症状。冠状动脉的完全堵塞会造成心肌梗死。在20岁及以
上人群中，此病的发病率是5%~9%。死亡率随着年龄增长，且男性高于女性，尤其是在35~55岁年龄组。55岁之
后，男性死亡率下降，女性死亡率仍然继续增高。在70~75岁之后，女性死亡率超过同龄男性。冠状动脉疾病影响
所有种族的人群，但是在黑种人和东南亚人群中发病率尤其高。

致病因素
一般认为，冠状动脉疾病是由冠状动脉内壁的损伤造
成的。这种损伤可能由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等因素导致。一旦血管内壁发生损伤，脂质沉积会
聚集在受损的位置形成斑块。若斑块表面破损，血小
板会聚集在斑块表面诱发凝血，由此使斑块逐渐长大
，堵塞动脉。影响此病的风险因素有年龄、性别、遗
传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超重与肥胖、缺
乏锻炼、生活压力大等。

早期症状
随着冠状动脉逐渐被堵塞，它将不能运送足够的含氧
的新鲜血液去心脏，在剧烈运动等心脏快速跳动时，
这种能力不足尤为明显。疾病最初，血流的降低可能
没有任何明显症状，随着斑块的增长，血流持续降低
，一些症状可能会发生。典型的症状包括胸痛、呼吸
短促等。冠状动脉的完全堵塞可能会造成心肌梗死，
典型症状是胸口巨大的压迫感、肩膀和上肢疼痛，有
时还会有呼吸短促和流汗的情况发生。如果有心肌梗
死的症状和前兆，应立刻联系急救人员。

体检筛查
高危人群和有疑似症状的人群应及时就医，规律体检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史、用药史、家族史、生活习
惯和医学检测作出综合判断。常用的医学检测手段有
血常规、体格检查等。为了了解患者的心脏状况，医
生也可能采取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压力测试等方式
对患者进行检测。

生活建议
冠状动脉疾病病情进展极为缓慢，在严重的堵塞造成
明显症状之前，患者可能很难发现。但是，仍有很多
方法可以预防并缓解冠状动脉疾病。一旦确诊为冠状
动脉疾病，患者应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生活方式调整
、药物治疗或者手术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
此病和减缓此病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危人群和
患者应该戒烟、合理膳食、规律锻炼、科学减重、纾
解心理压力。另外，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
糖的患者，应积极应对，合理控制相应的指标，降低
此类疾病诱发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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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绞痛—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929 1.309

0.92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88614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2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7.9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2.0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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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DKN2B,DMRTA1 rs10811656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an J, Zeng J, Xie Z, et al. Association of rs10811656 on 9P21.3 with the risk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Lipids in Health & Disease, 2016, 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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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心绞痛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急剧的暂时缺血与缺氧所引起的以发作性胸痛或胸部不适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
征。心绞痛是心脏缺血反射到身体表面所感觉的疼痛，特点为前胸阵发性、压榨性疼痛，可伴有其他症状，疼痛主
要位于胸骨后部，可放射至心前区与左上肢，劳动或情绪激动时常发生，每次发作持续3~5分钟，可数日一次，也
可一日数次，休息或用硝酸酯类制剂后消失。本病多见于男性，多数40岁以上，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
阴雨天气、急性循环衰竭等为常见诱因。所有心绞痛病例的年龄标化年发病率（每100例）在男性中为2.03，女性
中为1.89，性别比为1.0795%，CI（1.06~1.09）。

致病因素
心绞痛的直接发病原因是心肌供血的绝对或相对不足
，因此，各种减少心肌血液（血氧）供应（如血管腔
内血栓形成、血管痉挛）和增加氧消耗（如运动、心
率增快）的因素，都可诱发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主
要源于冠心病。有时，其他类型的心脏病或失控的高
血压也能引起心绞痛。本病常由于体力劳动、情绪激
动、饱餐、惊吓和寒冷所诱发。典型的心绞痛常在相
似的劳动条件下发作，病情严重者也可在吃饭、穿衣
、排便或休息时发生，疼痛发生于劳动或激动的当时
，而不是一天或一阵劳累过后。安静状态下发作的心
绞痛，是冠状动脉痉挛的结果。心肌缺血时疼痛的发
生机制，可能是心肌无氧代谢中某些产物（如乳酸、
丙酮酸等酸性物质或类似激肽的多肽类物质）刺激心
脏内传入神经末梢所致，且常传播到相同脊髓段的皮
肤浅表神经，引起疼痛的放射。

早期症状
多表现为闷痛、压榨性疼痛或胸骨后、咽喉部紧缩感
，有些患者仅有胸闷，可分为典型性心绞痛和不典型
性心绞痛：典型心绞痛症状：突然发生的位于胸骨体
上段或中段之后的压榨性、闷胀性或窒息性疼痛，亦
可能波及大部分心前区，可放射至左肩、左上肢前内
侧，达无名指和小指，偶可伴有濒死感，往往迫使患
者立即停止活动，重者还出汗。疼痛历时1~5分钟，很
少超过15分钟；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疼痛在1~2分钟
内（很少超过5分钟）消失。常在劳累、情绪激动（发
怒、焦急、过度兴奋）、受寒、饱食、吸烟时发生，
贫血、心动过速或休克亦可诱发。不典型的心绞痛症
状：疼痛可位于胸骨下段、左心前区或上腹部，放射
至颈、下颌、左肩胛部或右前胸，疼痛可很快消失或
仅有左前胸不适、发闷感，常见于老年患者或者糖尿
病患者。

体检筛查
据典型的发作特点和体征，含服硝酸甘油后缓解，结
合年龄和存在冠心病易患因素，除外其他原因所致的
心绞痛，一般即可确立诊断。发作时心电图检查可见
以R波为主的导联中，ST段压低，T波平坦或倒置（变
异型心绞痛者则有关导联ST段抬高），发作过后数分
钟内逐渐恢复。心电图无改变的患者可考虑作负荷试
验。发作不典型者，诊断要依靠观察硝酸甘油的疗效
和发作时心电图的改变；如仍不能确诊，可多次复查
心电图、心电图负荷试验或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连续监
测，如心电图出现阳性变化或负荷试验诱致心绞痛发
作时亦可确诊。诊断有困难者可作放射性核素检查或
考虑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考虑施行外科手术治疗
者则必需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内超声检
查可显示管壁的病变，对诊断可能更有帮助。

生活建议
少吃盐，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长期大量食用氯化
钠，会使血压升高、血管内皮受损。心绞痛的患者每
天的盐摄入量应控制在6克以下。少吃脂肪、减少热量
的摄取。高脂饮食会增加血液黏稠度，增高血脂，高
脂血症是心绞痛的诱因。应尽量减少食用油的量，油
类也是形成脂肪的重要物质。但可以选择含不饱和脂
肪酸的植物油代替动物油，每日的总用油量应限制在5
～8茶匙。动物内脏含有丰富的脂肪醇，例如肝、心、
肾等。众所周知，烟酒对人体有害，它不仅诱发心绞
痛，也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如新鲜蔬菜、水果、粗粮
等，多吃海鱼和大豆有益于冠心病的防治。如大蒜、
洋葱、山楂、黑木耳、大枣、豆芽、鲤鱼等。避免食
用刺激性食物，如浓茶、咖啡、辣椒、咖喱等。注意
少食多餐，切忌暴饮暴食，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以免
诱发急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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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术后再狭窄—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739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5.00000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3.4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6.5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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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LOX5AP rs10507391 A/A A/T

ALOX5AP rs17222814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hah S H, Hauser E R, Crosslin D, et al. ALOX5AP variants are associated with in-stent restenosi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 Atherosclerosis, 2008, 201(1):14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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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支架术后再狭窄（ISR）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病人冠状动脉血管内径再次狭窄，临床症状复发及靶血管
缺血再次发生。目前全球每年约超过200万冠心病病人需要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尽管药物洗脱支架的出现
减少了ISR的发生，但至今ISR的发生率仍高达10%~15%。

致病因素
ISR是机体对损伤的全身生物学反应在局部血管的表现
，主要是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结果，而支架后扩张
的高压作用又加速了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生。

早期症状
患者接受介入治疗前的临床症状复发、靶血管缺血再
次发生。有时患者在做冠脉造影时显示其血管内径再
次狭窄超过50%，患者可伴或不伴临床症状。

体检筛查
患者在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应坚持复查，坚
持服用抗血小板药物和降血脂药物并定期进行生化检
测，确定用药效果。如需调整药物，需遵医嘱。如有
不适，应及时就医。

生活建议
病人术后应坚持尊医嘱用药，若无明显的严重副作用
，不应在术后停药改善不良生活方式，戒烟戒酒，低
脂饮食，坚持定期适量运动，按时作息，定期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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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64 1.155

0.76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61.13227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76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79.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7.5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9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46%

心脑血管

244/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D40 rs1883832 T/T T/C

CDKN2B-AS1 rs10757274 A/A A/A

CDKN2B-AS1 rs2383206 A/A A/A

CDKN2B-AS1 rs496892 C/C C/C

CDKN2B-AS1 rs2383207 A/A A/A

CDKN2B,DMRTA1 rs10757278 A/A A/A

CDKN2B-AS1,DMRTA1 rs1333049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un Y, Ma C, Ma X. The SNP rs1883832 in CD40 gene and risk of atherosclerosis in Chinese
population: a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4, 9(5):e97289.

[2] Xie F, Chu X, Wu H, et al. Replication of Putative Susceptibility Loci from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1,
6(6):e2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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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是冠心病、脑梗死、外周血管病的主要原因。脂质代谢障碍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病
变基础，其特点是受累动脉病变从内膜开始，一般先有脂质和复合糖类积聚、出血及血栓形成，进而纤维组织增生
及钙质沉着，并有动脉中层的逐渐蜕变和钙化，导致动脉壁增厚变硬、血管腔狭窄。病变常累及大中肌性动脉，一
旦发展到足以阻塞动脉腔，则该动脉所供应的组织或器官将缺血或坏死。由于在动脉内膜积聚的脂质外观呈黄色粥
样，因此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据尸检结果，在40~49岁的人群中，冠状动脉和主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检出率分别为
58.36%和88.31%，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

致病因素
动脉粥样硬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发病机制复
杂，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主要危险因素有：（1）遗传
因素：家族中有年轻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近亲发病率
明显增高；（2）相关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肥胖等疾病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病密切相关；（3）生
活习惯：高脂饮食、吸烟等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病密切
相关。

早期症状
患者早期无任何临床表现，随着动脉粥样斑块的增大
，血管狭窄程度的加重，会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症
状因为血管病变部位及受累器官的缺血程度不同而不
同：主动脉直径粗，一般来讲粥样硬化不会引起供血
问题，通常无症状；内膜病变严重可导致主动脉夹层
，一旦出现症状则可能危及生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者，若管径狭窄达50%以上，就会有胸痛、胸闷、气
促、乏力、心悸等心肌缺血表现，狭窄达70%以上就
会发生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脑动脉硬化可引起头晕
、头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导致脑缺血、脑萎缩，
或造成脑出血等疾病；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力减退
、眼底出血；肾动脉粥样硬化会引起夜尿增多、高血
压，严重者可有肾功能不全；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可出
现患肢疼痛、间歇性跛行。

体检筛查
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出现器官病变
时，诊断并不困难。如检查发现血脂异常，动脉造影
显示血管有狭窄性病变，应首先考虑动脉粥样硬化。
需要注意的是，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一
个器官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意味着其他地方
的血管也可能已经存在同样的病变；同样，一个器官
发生血管事件，意味着其他地方发生血管事件的危险
性增加。此外，患者常伴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易患因素
，如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低HDL血症、糖尿病以
及吸烟等。如选择性地作心电图，放射性核素心、脑
、肾等脏器扫描，多普勒超声检查，以及选择性血管
造影等，有助明确诊断。

生活建议
为避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应清淡饮食，多食富含
维生素C（如新鲜蔬菜、瓜果）和植物蛋白（如豆类及
其制品）的食物；不吸烟，不饮烈性酒；保持乐观的
心态和轻松愉快的心情；40岁及以上人群坚持至少每
年体检一次；从儿童期开始，即不宜进食高胆固醇、
高动物性脂肪的饮食，也应该避免摄食过量，防止发
胖。积极治疗与本病有关的疾病，如高血压、肥胖症
、高脂血症、痛风、糖尿病、肝病、肾病综合征和有
关的内分泌病等。终生使用阿司匹林抗栓，长期或者
终生使用他汀类调脂药物，积极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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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72 3.077

0.8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61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2.5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5.4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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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ULK4 rs2272007 T/T C/C

LRP1 rs11172113 T/T T/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Guo D C, Grove M L, Prakash S K, et al. Genetic Variants in LRP1 and ULK4 Are Associated with
Acute Aortic Dissec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6, 99(3):76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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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是胸主动脉壁在受到某些病理因素的破坏后，高速、高压的主动脉血流将其内膜撕裂，使主动
脉的内膜和外膜分离，形成夹层，并导致破裂口附近胸主动脉的外膜扩张而形成动脉瘤。其危害是发生瘤样扩张的
胸主动脉壁外膜随时可能破裂导致患者迅速出血、死亡。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发病率，每年每百万人口为5~10例
。男女之比为3：1，发病年龄大多数在40岁以上。

致病因素
动脉夹层形成的原因很多，包括动脉硬化、高血压、
动脉中层囊性坏死、马凡综合征、主动脉缩窄、大动
脉炎、外伤及梅毒等。其中因高血压引起的夹层动脉
瘤常见于50~60岁的男性患者，多有10余年的高血压
病史；而马凡综合征则是一种先天性、遗传性疾病，
患者由于长骨发育过长而具有修长的身材，此类患者
常在青年时期死于动脉瘤的破裂。

早期症状
绝大多数病人夹层主动脉瘤出现时突然感觉腹部、胸
部或背部刀割样或撕裂样剧烈疼痛。胸痛可放射到颈
、臂部，与急性心肌梗塞相类似。给予吗啡类药物亦
未能减轻疼痛。疼痛为持续性，直到夹层动脉瘤穿破
后才自行缓解。患者常呈现皮肤苍白、出汗、周围性
紫绀等休克征象，但血压仍高于正常。腹部疼痛易与
急腹症相混淆，但夹层动脉瘤病例很少呈现恶心、呕
吐、腹部压痛和腹肌紧张。主动脉壁剥离病变累及升
主动脉者可呈现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舒张期心脏杂音
。累及锁骨下动脉、颈总动脉和髂股动脉者可出现局
部血管杂音，同侧脉搏和血压减弱或消失。病变累及
脑血管者易与高血压引致的脑出血或脑血栓形成相混
淆。肋间动脉受累可突然出现截瘫。

体检筛查
患者心电图检查一般无异常征象，可排除心肌梗死的
诊断。高血压患者可显示左心室肥厚。在胸部X线平片
上显示纵隔阴影向右侧增宽，累及降主动脉者则向左
侧增宽。主动脉弓呈局限性隆起，升主动脉与降主动
脉外径悬殊，升主动脉与主动脉弓扩大、变形。主动
脉壁增厚，致内膜钙化斑与主动脉外缘间距增宽。间
隔半小时重复摄片，显示胸主动脉与纵隔形态发生改
变。有时主动脉呈现双腔阴影。有的病例可显示胸膜
腔积液。胸部X线检查显示上述异常者应立即做主动脉
造影检查，了解主动脉壁剥离段的长度、内膜破裂的
部位、主动脉瓣的解剖及功能情况以及主动脉主要分
支如颈总动脉、肾动脉受累情况等。双维超声心动图
检查可显示夹层动脉瘤入口处的主动脉内膜破裂瓣片
。

生活建议
为预防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应注意控制诱发此病
的因素，如血压、血脂等。高危人群应定期检查。主
动脉夹层动脉瘤病情异常凶险，发生夹层动脉瘤后24
小时生存率仅40%，高血压加速主动脉壁剥离过程，
加剧疼痛并促使患者因夹层破裂导致血心包、血胸或
纵隔积血而早期死亡，对病情起不良作用。因此拟诊
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病例在未经主动脉造影确定诊
断之前，即应进行治疗。若药物治疗不能控制，应及
早进行手术，避免主动脉破裂造成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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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心肌病—心脑血管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9 0.952

0.05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162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05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29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7.1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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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NNT2 rs3729843 C/C C/C

HLA-DRA,BTNL2 rs3763313 A/A A/A

HLA-DRA,BTNL2 rs9268494 A/A A/A

TNNT2 rs3729547 G/G G/G

C6orf10,HCG23 rs9268402 G/G G/A

HLA-DRA,BTNL2 rs9268492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i X, Wang H, Luo R, et al. TNNT2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Idiopathic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Biomed Res Int, 2013,
2013(2):201372.

[2] Cheng L, Zhao R, Jin Z X, et al.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on BTNL2 with susceptibility
to and prognosis of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 Experimental Pathology, 2015, 8(9):104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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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扩张型心肌病（DCM）是一种原因未明的原发性心肌疾病。本病的特征为左或右心室或双侧心室扩大，并伴有心
室收缩功能减退，伴或不伴充血性心力衰竭。室性或房性心律失常多见。扩张型心肌病的年发病率为5/100000~8/
100000人，男性多于女性（2.5:1），平均发病年龄约40岁。在美国大约1/4的心力衰竭由扩张性心肌病引起。病
情呈进行性加重，死亡可发生于疾病的任何阶段。患者的临床表现轻重不一，许多有症状的患者病情多为进行性恶
化，有10%~15%患者在一年内出现心力衰竭症状。据估计典型伴有心力衰竭的患者人群，其年死亡率为11%~13%
。少数新发扩张性心肌病的患者能自发地缓解。

致病因素
扩张性心肌病发病原因尚不明确，可能影响疾病发生
的因素有：（1）遗传因素：约有25%~30%的扩张性
心肌病患者携带遗传获得的致病基因，多数家族性的
病例均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2）感染：对一些具有
扩张性心肌病临床症状的患者进行心内膜活检提示有
炎症性心肌炎的证据，有假说认为亚临床的病毒性心
肌炎启动了自身免疫反应并最终发展成为扩张性心肌
病。部分扩张性心肌病患者体内发现明显病毒颗粒，
多聚酶链反应可确认部分心肌病患者的心肌内存在病
毒的残余成分；（3）免疫异常：扩张性心肌病患者体
内能发现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在内的自身免疫异
常，与人白细胞抗原Ⅱ类分子相关，提示免疫调节异
常可能是扩张性心肌病的病因之一。

早期症状
此病发病以中年人居多。起病多缓慢，有时可达10年
以上。症状以充血性心力衰竭为主，其中以气短和水
肿最为常见。最初在劳动或劳累后气短，以后在轻度
活动或休息时也有气短，或有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患者常感乏力。体检见心率加速，心尖搏动向左下移
位，可有抬举性搏动，心浊音界向左扩大，常可听得
第三音或第四音，心率快时呈奔马律。由于心腔扩大
，可有相对性二尖瓣或三尖瓣关闭不全所致的收缩期
吹风样杂音，此种杂音在心功能改善后减轻。晚期病
例血压降低，脉压小，出现心力衰竭时舒张压可轻度
升高。交替脉的出现提示左心衰竭。脉搏常较弱。心
力衰竭时两肺可有罗音。右心衰竭时肝脏肿大，水肿
的出现从下肢开始，晚期可有胸、腹腔积液，出现各
种心律失常，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心室颤动、窦房阻
滞可导致阿–斯综合征，成为致死原因之一。此外，尚
可有脑、肾、肺等处的栓塞。

体检筛查
根据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2007年颁布的心肌病
诊断与治疗建议，临床上主要以超声心动图作为扩张
性心肌病的诊断依据，X线胸片、心脏同位素、心脏计
算机断层扫描有助于诊断，磁共振检查对于一些心脏
局限性肥厚的患者，具有确诊意义。在进行诊断时需
要排除引起心肌损害的其他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
、心脏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酒精性心肌病、心动
过速性心肌病、心包疾病、系统性疾病、肺心病和神
经肌肉性疾病等。

生活建议
扩张性心肌病目前病因未明，可能与病毒感染等因素
有关。冬春季节，气温变化较大，容易引发流感，引
发此病产生。故预防感染、感冒，防止病毒对心肌细
胞的侵袭在预防扩张性心肌病中尤为重要。同时要合
理膳食，采用低盐、低脂、高维生素的食谱，切忌暴
饮暴食。生活中应戒烟戒酒、适当锻炼。高危人群应
定期体检，若发现早期症状应及早就医，以控制心力
衰竭和心律失常，减缓疾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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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肌痛综合征—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951

3.75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5.77954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75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9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3.9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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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HTR2A rs6313 G/G G/G

COMT rs4818 C/C C/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Mergener M, Becker R M, dos Santos A F, et al.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102C SNP in the HTR2A gene on fibromyalgia susceptibility.[J]. Revista Brasileira De
Reumatologia, 2011, 51(6):594-602.

[2] Park D J, Kim S H, Nah S S,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techol-O-methyl transferase gene
polymorphisms and fibromyalgia in a Korean population: A case-control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2016, 20(7):113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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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纤维肌痛综合征（FS）是一种非关节性风湿病，临床表现为肌肉骨骼系统多处疼痛与发僵，并在特殊部位有压痛
点。纤维肌痛综合征可继发于外伤，各种风湿病，如各种非风湿病（甲状腺功能低下、恶性肿瘤等）、骨性关节炎
及类风湿关节炎。依据美国ACR在2010年修订后的诊断标准，近期完成的两项统计分析发现，德国纤维肌痛的人
群发病率在2.1%左右，而美国Minnesota的人群发病率在6.4%。纤维肌痛并不是一个排他性诊断，可以和其他疾
病合并存在。一项使用ACR2010年诊断标准的调查发现，约17%的骨关节炎患者，21%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37
%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均合并有纤维肌痛。

致病因素
（1）中枢神经敏感化：中枢神经敏感化是引起纤维肌
痛综合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长期的慢性疼痛会导致“
中枢致敏”，表现在患者的脑脊液中血清素（5–HT）和
P物质是升高的，另外，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还显示
纤维肌痛患者大脑中与疼痛相关的区域功能活动是增
强的；（2）免疫紊乱：一些研究报道患者血清中出现
抗甲状腺抗体，一些患者血清中的白介素–1、白介素–
6和肿瘤坏死因子水平是升高的；（3）感染：有人认
为FS与感染有关，尤其是EB病毒、细小病毒、Burgdo
rferi螺旋体感染；（4）遗传：纤维肌痛患者的一级亲
属患病率明显增加，提示遗传在发病中起一定的作用
。

早期症状
（1）疼痛：纤维肌痛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全身广泛性慢
性疼痛。一般起病隐匿，劳累、应激及寒冷等诱因下
出现全身弥漫性疼痛，尤以中轴骨骼（颈椎、胸椎、
下背部），及肩胛带、骨盆带等处常见；（2）压痛：
查体有特殊压痛点，而压痛点邻近区正常。患者对压
痛点的按压敏感，出现痛苦表情或拒压、后退等动作
；（3）疲劳及睡眠障碍：约90％以上的患者有明显疲
劳感，充分休息不能缓解。90％~98％的患者伴多梦、
易醒及失眠等；（4）神经、精神症状：35％~62％患
者伴焦虑，58％~86％患者伴抑郁，11％患者可同时
伴焦虑和抑郁；（5）关节症状：部分患者也可表现为
关节痛伴晨僵，但无关节红肿及发热等客观体征；（6
）其他症状：部分患者可出现腹痛、稀便、盗汗、口
干、眼干、尿频、尿痛和雷诺现象等。

体检筛查
当出现原因不明的多部位慢性疼痛，伴疲劳感、睡眠
质量低、焦虑、关节僵硬感，以及有多处压痛点，在
排除其他疾病后可做出诊断。目前诊断多采用1990年
美国风湿病学会提出的纤维肌痛综合征分类标准。其
内容如下：（1）持续3个月以上的全身性疼痛：即分
布于躯体两侧，腰的上、下部，以及中轴等部位的广
泛性疼痛；（2）18个标准的压痛点中至少11个存在压
痛。同时符合上述2个条件者，诊断即可成立。诊断时
也要考虑到易疲劳、睡眠质量低、焦虑以及关节僵硬
感等，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生活建议
（1）消除和减少或避免发病因素，改善生活环境空间
，改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防止感染，注意饮食卫
生，合理膳食调配。避免寒冷潮湿；（2）注意锻炼身
体，增加机体抗病能力，不要过度疲劳、过度消耗，
戒烟戒酒。保持平衡心理，克服焦虑紧张情绪；（3）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坚持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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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673 6.827

6.07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273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6.07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4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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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CDC122 rs3088362 C/C C/A

C13orf31 rs3764147 A/A A/G

LACC1,LINC00284 rs10507522 A/A A/A

ENOX1,CCDC122 rs9533634 T/T T/C

NOD2 rs3135499 A/A A/A

ADGB,RAB32 rs2275606 G/G G/A

C1orf141,IL23R rs3762318 G/G A/A

SALL1,CYLD rs16948876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Xiong, Jun‐Hao, Mao C, Sha, Xiao‐Wei,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variants in NOD2,
C13orf31, and CCDC122 genes and leprosy among the Chinese Yi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rmatology, 2016, 55(1):65-69.

[2] Zhang F, Liu H, Chen S,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two new loci at IL23R and RAB32 that influence
susceptibility to leprosy[J]. Nature Genetics, 2011, 43(12):1247-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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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接触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甚至肢端残废
。本病在世界上流行甚广，我国则流行于广东、广西、四川、云南以及青海等省、自治区。全球的麻风病患病率虽
有明显的下降，但是仍然保持在0.016%，更重要的是在占全球90%以上麻风问题的16个麻风高流行国家，其患病
率仍然高达0.043%。

致病因素
（1）致病菌感染：病原菌是麻风杆菌，麻风杆菌在病
人体内分布比较广泛，主要见于皮肤、粘膜、周围神
经、淋巴结、肝脾等网状内皮系统某些细胞内；（2）
与病菌携带者接触传染：直接接触传染这种方式是健
康者与传染性麻风病人的直接接触，传染是通过含有
麻风杆菌的皮肤或粘膜损害与有破损的健康人皮肤或
粘膜的接触所致。间接接触传染这种方式是健康者与
传染性麻风患者经过一定的传播媒介而受到传染。例
如接触传染患者用过的衣物、被褥、手巾、食具等。
间接接触传染的可能性要比直接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小
，但也不可能忽视。

早期症状
早期的症状不是很特殊，会出现全身不适，肌肉和关
节出现不同酸痛，四肢舒服，随之发展会出现不同类
型的麻风病，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1）结核样型麻
风：由于此类患病者免疫力强，麻风杆菌只能感染皮
肤和神经，所以皮肤会出现不对称的暗红色无鳞屑斑
疹，附近能摸到大条皮神经，发病区域有毳毛脱落，
病发位置为全身；（2）界线类偏结核样型麻风：症状
与结核型的相似，斑疹上会出现鳞屑，斑疹分布较广
，斑块中心有空白区内外边缘环状损害清楚，会引发
黏膜、淋巴结等较轻的并发症；（3）中间界线类麻风
：出现多种颜色和多种形状的皮疹，损害数目较多且
分布广泛，神经受损后，有轻度麻木，眉睫稀疏脱落
，常不对称，黏膜、淋巴结、眼、睾丸及内脏受累病
情非常不稳定。

体检筛查
（1）病史询问必须着重了解与麻风病有关的项目，如
是否来自流行区、家族、亲友和邻居有无同样的病人
，有无接触史等；（2）体格检查要系统全面，在自然
光线下检查全身皮肤、神经和淋巴结等；（3）麻风杆
菌检查主要从皮肤和粘膜上取材，必要时可作淋巴结
穿刺查菌；（4）组织病理检查对麻风的诊断、分型和
疗效判定都有重要意义。取材应选择活动性损害，宜
深达脂肪层，如损害不同，取材时需要同时切取两处
送检，这对界线类麻风诊断是有价值的。麻风菌素试
验：是一种简易的测定机体对麻风杆菌抵抗力的方法
，它可部分地反映机体对麻风杆菌细胞免疫反应的强
弱和有无。

生活建议
（1）麻风病的预防主要在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
期治疗。一旦发现有麻风可疑症状，请尽快到当地地
防所、疾控中心就诊；（2）大力宣传麻风病“可防、
可治、不可怕”的科学道理，使广大群众都懂得麻风病
的防治知识。正确对待和善待麻风病人，使病人不因
讳疾忌医而延误病情和治疗，以至于增加社会上的传
染病，造成对健康人的威胁；（3）密切接触活动性麻
风病患者时戴口罩、接触后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加
强营养、提高机体抵抗力等可以减少患麻风病的危险
；（4）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增强体质，减少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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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过敏性皮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476 3.436

3.02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7.22400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02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4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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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RTEL1 rs6010620 A/A G/G

PBX2,GPSM3 rs176095 A/A A/G

IL1RL1,IL18R1 rs13015714 G/G G/G

OR10A3,NLRP10 rs878860 C/C C/C

GLB1 rs6780220 A/A C/C

CCDC80,CD200R1L rs12634229 T/T T/C

SDK1,CARD11 rs4722404 T/T T/C

ZNF365 rs10995251 C/C C/T

TMEM232 rs7701890 A/A A/A

C11orf30 rs7927894 C/C C/C

FLG rs3126085 G/G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un L D, Xiao F L, Li Y,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wo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atopic dermatitis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Nature Genetics, 2011, 43(7):690-694.

[2] Esparzagordillo J, Weidinger S, Folsterholst R, et al. A common variant on chromosome 11q13 is
associated with atopic dermatitis.[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5):596.

[3] Hirota T, Takahashi A, Kubo M,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eight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atopic dermatitis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J]. Nature Genetics, 2012,
44(11):12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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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遗传过敏性皮炎（AD）又称特应性皮炎、异位性皮炎或异位性湿疹，是一种与遗传相关具有产生高IgE倾向，易伴
发哮喘的慢性复发性、瘙痒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皮损分布及表现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特点，并常伴免疫功能紊
乱及及一些病理生理异常。资料显示1岁前发病者占全部患者的50%，病程慢性经过部分患者可迁延到成年。在发
达国家发病率10%~20%，2000年我国流行病调查显示学龄期青少年（6~20岁）患病率0.7%。2004年城市学龄前
儿童（1~7岁）患病率2.78%。

致病因素
过敏性皮炎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皮肤炎症反应。（1）
遗传因素：约70%患者家族中有遗传过敏性皮炎、哮
喘或过敏性鼻炎等遗传过敏史。双亲均有遗传过敏史
，其子女发生遗传过敏性疾病的机会比双亲中只有一
方有遗传过敏史的要高。近来发现染色体11ql3部位的
基因与本病的过敏性哮喘的发病相关。（2）免疫因素
：在皮损中有嗜酸性白细胞浸润，故认为IgE介导的“接
触性过敏”，在遗传过敏性皮炎的发病机制中起了重要
作用。在免疫异常方面表现为血IgE增高，近来研究指
出皮肤朗格汉斯细胞具有高亲和力IgE Fc受体。“吸入
性”抗原进入遗传过敏性皮炎的皮肤，引起朗格汉斯细
胞的活化。（3）环境因素：变应原，如尘螨、花粉等
。（4）生药因素：生理药理学方面，患者白细胞和表
皮细胞对β肾上腺素能性激动剂的反应迟钝，所产生的
cAMP水平及抑制表皮细胞核分裂功能降低，β肾上腺
素能性受体与β兴奋剂亲和力下降，肾上腺素能性受体
比率增高等。

早期症状
遗传过敏性皮炎：好发于婴幼儿、儿童及青少年三个
时期，是容易复发的慢性病。皮肤干燥、发红，以痒
为主;可看见红斑、丘疹，并会出现小水泡、渗液和结
痂等；严重时几乎全身都会有症状，尤其脸部、颈部
和膝部、肘部关节处。（1）幼儿时期：遗传过敏性皮
炎常伴有气喘和过敏性鼻炎，宝宝只要有其中一种症
状，另外两种也会随之出现，称为“三位一体”；遗传过
敏性皮炎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搔痒，季节变换、环境变
化及外界刺激，都可能造成痒感而搔抓，搔抓又会引
起疹子，起疹子又会导致搔痒，如此恶性循环，不易
痊愈。（2）儿童期：大部分发生在手臂前凹窝等四肢
屈侧部位，所以中医又叫“四弯风”，手脚掌前端及颈部
也是好发部位。（3）青少年期：四肢、手掌及脚掌都
是常见的区域。衍变成慢性，皮损会慢慢增厚苔癣样
变。

体检筛查
主要根据家族或个人有“异位性”病史，皮损特点—即在
婴儿期呈急性或亚急性湿疹，好发于面颊部及额部，
多为生后一个多月的婴儿；儿童期及青年期则为亚急
性或慢性湿疹，好发于四肢屈侧，特别是肘、膝窝；
或呈痒疹状，则好发于四肢伸侧。基本特征：（1）瘙
痒性、慢性、复发性皮炎，在婴儿、孩童期主要分布
在面及四肢伸屈侧，表现为炎性、渗出性、湿疹性皮
损，青少年后主要分布于四肢屈面及（或）伸面，表
现为苔藓化（2）个人或家庭中的遗传过敏史（哮喘、
过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次要特征：（1）早年发
病。（2）干皮症/鱼鳞病/掌纹症。（3）Ⅰ型反应相
关的：过敏性集合膜炎/食物敏感/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
增高/血清IgE增高/Ⅰ型皮试反应。（4）免疫缺陷有关
的：皮肤感染倾向（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单纯疱疹）/损
伤的细胞免疫生理及（或）药理学异常相关。（5）面
部苍白/白色划痕/乙酰胆碱延迟发白。（6）毛周隆起/
非特异性手足皮炎/眶周黑晕。凡有基本特征者或基本
特征中第1项加次要特征中任何3项者（每1项中任何一
点）可诊断为特应性皮炎。

生活建议
（1）尽量避免局部刺激，如不乱用刺激性强的成药，
不用热水肥皂烫擦等；（2）在饮食方面，要注意营养
平衡，可多吃一些牛奶、淡水鱼、豆制品及新鲜蔬菜
、水果，以增强皮肤抵抗力。避免吃咸水鱼、虾、蟹
等易引起过敏的食物；（3）平素为过敏体质的人，初
次使用某种化妆品应非常慎重，事先应做皮肤斑贴试
验，如无反应，方可使用，否则不能用。不能频繁更
换化妆品，含香料过多及过酸过碱的护肤品不能用。
高档化妆品里含的化学成分和香料复杂，致敏机会较
多；（4）对光过敏的的患者应注意少食用香菜、芹菜
、泥螺、荠菜、油菜、菠菜、莴苣、甘蓝、荞麦、及
无花果等，避免日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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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242 3.033

2.80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5446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80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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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TAT4 rs10168266 C/C C/T

HLA-DPB1,HLA-DPB2 rs4282438 T/T T/G

GTF2I rs117026326 C/C T/T

TNFAIP3 rs5029939 C/C C/C

HLA-DRB1,HLA-DQA1 rs9271588 T/T T/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i Y, Zhang K, Chen H,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Han Chinese identifies a
susceptibility locus for primary Sjogren's syndrome at 7q11.23[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11):1361-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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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干燥综合征(SS)是一个主要累及外分泌腺体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临床上常侵犯涎腺和泪腺，表现为口眼干燥
，此外，还有其他外分泌腺及腺体以外的器官受累而出现多系统损害的症状，又称为自身免疫性外分泌腺体上皮细
胞炎或自身免疫性外分泌病。它是仅次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第2位常见自身免疫病症，在我国人群的患病率为0.3%~0
.7%，在老年人群中患病率为3%~4%。本病女性多见，男女比为1:9~20。发病年龄多在40~50岁，也见于儿童。

致病因素
（1）免疫遗传学研究提示，干燥综合征发病与某种人
类白细胞抗原（HLA）基因频率有关，在原发干燥综合
征患者，HLA–B8、DR3和DRw52基因的阳性率显著高
于正常人群；（2）EB病毒、反转录病毒（如丙型肝炎
病毒）与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有关，病毒感染可诱发本
病，这可能与分子模拟现象有关；（3）雌激素能活化
多克隆B淋巴细胞，同时提高血清催乳素水平，增加免
疫活性，加快自身免疫反应的进展，这也是女性干燥
综合征患者明显多于男性的原因。

早期症状
本病起病多隐匿，大多数患者很难说出明确起病时间
，临床表现多样，病情轻重差异较大。多数会有局部
表现：（1）口干燥症；（2）干燥性角结膜炎：因泪
腺分泌的粘蛋白减少而出现眼干涩、异物感、泪少等
症状，严重者痛哭无泪。部分患者有眼睑缘反复化脓
性感染、结膜炎、角膜炎等；（3）其他浅表部位：如
鼻、硬腭、气管及其分支、消化道黏膜、阴道黏膜的
外分泌腺体均可受累，使其分泌较少而出现相应症状
。

体检筛查
干燥综合征好发于成年女性，年龄在40～50岁，男女
比为1:（9～20）。《干燥综合征诊断及治疗指南》指
出，干燥综合征诊断要点如下：（1）口腔症状，主要
表现为持续口干，吞咽食物困难等；（2）眼部症状，
主要表现为眼干、磨砂感觉等。

生活建议
（1）注意饮食：要预防干燥综合征的干扰，饮食是很
重要的，在饮食方面尽量吃清淡的食物，避免吸烟、
饮酒，别吃咸，酸，辣等刺激性食物，尽量吃多汁，
多种维生素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滋润皮肤。（2）注意
皮肤护理：干燥综合征的皮肤都会出现脱屑、瘙痒和
干燥等现象，这时候就应该注意自身的清洁度，保持
皮肤清洁，尽量不用碱性的护肤品或沐浴露，可以使
用一些温和型的护肤品。（3）注意口腔清洁：干燥综
合征患者的主要体现就是口干舌干，唾液分泌减少，
患者可能比较容易发生龋齿，化脓性腮腺炎，口腔溃
疡，舌头干裂等口腔问题，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口腔
卫生，做好口腔护理是很重要的。（4）进行眼睛护理
：干燥综合征患者会极其造成眼睛干涩的情况，严重
者可发生感染和角膜溃疡穿孔，可以改变室内的环境
湿度，减少眼睛的干燥和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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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疮性肾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41 2.169

2.16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542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16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2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2.1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7.82%

免疫系统

265/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1QA rs172378 A/A G/G

C7orf72,IKZF1 rs1456896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Radanova M, Vasilev V, Dimitrov T, et al. Association of rs172378 C1q gene cluster polymorphism
with lupus nephritis in Bulgarian patients[J]. Lupus, 2015, 24(3):280-289.

[2] Zhang Y M, Zhou X J, Cheng F J,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IKZF1 5E¹ UTR variant rs1456896 with lupus
nephritis in a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Acta Rheumatologica Scandinavica, 2016,
46(3):2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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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狼疮性肾炎是指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合并双肾不同病理类型的免疫性损害，同时伴有明显肾脏损害临床表现的
一种疾病。其发病与免疫复合物形成、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免疫异常有关。除SLE全身表现外，临床主要表现为
血尿、蛋白尿、肾功能不全等。狼疮性肾炎的病理学分型对于判断病情活动度及预后、制定治疗方案具有重要价值
。应根据病情轻重程度不同个体化制定治疗方案。

致病因素
狼疮性肾炎的发病机制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循
环免疫复合物在肾脏沉积；（2）原位免疫复合物形成
；（3）局部补体激活；（4）自身抗体的直接作用；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等。

早期症状
狼疮性肾炎按临床表现不同可分为几型。（1）轻型：
尿常规正常或轻度血尿及蛋白尿，肾功能正常。（2）
急性肾炎综合征型：与急性肾小球肾炎相似，有蛋白
尿、血尿及管型、有水肿、可有高血压、肾功能正常
。（3）肾病综合征型：类似肾病综合征表现，可伴血
尿、高血压及肾功能不全。病理类型多为Ⅲ型以上，
预后较差。（4）急进性肾炎型：临床上酷似急进性肾
炎表现：蛋白尿、血尿、少尿、无尿、高血压、肾功
能迅速恶化、发展为肾衰竭，若抢救无效，可于数周
至数月内死亡。（5）慢性肾炎型：持续蛋白尿、血尿
、管型尿可伴高血压和贫血，病程呈慢性经过，以至
慢性肾衰竭，常于数年内需透析或死亡。抗磷脂抗体
型：血抗磷脂抗体阳性，肾大血管血栓栓塞或肾小球
毛细血管血栓栓塞微血管，可导致肾功能损害，血小
板减少。

体检筛查
（1）尿常规检查:可有不同程度的尿蛋白、镜下血尿
、白细胞、红细胞及管型尿。（2）溶血性贫血:白细
胞计数小于4.0×10^9/L，血小板小于100×10^9/L，血
沉较快。（3）免疫学检查:血清多种自身抗体阳性，γ–
球蛋白显著增高，血循环免疫复合物阳性，低补体血
症。（4）重型活动性狼疮性肾炎:伴有可逆性的肌酐
清除率（Ccr）不同程度下降、血尿素氮和肌酐升高；
终末期狼疮性肾炎Ccr明显下降和血肌酐、尿素氮显著
升高。（5）影像学检查:B超示双肾增大提示急性病变
；双肾缩小提示慢性肾功能衰竭。肾活检:不仅有助于
狼疮性肾炎的确诊，还可了解病理类型、病变活动性
、肾脏受损程度和决定治疗方案。

生活建议
重视体质因素；积极治疗病毒感染；注意药物毒性避
免日光曝晒：紫外线照射加重狼疮性肾炎病情较为常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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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关节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234

2.89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28990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89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4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4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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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RUNX3,SYF2 rs7536201 T/T C/C

LOC285626 rs7709212 T/T T/T

LCE3A,LCE3B rs1886734 A/A A/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eng Z, Jin Y, Zhen T, et al. Investigation of 36 non-HLA (human leucocyte antigen) psoriasis
susceptibility loci in a psoriatic arthritis cohort[J]. Archives of Dermatological Research, 2016,
30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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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银屑病关节炎（PsA）是一种与银屑病相关的炎性关节病，有银屑病皮疹并伴有关节和周围软组织疼痛、肿胀、压
痛、僵硬和运动障碍。部分患者可有骶髂关节炎和（或）脊柱炎，病程迁延，易复发。晚期可有关节强直。约75%
的患者皮疹出现在关节炎之前，同时出现者约15%，皮疹出现在关节炎后的患者约10%。该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高峰年龄为30~50岁，无性别差异，但脊柱受累以男性较多。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本病常有家庭聚集倾向，一级家属患病
率高达30%，单卵双生子患病危险性为72%。国内报
告有家族史者为10%~23.8%，国外报道为10%~80%。
本病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伴有不完全外显率，但也
有人认为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或性联遗传；2.感染因
素：（1）病毒感染：有人曾对银屑病伴有病毒感染的
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银屑病关节炎病情也随之缓解
。（2）链球菌感染：据报道，约6%的病人有咽部感
染史及上呼吸道症状，而且其抗“O”滴定度亦增高。（
3）内分泌功能障碍：银屑病与内分泌腺机能状态的相
关作用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4）神经精神障碍：以
往文献经常报告精神因素与本病有关，如精神创伤可
引起本病发作或使病情加重，并认为这是由于精神受
刺激后血管运动神经张力升高所致。（5）其他多数患
者冬季复发、加重，夏季缓解或自然消退，但久病者
季节规律性消失。也有的妇女患者经期前后加重，妊
娠期皮疹消退，分娩后复发。

早期症状
多数缓慢发病，约1/3患者可以起病较急，伴发热等全
身症状。起病前通常无明显诱因，少数可以先有关节
外伤史，然后局部出现银屑病关节炎。

体检筛查
诊断：（1）皮肤表现：皮肤银屑病是PsA的重要诊断
依据，皮损出现在关节炎后者诊断困难，细致的病史
，银屑病家族史，儿童时代的滴状银屑病，检查隐蔽
部位的银屑病（如头皮，脐或肛周）和特征性放射学
表现（尤其是手关节的“笔帽状”骨改变）可提供重要线
索，但应除外其他疾病和定期随访。（2）指（趾）甲
表现：顶针样凹陷（大于20个），指甲脱离、变色、
增厚、粗糙、横嵴和甲下过度角化等。指（趾）甲病
变是惟一的银屑病可能发展为PsA的临床表现。（3）
关节表现：累及一个或多个关节，以指关节、跖趾关
节等手足小关节为主，远端指间关节最易受累，常呈
不对称、关节僵硬、肿胀、压痛的功能障碍。（4）脊
柱表现脊柱病变可有腰背痛和脊柱强直等症状。

生活建议
（1）去除各种可能的诱发因素，如防治扁桃体炎或上
呼吸道感染，避免外伤和精神创伤、刺激、过度紧张
等精神因素，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忌食辛、辣刺激
食物；（2）加强身体锻炼，提高机体免疫力；（3）
生活规律，保持舒畅的心情，注意卫生，预防皮肤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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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肝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750

1.78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536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78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2.7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7.46%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9.80%

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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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TAT4 rs7574865 T/T T/G

IL13 rs1295686 T/T C/C

SH2B3 rs3184504 T/T C/C

TNPO3 rs10488631 T/T T/T

TRAFD1,HECTD4 rs17630235 G/G G/G

IL12RB2 rs11209050 A/A C/C

LOC100130476,OLIG3 rs6933404 T/T T/T

BACH2 rs11757155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de Boer Y S, van Gerven N M, Zwiers A,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autoimmune hepatitis type 1[J]. Gastroenterology, 2014, 147(2):44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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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是由自身免疫反应介导的慢性进行性肝脏炎症性疾病，本病多发于女性，男女之比为14，
有10~30岁及40岁以上两个发病年龄高峰。2型AIH常见于儿童，约20%成人患者60岁后发病，发病率为0.1‰~0.2
‰，常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大多数病人表现为慢性肝炎，约34%的患者无任何症状，仅因体检发现肝功异
常而就诊；30%的患者就诊时即出现肝硬化；8%患者因呕血和（或）黑便等失代偿期肝硬化的表现而就诊；部分
患者以急性、甚至暴发性起病（约占26%），其转氨酶和胆红素水平较高，临床过程凶险。约17%~48%AIH患者合
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常见的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甲状腺炎、溃疡性结肠炎、1型糖尿病等，甚至是部分患者首
次就诊的原因。

致病因素
当本应该攻击病毒、细菌和其他病原的免疫系统攻击
肝脏时，会造成自身免疫性肝炎。这种对肝脏的攻击
导致了肝细胞的慢性炎症和严重损伤。虽然机体攻击
自身器官组织的原因尚不清楚，但研究者认为几个危
险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如感染、药物和遗传因素，导
致了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产生。遗传易感性被认为是主
要因素，而其他因素可能是在遗传易感性基础上引起
机体免疫耐受机制破坏，产生针对肝脏自身抗原的免
疫反应，从而破坏肝细胞导致肝脏炎症坏死，并可进
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

早期症状
自身免疫性肝炎的症状和体征可以很轻微，也可能很
严重，可以急性起病，也可能缓慢进展。在疾病早期
阶段，有些患者几乎没有可觉察的问题，而有些患者
可能出现以下症状和体征：疲乏、腹部不适、关节疼
痛、瘙痒、皮肤和巩膜黄染（黄疸）、肝大、皮肤上
的静脉异常、恶心和呕吐、皮疹、尿色深、闭经等。

体检筛查
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病人群特点显著，80%以上为女性
，男女之比为1：4，有10～30岁及40岁以上两个发病
年龄高峰，对中老年尤其是年龄在35岁至50岁的女性
情有独钟。《自身免疫性肝病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
，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诊断标准：（1）肝炎病毒感染指
标阴性、无过度饮酒及肝损伤药物服用史；（2）ANA
、SMA阳性或LKM–1抗体滴度180阳性；（3）γ–球蛋
白、IgG升高超过正常值1.5倍，IgG正常者可做出AIH
除外的诊断；（4）ALT升高；（5）病理可见碎屑坏死
或可伴小叶性肝炎；（6）无胆系病变，肉芽肿、铁铜
沉积症等其它表现。

生活建议
建议少量多餐，生活中要食易消化的食物，不宜食高
蛋白饮食，生活中做到平衡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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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病—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2.211 5.930

3.14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7351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14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55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9.3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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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FCGR2A rs1801274 A/A A/A

BLK rs2736340 C/C C/T

BLK rs2618476 T/T T/C

FAM167A,BLK rs2254546 A/A A/G

HLA-DOB,HLA-DQB2 rs2857151 A/A A/G

CD40 rs1569723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an Y, Ma Y, Liu Y, et al. Combined analysis of genome-wide-linked susceptibility loci to Kawasaki
disease in Han Chinese.[J]. Human Genetics, 2013, 132(6):669-680.

[2] Lee Y C, Kuo H C, Chang J S, et al. Two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Kawasaki disease identified
through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J]. Nature Genetics, 2012, 44(5):522-525.

[3] Onouchi Y, Ozaki K, Burns J C,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hree new risk loci
for Kawasaki disease.[J]. Nature Genetics, 2012, 44(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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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川崎病（KD），于1967年，由日本川崎富作首先报道，曾称为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世界各国均有发生，以亚
裔人群发病率最高，四季均可发病，发病年龄于婴幼儿多见。临床多表现可有发热、皮疹、颈部非脓性淋巴结肿大
、眼结合膜充血、口腔黏膜弥漫充血、杨梅舌、掌跖红斑、手足硬性水肿等。值得重视的是，本病可发生严重心血
管并发症而引起人们重视，未经治疗的患儿发生率达20%~25%。我国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儿童发病率，49.4/10万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主要病理变化为全身性血管炎，好发于冠状动脉。为自限性疾病，多数预后良好，复发率1
%~2%。

致病因素
本病的发病原因至今未明。根据以往数次小流行中，
曾有家庭发病情况，临床上又有许多表现酷似急性感
染，提示似有病原体存在。男婴发病较多，一般认为
可能是多种病原，包括EB病毒，逆转录病毒，或链球
菌，丙酸杆菌感染，1986年曾报道患者外周血淋巴细
胞培养上清液中逆转录酶活性增高，提示该病可能为
逆转录病毒引起，但多数研究未获得一致性结果，以
往也曾提出支原体，立克次体，尘螨为本病病原，亦
未得到证实，也有人考虑环境污染或化学物品过敏可
能是致病原因。

早期症状
临床常以高热（39℃以上）为最初表现，热程在5天以
上，一般为一、二周，有的热退一、二天又高，热程
长的可达三、四周，退热药仅短暂稍降。发热数日后
掌跖面红肿且痛，躯干部出现大小不一的斑丘疹，形
态无特殊，面部四肢亦有，不痒，无疱疹或结痂。发
热数日两侧眼结膜充血，球结膜尤重，仅少数并发化
脓性结膜炎，用裂隙灯可能查到前虹膜睫状体炎。唇
面红肿、干燥和皲裂，甚至有出血；舌常呈杨梅舌，
口腔黏膜充血，但无溃疡。

体检筛查
婴儿及儿童均有可能患此病，但80%～85%患者在5岁
以内，好发于6～11个月婴儿，其中男孩较多见，男：
女为1.3～1.5∶1，无明显季节性，或谓秋冬季较多。
诊断依据：（1）血清学检查，如白细胞计数升高、血
小板增加、C反应蛋白升高、血沉加快等等，同时注意
是否伴有肝肾功能损害和D–二聚体的升高。（2）冠状
动脉病变，尤其要注意心超和心电图的表现，提示是
否存在心血管并发症如冠状动脉扩张和心肌损害。应
用二维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扩张在发病第3天
即可出现，多数于3～6月内消退，发病第6天即可测得
冠状动脉瘤，第2～3周检出率最高，第4周之后很少出
现新的病变。

生活建议
川崎病的最大危害是损害冠状动脉，是小儿冠状动脉
病变的主要原因，也是成年后发生冠心病的潜在危险
因素。由于引起川崎病的原因不是很清楚，故目前还
没有预防其发病的良好措施，但由于大多数患儿在发
病前有过上呼吸道感染，因此，夏秋之交，应尽可能
避免上呼吸道感染。川崎病患儿不管有无冠状动脉病
变，都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性，尽量避免发生高脂血症
和高血压，以减少长大后发生冠心病的危险性。另外
，患过川崎病的孩子，其再次发病率为1%~3%，故不
可掉以轻心。平时要注意少患感冒以免复发。急性期
治疗：在发病后5~10天之内用药。早期口服阿司匹林
可控制急性炎症过程，静脉输入丙种球蛋白加口服阿
司匹林治疗可降低川崎病冠状动脉瘤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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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2.140 6.398

3.4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174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4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9.6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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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11orf40,OR52M1 rs1505209 A/A A/G

OR51F1 rs12788102 A/A A/A

C11orf53,ARHGAP20 rs11213630 A/A A/A

C11orf53,ARHGAP20 rs1469170 A/A A/A

CD36 rs1334512 G/G G/G

ICAM1 rs5498 A/A A/A

ZNF804A rs7590852 T/T C/C

ZNF804A rs725617 G/G A/A

C9orf106,IER5L rs7023548 C/C C/C

OBP2B,ABO rs7855466 C/C C/C

ABO rs8176751 C/C C/C

ABO rs8176749 C/C C/C

IL17RC rs708567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inha S, Qidwai T, Kanchan K, et al. Variations in host genes encoding adhesion molecul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falciparum malaria in India[J]. Malaria Journal, 2008, 7(1):250.

[2] Dunstan S J, Rockett K A, Quyen N T N, et al. Variation in Human Genes Encoding Adhesion and Pro-
inflammatory Molecules are Associated with Severe Malaria in the Vietnamese[J]. Genes & Immunity,
2012, 13(6):503-508.

[3] Band G, Le Q S, Jostins L, et al. Imputation-Based Meta-Analysis of Severe Malaria in Three African
Populations[J]. Plos Genetics, 2013, 9(5):e1003509-e100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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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疟疾是疟原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传染病。经疟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不同的疟原虫分别引起间
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及卵圆疟。本病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长期多次发作后，可
引起贫血和脾肿大。2010年疟疾发病率为0.55/10万。

致病因素
（1）传染源：疟疾患者和带疟原虫者；（2）传播途
径：疟疾的传播媒介为按蚊，经蚊虫叮咬皮肤为主要
传播途径；（3）人群易感性：人群对疟疾普遍易感；
（4）流行特征：疟疾主要流行在热带和亚热带，其次
为温带。

早期症状
（1）前驱期：头痛、全身酸痛、乏力、畏寒；（2）
发冷期：手脚发冷，继而寒颤、发抖、面色苍白、口
唇指甲发绀。体温迅速上升、此期可持续10多分钟至2
小时；（3）发热期：寒战后全身发热、头痛、口渴，
体温可升至39℃或以上，有些病人可出现抽搐、此期
可持续2~3小时；（4）出汗期：高热后大汗淋漓，体
温迅速下降，当时除疲劳外，顿觉舒服轻快，常安然
入睡。此期持续约2~3小时。间日疟、卵形疟—般隔天
发作一次，恶性疟在48小时内可有两次发热，发作数
次后常见鼻唇部疤疹及脾肿大，发作多次后则有肝脏
肿大及贫血，脾脏逐渐肿大并变硬。

体检筛查
疟疾诊断方法：（1）流行病学：有在疟疾流行区居住
或旅行史，近年有疟疾发作史或近期曾接受过输血的
发热患者都应被怀疑；（2）临床表现：典型的周期性
寒颤、发热、出汗可初步诊断。不规律发热，而伴脾
、肝肿大及贫血，应想到疟疾的可能；（3）实验室检
查：主要是查找疟原虫，通常找到即可确诊。血片找
疟原虫应当在寒颤发作时采血，此时原虫数多、易找
；（4）分子生物学技术诊断法：聚合酶链反应（PCR
）检测和DNA探针检测；（5）治疗性诊断：临床表现
很像疟疾，但经多次检查未找到疟原虫。可试用杀灭
红内期原虫的药物（如氯喹），治疗48小时发热控制
者，可能为疟疾。但注意耐氯喹虫株。

生活建议
针对疟疾的预防，指对易感人群的防护。包括有个体
预防和群体预防。个体预防系疟区居民或短期进入疟
区的个有，为了防蚊叮咬、防止发病或减轻临床症状
而采取的防护措施。群体预防是对高疟区、爆发流行
区或大批进入疟区较长期居住的人群，除包括含个体
预防的目的外，还要防止传播。要根据传播途径的薄
弱环节，选择经济、有效，且易为群众接受的防护措
施。预防措施有：蚊媒防制，药物预防或疫苗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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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126 5.732

2.48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74898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48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9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4.1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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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D58 rs2300747 A/A A/G

SPIB rs3745516 A/A A/G

IKZF3 rs9303277 C/C T/T

STAT4 rs10168266 C/C C/T

IKZF3 rs9635726 C/C C/T

TNFSF8,TNFSF15 rs4979467 C/C C/T

NFKB1 rs1598856 A/A A/G

TNFRSF1A rs4149576 C/C C/T

IL21,CETN4P rs925550 C/C C/A

CD58,ATP1A1OS rs10924106 T/T T/C

MMEL1 rs3748816 A/A A/A

TNPO3 rs10488631 T/T T/T

NLRP3 rs3806268 G/G A/A

MMEL1 rs3890745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27个位点，其中10个位点为有害突变，12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5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Fang Q, Tang R, Zuo X,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six novel risk loci for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8.

[2] Hirschfield G M, Liu X, Han Y, et al. Variants at IRF5-TNPO3, 17q12-21 and MMEL1 are associated
with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8):655-7.

[3] Liu X, Invernizzi P, Lu Y, et al. Genome-wide meta-analyses identify three loci associated with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8):658-660.

[4] Deng J, Lin W, Chen Y, et al. rs3806268 of NLRP3 gene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gout[J]. Int J Clin Exp Pathol, 2015, 8(10):13747-1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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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是一种慢性肝内胆汁淤积性疾病，血清抗线粒体抗体（AMA）是诊断PBC的特异性指
标，熊去氧胆酸（UDCA）是唯一经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证实的治疗PBC安全有效的药物。尽管PBC的发病机制可能
与自身免疫有关，但免疫抑制剂的疗效仍未被证实，且药物相关不良反应使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PBC的病情呈进
行性，最终导致肝硬化肝功能衰竭，肝移植是终末期PBC患者惟一有效的治疗方法。PBC常与其他免疫性疾病如类
风湿性关节类、干燥综合征、硬皮病、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等并存，多见于中年妇女，起病隐袭，经过缓慢，
食欲与体重多无明显下降，约10%的患者可无任何症状。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报道PBC的发病率增加。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本病的家族聚集倾向明显，患者一级
亲属的AMA阳性率和PBC患病率分别为13.1%和5%~6
%，尤其是女性亲属更易受累。机体的Ⅱ类主要组织
相容性复合体和甘露醇结合凝集素（MBL）、维生素D
受体（VDR）等先天免疫系统以及白细胞介素（IL–12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等适应性免
疫系统各组分的基因变异与PBC的易感性有关。（2）
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可增加PBC的易感性，但单纯遗传
因素尚不足以使机体发病，有研究表明，吸烟、有毒
废物环境污染、泌尿系大肠杆菌感染等一些环境因素
可能与PBC的发病有关，应用染发剂、指甲油等化妆品
以及逆转录病毒、肺炎衣原体感染等与发病的相关性
较小。

早期症状
本病常与其它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类，干燥综
合征，硬皮病，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等并存，多
见于中年妇女，起病隐袭，经过缓慢，早期症状轻微
，病人一般情况良好，食欲与体重多无明显下降，约1
0％的患者可无任何症状，对原因不明的慢性进行性梗
阻性黄疸病人，尤其伴有脂肪泻者，应详细了解起病
的诱因及病情进展情况，有否其它免疫性疾病存在，
注意与继发性胆汁性肝硬变及其他原因肝硬化出现黄
疸进行鉴别。

体检筛查
根据2009年美国肝病研究学会PBC诊疗指南以及欧洲
肝脏研究学会胆汁淤积性肝病诊疗指南，PBC高危人群
为中年以上妇女。诊断依据：如果患者血清ALP升高，
应用超声等影像学检查除外胆道梗阻，AMA高滴度阳
性（大于等于1︰40），即可作出PBC的诊断。肝活检
主要是用于协助诊断血清AMA阴性或其他诊断不确定
的患者，或者对确诊的患者进行组织学分期。一些患
者血清AMA阴性，但具有典型的PBC临床、生化及组
织学特征，诊断为AMA阴性的PBC，也有学者命名为“
自身免疫性胆管炎”。鉴别诊断主要包括：药物、酒精
、病毒等其他常见病因以及结节病、肝脏淀粉样变性
等其他少见病因引起的肝内胆汁淤积、原发性硬化性
胆管炎、IgG4相关性胆管炎、特发性成人肝内胆管缺
失症以及由胆管结石、狭窄或肿瘤引起的肝外胆道梗
阻。

生活建议
（1）绝对禁酒（包括啤酒及米酒），少喝各种饮料，
可喝热茶。（2）每天饮食保持恒定，以低盐、低脂肪
、少糖、高蛋白为好，不吃辛辣、油腻、油炸、黏硬
的食物，勿暴饮暴食，并且要注意饮食卫生，防止腹
泻。（3）尽量不吃有损害肝脏的食物。（4）保持运
动的习惯及良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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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5.020 13.196

6.79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01020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6.79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2.5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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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L23R rs11209026 G/G G/G

IL13 rs20541 A/A G/G

MIR5192,TMEM17 rs10865331 A/A A/G

LOC285626,LOC285627 rs6887695 G/G G/G

SYS1,SDC4 rs1008953 T/T C/C

TYK2 rs12720356 A/A A/A

FLJ16341 rs702873 C/C C/C

LOC284632,IFNLR1 rs7552167 A/A G/G

RPP21,HLA-E rs1264569 C/C C/T

HLA-C,HLA-B rs10484554 C/C C/C

NOS2 rs4795067 A/A A/A

HLA-C,HLA-B rs4406273 G/G G/G

NFKBIA,PSMA6 rs8016947 T/T T/T

RNF114 rs2235617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16个位点，其中9个位点为有害突变，7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0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于
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Kisiel B, Kisiel K, Szymanski K,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38 previously reported
polymorphisms and psoriasis in a Polish population: High predicative accuracy of a genetic risk score
combining 16 loci.[J]. Plos One, 2017, 12(6):e017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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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病程较长，有易复发倾向，有的病例几乎终生不愈。银屑病在世界
各地不同人群中的患病率有明显差异，欧美报告的患病率约1%~3%，1984年我国银屑病的患病率为0.123%，200
8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病率为0.47%，男女分布相近，提示我国银屑病的患病率有升高趋势，临床表现以红斑，
鳞屑为主，全身均可发病，以头皮，四肢伸侧较为常见，多在冬季加重。银屑病关节炎（PsA）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影响全球0.3%~1%的人口，35~45岁是发病高峰年龄段，多数患者在发生银屑病10年后才会出现PsA。

致病因素
（1）遗传：银屑病的发生很大部分是遗传原因，同卵
双胞胎的发病率为异卵双胞胎的2~3.5倍，在欧洲银屑
病的遗传可能性为50%~90%。对于PsA，遗传可能性
更是高达80%~100%，对于直系亲属为PsA患者的人群
其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30~49倍。（2）免疫：银屑病
患者呈现不正常的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系统，并
且角质化细胞、DC细胞和T细胞参与其中。对于银屑病
基因易感人群，银屑病可由创伤、感染（如链球菌感
染）和药物（如β阻滞剂、IFNα和锂盐等）等引发。目
前发现超过70个银屑病易感基因，主要位于HLA–C基
因座，但是仅占30%遗传性，剩余的部分可能与多个
基因积累突变、基因之间以及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有关。（3）分泌因子：关键的调节物质包括抗菌
肽（AMP）如CAMP、促炎症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
TNF、IL–17、IL–22和CCL20）及血管增生因子。（4
）细胞调节子：多种T细胞参与银屑病发生发展，DC细
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症状
（1）出现红疹：最开始会出现红包或棕红色小点或斑
丘疹，有干燥的鳞屑，以后逐渐扩展而成棕红色斑块
，边界清楚，相邻的可以互相融合，鳞屑是银白色，
逐渐加厚。（2）出现又厚又硬的鳞屑：有些病人的鳞
屑又厚又硬，可以妨碍皮肤伸缩，尤其关节等处厚硬
鳞屑很容易破裂并使皮肤发生裂口而疼痛，一般说，
发展较快的急性损害的炎症较重，颜色红，鳞屑少，
分布广，较分散，损害小而常呈点：淡或滴状，有较
强的痒觉或灼热感，牛皮癣的变化较多，在不同时期
可有不同表现。

体检筛查
牛皮癣高发人群如下：（1）有家族史患牛皮癣的几率
要高很多；（2）青少年病人是牛皮癣高发人群，特别
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病人多是因咽部感染而诱发；（3
）一些岁数较大的中老年病人，经常是因遇到某些负
性事件突然头皮局部或身上某局部出现点滴状斑块状
的红疙瘩，边界清楚，自觉瘙痒。根据《中国银屑病
治疗指南》，寻常型银屑病诊断依据包括：（1）原发
损害为粟粒至绿豆大小淡红色丘疹，上覆多层银白色
鳞屑，刮除后可见薄膜和点状出血现象。病程中皮损
形态可有点滴状到钱币状再到地图状演变。边界清，
常伴程度不等的瘙痒；（2）皮损好发于头皮和四肢伸
侧。头发上损害常致毛发成簇状外观，但不伴脱发；
（3）少数病例可累及睑缘、口唇、颊粘膜、龟头及包
皮。（4）一般为冬重夏轻，常反复发作；（5）组织
病理有辅助诊断价值，示表皮角化不全，可见微脓疡
形成，棘层肥厚。

生活建议
（1）饮食宜清淡，忌厚味辛辣之品，避免易致敏和刺
激的食物，如鱼虾、浓茶、咖啡、酒类等；（2）应避
免精神紧张、过度疲劳，生活、工作、学习节奏不可
太快，应适当松弛，可参加一些体育运动以促进身心
健康；（3）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生活要有规律
。只要做到心理平衡、精神舒畅，再配合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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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929 1.795

1.34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14560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34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4.2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9.95%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5.77%

免疫系统

286/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CR6 rs3093023 G/G G/A

AFF3,LONRF2 rs11676922 T/T T/A

IL2RA rs706778 C/C C/T

TNPO3 rs10488631 T/T T/T

ANKRD55 rs6859219 C/C C/C

SPRED2 rs934734 G/G A/A

C5orf30 rs26232 C/C C/C

FAM107A rs13315591 T/T T/T

C4orf52,RBPJ rs874040 G/G G/G

FAM205B,FAM205A rs951005 G/G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tahl E A, Raychaudhuri S, Remmers E F,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meta-analysis
identifies seven new rheumatoid arthritis risk loci[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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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病因未明的慢性、以炎性滑膜炎为主的系统性疾病，它可以导致骨的侵蚀和关节的破
坏，随着病程的进展，患者会出现关节畸形、残疾，劳动力丧失等状况，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类风湿性关节炎在全
球范围均有发病，以温带、亚热带和寒带地区多见，热带地区少见。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各年龄段均有发病，3
5~50岁的人群为甚。在气温和湿度变化大的北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某些地区发病率
较高，约在0.5%~1%左右。在我国发病率为0.32%~0.36%，是导致丧失劳动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致病因素
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因复杂，病理机制尚不明确，可能
与遗传、感染、性激素等有关。（1）遗传因素：类风
湿性关节炎在某些家族中发病率较高，遗传研究表明
人类白细胞抗原与类风湿因子阳性有关，患者具有类
风湿易感基因，遗传可能在发病中起重要作用；（2）
环境因素：一般来说，受凉、潮湿、劳累、精神创伤
、营养不良、外伤等常为本病的诱发因素；（3）内分
泌因素：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生于女性，且怀孕
期间关节炎症状常减轻，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能抑制
本病，这些现象认为内分泌因素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具
有一定关系；（4）免疫因素：有研究认为类风湿关节
炎起病为先有感染原侵入关节腔，以病原体作为抗原
刺激滑膜或浆细胞，产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早期症状
早期关节症状表现为受累关节典型炎症性改变，出现
局部红、肿、热、痛等，随着疾病进展，开始出现关
节、肌腱的结构改变。类风湿性关节炎半数以上发病
隐匿缓慢，有表现出乏力、厌食、周身不适、怕冷、
弥漫性关节肌肉疼痛等非特异性症状。5%~15%的类
风湿关节炎患者为急性发病，多见于老年人。15%~20
%的患者，在1周至数周内出现关节肿痛，全身症状相
对较重。

体检筛查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高危人群包括：（1）血缘亲属有该
疾病发病史；（2）血缘亲属患有其他风湿类疾病（如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人群；（3）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或者支原体等病原体感染的人群；（4）类风湿因子
阳性者；（5）长期在寒冷、潮湿地方工作和居住者；
（6）长期吸烟者；（7）长期精神压力过大者；（8）
饮食习惯不良，挑食、偏食、食物单调者；（9）更年
期、哺乳期妇女。2009年ACR和欧洲抗风湿病联盟提
出了新的RA分类标准和评分系统，即：至少一个关节
肿痛，并有滑膜炎的证据，同时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
关节炎，有典型的放射性类风湿关节炎骨破坏，就可
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或对关节受累情况、血清学指
标、滑膜炎持续时间和急性时相关反应进行评估。临
床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主要依靠特征性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

生活建议
建议日常的饮食应尽量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烹调手
法以清淡爽口为主，少吃辛辣，油腻及冰冷的食物。
保持膳食和营养摄入均衡，提高身体免疫力，提高对
疾病的抵抗力。加强锻炼，增强身体素质，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如保健体操、瑜伽、散步等。工作和生活
中要劳逸结合，活动和休息要适度，如果过于疲劳，
人的免疫力会下降，容易引发一些疾病。请避免受风
、受潮、受寒，春季还要对关节处注意保暖，防止受
寒、淋雨和受潮，夏季不要贪凉，空调尽量不要直吹
。预防和控制细菌或病毒的感染，保持精神愉快，不
可过于激动或长期闷闷不乐，要善于调节不良情绪，
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对维持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很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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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2.958 7.466

3.81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41263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81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3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3.2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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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L23R rs11209026 G/G G/G

MIR5192,TMEM17 rs10865331 A/A A/G

ERAP1 rs30187 T/T T/C

KPNB1,TBKBP1 rs8070463 T/T T/C

SNAPC4 rs10781500 C/C C/T

KIF21B rs2297909 G/G G/A

ETS2,PSMG1 rs378108 A/A A/G

RUNX3,SYF2 rs11249215 G/G A/A

LOC285626,LOC285627 rs6556416 A/A C/C

ANTXR2 rs4389526 T/T A/A

PTGER4,DAB2 rs10440635 G/G G/A

EDIL3,HAPLN1 rs4552569 C/C T/T

ANO6 rs17095830 A/A A/A

LTBR,CD27-AS1 rs11616188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Pointon J J. Interaction between ERAP1 and HLA-B27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mplicates peptide
handling in the mechanism for HLA-B27 in disease susceptibility.[J]. Nature Genetics, 2011,
43(8):761-7.

[2] Lin Z, Bei JX, Shen M,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Han Chinese identifies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ankylosing spondylitis.[J]. Nature Genetics, 2011, 44(1):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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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强直性脊柱炎（AS）是以骶髂关节和脊柱附着点炎症为主要症状的疾病。与HLA–B27呈强关联。强直性脊柱炎属
风湿病范畴，主要侵犯脊柱，并可不同程度的累及骶髂关节，引起脊柱强直和纤维化，造成不同程度眼、肺、肌肉
、骨骼病变的慢性进行性炎症疾病。主要表现为腰、颈、胸段脊柱关节和韧带以及骶髂关节的炎症和骨化，髋关节
常常受累，严重者可发生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据初步调查，我国AS患病率约为0.3%，男女之比为2.3∶1.0，女
性发病较缓慢且病情较轻。发病年龄为13~31岁，发病高峰年龄为20~30岁，40岁以上及8岁以下发病者较少见。
国外研究显示，意大利人的患病率为0.23%~0.49%，德国人的患病率为0.2%~1.2%，日本人为0.05%~0.2%。

致病因素
AS的病因目前尚未完全阐明。（1）遗传因素：AS病人
HLA–B27阳性率高达90%~96%，而普通人群HLA–B27
阳性率仅4%~9%。该病是以基因HLA–B27为主，多种
微效基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成。（2）感染因素：
某些微生物（如肺炎克雷白杆菌）与易感者自身组织
具有共同抗原，可引发异常免疫应答。（3）免疫因素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IgA抗体水平高于正常人，IL–1和
TNF–α的表达水平上升，活检病变关节可见大量Ｔ细
胞浸润。

早期症状
对于16~25岁青年，尤其是青年男性。强直性脊柱炎一
般起病比较隐匿，早期可无任何临床症状，有些病人
在早期可表现出轻度的全身症状，如乏力、消瘦、长
期或间断低热、厌食、轻度贫血等。AS病人多有关节
病变，且绝大多数首先侵犯骶髂关节，以后上行发展
至颈椎。少数病人先由颈椎或几个脊柱段同时受侵犯
，也可侵犯周围关节，早期病变处关节有炎性疼痛，
伴有关节周围肌肉痉挛，有僵硬感，晨起明显。

体检筛查
强直性脊柱炎的高危人群包括：（1）发生在男性青壮
年人群当中。（2）强直性脊柱炎家族史。《2013强直
性脊柱炎诊断及治疗指南》指出，强直性脊柱炎诊断
依据：（1）腰和（或）脊柱、腹股沟、臀部或下肢酸
痛不适，或不对称性外周寡关节炎、尤其是下肢寡关
节炎，症状持续≥6周。（2）年龄小于40岁。（3）清
晨时僵硬。（4）活动后症状有所改善。（5）虹膜睫
状体炎现在症或既往史。（6）AS家族史或HLA–B27阳
性。有上述病史，双侧X线骶髂关节炎大于或等于Ⅲ期
，即证实为脊柱病。进一步排除银屑病，炎症性肠病
或Reiter综合征关节炎，即可作出原发性AS的诊断，而
不要等到脊柱明显强直时才明确诊断。

生活建议
当青年男性遇到不明原因的腰、膝、髋关节疼痛或足
跟疼痛时，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医，进行检查。有家
族史的人，更避免憋尿及便秘，降低胃肠道及泌尿道
的感染。少抽烟酗酒，以免造成肺部伤害。如确诊强
直性脊柱炎，应避免强力负重，使病变加重。避免长
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不动。若要长时间坐着时，至少每
小时要起来活动十分钟。勿用腰背束缚器（会减少活
动），使脊椎炎恶化。睡眠时避免垫枕头且不睡软床
。睡觉时最好是平躺保持背部直立。清晨起床背脊僵
硬时，可以热水浴来改善。热敷对于缓解局部疼痛亦
有部分疗效。不抽烟，以免造成肺部伤害。慎防外伤
，开车时一定系上安全带，尽量不要骑机动车。在寒
冷、潮湿季节中，更应防范症状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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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性口腔溃疡—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210 1.667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0%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0%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4.3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57.71%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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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THFR rs1801133 G/G G/G

LTA,TNF rs1800630 C/C C/C

LTA rs1800629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alkan G, Karakus N, Yigit S. Association of MTHFR gene C677T mutation with recurrent aphthous
stomatitis and number of oral ulcers.[J]. Clinical Oral Investigations, 2014, 18(2):437-441.

[2] Sun M, Fu S M, Dong G Y, et al. Inflammatory factors gene polymorphism in recurrent oral
ulceration[J]. Journal of Oral Pathology & Medicine, 2013, 42(7):52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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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复发性口腔溃疡（ROU）又称为复发性阿弗他溃疡（RAU），是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一般人群的患病率可高达2
0%。该病好发于20~45岁间的女性，男女之比约为2∶3。可分为轻型、口炎型和重型口腔溃疡，其中80%是轻型
口腔溃疡，好发于唇、颊、舌缘等。因具有明显的灼痛感，故冠以希腊文“阿弗他”—灼痛。病损表现为孤立的、圆
形或椭圆形的浅表性溃疡，具有周期性、复发性及自限性的特点。

致病因素
复发性口腔溃疡（ROU）病因十分复杂，并有明显的
个体差异，常被认为与下列因素有关。（1）遗传因素
：复发性口腔溃疡发病具有十分明显的遗传倾向。大
约50%的患者双亲之一患有ROU，若父母均患ROU，
其子女的发病率可达90%。（2）免疫因素：诸多动物
实验和临床检验结果证实，ROU的发生与免疫功能异
常有关。（3）系统性疾病因素：临床研究发现RAU与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局限性肠炎、肝炎、肝硬化
和胆道等消化道疾病有关（4）社会心理因素：ROU患
者具有情绪不稳定的个性特征及人际敏感、抑郁、焦
虑、敌对心理等明显情绪障碍。（5）感染因素：RAU
患者口腔中幽门螺杆菌明显高于健康者，可能引发口
腔黏膜的损害。（6）其他因素：微量元素缺乏临床研
究发现缺少锌、铁、铜、维生素B12、叶酸等可直接导
致口腔溃疡；人体缺锌可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减少
口腔黏膜的消化黏液蛋白合成，使口腔黏膜层剥脱，
造成口腔溃疡，此类患者多见于青少年。

早期症状
口腔溃疡为非特异性炎症。初期出现严重的血管及炎
性反应，形成溃疡后，其表面有纤维素性假膜覆盖，
下方有少量坏死组织。固有层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胶原纤维可水肿、玻璃样变或断裂消失。口腔溃疡的
高发人群：（1）免疫紊乱患者。任何会引起免疫功能
紊乱的因素，都可能诱发口腔溃疡；（2）糖尿病、血
液病、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由于黏膜的营养供应不
良，也容易出现口腔溃疡；（3）营养缺乏或贫血的人
。尤其是缺乏铁和B族维生素的人，口腔黏膜很容易受
损破溃；（4）月经前的女性。有些女性月经前经常长
口腔溃疡，怀孕后就消失了，而在分娩后孩子快一岁
时，溃疡又开始出现；（5）胃肠不好的人。慢性胃炎
、胃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痔疮等胃肠道疾病患者，
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病率会明显增高。

体检筛查
复发性口腔溃疡临床门路（2010年版）指南指出，复
发性口腔溃疡临床路径标准门诊流程适用对象：（1）
第一诊断为复发性口腔溃疡；（2）行药物治疗为主的
综合治疗。诊断依据：（1）病史规律：复发性：有至
少两次复发性口腔溃疡发病史；自限性；周期性。（2
）临床表现：口腔黏膜溃疡呈单个或数个反复发作，
间歇期不规律；溃疡发生部位多见于非角化黏膜；溃
疡呈圆形或者椭圆形，中心略凹陷，周围有充血红晕
，表面有黄色假模；轻型溃疡直径约2–5mm；溃疡疼
痛明显。

生活建议
（1）注意饮食平衡，不偏食，不挑食，多是蔬菜水果
，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的食物。（2）
生活要有规律，保证每天7–8小时睡眠，提高睡眠质量
，不熬夜。（3）对胃肠道功能紊乱有大便秘结、便秘
者，及时治疗。（4）口腔黏膜避免创伤刺激，少食坚
硬、过烫食物如油炸、膨化食品。（5）选择软毛牙刷
及合适的、性质温和的牙膏，经常更换牙膏品牌。（6
）积极治疗牙体牙周疾病，保持口腔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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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肾病—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945 3.448

2.71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1.71028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71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3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3.3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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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L10 rs1800871 A/A A/G

IL10 rs1800872 T/T T/G

TNFSF13 rs3803800 A/A A/G

HLA-DQB1,HLA-DQA2 rs1794275 G/G G/A

HLA-A,HCG9 rs2523946 C/C C/C

ITGAX rs7190997 T/T T/C

MPDU1 rs4227 G/G T/T

DEFA10P,DEFA9P rs2738048 A/A A/A

HLA-DRB1,HLA-DQA1 rs660895 A/A A/A

MTMR3 rs12537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Gao J, Wei L, Fu R, et al. Association of Interleukin-10 Polymorphisms (rs1800872, rs1800871, and
rs1800896) with Predisposition to IgA Nephropathy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A Case-Control
Study[J]. Kidney & Blood Pressure Research, 2017, 42(1):89.

[2] Yu X Q, Li M, Zhang H,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Han Chinese identifies multiple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IgA nephropathy[J]. Nature genetics, 2012, 44(2): 178.

[3] Li M, Foo J N, Wang J Q,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IgA nephropathy in Han
Chinese.[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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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IgA肾病又称Berger病，是指肾小球系膜区以IgA沉积为主，伴或不伴有其他免疫球蛋白在肾小球系膜区沉积的原发
性肾小球病。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性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可伴有不同程度蛋白尿，部分患者可以出现严重高
血压或者肾功能不全。在亚太地区占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比例高达40%~50%，而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低发区只占2
%。一般而言，白人、黄种人明显高于黑人的发病率。IgA肾病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但80%的患者在16~35岁之间发
病。中国IgA肾病的发病率占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26%~34%。男女之比大约是2：1。有15%~40%的患者最终发展
至终末期肾脏病（尿毒症）。研究发现，IgA肾病存在明显的家族聚集倾向，被列入多基因遗传病范畴。

致病因素
以下几个因素可能会导致IgA肾病发生炎症反应：（1
）IgA肾病早期发病时，患者的肾脏肾小球系膜细胞受
到炎症损伤的刺激而产生炎症因子，从而导致大量免
疫复合物沉淀于患者的肾脏内，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
；（2）感染：IgA肾病多发生在链球菌感染之后，大
部分病例2～3周前有过咽炎、扁桃体炎等前驱感染。
日常生活中有60多种抗原可诱发肾炎，如链球菌、葡
萄球菌、肺炎球菌等；（3）遗传因素：对IgA肾病患
者进行调查，部分igA肾病患者会发生家族聚集现象，
这说明，IgA肾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影响。中
国人群中IgA肾病独有的两个新的易感基因位点：17号
染色体和8号染色体，证明了遗传因素在IgA肾病的发
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并能够影响IgA肾病的发病过程
及临床表现。HLA分析发现与Bw35和DR4有关。最近
的一组因IgA引起的终末期肾衰中的分析提示B27和DR
1频度增高而DR2频度下降。

早期症状
尿呈浓茶色、洗肉水样、酱油色或浑浊如淘米水；小
便泡沫多，长久不消失；没有发热、大量出汗、大量
饮水等情况时，小便量出现骤减或陡然增多；夜尿增
加；早晨起床后眼皮或脸部水肿，午后消退，劳累后
加重，休息后减轻；严重水肿会出现在双脚踝内侧、
双下肢、腰骶部等；无明确原因的腰背酸痛，应检查
肾脏、脊椎及腰背部肌肉等；男性可能有性功能障碍
方面的表现。典型病例常在上呼吸道感染后数小时至2
天内出现肉眼血尿，通常持续数小时至数天。若出现
以上症状，应及时就诊。

体检筛查
2014年，中国成人肾病综合征免疫抑制治疗专家组发
表了专家共识，制定了IgA肾病诊断原则。诊断依据如
下：发生于上呼吸道感染后的肉眼血尿或显微镜下血
尿或无症状性蛋白尿（尤其男性青年）；血尿为肾小
球性（畸形红细胞为主），蛋白尿为高、中分子或混
合性蛋白尿，血清IgA可能升高；肾活检免疫病理检查
肾小球系膜区可见到颗粒状IgA为主的免疫荧光；除外
链球菌感染后急性肾小球肾炎、非IgA系膜增生性肾炎
、薄基底膜肾病、狼疮性肾炎、紫癜性肾炎、肝硬化
及酒精性肝病的肾损害等。

生活建议
患者应适当休息，避免剧烈运动。但病情稳定时，适
当的锻炼是必要的；增加抗病能力，避免受凉，减少
感染的机会，一旦出现各种感染，应及时应用强有力
的抗生素以及早控制感染；注意控制饮食，饮食以清
淡为主，宜多吃水果、蔬菜及优质高蛋白食物，禁辛
辣、肥甘厚味，以及霉制品、腌制食品，忌酒。要给
予充足的维生素，应多补充维生素b和叶酸丰富的食物
，如动物的内脏，绿叶蔬菜等食品，有助于纠正贫血
。高血钾时要忌食含钾高的食物，要慎重选用蔬菜和
水果。慢性肾炎的病人要忌食糖类饮料和刺激性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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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性心脏病—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316 1.088

1.08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9908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08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8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7.56%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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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RAF1 rs582757 C/C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ua R, Xu J B, Wang J C, et al. Association of TNFAIP3 polymorphism with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Immunogenetics, 2009, 61(11-12):73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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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是指由于风湿热活动，累及心脏瓣膜而造成的心脏瓣膜病变。表现为二尖瓣、三尖瓣、
主动脉瓣中有一个或几个瓣膜狭窄和（或）关闭不全。风湿性心脏病是我国常见的心脏病之一，在我国近20~30年
来，风湿热以及风心病的发病率已呈明显下降趋势，据统计，50年代心脏科室398884例住院病人中.风心病患者约
占43.7%，为各种心脏病住院的首位。进入80~90年代以来，发病率有所降低，为27%左右，而在整个社会人群中
，风心病发病率约为0.234%，提示我国风心病患者仍有相当大的数字，如以12亿人口计算，则风心病有200万~25
0万人。临床上狭窄或关闭不全常同时存在，但常以一种为主。患病初期常常无明显症状，后期则表现为心慌气短
、乏力、咳嗽、下肢水肿、咳粉红色泡沫痰等心功能失代偿的表现。本病多发于冬春季节，寒冷、潮湿和拥挤环境
下，初发年龄多在5~15岁，复发多在初发后3~5年内。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随着人类基因组学的快速发展，研究
发现各类基因多态性与RHD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2
）病毒感染：早在1960年，George Burch等通过研究
发现猕猴经柯萨奇B病毒感染后出现与急性期风湿热相
似的二尖瓣瓣膜损伤，20年后Wedum等以及之后的Pe
ter Rowe也致力于病毒感染相关风心病，提出了麻疹
病毒在风湿性心脏病发生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无论是
单独或是协同作用。（3）链球菌感染：普遍认为A族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成分和人体心脏组织间的分子模拟
机制是导致风湿性心脏炎及风湿性心脏病发生的主要
原因。

早期症状
（1）常感心慌、气短、疲劳、胸闷和呼吸困难，乏力
。劳累或紧张时心前区胸骨后或左臂部放射性疼痛，
伴有出汗；（2）走路时间稍长或稍快便感胸闷、气喘
、心跳加快。爬楼或做一些原本容易的工作，感到特
别疲惫，需要休息多次；（3）早晨起床时，坐起感到
胸部特别难受。饱餐、寒冷、情绪激动时有心悸、胸
背部憋胀疼痛，甚至冒冷汗；（4）晚上低枕时憋闷难
受，需将枕垫高，甚者不能平躺；梦中惊醒，感心悸
、胸闷，需坐起才能好转，性生活感到心悸、胸闷或
胸痛等不适；（5）公共场合或会中，特别容易感到心
悸、胸闷、呼吸不畅；（6）反复出现脉搏不规则、过
速或过缓；有风湿热病史患者，更应积极预防。

体检筛查
风湿性心脏病易感人群：（1）年龄大于45岁的男性、
大于55岁的女性；（2）吸烟者；（3）高血压患者；
（4）糖尿病患者；（5）高胆固醇血症患者；（6）有
家族遗传病史者；（7）肥胖者；（8）缺乏运动或工
作紧张者。依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体征、心脏
彩超等检查，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诊断比较容易。（1
）超声心动图：作为一种无创方法，已经是评价各瓣
膜病变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可以测定心腔大小，心
室功能，也可以测定跨瓣膜压差、瓣膜开口面积、肺
动脉压力等指标；（2）X线检查：可以了解心脏大小
和肺部的改变；（3）心电图：可明确患者的心律，有
无心肌缺血改变，是否合并有心房颤动等；（4）心血
管造影：对部分年龄大于45岁的病人，心电图提示有
心肌缺血改变者，心血管造影检查者可以明确有无合
并冠状动脉病变。

生活建议
（1）防治链球菌感染：防止因呼吸道感染引起风湿活
动、加重病情；（2）劳逸结合：病人症状不明显时可
适当做些轻体力活，适当的运动和体力劳动可增加心
脏的代偿能力，但不要参加重体力劳动，以免增加心
脏负担。病人伴有心功能不全或风湿活动时应绝对卧
床休息，一切生活均应由家人协助。对病人态度要和
蔼、避免不良刺激。不少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精神紧张
，情绪激动时，容易突然发生心动过速，增加心脏负
担，造成心功能不全；（3）合理饮食：心功能不全者
应控制水分的摄入，饮食中适量限制钠盐。每日以10
克以下为宜，切忌食用盐腌制品。减少高脂肪饮食；
缓进饮料；服用利尿剂者应吃些水果如香蕉、桔子等
；（4）不宜作剧烈活动：应定期门诊随访，房颤的病
人不宜作剧烈活动。在适当时期要考虑行外科手术治
疗，何时进行，应由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定；（5）如需
拔牙或作其他小手术，术前应采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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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06 2.822

2.02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56676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02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2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1.3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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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GCKR rs1260326 T/T T/C

SLC2A9 rs12498742 A/A A/A

RREB1,LY86 rs675209 T/T T/T

BAZ1B rs1178977 A/A A/A

QRICH2 rs164009 A/A A/G

ABCG2 rs2231142 G/G G/G

SLC17A1 rs1165151 T/T G/G

SLC22A11 rs2078267 C/C C/C

SFMBT1,RFT1 rs6770152 G/G G/G

VEGFA,LOC100132354 rs729761 T/T G/G

PRKAG2 rs10480300 C/C C/C

INHBC rs3741414 C/C C/T

TRIM46 rs11264341 C/C C/T

ORC4 rs2307394 T/T T/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16个位点，其中5个位点为有害突变，6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5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于
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Kottgen A, Albrecht E, Teumer A,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es identify 18 new loci
associated with serum urate concentrations[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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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痛风（Gout）是一种常见的由单钠尿酸盐沉积所致的晶体相关性关节病，与嘌呤代谢紊乱或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
高尿酸血症直接相关，特指急性特征性关节炎和慢性痛风石疾病，主要包括急性发作性关节炎、痛风石形成、痛风
石性慢性关节炎、尿酸盐肾病和尿酸性尿路结石，重者可出现关节残疾和肾功能不全。痛风常伴腹型肥胖、高脂血
症、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血管病等表现。痛风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常见的疾病，在发达国家，1%~2%的成年
人患有痛风，是男性最常见的炎症性关节炎。

致病因素
高尿酸症是痛风发生最重要的因素。原发性痛风指在
排除其他疾病的基础上，由于先天性嘌呤代谢紊乱或
尿酸排泄障碍所引起的痛风；继发性痛风指继发于肾
脏疾病或某些药物所致尿酸排泄减少、骨髓增生性疾
病及肿瘤化疗所致尿酸生成增多等症状的痛风。（1）
遗传因素：痛风与遗传因素有很大关系。（2）代谢性
疾病：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如肥胖、高血压、糖尿病
，均与高尿酸血症的发生关系密切。（3）不良生活习
惯：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很容易诱发痛风病人急性发
作，比如饮食不节制，高尿酸血症病人暴饮暴食、饮
酒过度、吃了很多含嘌呤丰富的食物等。

早期症状
多数患者发作前无明显征兆，或仅有疲乏、全身不适
和关节刺痛等。典型发作常于深夜因关节痛而惊醒，
首发部位常是脚的大拇趾，关节红肿、灼热发胀，不
能盖被子，脚伸在外边，若有轻微的风吹过或稍有触
碰，活动一下脚趾头，立马疼痛得像钻心一样，但在
几天或数周内会自动消失，这种“来去如风”的现象，称
为“自限性”。一次疼痛之后，看起来关节的炎症消除了
，和正常人一样，实际上尿酸的结晶并没有消失，关
节会渐渐变得肿胀僵硬、屈伸不利。

体检筛查
痛风多见于中老年男性、绝经后女性、南方及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常进食高蛋白高嘌呤食物）的人群、以
及有相关家族痛风史（原发性痛风）的人群。常用检
查有影像学检查、超声检查、血尿酸、尿尿酸、尿酸
盐等其他实验室检查。中老年男性肥胖者，突然反复
发作的单个跖趾、跗跖、踝等关节红肿剧痛，可自行
缓解及间歇期无症状者，应首先考虑到痛风性关节炎
；同时合并高尿酸血症及对秋水仙碱治疗有效者可诊
断为痛风；滑液或滑膜活检发现尿酸盐结晶者即可确
诊。

生活建议
尽量避免摄富含嘌呤的食物：如猪肝、牛肝、猪脑、
胰脏、海洋鱼类、肉汤、酵母粉等。由于蛋白质在体
内具有特殊作用，摄食过多蛋白质，可使内生性尿酸
增加，所以也要尽量避免摄入。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运
动强度、时间，控制体重，增强体质。体重超标者建
议制。定减重计划，肥胖的中老年人群推荐慢速短程
小跑、快步走、乒乓球等项目，以轻微出汗为宜。生
活中要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乐观。戒烟戒
酒，保持良好心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不要过于
劳累，可以对该病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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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46 1.605

0.93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311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3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8.2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50.25%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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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1GALT1 rs1047763 G/G G/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e X, Zhao P, Kang S, et al. C1GALT1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Henoch-Schonlein
purpura nephritis.[J]. Pediatric Nephrology, 2012, 27(9):1505-1509.

免疫系统

305/564



疾病概述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是过敏性紫癜出现肾脏损害时的表现。临床表现除有皮肤紫癜、关节肿痛、腹痛、便血外，主
要为血尿和蛋白尿，多发生于皮肤紫癜后一个月内，有的或可以同时并见皮肤紫癜、腹痛，有的仅是无症状性的尿
异常。

致病因素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病因可为细菌、病毒及寄生虫等感
染所引起的变态反应，或为某些药物、食物等过敏，
或为植物花粉、虫咬、寒冷刺激等引起。常与以下因
素有关：（1）感染：有1/3病例起病前1~4周有上呼吸
道感染史，常见病原体有：病毒：柯萨奇、EB病毒、
腺病毒、水痘病毒、风疹病毒、乙肝病毒等。细菌：
沙门氏菌、军团菌、溶血性链球菌等。支原体、阿米
巴原虫、蛔虫。（2）药物：抗生素、磺胺、异烟肼、
卡托普利等。（3）食物、鱼、虾蟹等冷刺激，植物花
粉、虫卵、蚊虫、疫苗接种，动物羽毛、油漆等。

早期症状
皮疹为过敏性紫癜性肾炎首发和主要临床表现，皮疹
发生在四肢远端、臀部及下腹部，多对称性分布，稍
高于皮肤表面，可有痒感。从紫癜到肾脏损害间隔时
间常在2周内。

体检筛查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主要筛查这些指标，肾功能检查：
血尿素氮、肌酐可升高，肌酐清除率可下降。尿检查
：可见血尿、蛋白尿和管型尿。血常规检查：血小板
、出血时间、凝血时间、血块回缩时间和凝血酶原时
间正常。免疫学检查：C3、C4、CH50多数正常或增加
。白细胞介素及肿瘤坏死因子升高。

生活建议
注意出皮疹前是否有可疑食物、异物接触导致过敏，
避免再次接触。避免食入海鲜等异种蛋白，防止再次
过敏，加重病情。应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注意
运动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抗病能力。患病后，
要卧床休息，避免烦劳过度，忌食烟酒。饮食易于富
于营养，易于消化，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对于尿血
患者，应忌食辛辣，香燥刺激及海鲜发物。蛋白尿多
者，应注意补过多食用优质蛋白饮食。护理上应该注
意感冒。注意出皮疹前是否有可疑食物、异物接触导
致过敏，避免再次接触。避免食入海鲜等异种蛋白，
防止再次过敏，加重病情。注意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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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糜泻—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3 10.901

1.46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8772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46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6.8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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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TPN2 rs1893217 A/A A/G

IL18RAP rs917997 T/T T/T

LPP rs1464510 C/C C/A

TAGAP rs1738074 T/T T/C

MYNN rs10936599 C/C T/T

ICOS rs4675374 T/T T/T

MIR4437,UBE2E3 rs13010713 A/A G/G

RGS21/RGS1 rs2816316 C/C A/A

MMEL1 rs3748816 A/A A/A

SH2B3 rs3184504 T/T C/C

SCHIP1,IL12A rs17810546 A/A A/A

IL21,IL2 rs6822844 G/G G/G

HLA-DQA1 rs2187668 C/C C/C

IL21,CETN4P rs6840978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40个位点，其中7个位点为有害突变，27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6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Dubois P C, Trynka G, Franke L, et al. Multiple common variants for celiac disease influencing
immune gene expression[J]. Gastroenterology, 2015, 138(5):S-54-S-54.

[2] Guo C C, Huang W H, Zhang N,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IL2/IL21 and SH2B3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celiac disease: a meta-analysis.[J]. Genetics & Molecular Research Gmr, 2015, 14(4):1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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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乳糜泻（CD）是患者对麸质（麦胶）不耐受引起小肠粘膜病变为特征的一种原发性吸收不良综合征。又称麦胶性
肠病、非热带口炎性乳糜泻、特发性脂肪泻。乳糜泻是患儿对麦胶（俗称面筋）不耐受而引起的慢性小肠吸收不良
综合征。本病有家族倾向。其特点为小肠（尤其是空肠）粘膜的绒毛萎缩、扁平和小肠对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
素、矿物质等吸收不良，禁食含麦胶的饮食（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能使症状缓解，小肠粘膜恢复正常和抗麦
胶抗体消失，再进食又可迅速复发。在北美、北欧、澳大利亚发病率较高，国内很少见。男女之比为1:1.3~2.0，
女性多于男性，任何年龄均可发病，发病高峰年龄主要是儿童与青年，但近年来老年人发生本病的人数在增多。乳
糜泻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关联。其中HLA–DQ2和HLA–DQ8这两种血清型和乳糜泻的发病关系密切，拥有
这两种基因的人患上乳糜泻的概率会是普通人的13倍。2013年的一项Meta分析表明，中国人群中HLA–DQ2抗原的
频率为18.36%，HLA–DQ8抗原的频率为7.96%。

致病因素
乳糜泻发病原因主要为两方面：（1）麦胶的致病作用
：最初注意到患者症状与进食面粉制品有关，停止面
食，症状缓解，因而提出麦胶可能是致病因素。麦粉
含有10%~15％的麦胶，被分解后产物为麦胶蛋白及麦
谷蛋白。麦胶蛋白为分子量15000的多肽，对肠粘膜有
毒性，如进一步水解，毒性消失。正常人小肠粘膜细
胞有分解麦胶蛋白的多肽酶，使其分解为更小分子的
无毒物质。但在活动期乳糜泻患者，肠粘膜该酶活性
不足，不能充分分解麦胶蛋白故引起小肠粘膜病变。
除考虑麦胶对肠粘膜的直接毒性外，还认为有免疫机
制参与。用免疫荧光法证实活动期乳糜泻患者血液、
小肠分泌物及粪便中均有抗麦胶蛋白抗体(AGA)；（2
）遗传因素：本病与遗传因素有关。对同胞（亲属发
生CD的危险是10%）和单卵双生子的研究显示在乳糜
泻的发病中，HLA基因是主要的但并非是唯一起作用的
基因。估计本病的遗传因素约1/3由HLA基因决定。

早期症状
（1）婴幼儿主要表现为生长迟缓，体重下降，呕吐，
腹泻，腹痛，腹胀及易激惹；（2）成人常见症状表现
为乏力，消瘦，恶心，厌食，腹胀，稀便，有些病人
除肠道黏膜病理改变外，可无任何症状，病人在用“无
麦胶”饮食症状控制后，若用麦胶刺激后再次出现症状
，少数病人表现为数小时至数周的不舒服，此外，还
常有舌炎，贫血，低钙抽搐，骨痛，骨质疏松，出血
及神经系统症状（抑郁和周围神经炎），女性病人还
可表现为月经稀少，过早停经及不孕。

体检筛查
《乳糜泻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乳糜泻
无特定高危人群。诊断依据：（1）贫血、低蛋白血症
，约70％患者出现，贫血可为巨细胞性、小细胞性或
混合性；（2）免疫改变，C3C4降低，血清IgA升高或
正常，IgA减少，抗麦胶抗体阳性，麦胶白细胞移动抑
制试验阳性；（3）粪脂测定及脂肪平衡试验；（4）D
木糖试验；（5）胃肠钡餐检查，可见空肠中段、远段
弥漫性扩张、皱襞肿胀或消失，呈雪花样钡斑，钡剂
通过小肠时间延长等可提示诊断。并可排除继发吸收
不良的原因；（6）小肠粘膜组织检查病变具有特征性
。诊断：根据粪便、X线及小肠黏膜活检可以初步作出
诊断，然后经治疗试验可以说明对麦胶有关，才可最
后确定诊断。

生活建议
（1）保持乐观愉快的情绪。长期出现精神紧张、焦虑
、烦躁、悲观等情绪，会使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过程
的平衡失调，所以需要保持愉快的心情。（2）饮食应
以清淡有营养、流质的食物为主。如米汤，藕粉，蛋
花汤，菜汤，面片等，不吃不消化、刺激性食物。（3
）养成规律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宜太过劳累。（4）如
果你被确诊为了乳糜泻，那么一直坚持无麸质饮食是
必要的，在进行无麸质饮食后，你的症状通常会在几
周内得到明显的好转。对于乳糜泻的患者，每日摄入
的麸质超过10mg就可能造成小肠绒毛的损伤。非乳糜
泻的麸质敏感的患者耐受性可能会好一些，但也是建
议尽量避免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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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硬化症—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4 3.462

0.4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23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4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1.6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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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D40,NCOA5 rs6074022 C/C C/T

EOMES,CMC1 rs170934 C/C C/T

IL2RA rs12722489 C/C C/C

LOC285626 rs2546890 A/A A/A

HLA-DRA,HLA-DRB5 rs3129889 G/G A/A

HAAO,ZFP36L2 rs6718520 A/A G/G

CD58 rs2300747 A/A A/G

STAT3 rs2293152 G/G G/C

IL2RA,RBM17 rs7089861 C/C C/G

KPNB1,TBKBP1 rs8070463 T/T T/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Patsopoulos N A, Consortium A, GeneMSA, et al. Genome-wide meta-analysis identifies novel
multiple sclerosis susceptibility loci[J]. Annals of Neurology, 2011, 70(6):89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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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青、中年多见，临床特点是病灶播散广泛，病程中常有缓
解复发的神经系统损害症状。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MS）是常见的脱髓鞘疾病，患者以20~40岁女性
为多。临床病程数年至十余年不等。以反复发作与缓解交替为其特点，缓解期长短不一。神经系统的症状因累及部
位不同而颇为多样。多发性硬化症的特征是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症状和体征的多样化，配合反复的缓解与复发
。

致病因素
（1）感染因素：近年来有研究表明，某些病毒的自身
组分与系统性硬化症的特征性自身抗体所针对的靶抗
原具有同源性，提示病毒抗原与患者自身抗原交叉引
起的免疫反应可能促使疾病发生；（2）免疫功能异常
：本病常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多发性肌
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并存或者先后发生；（3）环境因
素：目前已经明确一些化学物质可以引起硬皮病样的
改变，如硅、聚氯乙烯、有机溶剂、博来霉素、环氧
树脂、L色氨酸、喷他佐辛等，在长期接触这些物质的
人群中本病患病率较高；（4）性别因素：本病女性患
者多于男性，尤其是育龄妇女发病率高，故雌激素对
本病发病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5）遗传因素：家族
史––调查显示在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亲属中患有该病
或者另外一种结缔组织病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人群，故
家族遗传倾向与本病发病有关。

早期症状
多发性硬化征的首发症状有复视、眼外肌麻痹、单肢
或多肢麻痹、视力减退、共济失调、感觉异常、智能
或情感改变、尿便障碍等。儿童早期发病者症状常不
典型，主要表现为脑膜反应、弥漫性脑病、惊厥发作
、脑水肿、意识障碍。眼底检查多数正常，也可见视
盘炎改变。较常见的是锥体束征、小脑征、后索功能
损害等。

体检筛查
中青年，特别是中青年妇女容易罹患多发性硬化症。
患上多发性硬化是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的共同作用。
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原则：（1）诊断以临床的病史和
体征为基本依据，并必须除外其他疾病。充分结合核
磁共振（MRI）的特征性表现，当出现脱髓鞘难以解释
的状况时，应寻找其它亚临床证据；（2）新出现的临
床阳性症状/体征必须持续24小时以上视为复发，2次
临床发作必须间隔1个月以上；（3）强调多发性硬化
症早期诊断，临床符合多发性硬化症特点，排除其他
疾病，不满足2005版McDonald的MRI标准亦可诊断。
McDonald MRI诊断标准大大的提高了诊断特异性，但
其敏感性有所下降，从而延缓了MS的早期诊断。其M
RI标准对病灶数目的规定不太符合亚洲多发性硬化症
的特点，临床医生还是应该掌握多发性硬化症时间空
间多发的特点，不宜片面强调病灶数量。

生活建议
（1）合理饮食：预防多发性硬化病应该做到平衡膳食
，这对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
中需要保障平衡的饮食，不挑拣多种类。有证据表明
，鱼肝油以及植物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多发性硬化的预
防方法，为此同心血管疾病一样，建议大家在平时采
取低脂、高纤维膳食；（2）平时要劳逸结合：多发性
硬化患者多次几次之后多有乏力疲劳感。但是每天都
是要有计划表的，平时要恰当安排自己的生活或工作
，不要过度的劳作，以便节约体能，应该以不导致疲
劳为度。在体力尚可的状况做到劳逸结合；（3）加强
防护，防护感冒：有的患者恢复的很好，一旦感冒常
常多次，就会加重病况的。因为多发性硬化是病程是
阶梯式的发展，每加重一次病况损害就加重一次，并
且损害难以恢复到前一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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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感染—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200 1.800

0.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5.0E-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7.6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1.3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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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CL3 rs1130371 G/G G/G

IL2 rs2069778 G/G G/G

CCR2 rs1799864 G/G G/A

CCR5 rs1799987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hrestha S, Strathdee S A, Galai N, et al. Behavioral risk exposure and host genetics of
susceptibility to HIV-1 infection[J].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06, 19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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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体内有HIV病毒，但未出现AIDS临床症状和体征的人称为HIV感染者。正常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开始并不感觉
自己有病，血清中也检测不出抗体，这段时间称为窗口期，一般为两周至3个月，然后进入无症状期，此期由几个
月至十几年不等，血清中开始检测出抗HIV病毒的抗体。从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经过窗口期和无症状期，到艾滋
病综合征出现前这段过程叫作艾滋病病毒感染（HIV感染），被感染的人称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HIV携带者）或
感染者。中国CDC估计，截止至2011年底，我国存活HIV携带者及艾滋病患者约78万人，全年新发感染者4.8万人
，死亡2.8万人。

致病因素
HIV主要存在于感染者和病人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
物、乳汁中，其传播途径：（1）静脉注射吸毒：与他
人共用被感染者使用过的、未经消毒的注射工具，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HIV传播途径；（2）性行为：与已感
染的伴侣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包括同性、异性和双
性性接触；（3）母婴传播：在怀孕、生产和母乳喂养
过程中，感染HIV的母亲可能会传播给胎儿及婴儿；（
4）血液及血制品。握手，拥抱，礼节性亲吻，同吃同
饮，共用厕所和浴室，共用办公室、公共交通工具、
娱乐设施等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HIV。

早期症状
发病早期表现有全身淋巴结肿大，常见分布在颈、腋
窝及腹股沟等处。肿大的淋巴结多为对称性，特点是
坚硬不粘连，无触痛及波动感。少数患者可出现轻度
贫血。但无明显其它症状。出现相关综合症。各种症
状逐渐发生，日趋严重。

体检筛查
高危人群包括：男性同性恋者、静脉吸毒者、与HIV携
带者经常有性接触者、经常输血及血制品者和HIV感染
母亲所生婴儿。根据我国1966年制定HIV/AIDS的诊断
标准，对临床分期为急性HIV感染、无症状HIV感染和
AIDS的实验室依据主要来自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
实验室检查。其中，诊断为AIDS的实验室依据为：（1
）HIV抗体阳性经确认试验证实者；（2）HIVp24抗原
阳性；（3）CD4T淋巴细胞总数小于200/mm3；（4
）CD4/ CD8小于1；（5）白细胞、血红蛋白下降；（
6）a2微球蛋白水平增高；（7）可找到上述各种合并
感染的病原或肿瘤的病理依据。当具备AIDS的流行病
学史、临床表现中任何一项和实验室检查中1、3、7项
时，可确诊为AIDS病例。

生活建议
（1）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使用经艾滋病病毒抗
体检测的血液和血液制品；（2）共用注射器吸毒是传
播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及早治疗并治愈性病可减少感染艾滋病的危险；
（4）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
病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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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病—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25 3.182

0.86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726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6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9.2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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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NOTCH4 rs715299 T/T T/G

HLA-C,HLA-B rs6457375 G/G G/G

HLA-DRA rs7194 G/G A/A

HLA-DRA rs7192 T/T G/G

HLA-DQB1,HLA-DQA1 rs17843604 C/C C/C

BTNL2 rs2076530 T/T T/C

ANXA11 rs1049550 G/G A/A

HLA-DRB1,HLA-DQA1 rs615672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Adrianto I, Lin C P, Hale J J, et al. Correctio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Af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s Implicates Multiple Shared and Ethnic Specific Loci in Sarcoidosis
Susceptibility[J]. Plos One, 2012, 7(8):e43907.

[2] Feng X, Zang S, Yang Y, et al. Annexin A11 (ANXA11)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sarcoidosis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a case–control study[J]. 2014, 4(7):e004466.

免疫系统

317/564



疾病概述
结节病（Sarcoidosis）是一种多系统受累的肉芽肿性疾病，可累及全身所有器官。肺和胸内淋巴结受累最为常见
。结节病发病呈世界性分布。任何年龄、性别及种族均可发病。本病好发于40岁以下，高峰年龄为20~29岁，由于
人种不同，结节病的发病率可能不同，黑人最高，白种人次之，黄种人较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计算两
组之间并存病的概率。在台湾结节病的发病率为2.17每十万人。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结节病可能是一种多基因性遗传病。
美国Teistein报道了NHLBI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结果
提示10%结节病患者有家族遗传史；（2）免疫学因素
：Th1/Th2失衡可能是结节病的重要病因之一，也有人
认为T淋巴细胞受体质或量的变化可能与结节病发病有
关；（3）环境与职业因素：日本报道，寒冷的北海道
发病率高；美国东南部地区发病率较高。也有人报道
，冬季或早春易发病。金属铝、金属锆、铍、滑石粉
、松树花粉、黏土等也可能与发病有关；（4）感染因
素：病毒、螺旋体、粉刺丙酸杆菌、结核分支杆菌、
非结核性支杆菌、支原体属等也可能诱发结节病。

早期症状
结节病为全身性疾病，除心脏外，其他脏器尤其是肺
、淋巴结、皮肤等均可受累。可有发热、不适、厌食
、体重减轻、干咳、哮鸣、呼吸困难、斑点或丘疹样
皮疹以及关节痛等。此外，眼部多表现为葡萄膜炎症
；累及结膜、视网膜、泪腺者可引起视力障碍。

体检筛查
结节病在30～55岁的女性人群中高发。诊断依据：（1
）双侧肺门及纵隔淋巴结对称肿大；（2）组织活检发
现非干酪性坏死性肉芽肿；（3）血清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活性升高；（4）溶菌酶活性升高；（5）高钙血症
、高钙尿症。

生活建议
（1）做好充足睡眠；（2）每天运动30分钟到45分钟
，坚持锻炼，持之以恒；（3）吃些人参，人参是中国
传统的滋补佳品，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4）多喝鸡
汤，鸡汤可以增加身体的热量，补充营养，提高人体
免疫力，是理想的餐桌食品；（5）不要滥用抗生素；
（6）保持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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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塞氏病—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596

1.55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271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5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7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3.0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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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TAT4 rs897200 T/T T/C

IL10 rs1518111 T/T T/C

GIMAP4,GIMAP7 rs1608157 C/C G/G

GIMAP4,GIMAP7 rs1916012 A/A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ou S, Yang Z, Du L,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susceptibility locus in STAT4 for Behcet's disease in
Han Chinese in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J]. Arthritis & Rheumatism, 2012, 64(12):4104-4113.

[2] Remmers E F, Cosan F, Kirino Y,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variants in the
MHC class I, IL10, and IL23R/IL12RB2 regions associated with Behcet's disease[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8):698-702.

[3] Yun J L, Horie Y, Wallace G R,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GIMAP as a novel
susceptibility locus for Behcet's disease[J]. Annals of Rheumatic Diseases, 2013, 72(9):151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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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白塞氏病又称贝赫切特综合征、口–眼–生殖器三联征，是同时发生于口腔、眼部、生殖器的疾病，具有其中两症者
为不全型，白塞氏病的眼部症状发病率为70%。此病为自身免疫病，是一原因不明的细小血管炎为病理基础的慢性
、进行性复发性、多系统损害的疾病。该病发病年龄大多为16~40岁的青壮年，男性发病略高于女性。中国则以女
性略占多数，但男性患者中眼葡萄膜炎和内脏受累较女性高3~4倍。该病由土耳其皮肤科医师Behcet首次报告，以
后世界各地均有发现。本病在日本、朝鲜、中国、中近东(土耳其、伊朗)以及东地中海地区发病率远较西方欧美国
家为高。因有此地区分布，故有的学者称本综合征为“丝绸之路病”。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白塞氏病具有地区高发性，在一些地
中海国家发病率较高，此外，在一些血缘性家族中发
病率高，主要是男性患者；（2）感染因素：这是白塞
氏病的一个原因，主要分为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研
究认为该病的发生与慢性病毒感染有关，此外，由于
患者常发生扁桃体炎、咽炎和牙周炎等，因此认为这
些疾病的病灶与白塞氏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3）
免疫异常：白塞氏病患者的血清中含有抗口腔粘膜抗
体和抗动脉壁抗体，此外还存在一些复合物，其阳性
率很高，此因素云该病的发生相关；（4）微量元素：
有些研究称在患者的病变组织，如房水、腓肠神经、
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中发现多种微量元素超过正常
值，主要是有机磷和铜离子，可能与职业有关。

早期症状
（1）肺部病变：并发肺部病变者较少见，肺的小动脉
炎可引起小动脉瘤或局部血管的栓塞，出现咯血、胸
痛、气短及肺栓塞等白塞氏病早期症状；（2）皮肤损
害：皮肤病变呈结节性红斑、假性毛囊炎、痤疮样毛
囊炎、浅表栓塞性静脉炎等不同的表现；（3）泌尿系
统症状：主要表现为血尿(镜下或肉眼)、蛋白尿，但并
不严重，多为一过性，没有影响到肾功能；（4）神经
系统症状：患者多发病急骤，根据其症状可分为脑膜
脑炎、瘫痪、脑干损害、良性颅内高压、脊髓损害、
周围神经受损等类型；（5）口腔溃疡：在急性期，复
发性口腔溃疡每年发作至少3次，溃疡此起彼伏；（6
）生殖器溃疡；（7）关节痛：30%~50%的患者可出
现单个关节或少数关节的痛、肿、甚至活动受限，其
中以膝关节受累最为多见。大多数仅表现为一过性的
关节痛，可反复发作并自限。

体检筛查
该病可见于我国各类人群，从青少年到老人都可患病
，中青年更多见，男女均可发病。根据《临床诊疗指
南–风湿病学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0年）。1989年白塞病国际诊断标准:（1）复
发性口腔溃疡：口腔阿弗他溃疡或疱疹性溃疡，>3次/
年；（2）复发性外阴溃疡（经医生确诊或本人确认有
把握的外阴溃疡或疤痕）；（3）眼病；（4）皮肤病
变：结节性红斑，假性毛囊炎；（5）针刺反应（+）
，具备第一条者，加上其余4项中任何2项。

生活建议
（1）注意饮食：要预防干燥综合症的干扰，饮食是很
重要的，在饮食方面尽量吃清淡的食物，避免吸烟、
饮酒，别吃咸，酸，辣等刺激性食物，尽量吃多汁，
多种维生素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滋润皮肤；（2）注意
皮肤护理：大家都知道，干燥综合症，皮肤都会出现
脱屑、瘙痒和干燥等现象，这时候就应该注意自身的
清洁度，保持皮肤清洁，尽量不用碱性的护肤品或沐
浴露，可以使用一些温和型的护肤品；（3）注意口腔
清洁：干燥综合征患者的主要体现就是口干舌干，唾
液分泌减少，患者可能比较容易发生龋齿，化脓性腮
腺炎，口腔溃疡，舌头干裂等口腔问题，所以平时一
定要注意口腔卫生，做好口腔护理是很重要的；（4）
进行眼睛护理：眼睛是心灵的体现，干燥综合征患者
会极其造成眼睛干涩的情况，严重者可发生感染和角
膜溃疡穿孔，可以改变室内的环境湿度，减少眼睛的
干燥和不适；（5）保持稳定的心态：保持一种良好心
态去面对疾病，同时注意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增强
机体自体质，定时到医院检查，这样对病情恢复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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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51 4.027

0.61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4280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61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6.1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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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TAT4 rs7574865 T/T T/G

ETS1,KIRREL3-AS3 rs6590330 G/G G/A

WDFY4;LRRC18 rs1913517 A/A A/G

LOC100506023,TNFSF4 rs1234315 C/C C/C

LOC100506023,TNFSF4 rs2205960 G/G G/G

KCP,IRF5 rs4728142 G/G G/G

TNFAIP3 rs2230926 T/T T/T

PRDM1,ATG5 rs548234 C/C T/T

RASGRP3 rs13385731 T/T T/T

C7orf72,IKZF1 rs4917014 T/T T/T

HIP1 rs1167796 A/A G/G

TREH,DDX6 rs4639966 T/T T/T

SLC15A4 rs10847697 G/G G/G

SLC15A4 rs1385374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本项目共筛查22个位点，其中3个位点为有害突变，12个位点为正常基因型，7个位点为良性突变。为便
于展示，这里只报告14个位点。

参考文献举例

[1] Yang J, Zhu J M, Wu S,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the TP53, Rs1042522G/C polymorphism and
susceptibility to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Rheumatology
International, 2017, 37(4):1-7.

[2] Han J W, Zheng H F, Yong C,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identifies nine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11):1234-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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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弥漫性、全身性自身免疫病，主要累及皮肤粘膜、骨骼肌肉、肾脏及中枢神经系统
，同时还可以累及肺、心脏、血液等多个器官和系统，表现出多种临床表现；血清中可检测到多种自身抗体和免疫
学异常。SLE好发于青年女性，发病高峰为15~40岁，男女发病比例为1：9左右。幼年和老年性SLE的男女之比约为
1：2。全球的患病率约为30~50/10万人，我国的患病率约为70/10万人。但各地的患病率报道有明显差异。SLE的
发病有一定的家族聚集倾向，SLE患者的同卵双生兄妹发病率为25%~50%，而异卵双生子间发病率仅为5%。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SLE不是单一基因的遗传病，而其发
病与多种遗传异常相关，是一种多基因病；（2）内分
泌因素：如性激素及其代谢异常，在SLE患者中，育龄
期女性的患病率比同龄男性高9~15倍，而青春期前和
绝经期后的女性患病率仅略高于男性，这与育龄期女
性雌激素／雄激素比值显著增高有关；（3）感染因素
：SLE患者血清中常可检出病毒抗体，如麻疹病毒、副
流感病毒、单纯疱疹病毒、风疹病毒、EB病毒1~3型的
抗体滴度高于健康人；（4）物理因素：紫外线照射可
诱发皮损或使原有皮损加剧，并能使某些局限性盘状
红斑狼疮发展为系统性。SLE患者于紫外线照射后系统
性症状也可加重；（5）药物：药物性狼疮是指因服用
了某种药物后所致的狼疮；（6）免疫异常：一个具有
SLE遗传素质的人，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使机体
正常的自身免疫耐受机制破坏，会发生多种免疫异常
，如B细胞功能亢进，T细胞失平衡，细胞因子表达异
常等。

早期症状
（1）关节疼痛，比如手关节、踝关节、膝关节等处的
疼痛，有的还伴有晨僵，可能会按风湿或者类风湿关
节炎治疗，但是效果不佳；（2）口腔溃疡；（3）面
部红斑或盘状红斑；（4）脱发；（5）发烧，可有高
烧；（6）化验血小板减少，按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疗
，一段时间后出现其他狼疮症状诊断为狼疮，或者因
贫血、白细胞减少等为首发；（7）尿常规发现有白细
胞或(和)红细胞，身体无不适，详细检查化验后确诊狼
疮；（8）雷诺氏现象，双手遇冷变白变紫，开始诊断
为雷诺氏病，一段时间后出现其他狼疮症状，诊断为
红斑狼疮；（9）还有的女性患者长期月经失调，在流
产、生育后出现以上的某些情况也要注意排除狼疮；
（10）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化验免疫抗体谱里相关
的狼疮指标阳性总而言之早期的症状比较繁多复杂，
需要多小心，仔细鉴别，以早发现早治疗。

体检筛查
1986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专题学术会议在上海召
开，并制订了我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标准：（1）蝶
形红斑或盘状红斑；（2）光敏感；（3）口腔黏膜溃
疡；（4）非畸形性关节炎或多关节痛；（5）胸膜炎
或心包炎；（6）癫痫或精神症状；（7）蛋白尿、管
型尿或血尿；（8）白细胞少于4x10^9/升或血小板少
于100X10^9/升或溶血性贫血。

生活建议
（1）面部红斑：应保持面部清洁，经常用清水洗脸，
用30℃左右的温水湿敷红斑处。忌用碱性肥皂、劣质
化妆品等；（2）口、鼻粘膜溃疡：保持口腔卫生，饭
后清洁口腔，用软牙刷刷牙，局部用碘甘油等涂抹；
（3）脱发：用温水洗头，边洗边按摩头皮；（4）长
期卧床：应注意防止发生褥疮，多翻身，局部保持清
洁，拍背以利痰液咳出，注意大小便的变化；（5）注
意药物的副作用：如大便发黑、皮肤痤疮、髋关节痛
、视线模糊等，应及时向负责医生反映，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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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16 4.540

3.55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3558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55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4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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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TPN2 rs2542151 G/G G/T

IL-21 rs2055979 C/C C/A

SLC44A4 rs2736428 C/C C/T

ECM1 rs3737240 C/C C/T

FCGR2A rs1801274 A/A A/A

IL23R rs11805303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Asano K, Matsushita T, Umeno J,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hree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ulcerative colitis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12):1325-1329.

[2] Lv C, Yang X, Zhang Y, et al. Confirmation of thre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susceptibility loci in
a Chinese cohor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lorectal Disease, 2012, 27(11):1465-1472.

[3] Shi J, Zhou L, Zhernakova A, et al. Haplotype-based analysis of ulcerative colitis risk loci identifies
both IL2 and IL21 as susceptibility genes in Han Chinese.[J].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2011,
17(12):2472.

[4] Wu J, Cheng Y, Zhang R, et al. Evaluating the Association of Common Variants of the SLC44A4 Gene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Susceptibility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Genetic Testing & Molecular
Biomarkers, 2017.

[5] Adali G, Ersoy T N, Yorulmaz E, et al. Extracellular matrix protein 1 gene rs3737240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in Turkish patients.[J]. Turkish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7, 28(4):254-259.

消化系统

326/564



疾病概述
溃疡性结肠炎（UC）简称溃结，病因尚未完全阐明，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结肠和直肠慢性非
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变局限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病变多位于乙状结肠和直肠，也可延伸至降结肠，甚至整个
结肠。病程漫长，常反复发作。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可有缓解与发作相交替，患者可仅有结肠症状，也可伴发全身
症状。本病见于任何年龄，但20~30岁最多见。

致病因素
溃疡性结肠炎确切病因还不明确，主要为以下4方面原
因：（1）感染因素：已经证明某些细菌和病毒在溃疡
性结肠炎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本病的病理变
化和临床表现与细菌痢疾非常相似，某些病例粪便中
培养出细菌，部分病例应用抗生素治疗有效，似乎提
示细菌性感染与本病有关。（2）免疫学因素：近年来
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结肠上皮内发现了一种40KD的抗
原，可在激活机体产生抗结肠上皮抗体的同时也激活
结肠上皮表面的补体及抗原抗体复合物，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的免疫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被激活后，可释放
出多种细胞因子和血管活性物质，促进并加重组织的
炎症反应。（3）遗传因素：一些资料表明，溃疡性结
肠炎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种族差异表现在白种人的
发病率明显高于黑种人，亚洲人的发病率最低。（4）
精神因素：精神因素在溃疡性结肠炎发病中的作用可
能与精神障碍引起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导致肠壁炎症
及溃疡形成有关。

早期症状
（1）初发型：症状轻重不一，既往无溃结史，可转变
为慢性复发型或慢性持续型。（2）慢性复发型：症状
较轻，临床上最多见，治疗后常有长短不一的缓解期
，复发高峰多在春秋季，而夏季较少，在发作期结肠
镜检查，有典型的溃结病变，而缓解期检查仅见轻度
充血，水肿，黏膜活检为慢性炎症，易误为肠易激综
合征，有的患者可转为慢性持续型。（3）慢性持续型
：起病后常持续有轻重不等的腹泻，间断血便，腹痛
及全身症状，持续数周至数年，其间可有急性发作。
（4）急性暴发型：多见于青少年，起病急骤，全身及
局部症状均严重，高热，腹泻每天20~30次，便血量多
，可致贫血，脱水与电解质紊乱，低蛋白血症，衰弱
消瘦，并易发生中毒性结肠扩张，肠穿孔及腹膜炎，
常需紧急手术，病死率高。

体检筛查
《溃疡性结肠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
本病无特定高危人群。诊断依据：由于溃疡性结肠炎
是一种非特异性炎性疾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难以
找到典型的临床特征作出诊断，我国1993年举行的全
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会上，根据国际诊
断标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
标准：（1）排除细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结肠炎，血吸
虫病，肠结核，克罗恩病，放射性肠炎等原因明确的
结肠炎症；（2）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并至少有内镜
或X线的特征性改变中的1项；（3）临床症状不典型，
但有典型的肠镜或X线表现或经病理活检证实。

生活建议
（1）饮食以清淡、易消化、少油腻为基本原则，宜食
：健脾食品，山药、扁豆、莲心、百合、红枣。少食
冷饮，少食易胀气的食物，如西瓜、哈密瓜、韭菜、
洋葱、大蒜、油炸食品、咖啡、碳酸饮料等。避开过
敏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每次吃过某种食物就有类似反
应，就要小心是不是对此过敏，可以选择其他食物代
替。（2）要饮食有规律，一日三餐做到定时定量，不
过分饥饿、不暴饮暴食，这样有利于肠道消化平衡，
避免因无节制饮食而致肠道功能紊乱。（3）避免过量
饮酒。（4）轻者适当休息，指导患者晚间安然入眠，
重视午睡，重型患者应卧床休息，以减轻肠蠕动和肠
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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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结石—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5 3.182

1.84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3312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84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7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4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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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UGT1A10/UGT1A1/UGT1A rs6742078 G/G T/T

ABCG8/ABCG5 rs11887534 G/G G/G

CDHR5, IRF7 rs3758650 G/G G/G

ABCB4 rs1202283 G/G G/G

ABCB4 rs2230028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rivastava A, Srivastava A, Srivastava K, et al. Role of ABCG8 D19H (rs11887534) variant in gallstone
susceptibility in northern India.[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0, 25(11):1758-1762.

[2] Chuang S C, Hsi E, Wang S N, et al. Polymorphism at the mucin-like protocadherin gene influences
susceptibility to gallstone disease[J]. Clinica chimica ac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chemistry,
2011, 412(23-24):2089.

[3] Buch S, Schafmayer C, Volzke H, et al. Loci from a genome-wide analysis of bilirubin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gallstone risk and composition.[J]. Gastroenterology, 2010, 139(6):1942-1951.

[4] Lei Z, Pan Y Z, Ling C, et al. Prevalence of ABCB4 polymorphisms in gallstone disease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Research, 2016, 8(2):1218.

消化系统

329/564



疾病概述
胆囊结石（GD）是一种胆道系统中最常见的病变，根据其所在部位不同，发生在胆囊内的结石，为胆囊结石。其
症状取决于结石的大小和部位，以及有无阻塞和炎症等。部分胆囊结石患者终生无症状，即所谓隐性结石。较大的
胆囊结石可引起中上腹或右上腹闷胀不适，嗳气和厌食油腻食物等消化不良症状。胆囊结石是世界范围的常见病、
多发病，其发病总体呈上升趋势，我国胆囊结石的平均发病率为6%左右，个别城市可高达8%以上。女性发病率约
为男性的2倍。胆囊结石主要见于成人，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发病高峰年龄段为40~50岁。在胆囊结石
中，约70%~80%为胆固醇性结石。

致病因素
胆囊结石的形成机制由于结石类型不同，形成机制亦
不尽相同。在胆囊结石中，约70%~80%为胆固醇性结
石，对其确切的形成机制至今尚不清楚，可能与遗传
、肥胖、饮食等因素有关。（1）遗传因素：胆囊结石
发病具有遗传倾向，胆囊结石患者的亲属中发生胆囊
结石的危险性亦高，胆囊结石病人家族内的发病率，
其发病年龄亦提前。（2）肥胖：肥胖是胆囊结石发病
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肥胖人群发病率为正常体重人
群的3倍。（3）饮食：饮食习惯是影响胆石形成的主
要因素，进食精制食物、高胆固醇食物者胆囊结石的
发病率明显增高。（4）其他：妊娠可促进胆囊结石的
形成，并且妊娠次数与胆囊结石的发病率呈正相关。

早期症状
胆囊结石的早期症状主要有三方面：疼痛，非特异症
状，无症状结石。下面具体阐述。（1）疼痛：常位于
上腹部或右上腹，并会放射到肩和背部，90%以上胆
绞痛为突然发作，常发生在吃饱饭后、过度劳累或剧
烈运动后;部分病人可以在夜间突然发病。（2）非特
异症状：胆结石患者有时会有轻微上腹闷胀、隐痛、
不适、嗳气等症状，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后症状
更明显，因此很容易被误以为“胃病”;有时结石梗阻胆
道产生了阻塞性黄疽，又易被误认为是“肝炎”。（3）
无症状结石：这种结石是较安静结石，大部份胆结石
患者都没有任何症状。所谓的没有症状是指平时没有
绞痛等明显的症状，在没有症状的间歇期间内，结石
在胆囊中漂浮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是没有任何
感觉的。

体检筛查
《胆囊结石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胆囊结石
的高危人群包括：（1）有胆囊结石家族病史的人群。
（2）多次妊娠的妇女。（3）处于40–50岁该病高发年
龄段的人群。（4）高血脂症人群。诊断依据：（1）
反复发作急性胆囊炎，慢性胆囊炎，胆囊积液或胆绞
痛，而皮肤黏膜无黄染或黄疸轻。（2）反复多年发作
胆囊炎而无黄疸，此次发作伴有黄疸，应考虑胆囊结
石伴继发性胆总管结石。（3）超声发现胆囊内有结石
，胆囊肿大，积液，壁增厚或萎缩；口服胆囊造影证
实胆囊内结石，超声诊断正确率可达95%以上。

生活建议
（1）积极运动、避免肥胖：由于肥胖者体内胆固醇过
多，患胆囊结石的几率是体重正常者的3倍。因此肥胖
者应积极采用各种办法减重，消耗体内脂肪组织，其
中的胆固醇便排入胆汁，因此避免肥胖有积极意义。
（2）增加钙和纤维素的摄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宜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富含优质蛋白食物，清淡
容易消化的食物，忌高脂肪食物。同时建议按时进餐
，避免两餐间隔过长，减少胆汁酸肠肝循环的阻断时
间。（3）高危人群的预防：对于高危人群的预防建议
，除了上述的增加体力活动和饮食调节外，还需要有
计划地给予相应药物，以纠正早期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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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细胞性食管炎—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34 1.679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4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7.31%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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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LC25A46,TSLP rs3806932 A/A A/A

CAPN14 rs77569859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Rothenberg M E, Spergel J M, Sherrill J D, et al. Common variants at 5q22 associate with pediatric
eosinophilic esophagitis.[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4):289.

[2] Kottyan L C, Davis B P, Sherrill J D,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eosinophilic
esophagitis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tissue specificity of this allergic disease[J]. Nature Genetics, 2014,
46(8):8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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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嗜酸细胞性食管炎（EE）是一种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主要特征的慢性食管炎症。主要临床表现为吞咽梗阻、食
物嵌顿及反流样症状等。不同年龄组均可发病，青少年及儿童好发，男性多于女性；在不同种族及民族中，白人患
病率相对较高；在世界各地（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均有发病，发达国家数量相对较高。近年来
，EE患病率及发病率均有所提高，多于夏末及秋季诊断，可能与空气中的过敏原有关。在过去60年里，EE发病率
的提高与内镜检查数量相平行，因此，患病率的提高到底是该病的发病率的真实反映，还是更多的医师对该病的认
识及报道有所提高，尚不明确。目前，中国尚无完善的流行病学资料。

致病因素
EE的发病具有家族聚集性，男性居多，有明显性别差
异。提示遗传因素可能在EE发病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另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70％的EE患者有变态反应
性疾病，如哮喘、食物过敏、过敏性鼻炎、湿疹等，
目前的观点是多种炎症细胞和细胞因子的共同介导导
致了EE的发生。EE患者的食管黏膜有骨髓来源的嗜酸
细胞（EOS）浸润，EOS可产生大量的炎症介质参与免
疫反应。包括白三烯、血小板活化因子等，均能使食
管平滑肌收缩，从而出现吞咽困难、进食梗阻等症状
。EE患者中过敏原通过环氧合酶–2（Th2）介导白介素
–13的高表达，继发引起一系列的炎症反应，提示Th2
相关免疫反应在EE发病中的作用。基因缺陷的小鼠模
型，发现信号转导子转录激活子–6、嗜酸细胞活化趋
化因子–l、白介素–5等均在EE的发病机制中起作用，
提示多种细胞因子参与发病。

早期症状
EE的临床症状复杂多样，不同年龄段的患者的临床表
现有所差异。（1）婴儿EE可表现为哺育困难及发育迟
缓等非消化道特异性症状及胸痛、腹泻等。（2）儿童
EE的表现多种多样，大部分患者可出现反流样症状（
烧心、反酸）、呕吐、腹痛、吞咽困难及食物嵌顿，
并且这些表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更加常见，反流样症
状、胸痛、腹痛较少见。（3）成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
是间歇性的吞咽梗阻及食物嵌顿，有研究表明50％食
物嵌顿是由于EE所致。另外，有些患者主要表现为腹
泻及体重减轻。

体检筛查
《嗜酸细胞性食管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
出，EE的高危人群是妊娠晚期的女性、初产妇、妊娠
期高血压患者、多胎女性。诊断依据：（1）具有食管
和（或）上消化系统症状。（2）一块或多块食管组织
中存在15个／高倍镜视野的嗜酸细胞浸润。（3）24h
pH监测正常或对大剂量PPI治疗无效，从而排除GERD
的可能。

生活建议
（1）保持心情轻松愉悦，长期出现精神紧张、焦虑、
烦躁、悲观等情绪，会使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过程的
平衡失调，所以需要保持愉快的心情。（2）饮食宜清
淡，以好消化的食物为主，同时注重营养均衡，忌油
腻食物。（3）规律作息，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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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性溃疡—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356

1.93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9.38950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93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0%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6.7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1.4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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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SCA rs2294008 C/C C/T

ABO rs505922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Tanikawa C, Urabe Y, Matsuo K,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wo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duodenal ulcer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J]. 2012, 44(4):430-4,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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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消化性溃疡（PU）是一种消化道常见多发病，主要是指发生于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疡。溃疡的形成有各种因素
，其中酸性胃液对黏膜的消化作用是溃疡形成的基本因素，因此得名。酸性胃液接触的任何部位，如食管下段、胃
肠吻合术后吻合口、空肠以及具有异位胃黏膜的Meckel憩室，绝大多数的溃疡发生于十二指肠和胃，故又称胃、
十二指肠溃疡。消化性溃疡属于典型的心身疾病范畴，因此乐观的情绪、规律的生活、避免过度紧张与劳累，无论
在本病的发作期或缓解期均很重要。消化性溃疡疼痛的特点具有长期性、周期性、节律性，疼痛部位多出现于中上
腹部，或在脐上方，或在脐上方偏右处。发病特点：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较胃溃疡多见，以青壮年多发。胃溃疡好发
于中老年人，男性患消化性溃疡的比例高于女性。

致病因素
导致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原因主要有：（1）胃酸分泌过
多。（2）幽门螺旋杆菌感染。（3）胃排空延缓和胆
汁反流。（4）遗传因素。（5）药物因素。（6）环境
因素：吸烟可刺激胃酸分泌增加，从而比不吸烟者有
更高的发病率。另外，食物对胃粘膜可引起理化性质
损害作用。暴饮暴食或不规则进食可能破坏胃分泌的
节律性。（7）精神因素：根据现代的心理–社会–生物
医学模式观点，消化性溃疡属于典型的心身疾病范畴
之一。心理因素可影响胃液分泌。

早期症状
（1）上腹疼痛或不适。（2）伴有嗳气、反酸、烧心
、恶心、呕吐等。（3）全身症状：患者可有失眠等神
经官能症的表现，疼痛较剧而影响进食者可有消瘦及
贫血。

体检筛查
《消化性溃疡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消
化性溃疡的易感人群包括：（1）胃酸分泌过多者；（
2）工作压力大，焦虑者。诊断依据：（1）慢性病程
，周期性发作，常与季节变化、精神因素、饮食不当
有关;或长期服用能致溃疡的药物。（2）上腹隐痛、
灼痛或钝痛，服用碱性药物后缓解。典型胃溃疡常于
剑突下偏左，好发于餐后半小时到1–2小时。疼痛常伴
反酸嗳气。（3）基础泌酸量及最大泌酸量测定有助诊
断。胃溃疡的基础泌酸量正常或稍低，但不应为游离
酸缺乏。（4）溃疡活动期大便隐血阳性。（5）X线钡
餐检查可见龛影及粘膜皱襞集中等直接征象。单纯局
部压痛，激惹变形等间接征象仅作参考。（6）胃镜检
查，可于胃部见圆或椭圆、底部平整、边缘整齐的溃
疡。

生活建议
（1）饮食要定时，进食不宜太快，避免过饱过饥。饮
食上宜食易消化又有健脾益胃作用的食物，发作期宜
少食多餐，以软食为主，如软饭、面食、稀粥、藕粉
、豆浆、橘子等。平时饮食应有规律，忌食生冷、干
硬和煎炒油炸的食物，多吃香蕉可防治胃溃疡。（2）
戒烟戒酒。（3）应禁用能损伤胃粘膜的非甾体炎药如
阿司匹林、消炎痛、保泰松等。（4）稳定情绪，解除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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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性胃炎—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122

1.51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5.12889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1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0%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7.4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1.9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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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L18RAP rs917997 T/T T/T

IL16 rs4778889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ang Y M, Li Z X, Tang F B, et al.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interleukin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gastric lesions in a high-risk Chinese population.[J]. Tumour Biol, 2016,
3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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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萎缩性胃炎（AG）也称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数目减少，胃黏膜变薄，黏膜基层增
厚，或伴幽门腺化生和肠腺化生，或有不典型增生为特征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常表现为上腹部隐痛、胀满、嗳气
、食欲不振、消瘦、贫血等，无特异性。是一种多致病因素性疾病及癌前病变。世界范围内，萎缩性胃炎发病无明
显性别差异，但与年龄有一定相关，均以老年人高发，并随年龄增长发病率也随之增高。WHO调查发现，20~50
岁人群患病率仅10%左右，而51~65岁则高达50%以上。基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的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也有学者认为胃黏膜萎缩是一种退行性病变，属于“半生理”现象。在我国，AG检出率占胃镜受检病人
总数的7.2~13.8%，在胃癌高发区可达28.1%。

致病因素
萎缩性胃炎致病原因主要有一下几方面：（1）幽门螺
杆菌（Hp）感染：在60%~90%的慢性胃炎患者的胃黏
膜中可培养出Hp。（2）免疫因素：在萎缩性胃炎，
特别是胃体胃炎患者的血液、胃液或在萎缩黏膜的浆
细胞内，常可找到壁细胞抗体或内因子抗体，故认为
自身免疫反应是萎缩性胃炎的有关病因。（3）体质因
素：临床统计结果显示本病的发生与年龄呈显著的正
相关。年龄愈大，胃黏膜机能“抵抗力”也愈差，容易受
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而造成损伤。（4）遗传因素：在
A型萎缩性胃炎发病中的地位已被证实，在恶性贫血家
庭成员中PCA、IFA阳性率高，萎缩性胃炎常见。（5）
金属接触：铅作业工作者胃溃疡发病率高，胃黏膜活
组织检查发现萎缩性胃炎发病率也增高。除铅外很多
重金属如汞、铜及锌等对胃黏膜都有一定的损伤作用
。（6）饮食习惯：吸烟，饮酒，食物刺激，损坏胃黏
膜的药物等。（7）放射：放射治疗溃疡病或其他肿瘤
，可使胃黏膜损伤甚至萎缩。

早期症状
萎缩性胃炎的临床表现不仅缺乏特异性，而且与病变
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临床上，有些萎缩性胃炎患者可
无明显症状，但大多数患者可有上腹部灼痛，胀痛，
钝痛或胀满，痞闷，尤以食后为甚，食欲不振，恶心
，嗳气，便秘或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可有消瘦，贫血
，脆甲，舌炎或舌乳头萎缩，少数胃粘膜糜烂者可伴
有上消化道出血，其中A型萎缩性胃炎并发恶性贫血在
我国少见，本病无特异体征，上腹部可有轻度压痛。

体检筛查
《萎缩性胃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萎
缩性胃炎无特定高危人群。诊断依据：萎缩性胃炎的
症状、体征无特异性，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确诊主
要靠胃镜和胃黏膜活组织病理检查。（1）年龄多在中
年以上，病程长，常有慢性浅表性胃炎病史。（2）症
状体征长期消化不良，胃脘部胀满不适，纳差、乏力
、消瘦、贫血等。（3）胃镜检查①胃黏膜颜色变淡；
②黏膜下血管透见；③黏膜皱襞细小甚至消失；④当
萎缩性胃炎伴有腺体颈部过度增生或肠上皮化生时，
黏膜表面粗糙不平，呈颗粒状或结节状，有时可见假
息肉形成，而黏膜下血管显露的特征常被掩盖；⑤萎
缩黏膜脆性增加，易出血，并可有糜烂灶；⑥萎缩性
胃炎可同时伴有慢性浅表性胃炎的表现，如充血红斑
、附着黏液，以及反光增强等。（4）病理检查①胃黏
膜内固有的腺体萎缩；②化生；③增生；④癌变。（5
）实验室检查①胃液分析；②胃蛋白酶原测定；③血
清胃泌素测定；④免疫学检查。

生活建议
（1）少量多餐，进食含优质蛋白质及铁丰富的食物，
有助于胃液分泌。（2）细嚼慢咽助消化，应该彻底咀
嚼食物，使食物充分与唾液混合，用餐时避免有压力
。（3）饮食有规律，有规律地定时定量进食，以维持
正常消化活动的节律。切不可饥一顿饱一顿或不吃早
餐，尤其应避免暴饮暴食。（4）忌食过硬过辣、过咸
、过热、过分粗糙和刺激性强的食物。如油炸食品、
腌腊食品、辣椒、大蒜等。不管柑橘类果汁、咖啡、
酒类以及所有会直接刺激食道的食物会不会引起胃酸
，最好避免食用。（5）高脂肪食物、酒、糖类、巧克
力会使括约肌放松，造成回流，所以如果你有胃灼热
的症状，就应避免这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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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指肠溃疡—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667

1.32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6.58202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32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0%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9.2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1.4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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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SCA rs2294008 C/C C/T

ABO rs505922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Tanikawa C, Urabe Y, Matsuo K,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wo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duodenal ulcer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J]. 2012, 44(4):430-4,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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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十二指肠溃疡（DU）是一种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十二指肠黏膜层和肌层缺损的疾病。在临床表现和药物等方面虽
与胃溃疡相似，但在发病情况，年龄、性别、发病机制等方面却有明显不同。指仅见于胃肠道与胃液接触部位的慢
性溃疡，又称溃疡病，中医称“胃痛”、“心痛”、“胃脘痛”范畴。民间治疗本病不乏奇方妙药，疗程短，见效快，费
用低，即能消除病症，促使溃疡愈合，又可不动手术，愈后不再复发。十二指肠溃疡是我国人群中常见病、多发病
之一，是消化性溃疡的常见类型。好发于气候变化较大的冬春两季。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与胃酸分泌异常、
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非甾体抗炎药（NSAID）、生活及饮食不规律、工作及外界压力、吸烟、饮酒以及
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十二指肠溃疡多发生在十二指肠球部（95%），以前壁居多，其次为后壁、下壁、上壁。

致病因素
致病因素主要包括4个方面：（1）遗传基因，遗传因
素对本病的易感性起到较重要的作用，患者家族发病
率比一般人群高2.6倍。（2）胃酸分泌过多，胃酸是
十二指肠溃疡发生的决定性因素。（3）十二指肠黏膜
防御机制减弱，患者胃排空加速、抑制胃酸的作用减
弱，使十二指肠球部腔内酸负荷量加大，造成黏膜损
害致溃疡形成。（4）幽门螺杆菌感染，大量研究充分
证明，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消化性溃疡复发的重要原因
。

早期症状
十二指肠溃疡的主要临床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可为钝
痛、灼痛、胀痛或剧痛，也可表现为仅在饥饿时隐痛
不适。典型者表现为轻度或中度剑突下持续性疼痛，
可被制酸剂或进食缓解。临床上约有2/3的疼痛呈节律
性：早餐后1~3小时开始出现上腹痛，如不服药或进食
则要持续至午餐后才缓解。食后2~4小时又痛，也须进
餐来缓解。约半数患者有午夜痛，病人常可痛醒。节
律性疼痛大多持续几周，随着缓解数月，可反复发生
。

体检筛查
《十二指肠溃疡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
十二指肠溃疡的高危人群是工作压力大的男性。诊断
依据：根据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可诊断。十二指肠溃
疡的诊断主要依靠典型的周期性上腹疼痛和内镜检查
。影像学表现，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绝大部分
发生在球部，占90%以上。球部腔小壁薄，溃疡易造
成球部变形，X线检查易于发现。球部溃疡常较胃溃疡
小，直径多为4～12mm，大都在后壁或前壁，因此多
显示为轴位象，表现为类圆形或米粒状密度增高影，
其边缘大都光滑整齐，周围常有一圈透明带，或有放
射状粘膜皱襞纠集。可以是单个或多个。龛影通常使
用加压法或双重造影法才能显示。许多球部溃疡不易
显出龛影，但如有恒久的球部变形，也能作出溃疡的
诊断。球部变形主要是由于瘢痕收缩、粘膜水肿和痉
挛所致，可以是山字形、三叶形、葫芦形等。有时在
变形的球部仍可显示龛影。球部溃疡愈合后，龛影消
失，变形可继续存在。

生活建议
（1）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减少烟、酒、辛辣、浓茶、
咖啡及某些药物的刺激，对溃疡的愈合及预防复发有
重要意义。（2）宜食用质软、易消化的食物，避免体
积大、坚硬、粗纤维多的食物，以减少对溃疡面的机
械性刺激。（3）保持心情舒畅轻松，避免长期焦虑状
态。

消化系统

342/564



慢性胰腺炎—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4.225

3.01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205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01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4.4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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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RSS1 rs10273639 T/T T/C

CLDN2 rs7057398 T/T T/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Avanthi S U, Kanth V V R, Agarwal J, et al. Association of claudin2 and PRSS1‐PRSS2 polymorphisms
with idiopathic recurrent acute and chronic pancreatitis: A case–control study from India[J].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15, 30(12):1796–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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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胰腺炎（CP）是一种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胰腺组织和功能的持续性、永久性损害，胰腺出现不同程度的腺泡
萎缩、胰管变形，纤维化及钙化，并出现不同程度的胰腺外分泌和内分泌功能障碍的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腹痛
，腹泻或脂肪泻，消瘦，糖尿病及营养不良等胰腺功能不全的表现。慢性胰腺炎在西方国家的患病率为（10~15）
/10万，年发病率为（4~7）/10万。慢性胰腺炎无规律性地分布于世界各地区，不同地区的发病率相差较大。中国
尚无慢性胰腺炎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中国的发病率虽低于西方国家，但呈上升的趋势，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患者中
慢性胰腺炎所占的百分率显示，近十年内、外科住院患者CP的患病率较20世纪50~70年代增加近十倍。中国慢性
胰腺炎多见于30~60岁中年男性，平均年龄46.6岁，男：女为2.6：1，与西方国家基本相似。

致病因素
慢性胰腺炎的发病原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常见的原因
是酒精过量和胆系疾病（主要是胆石）。（1）胆系疾
病：主要为胆管结石，可由结石嵌顿或游走时造成Od
di括约肌炎症水肿致十二指肠乳头部梗阻致胰液淤滞
，胰管内压增高，造成小胰管与腺泡破裂，胰液深入
胰腺间质，胰蛋白酶激活后导致一系列胰酶的连锁反
应及自身消化。反复的梗阻及胰液分泌增加，导致胰
腺反复的炎症，最终纤维化造成慢性胰腺炎。（2）酗
酒：酒精致慢性胰腺炎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通常认
为：①酒精刺激胃酸分泌增多，激发十二指肠分泌胰
泌素及促胰酶素，致胰液分泌增加，同时酒精刺激十
二指肠黏膜，造成Oddi括约肌痉挛，导致胰管内压增
高；②酒精致胰液中蛋白质和碳酸氢盐浓度增加，胰
液中蛋白质与钙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沉积物，附着于
小胰管壁上，形成蛋白栓子，造成胰管的狭窄和梗阻
，进而造成腺泡上皮的萎缩和坏死，间质的炎症及纤
维化形成；③酒精直接造成腺泡细胞浆的退行性变，
线粒体肿胀，脂质堆积，胰管上皮细胞损伤等。

早期症状
慢性胰腺炎的病程常超过数年，临床表现为无症状期
与症状轻重不等的发作期的交替出现，也可无明显症
状而发展为胰腺功能不全的表现。典型病例可出现五
联征：腹痛、胰腺钙化、胰腺假性囊肿、脂肪泻及糖
尿病。

体检筛查
《慢性胰腺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慢性
胰腺炎的高危人群为胆石疾病患者和酗酒者。诊断依
据：（1）有明确的胰腺炎组织学诊断。（2）有明确
的胰腺钙化。（3）有典型慢性胰腺炎症状体征，有明
显的胰腺外分泌障碍和ERCP等典型慢性胰腺炎影像学
特征，除外胰腺癌。（4）EUS有典型的慢性胰腺炎影
像学特征。目前尚无慢性胰腺炎的早期诊断检查手段
。慢性胰腺炎与胰腺癌鉴别尤为重要，且有一定的难
度，需进行细针穿刺活体组织检查，甚至剖腹手术探
查。慢性胰腺炎的腹痛与脂肪泻需注意与其他疾病鉴
别。

生活建议
（1）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2）忌酒、戒烟。酒精
和香烟的有害物质能直接损伤胰腺，刺激胰液分泌。
（3）避免过食油腻、辛辣食物。进食油腻、辛辣食物
时，胆汁分泌增加，损伤胰腺，从而引起胰腺组织坏
死。宜吃清淡的食物：如米粥、素挂面、素馄饨、面
包等。（4）不宜暴饮暴食。由于短时间内大量食物进
入十二指肠，导致胰液、胆汁分泌增加而引流不畅，
易引起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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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981 1.368

0.98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7.35625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8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7.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7.4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2.5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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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KDELR2 rs12702514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Ek W E, Reznichenko A, Ripke S, et al. Exploring the genetic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 GWA
stud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replication in multinational case-control cohorts[J]. Gut, 2015,
64(11):17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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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组持续或间歇发作，以腹痛、腹胀、排便习惯和（或）大便性状改变为临床表现，但是
缺乏胃肠道结构和生化异常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典型症状是与排便异常相关的腹痛、腹胀，经检查排除可以引
起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肠易激综合征的流行病学》提到，亚洲国家的患病率约5%~10%，多见于女性，男女
性别比在1:1~1:2之间。

致病因素
肠易激综合征病因尚不明确，找不到任何解剖学的原
因。（1）病理生理因素：胃肠动力学异常在生理状况
下，结肠的基础电节律为慢波频率6次/分钟，IBS以便
秘、腹痛为主者3次/分钟慢波频率明显增加。内脏感
知异常，直肠气囊充气试验表明，IBS患者充气疼痛阈
明显低于对照组。（2）精神因素：心理应激对胃肠运
动有明显影响。大量调查表明，IBS患者存在个性异常
，焦虑、抑郁显著高于正常人，应激事件发生频率亦
高于正常人。（3）其他因素：约1/3患者对某些食物
不耐受而诱发症状加重。部分患者IBS症状发生于肠道
感染治愈之后。近些年来的研究表明，该病可能与肠
粘膜的低度炎症有关，如肥大细胞脱颗粒，炎症介质
高表达等等。

早期症状
（1）腹痛，腹部不适：常沿肠管有不适感或腹痛，可
发展为绞痛，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在排气排便后缓
解是肠易激综合征的典型表现，有些食物如粗纤维蔬
菜，粗质水果，浓烈调味品，酒，冷饮等，可诱发腹
痛，但腹痛不进行性加重，睡眠时不发作。（2）腹泻
或不成形便：常于餐后，尤其是早餐后多次排便，亦
可发生于其余时间，但不发生在夜间，偶尔大便最多
可达10次以上，但每次大便量少，总量很少超过正常
范围，有时大便仅1~2次，但不成形，腹泻或不成形便
有时与正常便或便秘相交替。（3）便秘：每周排便1~
2次，偶尔10余天1次，早期多间断性，后期可持续性
而需服用泻药。（4）排便过程异常：患者常出现排便
困难，排便不尽感或便急等症状。（5）黏液便：大便
常带有少量黏液，但偶有大量黏液或黏液管型排出。
（6）腹胀：白天明显，夜间睡眠后减轻，一般腹围不
增大。

体检筛查
肠易激综合征无特定高危人群。《肠易激综合征诊断
及治疗指南(2014年)》建议诊断依据：（1）症状持续
存在或反复发生超过3个月。（2）必须具备以下症状
：腹痛或腹部不适，并具有下述特征：排便后缓解，
和（或）伴有大便性状改变；排便不正常至少发生于2
5%时间，至少具有以下2种：大便频率改变（大于3次
/天或者小于3次/周），大便性状改变（硬：团块（或
）稀：水便），排便过程改变（排便费力或便急或排
便不尽感），排黏液，伴随有肠胀气或腹胀感。根据
其主要表现形式，肠易激综合征可分为不同类型，一
般分为腹泻型和便秘型二大类，还有各种混合型。

生活建议
饮食规律，1日3餐做到定时定量，不过分饥饿、不暴
食暴饮，这样有利于肠道消化吸收平衡，避免因无节
制饮食而致肠道功能紊乱。饮食以清淡、易消化、少
油腻为基本原则。饮食中要增加食物纤维的摄入。无
论腹泻还是便秘，补充纤维都有好处。纤维可加速食
物的运动，使粪便变软，增加粪容量，因而使排便顺
利。瓜果、蔬菜、谷类、玉米等食物中富含植物纤维
，每日饮食中要有足够的蔬菜，如芹菜、白菜、油菜
等绿色蔬菜，饭后要吃一些水果，如梨、柑桔、西瓜
等。谷类、玉米等粗粮要与精米细粮搭配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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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恩病—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438 5.453

1.20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276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20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2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0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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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ZNF365,ADO rs10761659 A/A A/G

ATG16L1,SCARNA5 rs2241880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Grigoras C A, Ziakas P D, Jayamani E, et al. ATG16L1 and IL23R variants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crohn's disease: mode of inheritance based on meta-analysis of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ies.[J].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2015, 21(4):768-776.

[2] Burton P R, Clayton D G, Cardon L R,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14,000 cases of seven
common diseases and 3,000 shared controls[J]. Nature, 2007, 447(7145):6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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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克罗恩病（CD）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胃肠道慢性炎性肉芽肿性疾病，该病由感染因素、环境因素、遗传因
素、免疫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病变多见于末段回肠和邻近结肠，但从口腔至肛门各段消化道均可受累，
呈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临床上以腹痛、腹泻、体重下降、腹块、瘘管形成和肠梗阻为特点，可伴有发热等全身表
现以及关节、皮肤、眼、口腔黏膜等肠外损害。本病有终生复发倾向，重症患者迁延不愈，预后不良。发病年龄多
在15~30岁，但首次发作可出现在任何年龄组，男女患病率近似。本病在欧美多见，且有增多趋势。我国本病发病
率不高，但并非罕见。

致病因素
本病病因不明，可能与感染、遗传、体液免疫和细胞
免疫有一定关系。（1）遗传因素：大量资料表明，克
罗恩病与遗传因素有关。研究发现单卵发育的孪生子
之间患克罗恩病的一致性比率明显升高，为67%，而
双合子的孪生子，其一致性比率仅为8%。同时发现克
罗恩病患者与配偶之间表现为不一致性，且与普通人
群无差别。以上表明本病有家族聚集性。（2）外源性
因素，有研究认为分枝杆菌可能是Crohn病的病因。但
有作者观察到这些分枝杆菌在一些非炎症性肠病或正
常人的肠组织中也存在，且曾有报道粪链球菌可引起
兔肠壁的局部肉芽肿，所以还不能肯定这些分枝杆菌
是本病的确切致病因素。但也曾有人怀疑克罗恩病的
病因是病毒。（3）环境因素：城区居民较农村人群的
发病率高，这种差异在乡村保健水平很高的瑞典也存
在，这可能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大量研究证明吸
烟者患克罗恩病的危险增加。而且吸烟可以增加克罗
恩病复发的可能性。其机制尚不清楚。

早期症状
Crohn病起病隐袭，早期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易被
忽略。从有症状到确诊，一般平均1~3年。体重下降，
日渐消瘦为最常见症状。约1/3病人有低热或中等发热
，不伴发冷，此时常为活动性病变或有并发症出现。
腹痛，恶心和呕吐。本病可伴发多发性关节炎，当病
变减轻或手术切除后，关节症状消失。皮肤可出现荨
麻疹、多形性红斑、结节性红斑等。此外，可出现结
膜炎，虹膜睫状体炎、角膜溃疡、角膜炎。还可发生
脂肪肝、淀粉样变性、肝硬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等。

体检筛查
《克罗恩病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本病
无高危特定人群。诊断依据：（1）临床症状典型者。
（2）X线表现有胃肠道裂隙状溃疡、鹅卵石征、假息
肉、多发性狭窄、瘘管形成等。病变呈节段分布。CT
可显示肠壁增厚的肠襻，盆腔或腹腔的脓肿。（3）内
镜下见到跳跃式分布的纵形或匐行性溃疡，周围黏膜
正常或增生呈卵石样或病变活检有非干酪样坏死性肉
芽肿或大量淋巴细胞聚集。若同时具备（1）和（2）
或（3）临床上拟诊为Crohn病。鉴别诊断有困难时应
手术探查获取病理诊断。

生活建议
（1）保持乐观愉快的情绪。长期出现精神紧张、焦虑
、烦躁、悲观等情绪，会使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过程
的平衡失调，所以需要保持愉快的心情。（2）生活节
制注意休息、劳逸结合，生活有序，保持乐观、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对预防疾病有很大的帮助。做到茶
饭有规律，生存起居有常、不过度劳累、心境开朗，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3）合理膳食可多摄入一些高
纤维素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营养均衡，包括蛋白
质、糖、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等必需
的营养素，荤素搭配，食物品种多元化，充分发挥食
物间营养物质的互补作用，对预防此病也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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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炎—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753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4.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4.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9.9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0.1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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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DEFB1 rs1047031 C/C C/T

GLT6D1 rs1537415 G/G G/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chaefer A S, Richter G M, Nothnagel M, et al. A 3′UTR transition within DEFB1 is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and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J]. Genes & Immunity, 2010, 11(1):45.

[2] Hashim N T, Linden G J, Ibrahim M E, et al. Repli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GLT6D1 with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 in a Sudanese population.[J]. Journal of Clinical Periodontology, 2015, 42(4):3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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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牙周炎（Periodontitis）是一种由局部因素引起的牙周支持组织的慢性炎症。发病年龄以35岁以后较为多见。如龈
炎未能及时治疗，炎症可由牙龈向深层扩散到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而发展为牙周炎。由于早期多无明显自觉症
状而易被忽视，待有症状时已较严重，甚至已不能保留牙齿。因而必须加强宣教，使患者早期就诊和及时治疗。失
牙是未经治疗的牙周炎的最终结果。现在一般认为牙周炎占拔牙原因的30%~44%，是我国成年人丧失牙齿的首要
原因。但多数成年人罹患的牙周炎为轻到中度。重症者仅占人群的5%~20%。仅有少数人的少数牙位呈现阶段性的
活动性破坏，极少数部位发生快速进展。最易受累的牙位是下颌切牙和上颌磨牙。

致病因素
牙周炎的致病因素主要为如下4个方面：（1）菌斑，
粘附于牙齿表面的微生物群，不能用漱口、水冲洗等
去除。（2）牙石，牙石是指沉积在牙面上的矿化的菌
斑，根据其沉积部位和性质分为龈上牙石和龈下牙石
两种。牙石对牙周组织的危害，主要是构成了菌斑附
着和细菌滋生的良好环境。（3）创伤性咬合，在咬合
时，若咬合力过大或方向异常，超越了牙周组织所能
承受的合力，致使牙周组织发生损伤的咬合，称为创
伤性咬合。创伤性咬合包括咬合时的早接触、牙合干
扰、夜间磨牙等。（4）其他，包括食物嵌塞、不良修
复体、口呼吸等因素也促使牙周组织的炎症发生。

早期症状
早期症状不明显，患者常只有继发性牙龈出血或口臭
的表现，与龈炎症状相似。检查时可见龈缘、龈乳头
和附着龈的肿胀、质松软，呈深红色或暗红色，探诊
易出血。随着炎症的进一步扩散，出现下列症状：（1
）牙周袋形成，由于炎症的扩展，牙周膜被破坏，牙
槽骨逐渐吸收，牙龈与牙根分离，使龈沟加深而形成
牙周袋。可用探针测牙周袋深度。（2）牙周溢脓，牙
周袋壁有溃疡及炎症性肉芽组织形成，袋内有脓性分
泌物存留，故轻按牙龈，可见溢脓。并常有口臭。（3
）牙齿松动，由于牙周组织被破坏，特别是牙槽骨吸
收加重时，支持牙齿力量不足，出现牙齿松动、移位
等现象。此时患者常感咬合无力、钝痛，牙龈出血和
口臭加重。当机体抵抗力降低、牙周袋渗液引流不畅
时，可形成牙周脓肿，是牙周炎发展到晚期，出现深
牙周袋的一个常见的伴发症状。此时牙龈呈卵圆形突
起，发红肿胀，表面光亮；牙齿松动度增加，有叩痛
；患者伴有局部剧烈跳痛。同时，患者可有体温升高
、全身不适，颌下淋巴结肿大、压痛等症状。

体检筛查
《牙周炎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牙周炎的高
危人群是35岁以上，忽视口腔卫生的人群。诊断依据
：（1）单纯性牙周炎早期应注意与边缘性龈炎鉴别。
（2）当出现牙周脓肿时应与牙槽脓肿作鉴别：牙槽脓
肿又称根尖周脓肿，是根尖周病的一种类型，根尖周
病是指发生于牙根周围组织的炎症性疾病，多继发于
牙髓病。由各种因素引发的牙髓炎症如没能有效地治
疗炎症会从冠部牙髓向牙根方向扩展。当牙根内的感
染通过根尖孔作用于牙根周围组织时，就导致根尖周
炎。根尖周炎早期只有不舒服、发木、渗出发胀感，
此时再不治疗很快会发展到化脓期，即牙槽脓肿。

生活建议
（1）有效控制牙菌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后一
定要刷牙、漱口，掌握“三、三制”的刷法（即每日刷3
次，每次刷3分钟，要刷到牙齿的3个面），牙刷与牙
齿呈45度角，顺牙体长轴上下刷。提倡应用牙线去除
牙间隙的菌斑，用含氟牙膏或抗牙石牙膏辅助刷牙去
除牙菌斑，防止牙石牙垢的形成。（2）定期作口腔保
健检查。每半年至一年做一次口腔洁治（俗称洗牙）
，保持健康的牙龈和稳固的牙齿，有效预防牙周炎。
（3）进行早期有效的治疗。包括洁治、刮治、牙周手
术、固定松动牙齿、调合牙、牙周炎治疗与正畸治疗
等。（4）加强身体锻炼，提高机体抵抗力。积极治疗
全身性疾病，如营养障碍、糖尿病、内分泌紊乱、骨
质疏松等，纠正开口呼吸等不良习惯。（5）注意饮食
营养。多吃青菜、水果、豆制品、牛奶、鱼、蛋类、
粗粮、纤维多的食物，戒烟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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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肝硬化—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10 2.477

0.78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53119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78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6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6.5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1.4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99%

消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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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NPLA3 rs738409 C/C C/C

ALDH2 rs671 G/G G/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e L, Deng T, Luo H. Aldehyde Dehydrogenase 2 (ALDH2) Polymorphism and the Risk of Alcoholic
Liver Cirrhosis among East Asians: A Meta-Analysis[J]. Yonsei Medical Journal, 2016, 57(4):879-884.

[2] Dutta A K. Genetic factors affecting susceptibility to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in an Indian
population[J]. Annals of Hepatology, 2013, 12(6):9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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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酒精肝硬化（AC）是一种由于长期大量饮酒所致的慢性、进行性、弥漫性肝病，是酒精肝的终末阶段。其症状在
临床上有多系统受累，以肝功能损害和门脉高压为主要表现。晚期常出现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继发感染等严重
并发症。有较长时间（8~34年）嗜酒史的人较容易得该病，该病发病年龄偏大，一般在50岁左右出现症状，常于6
0岁前后死亡，男女比例约为2：1。在我国，酒精性肝病已成为发病率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高发肝病，其危害性正
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致病因素
该病的致病因素主要包含四个方面：（1）酒精：酒精
对肝脏有明显的毒性作用，所造成的肝损伤有阈值效
应，即达到一定饮酒量或饮酒年限，肝损害风险就会
大大增加。（2）遗传因素：种族、遗传以及个体差异
也是酒精肝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3）蛋白质缺乏性
营养不良的存在和程度是决定酒精肝硬化患者临床结
局的重要因素。营养不良的程度与病死率的增加成正
相关，严重营养不良患者的病死率接近80%（营养正
常者小于50%）。微量元素异常、维生素A的耗竭、低
维生素E水平，有可能会引起肝脏疾病的恶化。肥胖和
超重也增加酒精肝硬化的风险。（4）慢性病毒性肝炎
和酒精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早期症状
早期常无症状，以后可出现体重减轻、食欲不振、腹
痛、乏力、倦怠、尿色深、牙龈出血及鼻出血等。面
色灰黯、营养差、毛细血管扩张、蜘蛛痣、肝掌、腮
腺非炎性肿大、掌挛缩、男性乳房发育、睾丸萎缩和
阴毛呈女性分布，以及厌氧菌所致的原发性腹膜炎，
肝性脑病等。

体检筛查
《酒精肝硬化诊断及治疗指南（2014年）》指出，酒
精肝硬化的高危人群包括：（1）有酒精肝硬化家族史
的人。（2）有长期饮酒史的人。诊断依据：（1）有
长期饮酒史，一般超过5年，折合酒精量大于40g/天，
女性略低；或2周内有暴饮史。（2）禁酒后血清ALT和
AST明显下降，4周内基本恢复正常，即在2倍正常上限
值以下。（3）下列2项中至少1项阳性：a禁酒后肿大
的肝脏1周内明显缩小，4周内基本恢复正常；b禁酒后
GGT活性明显下降，4周内降至1.5ULN以下，或小于禁
酒前40％。组织学诊断依据：形成的纤维隔从中央静
脉到门管区分隔小叶。假小叶纤维隔一般细窄，结节
较小，大小较均匀，为小结节性肝硬化，少数以小结
节为主混有大结节。同时肝细胞明显脂肪变，酒精性
肝炎的表现仍可存在。肝界板不清，但无碎屑样坏死
。

生活建议
（1）控制饮酒量，尽量饮用低度酒或不含酒精的饮料
。（2）饮食方面应提供足够的营养，食物要多样化，
供给含氨基酸的高价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低脂肪、
少渣饮食，要防止粗糙多纤维食物损伤食道静脉，引
起大出血。（3）血氨偏高或肝功能极差者，应限制蛋
白质摄入，以免发生肝昏迷。出现腹水者应进低盐或
无盐饮食。（4）补硒养肝，补硒能让肝脏中谷胱甘肽
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达到正常水平，对养肝护肝起到良
好作用。

消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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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消化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739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5.00000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6.7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53.2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消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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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GCKR rs1260326 T/T T/C

SAMM50 rs3761472 A/A A/G

PNPLA3 rs738409 C/C C/C

TM6SF2 rs58542926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awaguchi T, Shima T, Mizuno M, et al. Risk estimation model f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the Japanese using multiple genetic markers[J]. Plos One, 2018, 13(1):e0185490.

[2] Wang X, Liu Z, Kai W, et al. Additive Effects of the Risk Alleles of PNPLA3 and TM6SF2 on 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Frontiers in Genetics, 2016, 7(4309).

[3] Chung G E, Lee Y, Yim J Y, et al.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PNPLA3 and SAMM50 Are Associat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a Korean Population[J]. Gut & Liv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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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除酒精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外所致的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
临床病理综合征，是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的获得性代谢应激性肝损伤。包括单纯性脂肪肝（SFL）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随着肥胖及其相关代谢综合征全球化的流行趋势，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现已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富裕地区慢性肝病的重要病因，普通成人NAFLD患病率10%~30%，其中1
0%~20%为NASH，后者10年内肝硬化发生率高达25%。

致病因素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
大类，前者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性有关，而后者
则由某些特殊原因所致。营养过剩所致体重增长过快
和体重过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代谢综合征
相关脂肪肝，以及隐源性脂肪肝均属于原发性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范畴；而营养不良、全胃肠外营养、减
肥手术后体重急剧下降、药物/环境和工业毒物中毒等
所致脂肪肝则属于继发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范畴。

早期症状
（1）脂肪肝的病人多无自觉症状，部分病人可有乏力
、消化不良、肝区隐痛、肝脾肿大等非特异性症状及
体征。（2）可有体重超重和（或）内脏性肥胖、空腹
血糖增高、血脂紊乱、高血压等代谢综合征相关症状
。

体检筛查
1.B超诊断（1）肝区近场回声弥漫性增强（强于肾脏
和脾脏），远场回声逐渐衰减。（2）肝内管道结构显
示不清。（3）肝脏轻至中度肿大，边缘角圆钝。（4
）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提示肝内血流信号减少或不易
显示，但肝内血管走向正常。（5）肝右叶包膜及横隔
回声显示不清或不完整。具备上述第1项及第2～4项中
一项者为轻度脂肪肝；具备上述第1项及第2～4项中两
项者为中度脂肪肝；具备上述第1项以及第2～4项中两
项和第5项者为重度脂肪肝。2.CT诊断弥漫性肝脏密度
降低，肝/脾CT比值小于或等于1.0但大于0.7者为轻度
；肝/脾CT比值小于或等于0.7但大干0.5者为中度；肝/
脾CT比值小于或等于0.5者为重度。3.肝脏穿刺肝活体
组织检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诊断需具备以下3项
条件：1.无饮酒史或饮酒含乙醇量每周小于140g（女
性小于70g）。2.除外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
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
。3.肝活检组织学改变符合脂肪性肝病的病理学诊断
标准。

生活建议
绝大多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预后良好，肝组织学进
展缓慢甚至呈静止状态，预后相对良好。部分患者即
使已并发脂肪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如能得到及时诊治
，肝组织学改变仍可逆转，罕见脂肪囊肿破裂并发脂
肪栓塞而死亡。少数脂肪性肝炎患者进展至肝硬化，
一旦发生肝硬化则其预后不佳。对于大多数脂肪肝患
者，有时通过节制饮食、坚持中等量的有氧运动等非
药物治疗措施就可达到控制体重和血糖、降低血脂及
促进肝组织学逆转的目的。

消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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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537

1.43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1.20806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43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8.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1.3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8.11%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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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DKAL1 rs4712523 A/A A/G

CDC123,CAMK1D rs10906115 A/A A/G

KCNQ1 rs2237892 C/C C/T

NDFIP2,SPRY2 rs1359790 G/G G/G

C2CD4A,C2CD4B rs1436955 C/C C/C

C2CD4A,C2CD4B rs7172432 A/A A/A

C2CD4A,C2CD4B rs1370176 G/G G/G

C2CD4A,C2CD4B rs1436953 C/C C/C

CDKAL1 rs6931514 A/A G/G

CDKAL1 rs4712524 A/A A/G

KCNQ1 rs2237895 A/A A/A

CDH13,MPHOSPH6 rs12596316 A/A A/A

KCNQ1 rs163182 G/G G/G

VEGFA,LOC100132354 rs9472138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u F, Qian Y, Li H, et al. Genetic variants on chromosome 6p21.1 and 6p22.3 are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risk: a case|[ndash]|control study in Han Chinese[J].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2,
57(5):320.

[2] Shu X O, Long J, Cai Q,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new genetic risk variants for type 2 diabetes[J]. Plos
Genetics, 2010, 6(9):e1001127.

[3] Sun Q, Song K, Shen X,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KCNQ1 Gene Polymorphism and Type 2
Diabetes Risk: A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2, 7(11):e48578.

[4] Cui B, Zhu X, Xu M,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Confirms Previously Reported Loci for
Type 2 Diabetes in Han Chinese[J]. Plos One, 2011, 6(7):e22353.

[5] Li Y, Li C, Yang Y,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six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nd their haplotypes
in CDH13 with T2DM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Medicine, 2017, 96(22):e7063.

营养代谢

362/564



疾病概述
2型糖尿病是患者体内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并非完全丧失，有的患者体内胰岛素甚至产生过多，但胰岛素的作用效果
较差，因此患者体内的胰岛素是一种相对缺乏，也称为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2008
年中国糖尿病和代谢疾病研究报告，我国20岁以上人群糖尿病总体患病率为9.7%，其中男性10.6%，女性8.8%。
由此推算我国糖尿患病总人数达9240万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数据显示糖尿病患病率已达11.6%。在所有类型糖
尿病中，2型糖尿病病人约占90%。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与1型糖尿病一样，2型糖尿病有较为
明显的家族史。（2）环境因素：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肥胖、高热量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及增龄是2型糖尿病
最主要的环境因素，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因素也会增
加患病风险。（3）年龄因素：大多数2型糖尿病于30
岁以后发病。在半数新诊断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发病
时年龄为55岁以上。（4）种族因素：与白种人及亚洲
人比较，2型糖尿病更容易在土著美洲人、非洲–美洲
人及西班牙人群中发生。（5）生活方式：导致2型糖
尿病的主要诱因包括肥胖、体力活动过少和应激。应
激包括紧张、劳累、精神刺激、外伤、手术、分娩、
其他重大疾病，以及使用升高血糖的激素等。

早期症状
2型糖尿病中一部分病人以胰岛素抵抗为主，病人多肥
胖，因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中胰岛素
增高以补偿其胰岛素抵抗，但相对病人的高血糖而言
，胰岛素分泌仍相对不足。此类病人早期症状不明显
，仅有轻度乏力、口渴，常在明确诊断之前就可发生
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饮食治疗和口服降糖药多可
有效。另一部分病人以胰岛素分泌缺陷为主，临床上
需要补充外源性胰岛素。

体检筛查
2型糖尿病是胰岛素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与受体结合含
量少）所致，因此不仅要检查空腹血糖，而且要观察
餐后2小时血糖，特别应做胰岛功能检查。诊断依据：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年版）指出，我国目前
采用WHO（1999年）的糖尿病病因学分型体系。

生活建议
（1）糖尿病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提高糖尿病
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水平。因此可针对高危人群进行糖
尿病筛查。在成年人中，具有年龄大于等于40岁、有
糖调节受损史；超重或肥胖、一级亲属中有2型糖尿病
家族史、有巨大儿生产史或妊娠糖尿病史的妇女、高
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类固醇糖尿病病史者、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长期
接受抗精神病药物和（或）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患者。
儿童和青少年中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定义：在儿童和青
少年（小于等于18岁）中，超重或肥胖、一级或二级
亲属中有2型糖尿病家族史、存在与胰岛素抵抗相关的
临床状态（如黑棘皮病、高血压、血脂异常、PCOS）
、母亲怀孕时有糖尿病史或被诊断为妊娠糖尿病。（2
）指南建议，糖尿病前期患者应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
以降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并定期随访，给予社会心
理支持，以确保患者的良好的生活方式能够长期坚持
（定期检查血糖）；同时密切关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
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血脂紊乱等），并给予适
当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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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甘油三酯血症—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349 1.783

1.52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8.58089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2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2.1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0.4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4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6.12%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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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GCKR rs1260326 T/T T/C

APOB,LOC645949 rs4635554 T/T G/G

ZPR1 rs964184 G/G C/C

SLC18A1,LPL rs7016880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ohansen C T, Wang J, Lanktree M B, et al. Excess of rare variants in genes identified by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hypertriglyceridemia.[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8):684-687.

[2] Ap V D W, Van d G Y, de Bakker P I, et al. Rs964184 (APOA5-A4-C3-A1) Is Related to Elevated Plasma
Triglyceride Levels, but Not to an Increased Risk for 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Manifest
Vascular Disease[J]. Plos One, 2014, 9(6):e101082.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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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高甘油三酯血症（Hypertriglyceridemia）是一种异族性甘油三酯蛋白合成或降解障碍。甘油三酯的升高与冠心病
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血清甘油三酯升高的价值比胆固醇为大，心肌梗塞尤为明显，82%的心肌梗塞者有高甘油
三酯血症，而高胆固醇者仅有47%。原发性高脂血症、肥胖症，动脉硬化、阻塞性黄疸、糖尿病，极度贫血、肾病
综合症、胰腺炎、甲状腺功能减退，长期饥饿及高脂饮食后均可增高。饮酒后可使甘油三酯假性升高。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原发性高甘油三酯血症包括家族性高
甘油三酯血症、家族性混合型血脂异常、家族性异常β
–脂蛋白血症等。（2）环境因素：继发性高甘油三酯
血症的病因主要包括、代谢性疾病、某些疾病状态、
激素和药物等。主要病因有糖尿病，肾脏疾病，甲状
腺功能减退，肥胖，高尿酸血症等，此外，药物副作
用，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吸
烟等也是引起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常见原因。

早期症状
通常是在常规血脂检查时被发现。严重的HTG可引起
胰腺炎、疹性黄色瘤及脂血症性视网膜炎。一些病例
中，非常高的CM可引起乳糜血症而表现为反复腹痛、
恶心、呕吐及胰腺炎等，在这种情况下TG水平大于20
00mg/dl。疹性黄色瘤是直径为1~3mm的高出皮面的
黄色丘疹，可见于身体任何部位，但以背部、胸部及
近端肢体常见。甘油三酯高的后果是容易造成“血稠”，
即血液中脂质含量过高导致的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
沉积，渐渐形成小斑块，即动脉粥样硬化。而血管壁
上的这些块状沉积会逐渐扩大面积和厚度，使血管内
径变小、血流变慢，血流变慢又加速了堵塞血管的进
程，严重时血流甚至被中断。除了血流中断，阻塞物
脱落还能造成血栓；甘油三酯高的后果无论发生在哪
个部位，对人体损伤都很严重。如果在心脏，可引起
冠心病、心梗；在大脑，可发生脑卒中、中风；发生
在眼底，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在肾脏，可引起
肾衰；发生在下肢，则出现肢体血流不畅导致坏死。

体检筛查
检查项目: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
白及甘油三酯。正常甘油三酯水平：儿童小于l00mg/d
L（1.13mmol/L），成人小于150mg/dL（1.7mmol/L
）；临界性高甘油三酯血症：250–500mg/dL（2.83–5
.65mmol/L）；明确的高甘油三酯血症：大于500mg/
dL（5.65mmol/L）。2012年9月10日，美国内分泌学
会在《临床内分泌和代谢杂志》发布一项高甘油三酯
血症临床实践指南。新指南指出，成人应该每5年筛查
1次甘油三酯水平，因高甘油三酯血症与心血管疾病和
胰腺炎危险相关。

生活建议
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肾脏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
，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吸烟等人群。因此需要（1）
控制体重：超重或肥胖的患者体重降低5％～10％，甘
油三酯可降低20％左右。按照我国居民的标准，体质
量指数（BMI）≥24kg/m2为超重，BMI≥28kg/m2为
肥胖，应力争达到BMI正常化，或1年内使体重降低至
少10％以上。（2）合理饮食：通过控制饮食总热量、
限制碳水化合物与脂肪摄入、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摄
入。（3）限制饮酒：酗酒是导致甘油三酯升高的常见
原因。（4）适量运动：规律性的体力运动有助于减轻
体重，还可直接降低甘油三酯。（5）戒烟：戒烟可以
显著降低患者心血管疾病整体风险性。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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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氏病—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00 2.128

0.92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92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2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1.3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68.66%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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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NLRP1 rs12150220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urawek M, Fichna M, Januszkiewicz-Lewandowska D, et al. A coding variant in NLRP1 is associated
with autoimmune Addison's disease[J]. Human Immunology, 2010, 71(5):530.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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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爱迪生氏病又名阿狄森氏病、Addison病，即原发性肾上腺功能不足，是肾上腺无法分泌足够的皮质醇所引发的疾
病。由于血中低浓度的皮质醇引发负回馈，使得促皮质醇激素（ACTH）分泌增加而呈现典型上升情形。约每十万
人口中有一病例，各个年龄层皆可发生，男女均等。发病多见于成年，男性肾结核患者比例大于女性自身免疫病患
者。

致病因素
少数的爱迪生氏症是由赘瘤、淀粉样变性病、全身霉
菌感染所导致，突然中止长期服用的类固醇、肾上腺
切除等都可能是发生的原因。（1）疾病因素：原发性
，肾上腺结核占80%；自身免疫性肾炎；继发性，常
由于垂体或下丘脑的各种疾病引起CRH或ACTH的分泌
减少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不足，多见于成年人。
（2）其他因素：真菌感染、药物导致、肾上腺血管栓
塞、淀粉样变、肾上腺全切等。

早期症状
（1）慢性疲劳，疲倦运动后恶化卧床休息后会好转。
（2）全身性肌肉无力不限制于哪些特定肌肉。（3）
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直立性低血压等植物神经紊乱
症、体重减轻。（4）毛发分布异常、皮肤色素沉着。
（5）女性闭经和月经紊乱。

体检筛查
体检：（1）血糖是否下降。（2）血电解质。（3）血
酮体。（4）肾功能。（5）血常规。（6）及早行咽血
尿痰细菌培养并在有神经系统症状时行脊液检查。（7
）ACTH兴奋试验反应是否低于正常水平。（8）B超和
CT提示是否肾上腺萎缩或增大、破坏、钙化。（9）心
电图呈现是否低电压改。（10）免疫组化检查。（11
）全身皮肤黑色素是否增多。

生活建议
（1）此疾的控制是终生的职责。绝对不可自行停止服
用类固醇药物，不依医师处方服药可能会诱发爱迪生
氏病危象，以及引起血管运动神经的虚脱和死亡。自
行服药过程平顺，每半年仍要与医师约诊一次。（2）
高钠饮食，高热量进食，防止低血糖。（3）尽早就医
，2017年杂志Th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Commu
nity Health，研究员提到爱迪生氏病会增加48%的痴
呆症风险。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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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300 2.962

1.74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74556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74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6.2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9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8.80%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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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TLA4 rs231775 A/A A/G

RHOH,CHRNA9 rs6832151 G/G G/T

RNASET2,MIR3939 rs9355610 G/G G/A

CTLA4 rs3087243 G/G G/G

CTLA4 rs5742909 C/C 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iang D, Yang J, Huang J, et al.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polymorphisms in the CTLA-4 gene
and the risk of Graves’ diseas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J]. Bmc Medical Genetics, 2013, 14(1):46.

[2] Smith A, Le B, Finlayson T, et al. Prevalence and awareness of HIV infection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 21 cities, United States, 2008.[J]. Morbidity &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10,
59(37):1201-1207.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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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表现并不限于甲状腺，而是一种多系统的综合征，包括高代谢症
候群、弥漫性甲状腺肿、眼征、皮损和甲状腺肢端病。亦有弥漫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症、突眼性甲状腺肿、原发
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症、Basedow病等。甲状腺以外的表现为浸润性内分泌突眼，可以单独存在而不伴有高代
谢症。本病多见于女性，男女比例1:4~1:6，各年龄阶段均可发病，以20~40岁最多见。普通人群中本病的患病率
约1%。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多数认为该病与遗传基因有密切的关
系。家族中常可见到先后发病的病例，且多为女性。
约有15%的患者有明显的遗传因素。甲亢的发生与人
白细胞抗原（HLAⅡ类抗原）显著相关，其检出率因人
种的不同而不同。（2）精神因素：各种原因导致的精
神过度兴奋，或过度抑郁，均可导致甲状腺激素的过
度分泌。（3）免疫因素：T淋巴细胞对甲状腺内的抗
原发生致敏反应，刺激B淋巴细胞，合成针对这些抗原
的抗体。

早期症状
多起病缓慢。在表现典型时，高代谢症候群、甲状腺
肿和眼征三方面的表现均较为明显，但如果病情较轻
可能与神经症相混淆。有的患者可以某种特殊症状（
比如突眼、恶病质、肌病等）为主要表现，老年和儿
童的表现常不典型。（1）神经系统症状：患者易激动
，精神过敏。（2）高代谢综合征。（3）甲状腺肿。
（4）眼征：非浸润性突眼和浸润性突眼。（5）心血
管系统：重症者常有心律不齐，心脏扩大，心力衰竭
等严重表现。（6）消化系统：食欲亢进，体重却明显
下降。（7）血液和造血系统：可出现紫癜症，由于消
耗增加营养不良和铁的利用障碍，偶可引起贫血。（8
）运动系统：主要的表现为肌肉软弱无力。（9）生殖
系统：女性患者部分患者仍能妊娠、生育。男性多阳
痿，偶见乳房发育。（10）皮肤及肢端：在少数患者
中尚可见到指端粗厚。（11）内分泌系统：甲状腺激
素过多除可影响性腺功能外，肾上腺皮质功能于本病
早期常较活跃。

体检筛查
实验室检查对明确诊断十分重要，尤其是临床表现不
典型的病例。（1）基础代谢率(BMR)是过去常用的诊
断手段之一，目前不再作为诊断标准。（2）血清甲状
腺激素：总甲状腺素（TT4）、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T3）、T3摄取试验（T3U）：正常参考值为24%～35
%，或0.8～1.2。游离T4（FT4）正常参考值：10.3～2
5.8mol/L或0.8～2.0ng/dl。游离T3（FT3）：成人正常
参考值为2.2～6.8pmal/L或1.4～4.4pg/ml。（3）血清
TSH测定及TRH兴奋试验：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
：正常参考值：3.8～7.5mU/L（RIA法）或0.4～5.0m
U/L（ICLA法）。（4）131I摄取率及抑制试验：131I
摄取率：甲亢时升高，或有高峰前移。含碘丰富的食
物及药物等可影响131I摄取率的测定。抑制试验：比
较服用甲状腺前后的131I摄取率。（5）血清生物化学
检查。（6）辅助检查：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有一
定价值。X线平片检查可以帮助确定气管有无受压、甲
状腺的腺体有无坠入胸腔内。CT扫描有助了解甲状腺
位置、甲状腺与血管和食管的关系。MRI检查。

生活建议
（1）患者忌：忌烟、酒，忌辛辣刺激性食物，如葱、
花椒、辣椒、桂皮等，忌肥腻、油煎食物。（2）患者
宜：宜多吃具有消结散肿作用的食物，包括菱、油菜
、芥菜、猕猴桃等。宜多吃具有增强免疫力的食物，
如香菇、蘑菇、木耳、核桃、薏米、红枣、山药和新
鲜水果等。（3）起病可急可缓，患病请及时就诊。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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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糖尿病—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48 2.055

0.94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54746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4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1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5.0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7.81%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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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TPN22 rs1217419 T/T T/G

CLEC16A rs725613 T/T T/T

TLR6 rs3775073 T/T T/T

TLR1 rs5743612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u X P, Zhu X L, Xin W, et al. Intron polymorphism in the KIAA0350 gene is reproducibly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type 1 diabetes (T1D)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Clinical Endocrinology,
2009, 71(1):46.

[2] Sun C, Zhi D, Shen S, et al. SNPs in the exons of Toll-like recep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type 1 diabetes in Chinese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 Endocrinology, 2015,
2015(S1):P24.

[3] Pei Z, Chen X, Sun C, et al. A nove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n the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 N22 gene (PTPN22) is associated with Type 1 diabete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Diabetic Medicine, 2014, 31(2):219–226.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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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1型糖尿病是特指胰岛s细胞破坏而导致胰岛素绝对缺乏，具有酮症倾向的糖尿病。据2000年WHO对15岁以下发病
的T1DM调查，我国儿童T1DM的校正发病率为0.59/10万/年，按全国人口年龄构成的标化发病率为0.57/10万/年，
是世界上T1DM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T1DM的绝对人数仍是一个庞大的人群。特别
在我国，由于缺乏规范的治疗管理方案，患者血糖控制差、并发症发生率高，与发达国家的控制情况相比存在较大
差距。

致病因素
（1）免疫因素：在1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液中可查出多
种自身免疫抗体，异常的自身抗体可以损伤人体胰岛β
细胞，使之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2）遗传因素：目
前研究提示遗传缺陷是1型糖尿病的发病基础，这种遗
传缺陷表现在人第6对染色体的HLA抗原异常上。1型
糖尿病有家族性发病的特点。（3）感染因素：可能是
诱1型糖尿病患者发病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常常有病毒感
染史，如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的病毒，脊髓灰质炎的
柯萨奇病毒家族。

早期症状
此病好发于儿童或青少年期。除了儿童之外，1型糖尿
病也可能发生在一生中各个年龄段，特别是更年期。1
型糖尿病的第二个特点是发病一般比较急骤，口渴、
多饮、多尿、多食以及乏力消瘦，体重急剧下降等症
状十分明显，有的患者首发即有酮症酸中毒。1型糖尿
病的第三个特点是最终将无一例外地使用胰岛素治疗
。

体检筛查
由于s细胞破坏所致的依赖胰岛素治疗是诊断T1DM金
标准，即胰岛素自身抗体（IAA），胰岛细胞抗体（IC
A），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b），1型糖尿病患
者这些抗体可能是阳性，胰岛功能的胰岛素及C肽水平
很低。诊断依据：《中国1型糖尿病胰岛素治疗指南》
（2016）采用WHO（1990年）糖尿病诊断标准和糖代
谢状态分类标准：空腹血浆葡萄糖和75g葡萄糖负荷后
2h血糖。

生活建议
（1）《中国1型糖尿病胰岛素治疗指南》（2016）指
出应对年龄小于6月龄的患儿、有家族史或伴有如神经
性耳聋、视神经萎缩等特殊症状的患者进行基因检测
，以排除单基因突变所致的糖尿病。易感基因、自身
抗体和代谢指标联合检测可有效发现T1DM高危易感人
群。（2）因特殊情况无法坚持基础加餐时胰岛素治疗
方案的儿童青少年患者，如短期使用预混胰岛素治疗
，必须加强血糖监测、及时根据血糖情况重新调整胰
岛素治疗方案，避免长期血糖不达标带来的各种急、
慢性并发症。（3）青春期患者为维持正常生长发育，
应保证足够能量摄入，此时可适当增加胰岛素用量。
（4）进入青春期后，体内性激素、生长激素等胰岛素
拮抗激素分泌增多，胰岛素需要量增加；血糖水平较
青春期前明显升高且波动较大，需要加强血糖监测，
适时调整胰岛素治疗方案。（5）良好的临床管理（饮
食、运动、胰岛素注射、自我血糖监测）是强化胰岛
素治疗的必要组成部分，以期能最佳的控制血糖。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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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综合征—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775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2.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2.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99.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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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RS1 rs1801278 C/C C/C

NA rs2943641 T/T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Alharbi K K, Khan I A, Munshi A,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genetic variants of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 1 (IRS-1)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a Saudi population[J]. Endocrine, 2014, 47(2):472.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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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胰岛素抵抗综合征是指各种原因使胰岛素促进葡萄糖摄取和利用的效率下降，机体代偿性的分泌过多胰岛素产生高
胰岛素血症，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胰岛素抵抗易导致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肥胖相关性胰岛素抵抗研究：从
流行病学到基因组学》提到胰岛素抵抗者发生糖尿病的风险约为非胰岛素抵抗者的2.2倍，超重和肥胖人群约是正
常体重人群的1.7和2.3倍，男性超重和肥胖人群发生胰岛素抵抗分别占40.9%和64.9%；女性超重和肥胖人群发生
胰岛素抵抗分别占49.4%和73.2%。

致病因素
导致胰岛素抵抗的病因很多，遗传性因素（原发性胰
岛素抵抗）和许多环境因素（继发性胰岛素抵抗）参
与或导致胰岛素抵抗。（1）遗传因素：胰岛素的结构
异常、体内存在胰岛素抗体、胰岛素受体或胰岛素受
体后的基因突变（如Glut4基因突变、葡萄糖激酶基因
突变和胰岛素受体底物基因突变等），原发性胰岛素
抵抗绝大多数（90%以上）是由于多基因突变所致，
并常常是多基因突变协同导致胰岛素抵抗。（2）环境
因素：肥胖是导致胰岛素抵抗最主要的原因，尤其是
中心性肥胖，这主要与长期运动量不足和饮食能量摄
入过多有关，2型糖尿病患者诊断时80%伴有肥胖、长
期高血糖、高游离脂肪酸血症、某些药物如糖皮质激
素、某些微量元素缺乏如铬和钒缺乏、妊娠和体内胰
岛素拮抗激素增多等。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增多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TNF–α活性增强可以促进脂肪分
解引起血浆游离脂肪酸水平增高，从而导致胰岛素抵
抗和高胰岛素血症。

早期症状
传统的代谢综合征组成成分主要包括中心性肥胖、糖
尿病或糖耐量受损、高血压、脂质异常和心血管疾病
，但随着对本综合征的深入研究，目前其组成成分不
断扩大，现除上述成分以外，还包括多囊卵巢综合征
、高胰岛素血症或高胰岛素原血症、高纤维蛋白原血
症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1）增高、高尿酸
血症、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微量白蛋白尿和炎症（血CR
P、IL–6和金属蛋白酶–9等增高）等。

体检筛查
实验室检查：（1）采用空腹血糖与血浆胰岛素估计胰
岛素抵抗状态。（2）通过外加负荷检测机体对胰岛素
的敏感性的实验。（3）临床上可使用六种参数—高血
压、腰臀比、甘油三酯和HDL胆固醇水平、2型糖尿病
的家族史、血糖控制情况简单估计糖尿病患者中胰岛
素抵抗的存在。诊断依据：中国诊断代谢综合征的标
准：（1）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5。（2）
高血糖：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mmol/L（110mg/dl）
和（或）糖负荷后血浆大于等于7.8mmoL/（140mg/d
l）和（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治疗者。（3）高血压：
收缩压/舒张压大于等于140/90mmHg，和（或）已确
诊为高血压并治疗者。（4）血脂紊乱：空腹TG大于等
于1.70mmol/L（50mg/dl）和（或）空腹血HDL–C：
男性小于0.9mmol/L（35mg/dl），女性小于1.0mmol
/L（39mg/dl）。具有上述4项中任意3项即可诊断。

生活建议
（1）理想控制血糖：胰岛素抵抗导致高血糖，长期高
血糖通过其“糖毒性”进一步加重组织如肌肉、脂肪和肝
脏组织的胰岛素抵抗状态。因此，临床工作中，针对2
型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如通过合理的降血糖治疗，使
血糖获得持续良好的控制均有助于减轻胰岛素抵抗。
近年不少临床研究报告对一些新诊断的血糖显著升高
或口服抗糖尿病药物继发失效的2型糖尿病患者，采用
胰岛素强化治疗之后，稳定血糖控制，短期内可使胰
岛素抵抗明显改善，从而有助于其今后血糖的控制。
（2）加强运动，控制饮食，降低体重：肥胖者强调合
理的饮食计划，多食清淡食物，避免辛辣刺激食物。
同时进行长期科学有规律的运动，使体重降低，保持
体重在理想的范围内是减轻胰岛素抵抗和治疗代谢综
合征的基础。另外，运动本身也可增强机体，尤其是
骨骼肌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助于多种代谢紊乱的纠
正，对降低血糖血压，改善脂代谢均有益。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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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4.089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0924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092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6.0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9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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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THFR rs1801133 G/G G/G

ELMO1 rs741301 C/C C/C

SF3B3 rs11645214 A/A A/A

RAGE rs11647932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ou T B, Drummen G P C, Jiang Z P, et al.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 C677T
gene polymorphism and diabetic nephropathy susceptibili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J]. Ren Fail, 2015, 37(8):1247-1259.

[2] Wu H Y, Wang Y, Chen M, et al. Association of ELMO1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Chinese population[J]. Journal of Endocrinological Investigation, 2013, 36(5):298-302.

[3] Liao L N, Chen C C, Wu F Y, et al. Identified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nd haplotypes at
16q22.1 increase diabetic nephropathy risk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Bmc Genetics, 2014,
15(1):113.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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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糖尿病肾病由糖尿病引起的肾脏损伤，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目前引起终末期肾病（ESRD）的首
要原因。国外研究资料显示，20年以上病程的糖尿病肾病患者发展为ESRD的发生率为40.8/1000人年。我国糖尿病
肾病的患病率亦呈快速增长趋势，2009至2012年我国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肾病患病率在社区患者中为30%~50
%，在住院患者中为40%左右。糖尿病肾病起病隐匿，一旦进入大量蛋白尿期后，进展至ESRD的速度大约为其他
肾脏病变的14倍，因此早期诊断、预防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对提高糖尿病患者存活率，改善其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致病因素
糖尿病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清。目前认为有多因素
参与，在一定的遗传背景以及部分危险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致病。（1）遗传因素：男性发生糖尿病肾病的比
例较女性为高，同一种族中，某些家族易患糖尿病肾
病，凡此种种均提示遗传因素存在。（2）肾脏血流动
力学异常：表现为肾小球高灌注和高滤过，肾血流量
和肾小球滤过率（GFR）升高。（3）高血糖造成的代
谢异常引致肾脏损。（4）高血压。（5）血管活性物
质代谢异常：多种血管活性物质的代谢异常。其中包
括RAS，内皮素、前列腺素族和生长因子等代谢异常。

早期症状
（1）肾小球高滤过和肾脏肥大期：血糖控制后可以得
到部分缓解。本期没有病理组织学损伤。（2）正常白
蛋白尿期：肾脏病理表现为GBM增厚，运动后尿白蛋
白排出率（UAE）升高（大于20μg/min），休息后恢
复正常。如果在这一期能良好的控制血糖，病人可以
长期稳定处于该期。（3）早期糖尿病肾病期：肾脏病
理出现肾小球结节样病变和小动脉玻璃样变，出现微
量白蛋白尿，病人血压升高。（4）临床糖尿病肾病期
：病理上出现典型的K–W结节。持续性大量白蛋白尿
，约30%病人可出现肾病综合征。（5）终末期肾衰竭
GFR小于10ml/min。尿蛋白量因肾小球硬化而减少。
尿毒症症状明显，需要透析治疗。以上分期主要基于1
型糖尿病肾病，2型糖尿病肾病则不明显。

体检筛查
糖尿病肾病防治专家共识（2014年版）推荐诊断标准
：（1）大量尿蛋白：微量尿蛋白是糖尿病肾病早期的
临床表现，在作为诊断依据时需要排除影响因素，因
而需要长期随访及多次测量。（2）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常早于糖尿病肾病发生，大部分糖尿病肾病患者患
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3）在10年以上糖尿病病程的
1型糖尿病中出现微量白蛋白尿。

生活建议
（1）改变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治疗、运动、戒酒、戒烟
、控制体重，有利于减缓糖尿病肾病进展，保护肾功
能。应避免高蛋白饮食。长期规律的运动可提高胰岛
素敏感性，改善糖耐量、脂质代谢及内皮功能，减缓
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建议糖尿病肾病患
者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定合理的运动方案，减少不
良后果的发生。（2）控制血糖、血压、纠正脂质代谢
紊乱。（3）有研究发现，肾脏损害在糖代谢异常早期
已经出现，有家族史的情况可参与基因体检获得咨询
，尽早发现来控制病情发展。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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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1 2.229

0.86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11914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6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4.9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4.07%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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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NSR rs2115386 C/C C/T

MTHFR rs1801133 G/G G/G

GORAB,LOC284688 rs6427247 A/A A/A

THOC1,COLEC12 rs599019 C/C C/A

ZNRF1 rs17684886 A/A A/T

LRRC4C,LOC100507205 rs899036 G/G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uo S, Wang F, Chao S,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Association between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Gene (MTHFR) 677C/T Polymorphism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Public Health, 2016, 13(8):806.

[2] Cheung C Y, Hui E Y, Lee C H, et al. Impact of Genetic Loci Identified i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n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J]. 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 2016, 57(13):5518.

[3] Peng D, Wang J, Zhang R, et al. Common variants in or near ZNRF1, COLEC12, SCYL1BP1 and API5
are associated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J]. Diabetologia,
2015, 58(6):1231-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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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是糖尿病性微血管病变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种具有特异性改变的眼底病变，影响视
力甚至致盲的慢性进行性疾病。糖尿病可引起两种类型视网膜病变，没有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称为非增殖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而将有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称为增殖性糖尿病性视网
膜病变。无论是否使用胰岛素治疗，都可发生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2013年全球有3.82亿例糖尿病患者，中国是
全球20~79岁糖尿病最多的国家，拥有9800万糖尿病患者。DR在我国糖尿病患者人群中患病率为24.7%~37.5%。

致病因素
（1）代谢因素：糖尿病患者主要是胰岛素激素及细胞
代谢异常，引起眼组织，神经及血管微循环改变，造
成眼的营养和视功能的损坏。包括：毛细血管基底膜
增厚、组织缺氧、血流动力学改变。（2）遗传因素：
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糖尿病患者具有不同的遗传
基础。在免疫遗传学的观察中，不同类型HLA抗原与特
定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类型的发生率有密切的关系
。

早期症状
视网膜毛细血管的病变表现微动脉瘤、出血斑点、硬
性渗出、棉绒斑、静脉串珠状、视网膜内微讯管异常
（IRMA），以及黄斑水肿等。广泛缺血会引起视网膜
或视盘的新生血管、视网膜前出血、体积血及牵拉性
视网膜脱离。患者有严重的视力障碍。

体检筛查
（1）视力（2）眼压（3）前房角镜检查（4）裂隙灯
生物显微镜（5）眼底检查。我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
床诊疗指南（2014年）指出：1型糖尿病发生在40岁
以前，大多为青少年，发病年龄高峰14岁。推荐青春
期前或青春期诊断的1型糖尿病在青春期后开始检查眼
底，每年随诊。青春期后发病的患者一旦确诊即进行
视网膜病变筛查。2型糖尿病应在确诊时开始筛查眼底
病变，每年随诊一次。妊娠糖尿病应在妊娠前或妊娠
初期3个月开始筛查。

生活建议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严重性和视力下降的程度与血糖
水平控制情况以及患糖尿病时间的长短有关。患病时
间长短尤为重要，一般患糖尿病至少10年后才出现糖
尿病性视网膜病变。（1）良好的血糖、血压、血脂控
制可以阻止视网膜病变发生，减缓增生期病变进程。
（2）密切观察预防血糖及心血管事件风险。（3）吸
烟饮酒会增加DR发生率。（4）阿司匹林可能在PDR患
者发生玻璃体出血时延长玻璃体积血时间，建议DR患
者在心血管医师管理下依据心血管并发症决定是否需
要服用阿司匹林。（5）建议无DR的糖尿病患者每年
接受一次散瞳检查，DR的有效治疗依赖于及时的治疗
。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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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10 2.563

0.77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4398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77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2.0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96%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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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NS, INS-IGF2 rs689 A/A T/T

PHTF1 rs6679677 C/C C/C

NAA25 rs17696736 A/A A/A

CTLA4 rs231775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isand K, Uibo R. LADA and T1D in Estonian population - two different genetic risk profiles.[J].
Gene, 2012, 497(2):285-291.

[2] Mishra R, Chesi A, Cousminer D L, et al.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es loci to
the genetic etiology of adult-onset, non-insulin-requiring autoimmune diabetes.[J]. Bmc Medicine,
2017, 15(1):88.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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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LADA）是1型糖尿病的一种特殊类型，以胰岛β细胞呈缓慢性破坏为主，属于自身
免疫性疾病。1997年WHO对糖尿病进行分型时，将LADA归属于自身免疫性缓慢进展型T1DM。LADA患病率在类似
T2DM人群中约占10%，两倍于经典T1DM。我国在25个城市共46个中心联合进行LADA China多中心协作研究，发
现其中LADA阳性率6.2%，若以18岁为截点患病率6.1%，以30岁为截点患病率5.9%。在不同性别及民族亚族中，L
ADA患病率无显著差异。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地区患病率高于南方。

致病因素
目前认为，LADA是在遗传易感的基础上由环境因素触
发引起的胰岛β细胞功能进行性受损所致。（1）遗传
因素：LADA患者可同时存在1型和2型糖尿病的某些易
感基因。在中国人群中，HLA–DQ易感基因型频率呈现
由经典1型糖尿病、LADA向2型糖尿病的递减趋势，其
中最常见的易感基因单体型为DQA1*03–DQB1*0303
及DQA1*03–DQB1*0401。（2）免疫因素：主要表现
为血液循环中存在胰岛自身抗体，包括谷氨酸脱氢酶
抗体（GADA）、蛋白酪氨酸磷酸酶2抗体（1A–2A）
、胰岛素自身抗体（IAA）及锌转运体8抗体（ZnT8A
）等，其中GADA阳性最常见。LADA及经典1型糖尿病
均易伴自身免疫甲状腺疾病，包括Graves病、桥本甲
状腺炎和自身免疫甲状腺功能减退症。LADA可以作为
自身免疫多内分泌腺病综合征（APS）的一个组成成分
而存在，多为APSIII型。（3）代谢因素：中国人LADA
伴代谢综合征的比例更类似2型糖尿病。

早期症状
起病具有隐匿、迟发的特点，发病初期口服降糖药治
疗有效，在诊断后平均27（13~45）个月无需使用胰
岛素，这点又符合2型糖尿病的特点。因其临床表现介
乎于1型和2型糖尿病之间，又称“1.5型糖尿病”。

体检筛查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
尿病（LADA）诊疗的共识推荐在中国LADA患者中常规
筛查自身免疫甲状腺疾病。诊断依据：中华医学会糖
尿病学分会关于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LADA）
诊疗的共识推荐中国LADA的诊断标准（1）糖尿病患
者年龄≥18岁（如年龄小于18岁并具有（2）和（3）
者则诊断为LADY即青年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
（2）胰岛自身抗体阳性（GADA）为首先推荐检测的
抗体，联合IA–2A、IAA和ZnT8A可提高检出率。（3）
诊断糖尿病后至少6月不需要胰岛素治疗。若同时具备
上述3项，排除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后，
可诊断为LADA。

生活建议
（1）严格控制血糖，保护胰岛s细胞功能，减少急慢
性并发症的发生。（2）维生素D的早期使用呈现出胰
岛s细胞功能的保护作用。（3）避免使用磺脲类药物
。（4）合理饮食总原则：低盐低脂低胆固醇优质蛋白
饮食。热能供给根据病情、血糖、尿糖、年龄、性别
、身高、体重、劳动强度、活动量大小，及有无并发
症确定。这是需要专业人员计算出来的。凡含淀粉高
的食物，应减少主食的供给量。限制动物脂肪，适当
选择植物油。豆类最好和肉类混合食用；鱼类可保持
血管弹性及清洁血管内垃圾，能起到预防动脉粥样硬
化的作用，从而降低冠心病、中风的发生率。身边要
随时备着糖块或者巧克力、饼干之类的，一旦出现虚
汗、颤抖、无力、眩晕、心悸、饥饿感等症状，表示
你可能出现低血糖反映了低血糖的危害远大于高血糖
。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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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93 1.048

0.85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86689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5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3.361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0.1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6.3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48%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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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OD2 rs4880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Tian C, Fang S, Du X,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C47T polymorphism in SOD2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d diabetic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 meta-analysis[J]. Diabetologia, 2011, 54(4): 803-811.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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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是指糖尿病病人微动脉、毛细血管和微静脉的病变，特征是微血管基底膜增厚。此种微血管病变
常伴有微循环异常。病变范围非常广泛，尤以肾小球、眼底、神经、心肌、肌肉等的微血管为主，引起肾脏病变、
眼底病变、神经病变及心肌等病变，成为决定病人生存年限的主要因素，部分2型糖尿病病人在糖尿病症状出现前
已有微血管病变存在。2013年全球有3.82亿例糖尿病患者，中国是全球20~79岁糖尿病最多的国家，拥有9800万
糖尿病患者。

致病因素
（1）微血管壁的病变：微血管基底膜增厚是糖尿病性
微血管病变的一种较早表现。当糖尿病得到良好控制
时，病变可以改善。除高血糖外，生长激素的增多也
是一个引起基底膜增厚的重要因素。在基底膜增厚的
过程中，纤维素的沉积也越趋明显。（2）微血流紊乱
：微血管血流动力学改变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早期
变化。由于微血管通透性的增加，大分子蛋白质可经
做血管外渗和沉积于管壁，而早期严格控制血糖，则
可逆转血流紊乱。（3）微循环血液理化特性的改变：
当糖代谢紊乱时，红细胞聚集性增强，释放氧的功能
亦异常；血小板高粘附及抗凝血机制异常，使全血粘
度增高，血流缓慢及淤滞，造成管腔狭窄和微循环障
碍，均促进了微血管病变的发生。（4）遗传因素。

早期症状
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微血管内皮细胞增生。由此使
微血管形态发生扭曲、畸形、打结，加上细菌、内毒
素等对微血管的直接损伤，所以有微血管瘤形成。微
血管壁粗糙、管道狭窄、弹性减弱、血管扩张，再加
上其他代谢异常所致的血粘度升高、血流淤滞、血细
胞发生聚集，微血管周围可出现明显渗出、出血或微
血管壁脆性提高，所有这些都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
组成部分。

体检筛查
建议：（1）糖尿病并发症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减轻社会、家庭的经济负担。（2）眼底检
查：糖尿病眼部的并发症，主要与病程和血糖的控制
情况等有关。（3）肾病：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的金标
准是进行尿微量白蛋白的测定。（4）糖尿病心脏病需
要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心脏自主神经电生理检测。
进行血压、血脂的监测。（5）周围血管病：全身大血
管均可受累，下肢最为常见，可导致动脉狭窄、甚至
闭塞，严重者引起坏疽导致截肢(趾)。彩色超声多普勒
探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外周血管病变。（6）微循环异常
：糖尿病微血管病主要累及眼底、肾脏，也可以通过
对甲襞进行微循环检查。（7）糖尿病患者体检时还应
该进行口腔科体检。

生活建议
糖尿病性微血管病变是全身性的，故对机体易造成广
泛的危害，需要：（1）积极控制血糖是关键。可使糖
尿病病人肾脏病变和视网膜病变有一定程度的减缓和
控制。（2）抗氧化，预防微循环老化、硬化。（3）
促胶原蛋白生成，保持微血管弹性。在糖尿病的早期
，病情控制不好时，会出现微血管改变，代谢异常得
到纠正后即消失，呈可逆性。如病情长期控制不佳，
则会引起不可逆的病变。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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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胆固醇血症—内分泌及营养代谢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21 1.491

0.60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29255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60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4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7.6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2.39%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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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TSS rs11576175 G/G G/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ejin O, Guanghai W, Qiang L, et al.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cathepsin S were associated
with metabolic disorder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Gene, 2013, 526(2):385-389.

营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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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高胆固醇血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家族性的特征，患者本身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数
值异常超高，若为同合子患者时其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数值是正常人的4~6倍，通常LDL–C为500~1200mg
/dL，甚至超过700mg/dL，但甘油三酯正常；也易于生命早期罹患心血管疾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又称
家族性高β脂蛋白血症。临床特点是高胆固醇血症、特征性黄色瘤、早发心血管疾病家族史。FH是儿童期最常见的
遗传性高脂血症，也是脂质代谢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可导致各种危及生命的心血管疾病并发症出现，是冠状动脉
疾病的一种重要危险因素。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年初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调查报告》显示
，2012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40.40%，其中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4.9%。

致病因素
血液中包括胆固醇、磷脂、甘油三酯和脂肪酸等，均
是血液中的脂质物质。胆固醇和其他血浆脂质在血液
中是以和载脂蛋白形成复合物的形式存在，但脂肪酸
是与白蛋白结合的。引起血胆固醇升高的主要因素有
：（1）遗传因素：人体基因对血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取
决于胆固醇合成和清除的速度。每500个人中大约有一
个患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常常过早地发生冠心病。
即使你没有特异的高胆固醇的基因，基因对你的胆固
醇水平仍起作用。（2）环境因素：包括膳食，体质，
运动，年龄等。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入是升高血
胆固醇的主要原因，而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都主要来
源于动物食品。超重或肥胖均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的浓度。酒的摄入可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但是不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许多研究都证明长
时间的精神压力可引起血胆固醇的升高，另一方面，
有些人往往吃许多高脂肪食物来对付压力，这也是血
胆固醇升高的重要因素。

早期症状
本病最特征的临床表现为血LDL–C水平增高、黄色瘤、
角膜弓和早发性冠心病。纯合子的临床表现比杂合子
严重得多。FH患者的临床表现取决于其基因型，非遗
传因素也对其有影响。FH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关系比较
复杂，即使带有相同突变，甚至属于同一家族的个体
其临床表现差异也较大。（1）高脂血症杂合子血浆胆
固醇浓度通常是正常人的2~3倍，纯合子则较正常人高
6~8倍。但也有些杂合子患者LDL–C增高不明显。（2
）黄色瘤血浆LDL–C水平增高促使胆固醇在身体其他组
织沉着。沉积在肌腱者称肌腱黄色瘤，以跟腱和手部
伸肌腱多见，为FH的特有表现。（3）角膜弓：胆固醇
在角膜浸润则形成角膜弓。纯合子在10岁以前即可出
现，杂合子多在30岁后出现。（4）动脉粥样硬化：纯
合子FH多在10岁左右就出现冠心病的症状和体征，多
在30岁以前死于心血管疾病。（5）其他FH患者常出
现反复性的多关节炎和腱鞘炎，主要累及踝关节、膝
关节、腕关节和近端指间关节，抗炎药物不能抑制。

体检筛查
早期检出血脂异常，监测其血脂水平变化，是预防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重要措施。为了及时发现血
脂异常，建议：（1）20~40岁成年人至少每5年测量1
次血脂（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
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建议40岁以上男
性和绝经期后女性每年检测血脂；（3）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病患者及其高危人群，应每3~6个月测定1次
血脂。（4）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住院的患者，
应在入院时或入院24小时内检测血脂。血脂检查的重
点对象包括:（1）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病史者
。（2）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烟等多种心血管
病危险因素者。（3）有早发性心血管病家族史者（指
男性一级直系亲属在55岁前或女性一级直系亲属在65
岁前患缺血性心血管病），或有家族性高脂血症患者
。（4）皮肤或肌腱黄色瘤及跟腱增厚者。

生活建议
（1）合理膳食：膳食中影响血胆固醇的因素包括饱和
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总热量，其中最主
要的是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生长中的儿童每日卡路
里脂肪尽量小于30%。含水解纤维素饮食，水果、蔬
菜有益于降低血中胆固醇。（2）控制体重：减少体重
可减少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同时也可减少甘
油三酯的浓度。（3）运动：经常的体力活动可降低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的水平。（4）注意休息，缓解精神压力，少烟酒。（
5）有家族史的情况更应注意，提前采取保护措施，对
于儿童期的病患应多加防护尽早就医。当儿童的LDL–C
超过160mg/dl（正常小于110mg/dl）须要小心评估，
为了防止心血管疾病危险性，药物治疗是必须的。纯
合子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常因为基因缺损造成饮食
及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时，更需要进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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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438

2.20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73126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20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2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3.3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9.2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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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GSDMB rs7216389 C/C C/T

IL13 rs1295686 T/T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ao Y F, Luo Y M, Xiong W,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in ORMDL3, gene may contribute to the risk of
asthma: A meta-analysis[J]. Human Immunology, 2014, 75(9):960.

[2] Tang M F, Sy H Y, Kong A P, et al. Genetic effects of multiple asthma loci identified by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n asthma and spirometric indices[J]. Pediatr Allergy Immunol, 2016,
27(2):18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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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哮喘（Asthma）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这种慢性炎症与气道高反应性的发生和发展有关。哮喘的发病是遗
传和环境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临床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症状，常在夜间和（或
）清晨发作加剧，大多数患者可经药物治疗得到控制。《中国哮喘防治指南2016修订版》提到，目前中国的哮喘
人群约有3千万，14岁及以上人群的患病率为1.24%。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哮喘是一种具有复杂性状的，居多基
因遗传倾向的疾病。其特征为：外显不全、遗传异质
化、多基因遗传及协同作用。（2）环境因素：室内变
应原包括：屋螨、家中饲养宠物、蟑螂及真菌。室外
变应原：花粉与草粉。职业性变应原及药物及食物添
加剂等。大气污染、吸烟、呼吸道病毒感染、围生期
胎儿的环境及其他剧烈运动、气候转变及多种非特异
性刺激如：吸入冷空气、蒸馏水雾滴等。此外，精神
因素亦可诱发哮喘。

早期症状
哮喘表现为发作性咳嗽、胸闷及呼吸困难。部分患者
咳痰，多于发作趋于缓解时痰多，如无合并感染，常
为白黏痰，质韧，有时呈米粒状或黏液柱状。发作时
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个体差异很大，轻者仅有胸部
紧迫感，持续数分钟，重者极度呼吸困难，持续数周
或更长时间。症状的特点是可逆性，即经治疗后可在
较短时间内缓解。发作常有一定的诱发因素，不少患
者发作有明显的生物规律，每天凌晨2~6时发作或加重
，一般好发于春夏交接时或冬天，部分女性（约20%
）在月经前或期间哮喘发作或加重。要注意非典型哮
喘病人。有的病人常以发作性咳嗽作为唯一的症状，
临床上常易误诊为支气管炎；有的青少年病人则以运
动时出现胸闷，气紧为惟一的临床表现。

体检筛查
辅助检查包括：肺功能检查、痰嗜酸粒细胞或中性粒
细胞计数、呼出气NO(FeNO)浓度测定、变应原（即过
敏原）检查、胸部x线检查。诊断依据：2014全球哮喘
防治倡议（GINA）：（1）超过1个症状（喘息、气短
、胸闷和咳嗽），尤其在成人患者；（2）夜间或早晨
症状常常加重；（3）症状表现和强度随时间变化；（
4）症状是由病毒感染（感冒）、锻炼、接触过敏原、
天气变化、大笑或刺激物如汽车废气、烟雾或强烈气
味触发。

生活建议
（1）避免过敏或感染：有30%～40%的支气管哮喘者
可查出过敏原。尘螨、猫狗等动物的皮垢、霉菌、花
粉、牛奶、禽蛋、蚕丝、羽毛、飞蛾、棉絮、真菌等
都是重要的过敏原。如吸入烟、尘和植物油、汽油或
油漆等气味以及冷空气，可刺激支气管黏膜下的感觉
神经末梢，反射性地引起迷走神经兴奋和咳嗽，在气
道高反应的基础上导致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呼吸道感
染，尤其病毒感染更易引致小儿哮喘发作。（2）不要
过度劳累：突击性强烈的或长时间的体力劳动，紧张
的竞技性运动，均可诱发哮喘。情绪波动可以成为诱
因。诸如忧虑、悲伤、过度兴奋甚至大笑也会导致哮
喘发作。（3）预防环境：制药工业、化工企业中工作
的工人，对某些药物或原料过敏，医护人员对某些药
物过敏等。寒冷季节容易受凉而导致呼吸道感染，或
天气突然变化或气压降低，都可激发支气管哮喘发作
。

呼吸系统

396/564



慢性阻塞性肺病—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976

1.25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0.2976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25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8.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1.1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2.8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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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HRNA3 rs6495309 C/C C/C

SETD7,RAB33B rs17050782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uang D, Yang L, Liu Y, et al. Functional polymorphisms in NFκB1 / IκBα, predict risk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lung cancer in Chinese[J]. Plos One, 2012, 7(10):451-460.

[2] Ding Y, Yang D, Zhou L, et al. Variants in multiple genes polymorphism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COPD in the Chinese Li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pd, 2015, 10(1):1455-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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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是一种常见的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气流受限进行性发展，
与气道和肺脏对有毒颗粒或气体的慢性炎性反应增强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病具有气流阻塞特征，可进一步发展为肺
心病和呼吸衰竭的常见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和病死率很高，全球40岁
以上发病率已高达9%~10%。

致病因素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确切病因不清楚，一般认为与慢支
和阻塞性肺气肿发生有关的因素都可能参与慢性阻塞
性肺病的发病。已经发现的危险因素大致可以分为：
（1）环境因素：吸烟、粉尘和化学物质的吸入、空气
污染、呼吸道感染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可能
与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居室拥挤、营养较差）。（2
）遗传因素：遗传性抗胰蛋白酶α–1缺乏是最重要的基
因易感危险因素。（3）发育因素：在怀孕期、新生儿
期、婴儿期或儿童期由各种原因导致肺发育或生长不
良的个体更易患病。

早期症状
慢性咳嗽常为最早出现的症状，随病程发展可终生不
愈，常晨间咳嗽明显，夜间有阵咳或排痰。当气道严
重阻塞，通常仅有呼吸困难而不表现出咳嗽。咳痰一
般为白色黏液或浆液性泡沫痰，偶可带血丝，清晨排
痰较多。急性发作期痰量增多，可有脓性痰。气短或
呼吸困难慢性阻性肺疾病的主要症状，早期在劳力时
出现，后逐渐加重，以致在日常生活甚至休息时也感
到气短。但由于个体差异常，部分人可耐受。部分患
者特别是重度患者或急性加重时可能出现喘息和胸闷
的现象。

体检筛查
《2015年GOL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指南》指出，具有
以下特点的患者应该考虑COPD诊断：慢性咳嗽、咳痰
、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及有COPD危险因素的接触史
（即使无呼吸困难症状）。确诊需要肺功能检查，使
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小于70%可以确认存在不
可逆的气流受阻。根据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进行功
能分级。COPD肺功能分级：Ⅰ级（轻度）FEV1大于等
于80%预计值；Ⅱ级（中度）50%≤FEV1小于80%预
计值；Ⅲ级（重度）30%小于等于FEV1小于50%预计
值；Ⅳ级（极重度）FEV1小于30%预计值或FEV1小于5
0%预计值伴呼吸衰竭。

生活建议
戒烟对慢性肺阻塞的自然病程影响巨大。为预防或阻
止疾病进展，应早日戒烟，并防止吸入二手烟。除或
减少工作环境中多种有害物质的暴露能够。采取措施
降低或避免空气污染，在通风不良的地方，因烹饪和
取暖而燃烧生物燃料所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建议患
者留意当地发布的空气质量结果，依据自身疾病的严
重程度来避免剧烈的室外运动或在污染严重时期佩戴
口罩。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所有的慢性肺阻塞患者
都能从规律的体育锻炼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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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20 2.176

1.58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9370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8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5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5.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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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LR8/TLR8-AS1 rs3764880 A/A A/G

TLR8 rs3761624 A/A A/G

TLR2 rs5743708 G/G G/G

TLR6 rs5743810 A/A G/G

WT1,RCN1 rs2057178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un Q, Zhang Q, Xiao H, et al. Toll-like receptor polymorphisms and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al
Sciences], 2015, 35(2): 157-168.

[2] Chen C, Zhao Q, Hu Y, et al. A rare variant at 11p13 is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2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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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结核病（Tuberculosis）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结核菌可能侵入人体全身各种器官，但主要侵犯肺
脏，称为肺结核病。结核病是青年人容易发生的一种慢性和缓发的传染病。潜伏期4~8周。其中80%发生在肺部，
其他部位（颈淋巴、脑膜、腹膜、肠、皮肤、骨骼）也可继发感染。人与人之间呼吸道传播是本病传染的主要方式
。传染源是接触排菌的肺结核患者。随着环境污染和艾滋病的传播，结核病发病率越发强烈。除少数发病急促外，
临床上多呈慢性过程。常有低热、乏力等全身症状和咳嗽、咯血等呼吸系统表现。目前，全球已有20亿人感染结
核菌，活动性结核患者数达1500万，每年新发结核患者达800~1000万，有180万人因结核病死亡。据WHO2008年
全球结核病控制报告估计，2006年我国结核病发病人数为131万，占全球的14.3％，位居全球第二位。 

致病因素
（1）原发因素：当人体抵抗力降低时，经呼吸道或消
化道初次侵入人体的结核菌，常在肺部或肠壁形成原
发病灶。当机体抵抗力降低时，大量结核菌一次或在
极短时间内多次侵入血循环而引起，此时，由于机体
变态反应增高，可致血管通透性增强。（2）继发因素
：指原发感染过程中肺内遗留下的潜在性病灶重新复
燃或结核杆菌再次感染所引起的。

早期症状
侵入不同部位表现不一。（1）肺结核早期或轻度肺结
核，可无任何症状或症状轻微而被忽视，若病变处于
活动进展阶段时，可出现以下症状：多在午后体温升
高，一般为37~38℃之间，患者常伴有全身乏力或消瘦
，夜间盗汗，女性可导致月经不调或停经。咳嗽、咳
痰是肺结核最常见的早期症状，痰内带血丝或小血块
。（2）胃部结核临床表现很不一致，有些无症状或很
轻微，有些类似慢性胃炎、胃癌、多数似溃疡病，患
者有上腹部不适或疼痛，常伴有反酸嗳气，腹痛与进
食无关。幽门梗阻所表现的呕吐多以下午、晚间为重
，呕吐物为所进之食物，不含胆汁，潜血可为阴性，
呕吐后腹胀减轻。（3）肝结核最常见的症状为发热和
乏力。其他症状有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胀、腹
泻。发热多在午后，有时伴畏寒和夜间盗汗；有低热
者也有弛张型者，高热可达39~41℃。身患结核病者可
长期反复发热。（4）肠结核临床表现在早期多不明显
，多数起病缓慢，病程较长，如与肠外结核并存，其
临床表现可被遮盖而被忽略。

体检筛查
包括：（1）涂片检测；（2）X线检查；（3）结核菌
素试验；（4）淋巴细胞培养+γ干扰素释放试验；（5
）分子生物学方法PCR–TB。诊断依据：肺结核的诊断
是以细菌学实验室检查为主，结合胸部影像学、流行
病学和临床表现、必要的辅助检查及鉴别诊断，进行
综合分析作出的。咳嗽、咳痰大于等于2周或咯血是发
现和诊断肺结核的重要线索。痰涂片显微镜检查是发
现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最主要的方法。

生活建议
（1）结核菌感染主要通过呼吸道吸入，因此，控制空
气的污染是防止结核病的关键。（2）定期的肺部健康
检查可以发现早期病例，以便及时治疗，防止播散。
（3）卡介苗是牛型结核菌在特种（含牛胆汁）培养基
中多代移种后，成对人体无害而能产生免疫力的活菌
苗。（4）要完全配合医生，坚持规则全程使用抗结核
药，如自行停药，则将造成复治难治，甚至导致长期
慢性排菌而丧失了痊愈的机会个别病人在服用抗结核
药物后，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不良反应时，一旦出现
要及时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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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6 1.871

0.5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52823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5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8.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9.0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5.2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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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11orf30 or LRRC32 rs2155219 G/G G/T

HLA region rs7775228 T/T T/T

TSLP rs1898671 C/C C/C

CTLA4,ICOS rs11571302 G/G G/G

MS4A2 rs512555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Amo G, Garciamenaya J, Campo P, et al. A Nonsynonymous FCER1B SNP i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Developing Allergic Rhinitis and with IgE Levels[J]. Sci Rep, 2016, 6:19724.

[2] Ramasamy A, Curjuric I, Coin L J, et al. A genome-wide meta-analysis of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allergic rhinitis and grass sensitiz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birth order.[J].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1, 128(5):996-1005.

[3] Ke X, Song S, Wang X, et al. Associations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PTPN22 and Ctla4
genes with the risk of allergic rhiniti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Human Immunology, 2017,
78(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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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过敏性性鼻炎是种吸入外界过敏性抗原而引起以鼻痒打嚏流清涕等为主要症状的疾病。又称变应性鼻炎，为机体对
某些变应原（亦称过敏原）敏感性增高而发生在鼻腔粘膜的变态反应，也是呼吸道变态反应常见的表现形式，有时
和支气管哮喘同时存在。由于过敏原呈季节性的增减或持续存在本病的发病呈季节性或常年性患者，与吸入性哮喘
样往往有明显的遗传过敏体质。在疾病发作时尚可伴有眼结膜上腭及外耳道等处的发痒。过敏性鼻炎在世界范围内
的平均发病率10%~20%。我国针对中心城市人群的初步研究表明，平均患病率约为11.1%，不同地区间差异很大
，广东省由于气候湿热，植物多，花粉多，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尤其高。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有变态反应家族史者易患此病。患者
家庭多有哮喘、荨麻疹或药物过敏史。以往称此患者
为特应性个体，其体内产生IgE抗体的能力高于正常人
。但近年有作者发现，孪生与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无
显著差异。（2）易感因素：鼻粘膜易感性的产生源于
抗原物质的经常刺激，但其易感程度则视鼻粘膜组织
中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的数量和释放化学介质的
能力。现已证实，变应性鼻为炎患者鼻粘膜中上述细
胞数量不仅高于正常人，且有较强释放化学介质的能
力。（3）免疫因素：刺激机体产生IgE抗体的抗原物
质称为变应原。该变应原物质再次进入鼻粘膜便与相
应的IgE结合而引起变态反应。引起本病的变应原按其
进入人体的方式分为吸入性和食物性两大类：花粉、
真菌、屋尘螨、动物皮屑、羽毛及室内尘土；食物。
（4）环境因素：接触物如化妆品、汽油、油漆、酒精
等。

早期症状
变应性鼻炎的典型症状主要是阵发性喷嚏、清水样鼻
涕、鼻塞和鼻痒。部分伴有嗅觉减退。（1）喷嚏：每
天数次阵发性发作，每次多于3个，多在晨起或者夜晚
或接触过敏原后立刻发作。（2）清涕：大量清水样鼻
涕，有时可不自觉从鼻孔滴下。（3）鼻塞：间歇或持
续，单侧或双侧，轻重程度不一。（4）鼻痒：大多数
患者鼻内发痒，花粉症患者可伴眼痒、耳痒和咽痒。

体检筛查
检查：（1）体征：鼻黏膜苍白、双下甲水肿，总鼻道
及鼻底可见清涕或黏涕。（2）皮肤点刺试验：使用标
准化变应原试剂，在前臂掌侧皮肤点刺，20分钟后观
察结果。按相应的标准化变应原试剂说明书判定结果
。皮肤点刺试验应在停用抗组胺药物至少7天后进行。
（3）血清特异性IgE检测：抽患者静脉血，做免疫学
检测，不受药物及皮肤状态的影响。确诊变应性鼻炎
的过敏原，需要临床表现病史、皮肤点刺试，血清特
异性IgE检测结果综合考虑。（4）鼻激发试验：是变
应性鼻炎诊断金标准，但具有风险，临床不作为常规
方法。临床症状喷嚏、清水样涕、鼻塞、鼻痒等症状
出现2项以上（含2项），每天症状持续或累计在1小时
以上。可伴有眼痒、结膜充血等眼部症状。

生活建议
过敏性鼻炎的最根本保健措施是了解引起自己过敏性
的物质，即过敏原，并尽量避免它。（1）在春季外出
佩戴口罩，回家后清洗鼻腔，平时多对鼻子五官进行
轻柔按摩。（2）注意环境清洁卫生，家里的床单、被
套、枕套、地毯、窗帘等要经常换洗，避免尘螨引起
过敏。（3）千万不要自行乱吃药，或用什么喷鼻子的
东西。用某些药物的确会使鼻子在一段时间内很舒服
，但是很容易复发。因为鼻炎有很多种类型，不对症
下药随便吃药很容易伤及肝脏，降低身体的免疫力，
恶性循环会令鼻炎更加严重。（4）注意饮食习惯。鼻
炎一般伴随有咽喉炎，所以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少抽烟、少饮酒。（5）坚持适量运动，提高自身免
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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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325 2.318

1.65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9767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65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5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5.3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3.9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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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ISH rs414171 A/A A/T

CISH rs2239751 T/T T/G

TLR9 rs352139 T/T T/C

CTAGE1,RBBP8 rs4331426 G/G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i L D, Xu W N, Chai P F, et al. Polymorphisms in the CISH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tuberculosis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Infection Genetics & Evolution, 2014, 28:240-244.

[2] Zhao L, Liu K, Kong X, et al. Association of polymorphisms in toll-like receptors 4 and 9 with risk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 meta-analysis.[J].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Research, 2015, 21:1097-1106.

[3] Wang X, Tang N L, Leung C C, et al. Association of polymorphisms in the Chr18q11.2 locus with
tuberculosis in Chinese population.[J]. Human Genetics, 2013, 132(6):69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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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人体肺部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是结核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典型肺结核起病缓渐，
病程经过较长。2014年WHO年报估算全球共有900万结核病新发病例，其中中国（98万）占全球发病数的11%，
是报告中发病数居前六位的国家。估算中国结核病死亡率为3/10万，死亡数为4.1万。全球男性的发病数约占60%
，儿童和妇女的发病数分别为55万（6%）和330万（37%）。结核病可以通过六个月抗生素疗程得到治疗。

致病因素
（1）感染因素：结核菌属于放线菌目，分枝杆菌科的
分枝杆菌属，为有致病力的耐酸菌。对人有致病性者
主要是人型菌（90%），牛型及非洲型少有感染。此
病通过活动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咽喉和肺部产生的飞沫
在人际传播。（2）免疫因素：在健康人身上，结核分
枝杆菌感染通常不引发症状，免疫系统会发挥作用阻
挡细菌。结核菌感染者在一生中因结核病而病倒的危
险为10%。但是，像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营养不良或
糖尿病等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或者烟草使用者，他们
的患病风险会高出很多。

早期症状
肺结核的全身症状有发热、乏力、消瘦、盗汗等。呼
吸系统症状则包括咳嗽、咳痰、咯血、胸痛、呼吸困
难。但多数患者常无明显症状，经X线检查时才被发现
。

体检筛查
包括：白细胞计数、痰结核菌、结核菌素试验、特异
性抗体测定、胸腔积液检查、影像学检查。

生活建议
（1）控制传染源及时发现并治疗，养成不随地吐痰的
良好卫生习惯。（2）切断传播途径：注意开窗通风，
对结核病患者的痰和使用物品要焚烧或药物消毒。（3
）保护易感人群:要定时对青少年进行体格检查，做到
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除此之外，还要按时给婴
幼儿接种卡介苗，以使肌体产生免疫力，减少结核病
的发生。发现有低热、盗汗、干咳嗽、痰中带血、乏
力、饮食减少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检查，注意锻炼身
体，提高自身抵抗力。只要发现及时，治疗彻底，结
核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4）防止食物过敏：结核病
人需要高蛋白、高糖、高脂肪等营养丰富的食物。但
据报道，结核病人特别是服异烟肼、利福平等抗结核
药物时，常会引起食物中毒或食物过敏，常见的有：
茄子，牛奶，鱼类。（5）烟草的使用大大增加了感染
结核病和因病死亡的风险。全世界20%以上的结核病
病例归咎于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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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肺—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947 1.811

0.94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06438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4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2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7.4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2.5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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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LTA rs1800629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in Y W, Wu Z G, Sun Q Q,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gene -238 G/A
and -308 G/A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pneumoconiosis: update of a meta-analysis.[J]. Current
Medical Research & Opinion, 2013, 29(11):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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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石棉肺（Asbestosis）是长期吸入石棉粉尘引起的慢性、进行性、弥漫性、不可逆肺间质纤维化、胸膜斑形成和胸
膜肥厚，严重损害患者的肺功能，并可使肺、胸膜恶性肿瘤的发生率显著增高。中国石棉肺患者全死因分析表明死
于肺癌约25%，死于胸式腹膜间皮瘤约7%~10%，死于消化道癌约8%~9%。我国报道的石棉肺发病工龄平均为22.0
7年，中国石棉厂石棉肺累积患病率平均为12.5%。

致病因素
石棉为一组含纤维素及不同浓度镁、铁、铝、钙及钠
的硅酸盐结合体，接触石棉主要引起四类肺部疾病，
即石棉肺、胸膜斑和胸膜钙化、肺癌和间皮瘤。由于
石棉纤维沉积于呼吸细支气管和肺泡壁所致。石棉纤
维的致病力与其吸入的数量、纤维大小、形状及溶解
度有关。早期吸入的石棉纤维多停留在呼吸细支气管
，仅部分抵达肺泡，穿过肺泡壁进入肺间质被巨噬细
胞吞噬，并释放致炎因子和致纤维化因子，引起肺间
质炎症和广泛纤维化。石棉纤维可直接刺激纤维母细
胞合成并分泌胶原，形成纤维化。此外，石棉对肺组
织中的巨噬细胞、肺泡上皮细胞、间皮细胞均有毒性
作用，导致肺、胸膜的纤维化。

早期症状
石棉肺早期可无症状及X线改变，仅有活动后气短，患
者起病多隐匿，症状出现多在接尘7~10年以上，但少
数也有仅在接尘后1年左右而出现症状者。石棉肺典型
症状为缓慢出现、逐渐加重的呼吸困难，早期以劳力
性为主，严重程度与接触粉尘时间和浓度有关。一般
为干咳，严重吸烟者咳嗽往往较重，且伴有黏液痰。
胸痛往往较轻，常为背部或胸骨后钝痛，咯血较少见
，如合并肿瘤可发生咯血，合并感染时始有发热、咳
脓痰。早期体格检查常无异常发现，有时两下肺可听
到捻发音，或有干、湿性罗音，偶有胸膜摩擦音。晚
期患者可有杵状指(趾)，可见于75%的患者，可有发绀
、肺心病体征。石棉纤维刺入皮肤可发生石棉疣或鸡
眼，见于手指屈侧、手掌及足底。

体检筛查
实验室检查：（1）痰液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可查到
石棉小体，为石棉接触史的证据。血清类风湿因子阳
性。抗核抗体阳性，胸腔积液为无菌浆液性或浆液血
性渗出液。（2）肺功能检查。（3）影像学检查：X射
线、CT扫描。诊断依据：主要依靠石棉尘接触史与胸
部X线表现。（1）长期石棉接触史，如矿工、加工厂
工人、石棉厂周围人群等。（2）胸部X线检查：诊断
标准与分期参见矽肺附录。当肺部改变为“0+”时，若
两侧胸壁局限性胸膜斑，可定为“Ⅰ”；如肺部病变为“
Ⅰ”，而胸膜改变涉及部分心缘膈面，使其变模糊时，
可定为“Ⅱ”；若肺内阴影未达到“Ⅲ”的标准，但胸膜改
变累及心缘，呈“蓬发心”，可定为“Ⅲ”。

生活建议
（1）降低石棉粉尘浓度是防止车间和工地发生尘肺的
基础。密闭机器装置，配备通气除尘设备，并注意防
止因通风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在和其他产品相混合和
进行纺织时应事先将纤维湿化，能有效降低粉尘的产
生。工人上下班应更换衣服并进行清洗。禁止穿着工
作服离开工作场所及防止污染家庭环境。采用少毒物
质替代石棉等。（2）个人佩戴有效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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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工尘肺—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115 4.230

1.56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156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6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8.9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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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DZRN4 rs117626015 T/T T/C

CPSF6,CPM rs73329476 C/C C/C

MMP3 rs522616 T/T T/C

LAMB1 rs4320486 C/C 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Xiaoming J, Lijuan W, Baiqun W, et al. Associations of MMP1, MMP2 and MMP3 Genes
Polymorphism with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Public Health, 2015, 12(11):13901-13912.

[2] Chu M, Ji X, Chen W,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susceptibility loci of silica-
related pneumoconiosis in Han Chinese.[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4, 23(23):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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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煤工尘肺系指煤矿工人长期吸入生产环境中粉尘所引起的肺部病变的总称。包括采煤和造煤工人吸入纯煤粉尘所致
的煤肺，约占10%；岩石掘进工吸入矽尘所引起的矽肺，约占10%以下；以及吸入煤尘和矽尘等混合性粉尘所引起
的煤矽肺，主要发生在既掘进又采煤的混合工种中，约占80%以上。煤矿中以煤矽肺最为多见，煤工尘肺主要发生
在地下开采工中，露天煤矿开采工中患病率很低。大量接触煤粉的其他作业工人如码头卸煤工、煤球制作工中也可
发生煤肺。截止2012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发病72.7万人，死亡15万人，煤炭行业约占全国尘肺病人51%。

致病因素
（1）环境因素：生产性环境中很少有单纯煤尘存在，
通常是多种粉尘存在，考虑混合粉尘会有联合作用。
煤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越高，发病时间越短，病变
越严重。煤工尘肺发生发及病变程度与肺内粉尘蓄积
量有关，蓄积量主要取决于粉尘的浓度、分散度、接
尘时间和防护措施。粉尘浓度越高、分散度越大、接
尘工龄越长、防护措施差，吸入并蓄积在肺内的粉尘
量越大，越易发生尘肺，病情越严重。（2）个体因素
：和健康状况对煤工尘肺发生也起一定作用，特别是
类风湿尘肺，是煤矿工人特有的尘肺的表现。

早期症状
（1）早期煤工尘肺病人多半没有临床症状，随着病人
年龄的增长及尘肺病变的进展，逐渐出现呼吸道的症
状，诸如咳嗽、咳痰、胸闷、气短等。少数病人可能
因上呼吸道受粉尘刺激，出现鼻腔干燥、鼻毛减少所
形成的干燥性鼻炎。如病人有严重肺气肿，胸部叩诊
可出现过清音，严重者可看到桶状胸、杆状指等。（2
）晚期煤工尘肺病人的咳嗽、咳痰症状较多．症状程
度亦较重，咳出的多半是黑色粘液状痰，有肺部感染
时，上述症状明显加重，甚至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和
活动。可出现端坐呼吸、不能干卧。胸部听诊有时可
听到呼吸音粗糙，并发呼吸道感染时可听到湿哆音及
哮鸣音。重症病例由于广泛肺纤维化及肺气肿，肺换
气面积明显减少，肺循环障碍，可发生肺心病，最后
导致心、肺功能衰竭。

体检筛查
体检：（1）肺功能检查。（2）X线检查。《职业性尘
肺防治指南》指出2009年7月，卫生部发布新版《尘肺
病诊断标准》，粉尘作业人员健康检查发现X射线胸片
有不能确定的尘肺样影响学改变，其性质和程度需要
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动态观察：（1）一期尘肺是指有总
体密集度1级的小阴影，分布范围至少达到2个肺区。
（2）二期尘肺是指有总体密集度2级的小阴影，分布
范围超过4个肺区或有总体密集度3级的小阴影，分布
范围达到4个肺区。（3）三期尘肺是指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有大阴影出现，其长径不小于20毫米，短径不
小于10毫米，总体密集度3级的小阴影，分布范围超过
4个肺区，并有大小阴影聚集。

生活建议
（1）煤工尘肺发展缓慢，一般不影响寿命，主要控制
并发症及合并症；对于部分病人，肺间质纤维化重，
特别合并类风湿肺者，发生肺气肿早，肺大泡形成早
，明显影响寿命。要控制煤工尘肺，关键在预防。（2
）就业前体格检查，包括X线胸片。凡有活动性肺内外
结核、各种呼吸道疾患者，都不宜从事粉尘作业工作
。（3）煤工尘肺病人应当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量，应
当适当增加维生素C、A的摄入量，维生素C有抗氧化
等作用，维生素A能维持上皮细胞组织，特别是呼吸道
上皮组织的健康。禁烟酒，忌食辛辣刺激食物，避免
过度劳累。（4）煤工尘肺是一种进展性疾病，一经发
生，即使脱离煤尘作业，仍可继续发展。中、晚期可
并发肺结核、自发性气胸与肺心病等，此间患者肺功
能和免疫功能低下，应加强护理，在秋、冬季极易诱
发肺、支气管感染，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尘肺病是
不能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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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窦炎—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22 1.982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8.7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8.7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0.8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6.1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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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L1A rs17561 C/C C/C

IL1A rs2856838 G/G G/G

IL1A rs2048874 C/C C/C

IL1A rs1800587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Mfuna E L, Cormier C, Bosse Y, et al. Association of IL1A, IL1B, and TNF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and without nasal polyposis: A replication study.[J].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0, 136(2):18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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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鼻窦炎是鼻窦的慢性化脓性炎症。较急性者多见，常为多个鼻窦同时受累。慢性鼻窦炎影响病患的生活质量，
加重患者的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者有引起颅眼肺并发症的可能，导致视力改变，甚至感染加重而死亡。在药物、
手术治疗下大多数慢性鼻窦炎患者可以治愈，少数伴过敏、哮喘、阿司匹林不耐受等特异体质的患者，疾病常反复
发作。2014年吉林大学在《慢性鼻窦炎发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在1500份合格调查问卷中筛查出慢性鼻窦炎患者1
48例，长春市城市居民整体患病率为9.87%，男女发病率无差异。

致病因素
（1）生理疾病因素：一个是鼻腔内的阻塞性疾病，如
鼻息肉、鼻甲肥大、鼻腔结石、鼻中隔偏曲、鼻腔肿
瘤、鼻腔填塞等阻碍鼻腔鼻窦通气引流，是本病的重
要病因。还有一个是对急性鼻窦炎治疗不当，或对其
未予彻底治疗以致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使之转为慢
性。再有由于各个鼻窦特殊的或异常的解剖构造，不
利于通气引流，亦为不可忽略的自身因素。（2）环境
因素：首先，某些毒力较强的致病菌，如患猩红热时
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其所致的急性鼻窦炎，极易转
为慢性。其次，因上列磨牙的牙根与上颌窦底部毗邻
，若牙疾未获根治，易成为牙源性慢性上颌窦炎。再
有，如外伤骨折、异物存留或血块感染等，导致慢性
鼻窦炎。各种慢性疾病、营养不良、疲劳过度而导致
的机体抵抗力低下。还有各种变应性因素及支气管扩
张所诱发的病因。

早期症状
关注好发群体：所有人群均易发生，低龄、年老体弱
者更多见。（1）局部症状①脓涕：鼻涕多为脓性或黏
脓性，黄色或黄绿色，可倒流向咽部，单侧有臭味者
，多见于牙源性上颌窦炎或真菌感染。②鼻塞：轻重
不等，多因鼻黏膜充血肿胀和分泌物增多所致。③嗅
觉障碍：鼻塞和炎症反应可导致嗅觉障碍。④头痛：
慢性鼻窦炎一般无明显局部疼痛或头痛。如有头痛，
常表现为钝痛或头部沉重感，白天重，夜间轻。患牙
源性上颌窦炎时，常伴有同侧上列牙痛。⑤其他：常
伴有慢性咽炎症状，如痰多、异物感或咽干痛等。也
可有耳鸣、耳聋等症状。（2）其他症状眼部有压迫感
，亦可引起视力障碍，但少见。头部沉重压迫感，或
仅有钝痛或闷胀痛。（3）全身症状较轻缓或不明显，
一般可有头昏、易倦、精神抑郁、萎靡不振、失眠、
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降低等症状。
极少数病例若已成为病灶者，可有持续低热。

体检筛查
需要鼻腔检查和辅助检查。辅助检查包括：（1）鼻内
镜检查。（2）X线鼻窦摄片：对诊断不明确或怀疑有
其他病变者，可协助诊断。（3）牙的检查。（4）鼻
窦CT诊断：鼻窦CT有助于明确病变范围，有助于明确
局部骨质变化情况，有助于与鼻腔肿瘤相鉴别。CT由
于其较高的分辨率，观察病变较为细致和全面，是目
前诊断慢性鼻窦炎的良好指标。（5）鼻窦MRI。 

生活建议
（1）预防：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预防感冒。积
极治疗急性鼻炎（感冒）和牙病，及时、彻底治疗鼻
腔的急性炎症和矫正鼻腔解剖畸形，治疗慢性鼻炎和
鼻中隔偏曲。患急性鼻炎时，不宜乘坐飞机。（2）注
意事项：在秋冬季或感冒流行期间，外出应该戴口罩
，应该避免公众集会，尽量少去公共场所，对发病者
要做好隔离工作，对污染的室内可用白醋熏蒸进行空
气消毒。鼻窦炎日常生活注意事项应避免过度疲劳、
睡眠不足、受凉、吸烟、饮酒等，因为这些因素能使
人体抵抗力下降，造成鼻黏膜调节功能变差，病毒乘
虚而入而导致发病。保持室内空气的湿度，或使用空
气过滤器，不要让鼻子太干燥，及时更换、清洗寝具
，防止螨虫及其分泌物诱发变应性鼻炎。鼻窦炎久治
不愈时应向医生咨询手术治疗的必要性，若接受手术
务必遵医嘱按时复查，避免手术复查不及时引起的手
术失败和疾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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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纤维化—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90 2.717

0.50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432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50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28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9.5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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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OLLIP rs5743890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Noth I, Zhang Y, Ma S F, et al.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susceptibility and mortality: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J].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2013,
1(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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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肺纤维化（Pulmonaryfibrosis）是以成纤维细胞增殖及大量细胞外基质聚集并伴炎症损伤、组织结构破坏为特征
的一大类肺疾病的终末期改变，也就是正常的肺泡组织被损坏后经过异常修复导致结构异常（疤痕形成）。肺纤维
化严重影响人体呼吸功能，表现为干咳、进行性呼吸困难（自觉气不够用），且随着病情和肺部损伤的加重，患者
呼吸功能不断恶化。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诊断后的平均生存期仅2.8年，死亡率高于大多数
肿瘤，肺纤维化多在40~50岁发病，男性多发于女性。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的全球发病率0.22~93.7/10万人。

致病因素
（1）环境因素：多种原因引起肺脏损伤时，间质会分
泌胶原蛋白进行修补，如果过度修复，即成纤维细胞
过度增殖和细胞外基质大量聚集，就会形成肺纤维化
。如：风湿免疫慢性病、药物相关性疾病、药物相关
性疾病、原发性疾病手术等。（2）遗传因素：家族性
特发性肺间质纤维、神经纤维瘤病。

早期症状
呼吸困难是肺纤维化最常见症状。轻度肺纤维化时，
呼吸困难常在剧烈活动时出现，因此常常被忽视或误
诊为其他疾病。当肺纤维化进展时，在静息时也发生
呼吸困难，严重的肺纤维化患者可出现进行性呼吸困
难。其他症状有干咳、乏力。部分患者有杵状指和发
绀。肺组织纤维化的严重后果，导致正常肺组织结构
改变，功能丧失。当大量没有气体交换功能的纤维化
组织代替肺泡，导致氧不能进入血液。患者呼吸不畅
，缺氧、酸中毒、丧失劳动力，严重者最后可致死亡
。

体检筛查
（1）进行性气急、于咳、肺部湿罗音或捻发音。（2
）X线检查：早期呈毛玻璃状，典型改变弥漫性线条状
、结节状、云絮样、网状阴影、肺容积缩小。（3）实
验室检查：可见ESR、LDH增高，一般无特殊意义。（
4）肺功能检查：可见肺容量减少、弥散功能降低和低
氧血症。（5）肺组织活检提供病理学依据。

生活建议
（1）多饮水，要鼓励肺纤维化患者多饮水，纠正或防
止失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伴有心衰的患者饮水
要适量。因为重度肺纤维化患者因张口呼吸，饮食少
、出汗多，常失水，痰液黏稠不易咯出，及时补充水
分、增加液体摄入量。患者不能饮食时，可用静脉补
液。（2）少吃刺激性、辛辣、煎炸、油腻食物：饮食
要清淡，肥胖患者，控制脂肪的供给量。（3）供给多
种维生素、优质蛋白及碳水化合物饮食如：糙米、蛋
类、荞麦面、玉米面、蔬菜和水果等，碳酸饮料除外
。（4）重度肺纤维化的患者可给予半流食或软食：既
可防止食物反流，又有利于消化吸收。可以减轻呼吸
急迫所引起的咀嚼和吞咽困难。避免由饮食不慎而导
致咳、喘加重。（5）禁忌烟酒、喝酒和过咸的食物：
多数伴有气道高反应状态肺纤维化患者，通过过咸食
物、烟和酒的刺激，会加重气喘、咳嗽等症状，容易
引发支气管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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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肺水肿—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1 9.228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1.2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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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GC34796 rs10789097 C/C G/G

ACSL3,MOGAT1 rs6715605 G/G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i X, Jin T, Zhang M,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high-altitude pulmonary edema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Oncotarget, 2017, 8(19):31568-31580.

[2] 杨应忠, 王亚平, 马兰,等. 中国汉族高原肺水肿易感基因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J]. 遗传, 2013,
35(11):1291-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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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高原肺水肿是指近期抵达高原（一般指海拔3000米以上），出现静息时呼吸困难、胸闷、胸部压塞感、咳嗽、咳
白色或粉红色泡沫痰，患者感全身乏力或活动能力减低。海拔3000米以下也可出现高原肺水肿。据统计，青年人
的发病高于老年人，男性高于女性，高原世居者似乎少见。海拔高度、上山速度与高原肺水肿的发生呈正比，发病
最低海拔高度国外报告为2600m，国内为2260m。Hultgren在秘鲁（3730m）调查的总发病率为3.4%，其中青年
人为6%，老年人为0.4%。国内报告成人最高发生率为9.9%、最低为0.15%。

致病因素
高原肺水肿的发病机制尚未清楚，很难以单一机制来
解释其发病。（1）环境因素：初次进入高原，或回到
平原居住一段时间后重返高原，或从高原至另一更高
处；发病地区的海拔高度；从进入高原到发病经历的
时间。（2）遗传因素：个体因素包括登高速度过急、
体力活动过大、寒冷或气候改变、饥饿、疲劳、失眠
、晕车、情绪紧张、上呼吸道感染等。Hanaoka（199
8）等发现，高原肺水肿易感者与正常人相比，人类白
细胞抗原（HLA）出现率明显增高。

早期症状
发病多见于海拔3000m以上地区。初次进入或重返高
原者，在进入高原1~7天内起病，乘飞机进入高原者多
在3天内发病。症状有头痛、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咯
白色或粉红色泡沫痰，检查见发绀或面色土灰、肺部
有大、中型湿罗音及痰鸣音等。

体检筛查
（1）肺部X线：表现比临床体征出现早，诊断价值较
大。肺野透光度减弱并有散在性片状或絮状模糊阴影
，近肺门处更显著可形成蝶翼状；病变可呈局限性或
两侧肺野不对称；重者絮影浓度高、范围广、融合成
棉团状。（2）实验室检查：可根据病情做血、尿常规
，血电解质及血气分析，肝、肾功能，心电图及其他
检查。诊断依据：（1）进入海拔较高或高原地区发病
。（2）其症状与海拔高度、攀登速度及有无适应明显
相关。（3）氧疗或易地治疗明显有效。（4）进入高
原前无类似症状发作。根据病史、症状、体征、实验
室检查可以作出诊断。但应与支气管哮喘及其他原因
引起的肺水肿鉴别如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引起的心源性
肺水肿，肺部感染引起的肺水肿，及其他物理、化学
因子引起的渗透性肺水肿等。

生活建议
（1）进入高原前多了解高原的气候特点，了解有关高
原病的知识，消除对高原环境的恐惧心理。做严格的
健康检查。（2）患过高原肺水肿的患者容易再次发病
，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药物预防。（3）目前认为除了
对低氧特别易感者外，阶梯式上山是预防急性高原病
的最稳妥、最安全的方法。到达高原后，头两天避免
饮酒和服用镇静催眠药，不要作重体力活动，但轻度
活动可促使习服。避免寒冷，注意保温，主张多用高
碳水化合物饮食。上山前使用乙酰唑胺，地塞米松，
刺五加，复方党参，舒必利等药对预防和减轻急性高
原病的症状可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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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呼吸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784 1.390

0.98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3.76070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8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3.8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1.0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6.4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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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TLA4 rs231775 A/A A/G

CTLA4 rs231725 G/G G/A

CD151 rs34391416 G/G G/G

CTLA4 rs3087243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u G, Agusti A, Gulsvik A, et al. CTLA4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bronchitis.[J].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09, 34(3):598-604.

[2] Jin H L, Cho M H, Hersh C P, et al. Genetic susceptibility for chronic bronchitis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Respiratory Research, 2014, 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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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支气管炎是由于感染或非感染因素引起气管、支气管粘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其病理特点是支
气管腺体增生、粘液分泌增多。临床出现有连续两年以上，每持续三个月以上的咳嗽、咳痰或气喘等症状。早期症
状轻微，多在冬季发作，春暖后缓解；晚期炎症加重，症状长年存在，不分季节。疾病进展又可并发阻塞性肺气肿
、肺源性心脏病，严重影响劳动和健康。根据中国70年代全国6千多万人的普查，患病率为3.82%。随着年龄增长
，患病率递增，50岁以上的患病率高达15%或更多。本病流行与吸烟、地区和环境卫生等有密切关系。吸烟者患
病率远高于不吸烟者。北方气候寒冷患病率高于南方。工矿地区大气污染严重，患病率高于一般城市。

致病因素
（1）感染因素：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发生发展的重要
因素，主要为病毒和细菌感染，鼻病毒、粘液病毒、
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为多见。以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球菌、甲型链球菌及奈瑟球菌四种为最多见。感
染虽与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有密切关系，但目前尚无
足够证据说明为其首发病因。只认为是慢性支气管炎
的继发感染和加剧病变发展的重要因素。（2）免疫因
素：正常人呼吸道具有完善的防御功能，对吸入空气
具有过滤、加温和湿润的作用。全身或呼吸道局部的
防御及免疫功能减弱，可为慢性支气管炎发病提供内
在的条件。老年人常因呼吸道的免疫功能减退，免疫
球蛋白的减少，呼吸道防御功能退化，单核吞噬细胞
系统功能衰退等，致患病率较高。喘息性支气管炎往
往有过敏史。（3）环境因素：尘埃、尘螨、细菌、真
菌、寄生虫、花粉以及化学气体等，都可以成为过敏
因素而致病。寒冷常为慢性支气管炎发作的重要原因
和诱因，慢性支气管炎发病及急性加重常见于冬天寒
冷季节，尤其是在气候突然变化时。

早期症状
临床上以咳嗽、咳痰或伴有气喘等反复发作为主要症
状，每年持续3个月，连续2年以上。早期症状轻微，
多于冬季发作，春夏缓解。晚期因炎症加重，症状可
常年存在。其病理学特点为支气管腺体增生和黏膜分
泌增多。病情呈缓慢进行性进展，常并发阻塞性肺气
肿，严重者常发生肺动脉高压，甚至肺源性心脏病。

体检筛查
常规检查：（1）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检查。（2
）肝炎病毒检测。（3）血清生化学检查（肝功能、肾
功能、血清离子）。（4）动脉血气分析。（5）胸部
影像学检查（CR或CT）。（6）痰细菌培养+药敏。（
7）痰查结核菌。肺功能检查诊断标准：（1）咳嗽、
咳痰或伴喘息，每年发病3个月，连续2年或以上者。
（2）每年发病不足3个月，而有明确的客观检查依据
（如X线、呼吸功能测定等）者亦可诊断。（3）能排
除其他心、肺疾病（如肺结核、哮喘、支气管扩张、
肺癌、心脏病等）者。

生活建议
（1）戒烟：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不但要首先戒烟，而且
还要避免被动吸烟。（2）注意保暖：在气候变冷的季
节，患者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因为寒冷一方面可
降低支气管的防御功能，另一方面可反射地引起支气
管平滑肌收缩、粘膜血液循环障碍和分泌物排出受阻
，可发生继发性感染。（3）加强锻炼：加强体育锻炼
来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4）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老慢支”易因上呼吸道感染而复发或恶化，甚至容易引
发肺炎，因此患者要积极预防并及时治疗上呼吸道感
染。（5）避免烟雾、粉尘和刺激性气体对呼吸道的影
响，以免诱发慢性支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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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膜性肾病—泌尿生殖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5.695

4.9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3.46903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4.9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7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9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5.8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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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LA2R1 rs35771982 G/G G/G

PLA2R1 rs3749117 T/T T/T

PLA2R1 rs4664308 A/A A/A

HLA-DQA1 rs2187668 C/C C/C

HLA-DQA1 rs28383345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Qin X S, Liu J H, Lyu G T, et al. Variants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HLA-DQA1 were Associated with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Chin Med J, 2017,
130(14):1677-1682.

[2] Lv J, Hou W, Zhou X, et al. Interaction between PLA2R1 and HLA-DQA1 variants associates with anti-
PLA2R antibodies and membranous nephropath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2013, 24(8):1323-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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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特发性膜性肾病（IMN）是原发性的膜性肾病（MN），约占膜性肾病的66%。膜性肾病是肾小球基底膜上皮细胞
下免疫复合物沉积伴肾小球基底膜弥漫增厚为特征的一组疾病，一般不伴有肾小球固有细胞增殖及局部炎症反应。
膜性肾病主要表现为蛋白尿，约60%~80%患者表现为肾病综合征。根据病因不同分为特发性、继发性及家族性。
特发性膜性肾病临床进展缓慢，部分患者可以自发缓解，而约30%~40%患者最终发展至终末期肾脏疾病或死亡。
在中国约有1.2亿慢性肾病患者，其中，膜性肾病年发病患者数约有14000万。儿童膜性肾病相对少见，乙肝病毒
感染是导致儿童膜性肾病的最常见病因。膜性肾病的发病高峰年龄为40~50岁，男女比例约为2：1。

致病因素
特发性膜性肾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有些因素可能
与疾病的发生相关：（1）遗传因素：有一些基因突变
被证明与特发性膜性肾病发病相关；（2）免疫因素：
特发性膜性肾病大多与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相关，抗
磷脂酶A2受体抗体与足细胞上的相应抗原结合，形成
原位免疫复合物，继而通过旁路途径激活补体，形成C
5b–9膜攻击复合物，损伤足细胞，破坏肾小球滤过屏
障，产生蛋白尿；（3）特定的药物：有些药物可以引
发膜性肾病。

早期症状
临床上患者早期几乎没有症状，而后大部分患者表现
为肾病综合征，患者可出现大量蛋白尿（尿中泡沫增
多）、低白蛋白血症、高脂血症和眼睑、脚踝部水肿
，夜尿增多。约80%的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具有肾病
综合征的症状，其中20%可完全缓解，15%~20%可部
分缓解，约50%则长期无缓解；约30%患者可见镜下
血尿，但肉眼常不能鉴别血尿；约1/3的特发性膜性肾
病患者可发生深部静脉血栓，且免疫功能低下易致各
种感染。 

体检筛查
特发性膜性肾病发病缓慢，肾功能临床上可见自发缓
解和渐进性恶化两种不同表现，根据《改善全球肾脏
病预后组织（KDIGO）指南》，对肾活检标本病理形
态进行观察可诊断膜性肾病，此后，医生应结合病史
、查体、实验室检查和细致的病理形态观察，逐步排
除继发膜性肾病后才可诊断特发性膜性肾病。诊断特
发性膜性肾病之前须排除感染、药物、自身免疫性疾
病和肿瘤等继发性因素，因为积极治疗原发病或去除
致病因素后某些继发性膜性肾病可缓解甚至消失。

生活建议
由于很大一部分特发性膜性肾病存在自发缓解趋势，
故开始治疗的时机及应用哪些药物治疗一直以来争议
不断。部分患者在发病后几个月甚至几年可能自发缓
解。为避免延误病情，多数专家主张对于持续性蛋白
尿较多、肾功能受到轻度中度损伤者，要给予规范治
疗，病情较轻者，先给予一般性治疗，并进行6个月的
密切动态随访，必要时给予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
治疗。同时，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也会对疾病的预后
起到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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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病—泌尿生殖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17 1.805

0.84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9.11165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4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0.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8.7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3.8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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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YH9 rs4821480 G/G T/T

UMOD rs12917707 G/G G/G

PRKAG2 rs7805747 G/G G/G

ANXA9,CERS2 rs267734 T/T T/T

DAB2 rs11959928 T/T T/T

STC1,ADAM28 rs10109414 C/C C/C

DACH1 rs626277 A/A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O'Seaghdha C M, Parekh R S, Hwang S J, et al. The MYH9/APOL1 region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European-Americans[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1, 20(12):2450.

[2] Kottgen A, Glazer N L, Dehghan A, et al. Multiple Novel Loci are Associated with Indices of Renal
Function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6):712.

[3] Boger C A, Gorski M, Li M, et al. Association of eGFR-Related Loci Identified by GWAS with Incident
CKD and ESRD.[J]. Plos Genetics, 2011, 7(9):e100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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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肾病（CKD）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脏结构和功能障碍。肾小球滤过率正常和不正常的病理损伤、血液或尿
液成分异常，及影像学检查异常，或不明原因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超过3个月，即为慢性肾脏病。引起慢性肾脏病的
疾病包括各种原发的、继发的肾小球肾炎、肾小管损伤和肾血管的病变等。根据肾小球滤过率可以将慢性肾脏病分
为5期，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可以显著的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并发症，明显的提高生存率。目前，我国成年人群
中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为10.8%，且患病人群有年轻化趋势。

致病因素
慢性肾脏病的病因主要有原发性肾小球肾炎、高血压
肾小动脉硬化、糖尿病肾病、继发性肾小球肾炎、肾
小管间质病变（慢性肾盂肾炎、慢性尿酸性肾病、梗
阻性肾病、药物性肾病等）、缺血性肾病、遗传性肾
病（多囊肾、遗传性肾炎）等。在发达国家，糖尿病
肾病、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已成为慢性肾脏病的主要
原因；在我国，这两种疾病在各种病因中仍位居原发
性肾小球肾炎之后，但近年也有明显增高趋势。慢性
肾脏病的易患因素主要有：年龄（如老年）、CKD家
族史（包括遗传性和非遗传性肾病）、糖尿病、高血
压、肥胖–代谢综合征、高蛋白饮食、高血脂症、高尿
酸血症、自身免疫性疾病、泌尿系感染或全身感染、
肝炎病毒（如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泌尿系结
石、尿道梗阻、泌尿系或全身肿瘤、应用肾毒性药物
史、心血管病、贫血、吸烟、出生时低体重等。其他
危险因素有环境污染、经济水平低等。

早期症状
在慢性肾脏病的不同阶段，其临床表现也各不相同。
在慢性肾脏病3期之前，病人可以无任何症状，或仅有
乏力、腰酸、夜尿增多等轻度不适；少数病人可有食
欲减退、代谢性酸中毒及轻度贫血。部分患者有神经
肌肉系统症状。在慢性肾脏病早期患者可有失眠、注
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症状。慢性肾脏病3期以后
，上述症状更趋明显，进入肾衰竭期以后则进一步加
重，有时可出现高血压、心衰、严重高钾血症、酸碱
平衡紊乱、消化道症状、贫血、矿物质骨代谢异常、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甚至会有
生命危险。最常见的是胃肠道症状，主要表现有食欲
不振、恶心、呕吐、口腔有尿味。胃与十二指肠炎症
、溃疡、出血较常见，其发生率比正常人增高。部分
患者可并发心血管病变。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常有
反应冷漠、惊厥、幻觉、嗜睡、昏迷、精神异常等症
状。周围神经病变也很常见。病人还可能继发甲状旁
腺功能亢进、肾性骨营养不良、内分泌功能紊乱等。

体检筛查
近年来，美国肾脏病基金会专家组对慢性肾脏病的诊
疗方法提出了建议，通过血液检查、尿液检查等可对
肾损伤做详细的界定。肾小球滤过率的测试对于对慢
性肾脏病进行诊断与分型具有重要意义。

生活建议
对没有肾病的人群（健康人群），要做好预防，具体
预防措施有：合理膳食，低盐、适量蛋白；适当多饮
水、不憋尿；规律锻炼；发生感冒感染及时治疗；戒
烟限酒；避免滥用药物；定期体检。对高危人群，应
积极控制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肥胖
、高血脂等），在专科医师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合
理膳食；密切观察自身的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
等指标，严格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至少每半年一次
监测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及肾功能，以便发现早期
肾损害。对已有早期肾病的患者要给予及时有效的治
疗，重在延缓或逆转慢性肾病的进展，以期尽最大可
能保护受损肾脏。除以上所述各项措施外，还要注意
：积极治疗原发性肾脏疾病；低蛋白饮食，但同时必
须防止营养不良；避免或及时纠正慢性肾病急性加重
的危险因素；积极治疗肾功能损害导致的并发症；坚
持治疗和随访。

泌尿生殖

432/564



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泌尿生殖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7.562

3.196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2.37533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196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1.6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1.6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6.70%

泌尿生殖

433/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YP11B2 rs1799998 A/A A/G

MYH9 rs3752462 T/T T/T

APOL1 rs73885319 A/A A/A

MYH9 rs1005570 A/A G/G

MYH9 rs16996674 C/C C/C

MYH9 rs2032487 C/C T/T

MYH9 rs4821480 G/G T/T

MYH9 rs4821481 C/C T/T

MYH9 rs5756129 T/T C/C

MYH9 rs5756152 A/A G/G

NPHS2 rs2274626 G/G G/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Bantis C, Heering P J, Stangou M, et al. Influence of aldosterone synthase gene C‐344T
polymorphism on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J]. Nephrology, 2011, 16(8):730-735.

[2] Genovese G, Friedman D J, Ross M D, et al. Association of trypanolytic ApoL1 variants with kidney
disease in African Americans.[J]. Science, 2010, 329(5993):841-845.

[3] Kopp J B, Smith M W, Nelson G W, et al. MYH9 is a major-effect risk gene for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J]. Nature Genetics, 2008, 40(10):1175-1184.

[4] Mckenzie L M, Hendrickson S L, Briggs W A, et al. NPHS2 variation in sporadic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2007, 18(11):2987-2995.

泌尿生殖

434/564



疾病概述
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是儿童和成人肾病综合征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其组织病理学特征是肾小
球节段性瘢痕化，伴或不伴肾小球毛细血管内泡沫细胞形成和粘连。局灶性是指只有部分肾小球被累及；节段性是
指肾小球的部分小叶被累及；球性硬化是指整个肾小球阶段性的玻璃样变化或瘢痕形成。本病见于任何年龄，儿童
及青少年多见，平均发病年龄为21岁，男女之比为2.2:1。儿童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的发生率约7%~15%，成
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中约15%~20%为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近年来其发生率有增高趋势。该病存在种族
差异，黑色人种多发。

致病因素
原发性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可能是病因及发病机
制不同、病理相似的一组疾病，目前认为以下几个因
素在其发病全过程中可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
遗传背景：本病在不同人种间的发病率具有显著差异
，提示遗传背景在其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目前发
现的遗传性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有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和显性遗传两种方式；（2）循环因子：遗传性局
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患者在接受肾移植手术后可以
复发，将肾移植术后复发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患
者的血清注射入大鼠体内能诱导蛋白尿，提示循环因
子在FSGS发病中的作用；（3）其他因素：如中毒损伤
、体液免疫及血流动力学改变等，均可导致毛细血管
壁损伤，使大分子蛋白产生并滞留，免疫球蛋白沉积
后再与C1q和C3结合，引起足突细胞退变并与基膜相
脱离。

早期症状
本病症状无特征性，多以起病隐匿的肾病综合征为首
发症状，少数患者发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或过敏反应
。成人中30%~50%患者有轻度持续性高血压或表现为
慢性肾炎综合征，患者24小时尿蛋白3.5克/天，水肿
不明显，常有血尿、高血压和肾功能不全，而50%以
上可呈肾病综合征的表现，有明显“三高一低”的临床表
现。约2/3的患者有大量蛋白尿和严重水肿，尿蛋白量
可在1~30克/天，约50%以上的患者有血尿，镜下血尿
多见，偶见肉眼血尿。少数患者无明显症状，偶尔于
常规尿检时发现蛋白尿。儿童患者临床表现与成人相
似，多以肾病综合征为主，而高血压和肾功能不全的
发生比例较成人低。多数FSGS呈慢性进行性进展，最
终导致肾衰竭，少数患者病情进展较快，较早出现肾
衰竭。

体检筛查
本病的确诊有赖于肾活检病理诊断。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是局灶、节段性病变，
当肾活检取材不佳，尤其未取到皮髓交界组织时，可
能误诊。因此，医生应综合考虑患者的病史、家族史
、用药史等进行审慎判断，若肾小球病变与肾小管间
质病变程度不符，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突出，或
肾小球体积大小不一，或对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差的
肾病综合征，或有高血压、血尿及肾功能损害时，即
使未见到硬化的肾小球，仍应考虑本病，必要时需进
行重复肾活检。另外，在FSGS原发性局灶性节段性肾
小球硬化的诊断中应依靠肾活检并注意排除各种可能
的继发性因素，如HIV感染、吸毒等。

生活建议
本病临床病程变化较大，预防要从自身健康着手，平
时避免劳累，合理饮食，科学锻炼，增强体质，提高
机体免疫力，以防疾病发生。对于已患和出现并发症
的病人，应对进行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包括抗凝
、抗血栓形成、降血压、降血脂、降蛋白尿、营养维
护与支持疗法；防止或延缓肾功能损害，减慢病情进
展；防治感染、血栓栓塞性并发症、水电解质及酸碱
代谢异常、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等。病情反复发作的
肾病综合征患者，可以考虑联合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
制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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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增生—泌尿生殖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802 1.333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50%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50%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1.8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55.7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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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TGA6 rs12621278 A/A A/A

RFX6 rs339331 T/T T/T

MIR4752,LILRA3 rs103294 C/C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Qi J, Tian L, Chen Z, et al. Genetic variants in 2q31 and 5p15 are associated with aggressive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Prostate, 2013, 73(11):1182.

[2] Yang J, Li W, Xin G, et al. LILRA3Is Associated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Risk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13, 14(5):88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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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前列腺增生（BPH）是以前列腺中叶增生为实质改变而引起的一组综合征，为中老年男性常见疾病之一，随全球人
口老年化发病日渐增多。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随年龄递增，但有增生病变时不一定有临床症状。若增生的前列腺挤
压尿道，则可导致一系列排尿障碍症状，如尿频尿急、尿流细弱、尿不尽等排尿障碍。根据尸检，经组织学诊断为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率在31~40岁的男性中为8%，51~60岁的男性为40%~50%，年龄超过80岁的男性发病率超
过80%。根据临床标准，在55~74岁没有前列腺癌的男性中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患病率为19%。

致病因素
前列腺位于膀胱下方，大部分人的前列腺会终生缓慢
生长。在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中，前列腺的过度增大阻
碍了膀胱流向尿道的通路，从而造成症状。目前，前
列腺增生的病因尚不明确，但有些因素被证明可能与
发病相关：（1）遗传因素：血亲曾患前列腺增生的人
更易患前列腺增生，亚裔中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要小
于白种人和黑种人，提示前列腺增生可能与基因相关
；（2）内分泌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性激素的
比例失衡可能是造成此病的重要原因；（3）年龄：前
列腺增生很少在小于40岁的人群中造成症状，约三分
之二的人在60岁后才会有中度到重度的症状；（4）疾
病史及药物史：糖尿病、心脏病、β受体抑制剂等均可
提高前列腺增生的发生风险；（5）生活方式：适量运
动会减少患前列腺增生的风险，而肥胖会增加疾病发
生的风险。

早期症状
前列腺增生的病程进展缓慢，早期由于代偿，症状不
典型，随着下尿路梗阻加重，症状逐渐明显。常见的
症状有：（1）储尿困难：尿频、夜尿增多，先为夜尿
次数增加，但每次尿量不多；50%~80%的患者有尿急
或急迫性尿失禁；（2）排尿困难：由于尿道阻力增加
，患者排尿起始延缓，排尿时间延长，射程不远，尿
线细而无力，小便分叉，有排尿不尽感觉。如梗阻进
一步加重，患者必须增加腹压以帮助排尿；（3）排尿
后症状：尿不尽、残余尿增多，当残余尿量很大，膀
胱过度膨胀且压力很高，高于尿道阻力，尿便自行从
尿道溢出，称充溢性尿失禁。有的患者平时残余尿不
多，但在受凉、饮酒、憋尿，服用药物或有其他原因
引起交感神经兴奋时，可突然发生急性尿潴留。患者
尿潴留的症状可时好时坏。部分患者可以是急性尿潴
留为首发症状；（4）其他症状：严重时患者会出现血
尿、泌尿系统感染、膀胱结石下尿路梗阻、肾功能损
害、痔和脱肛等。

体检筛查
1995年国际泌尿外科学会（SIU）推出了IPSS评分体系
，力图将症状学量化便于比较和协助诊断，也可作为
治疗后评价标准。IPSS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判断BPH患
者症状严重程度的最佳手段，临床工作中可采取此评
分体系协助诊疗。其他检查手段有直肠指诊、B超、尿
流动力学检查、残余尿测定、泌尿系造影、膀胱镜检
查等。前列腺增生患者由于为老年患者，常合并有其
他慢性疾病。诊断时应重视患者全身情况，进行详细
体检、化验，注意心、肺、肝、肾功能。排尿困难症
状结合诸项检查，可明确诊断。

生活建议
前列腺增生的危害性在于引起下尿路梗阻后所产生的
病理生理改变。其病理个体差异性很大，而且也不都
呈进行性发展。一部分病变至一定程度即不再发展，
所以即便出现轻度梗阻症状也并非均需手术。对症状
轻微，IPSS评分7分以下可观察，无需治疗，症状严重
者可采取药物、手术治疗的方式。为了控制前列腺增
生的症状，患者可采取一些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如在
晚上限制饮水、限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保证体温
、均衡饮食、及时、定时排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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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泌尿生殖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179 2.192

1.17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5.65940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17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8%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1.5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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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LDN14 rs219780 C/C C/C

MGP rs4236 T/T T/T

RGS14 rs11746443 G/G G/G

NA rs1000597 T/T T/T

CLDN14 rs219781 G/G G/G

DGKH rs4142110 T/T C/C

UMOD rs4293393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Gudbjartsson D F, Holm H, Indridason O S, et al. Correction: Association of Variants at UMOD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Kidney Stones—Role of Age and Comorbid Diseases[J]. Plos Genetics,
2010, 6(7):e1001039.

[2] Thorleifsson G, Holm H, Edvardsson V, et al. Sequence variants in the CLDN14 gene associate with
kidney stone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J]. Nature Genetics, 2009, 41(8):926-930.

[3] Lu X, Gao B, Liu Z, et al. A polymorphism of matrix Gla protein gene is associated with kidney stone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Gene, 2012, 511(2):127-130.

[4] Urabe Y, Tanikawa C, Takahashi A,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nephrolithiasis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identifies novel susceptible Loci at 5q35.3, 7p14.3, and 13q14.1.[J]. Plos Genetics,
2012, 8(3):e100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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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肾结石是一种在肾内形成的小而硬的矿物质沉积。肾结石是一种泌尿系统常见病，发病原因和结石成分多样。男性
发病多于女性，多发生于青壮年，左右侧的发病率无明显差异。40%~75%的肾结石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腰痛。结石
较大，移动度很小，表现为腰部酸胀不适，或在身体活动增加时有隐痛或钝痛。较小结石引发的绞痛，常骤然发生
腰腹部刀割样剧烈疼痛，呈阵发性。中国成人肾结石患病率为约5.8%，其中男性患病率为6.5%，女性患病率为5.1
%。

致病因素
肾结石的形成通常不能由一种确定的单一因素导致，
但是有一些因素可以提高疾病发生的风险：（1）遗传
因素：家族中有肾结石患者的人更易患肾结石；（2）
个人病史：肾结石有极大的复发风险；（3）缺水：每
天不能摄取足量的水是提高肾结石风险的重要因素；
（4）饮食：高蛋白、高盐、高糖饮食会提高肾结石的
患病因素；（5）其他生理因素：肥胖、消化系统疾病
等会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6）药物因素：某些特定
的药物会增加肾结石的患病风险。

早期症状
肾结石的患者大多没有症状，除非肾结石从肾脏掉落
到输尿管造成输尿管的尿液阻塞。常见的症状有腰腹
部绞痛、恶心、呕吐、烦躁不安、腹胀、血尿等。如
果合并尿路感染，也可能出现畏寒发热等现象。急性
肾绞痛常使患者疼痛难忍。有时候患者无疼痛感，只
有血尿，有时血量极微，肉眼看不出来。

体检筛查
肾结石的常规检查包括：尿常规，血常规，空腹血糖
，肾功能（血肌酐，血尿酸和血尿素），血脂（高密
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血
清电解质（钠、钾、钙和氯）以及泌尿系超声。对于
不能确定是否存在肾结石者，可加做平扫CT予以明确
。

生活建议
为预防肾结石发病，应注意每天饮用足量的水，合理
膳食，尤其要注意避免高盐饮食。若有发病症状，应
及时就医，以免疾病进程加重。肾结石治疗首先应对
症治疗，如绞痛发作时用止痛药物，若发现合并感染
或梗阻，则控制感染，防止肾功能损害。同时积极寻
找病因，按照不同成分和病因制定治疗和预防方案，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尽量防止结石复发。治疗时患者
可多饮水，大量饮水后，较小结石有可能受大量尿液
的推送、冲洗而排出，尿液增多还有助于感染的控制
。疼痛不能被药物缓解或结石直径较大时，应考虑采
取外科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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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5.688

4.99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2497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4.99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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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HSD52，FGGY rs10493256 C/C C/C

MIR205,CAMK1G rs6703183 T/T T/C

SUSD2 rs8141797 A/A A/G

MIR1297,MIR5007 rs2785946 A/A A/A

LOC100507548 rs11224052 G/G G/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Fang D F, Zhang S S, Guo X Y, et al. Clinical and genetic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sporadic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in south-west China.[J].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 Other Motor
Neuron Disorders, 2009, 10(5-6):350-354.

[2] Deng M, Wei L, Zuo X,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es in Han Chinese identify two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6):697-700.

[3]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J]. Lancet, 2011,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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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也称为渐冻人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由中枢神经系统内控制骨骼肌
的运动神经元退化导致。患者由于上、下运动神经元退化和死亡，肌肉逐渐衰弱、萎缩，导致患者丧失控制随意运
动的能力。疾病发展到最终会造成发音、吞咽以及呼吸上的障碍，呼吸衰竭是大部分病人的死因。肌萎缩侧索硬化
症发病率约十万分之二到十万分之五。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有家族性和散发性两种类型，散发性以男性多见，男女之
比约为1.5:1~2:1。中年后起病，多数患者为50~70岁。家族性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占5%~10%，多为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男女发病率相等，发病年龄平均为49岁。

致病因素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发病因素复杂，影响疾病发生的原
因有：（1）遗传因素：大约5%~10%的肌萎缩侧索硬
化症来自于家族遗传，其他散发型的患者中也有部分
携带家族性遗传的致病基因、风险基因等；（2）代谢
因素：与健康人相比，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患者的血清
和脑脊液中谷氨酸的含量更高；（3）环境因素：化学
品接触、电磁场暴露、职业因素、身体创伤和电击等
均有可能影响该病的发病，但是各项研究并未达成一
致的结论。

早期症状
最早期的典型症状通常是肌肉明显的无力或萎缩。由
于先受损的神经元不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早期症状
个体差异极大。大约75%的患者首发症状出现在手臂
和腿部，以行走障碍、上肢精细运动障碍等为首要表
现，另外约25%的患者延髓部位最先受累，以说话障
碍或吞咽困难为首要表现。很少一部分患者支持呼吸
的肋间肌最先受到影响。随着病情的发展，病人开始
出现运动、吞咽和构音障碍。其他典型症状包括肌肉
僵硬和痉挛、夸张的反射以及过度的呕吐反射，肌肉
无力和萎缩，可见的短暂的皮下肌肉抽搐。大约15%~
45%的病人经历假性延髓症状，症状包括无法控制的
大笑、哭泣或微笑。也很少一部分患者可能伴随出现
额叶痴呆症，并最终发展为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体检筛查
《中国肌萎缩侧索硬化诊断和治疗指南（2012）》指
出，诊断肌萎缩侧索硬化症需要医生结合病人的病史
、用药史、家族史、体格检查、神经电生理检查等作
出综合诊断。上、下神经元共同受累的证据是诊断肌
萎缩侧索硬化症的基础。同时，在作出诊断之前，医
生应考虑到其他可能的疾病，并对患者进行随诊。当
病史、体检中发现不能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解释的表
现时，诊断需慎重。

生活建议
利鲁唑和依达拉奉是仅有的两个可以略微提高患者预
后的药物，但是这两种药物均不能治愈或完全控制该
病，只能延缓病情的恶化。其他药物可用来帮助减轻
疲劳、缓解肌肉痉挛、减少过多的唾液和痰、缓解疼
痛、抑郁、睡眠障碍、吞咽困难、便秘等症状。温和
的低强度有氧运动，如日常活动、散步、游泳、骑自
行车都可以锻炼未受影响的肌肉，改善心血管健康，
并可帮助患者对抗疲劳和抑郁。日常生活中可使用坡
道、吊带、代步车、卫浴设备（淋浴椅、卫生间扶手
等）和轮椅等来帮助患者移动。语言病理学家可以教
病人自适应策略，如一些能帮助他们说话更响亮、更
清楚的方法，或推荐强化和替代性交流的设备等。患
者应保证每天摄入足够的热量、纤维和流质食物。社
会工作者、家庭护理和临终关怀护士会帮助肌萎缩侧
索硬化症患者、他们的家人和照顾者应对医疗、情感
、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疾病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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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321 3.138

3.13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7.29512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13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32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5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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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RDM16 rs2651899 T/T C/C

LOC101927066 rs1835740 T/T T/T

DLG2 rs655484 T/T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hasman D I, Schurks M, Anttila V,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reveals three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common migrain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Nature Genetics, 2011,
43(7):695-8.

[2] Anttila V, Stefansson H, Kallela M,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migraine implicates a
common susceptibility variant on 8q22.1[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10):869.

[3] Chen S P, Fuh J L, Chung M Y,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novel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migraine in Han Chinese resided in Taiwan.[J]. Cephalalgi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dache, 2017:3331024176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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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偏头痛（Migraine）是临床最常见的原发性头痛类型，临床以发作性中重度、搏动样头痛为主要表现，头痛多为偏
侧，一般持续4~72小时，可伴有恶心、呕吐，光、声刺激或日常活动均可加重头痛，安静环境、休息可缓解头痛
。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血管性疾患，多起病于儿童和青春期，中青年期达发病高峰，女性多见，男女患者
比例约为1:2~3，人群中患病率为5%~10%，常有遗传背景。

致病因素
偏头痛的病因尚不明确，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
遗传因素：约60%的偏头痛病人有家族史，其亲属出
现偏头痛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3~6倍，家族性偏瘫型偏
头痛已定位在19p13、1q21和1q31等三个疾病基因位
点；（2）内分泌和代谢因素：本病女性多于男性，多
在青春期发病，月经期容易发作，妊娠期或绝经后发
作减少或停止。这提示内分泌和代谢因素参与偏头痛
的发病。此外，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花生四烯
酸等代谢异常也可影响偏头痛发生；（3）饮食与药物
：偏头痛发作可由某些食物和药物诱发，食物包括含
酪胺的奶酪、含亚硝酸盐防腐剂的肉类和腌制食品、
含苯乙胺的巧克力、食品添加剂如谷氨酸钠，红酒及
葡萄酒等；药物包括口服避孕药和血管扩张剂如硝酸
甘油等；（4）环境和精神因素：紧张、过劳、情绪激
动、睡眠过度或过少、月经、强光也可诱发发作。

早期症状
偏头痛通常在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发病。在偏头痛
发生一两天前，患者通常会感觉到一些细微的身体变
化，包括便秘；情绪变化，可能是抑郁也有可能是欣
快；饮食冲动；颈部僵硬；容易感觉到口渴和尿意；
频繁地打呵欠。偏头痛发作可能持续4~72小时，头痛
的频率个体差异较大。偏头痛发作期间，患者会感觉
到单侧或双侧的头痛；对于光线、声音、味道、触觉
很敏感；恶心甚至呕吐；视物模糊。

体检筛查
医生应结合头痛发作类型、次数、家族史、临床表现
和神经系统检查进行综合判断，并根据《IHS（2004年
）偏头痛诊断标准》对不同类型偏头痛作出诊断。

生活建议
要预防偏头疼的发作，首先消除或减少偏头疼的诱因
，日常生活中应避免强光线的直接刺激，如避免直视
汽车玻璃的反光，避免从较暗的室内向光线明亮的室
外眺望，避免对视光线强烈的霓虹灯，避免情绪紧张
，避免服用血管扩张剂等药物，避免饮用红酒和进食
含奶酪的食物、咖啡、巧克力、熏鱼等。对有偏头痛
的人来说，着重呼吸训练、调息的运动（例如瑜伽、
气功），可帮助患者稳定自律神经系统、减缓焦虑、
肌肉紧绷等症状。营造安静的环境，维持规律的作息
，即使在假日也定时上床、起床。若症状强烈，也可
引入药物治疗。远离酪胺酸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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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872 4.392

3.91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6655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91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2.4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9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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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APT rs8070723 A/A A/A

MOBP rs1768208 T/T T/T

MAPT rs242557 G/G A/A

STX6 rs1411478 A/A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oglinger G U, Melhem N M, Dickson D W,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variants influencing risk
of the tauopathy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J]. Nature Genetics, 2011, 43(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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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是一类不常见的大脑功能紊乱。这一类的功能紊乱会影响运动、行走和平衡的控制、演
讲、吞咽、视觉、情绪、行为模式以及思考。这种疾病是由大脑神经元损伤造成的。这种疾病是进行性的，随着病
程的进展症状会逐渐加重。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影响的神经核控制了眼球的运动。该疾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病人难
以自主控制眼球的运动，难以聚焦于某一事物，患者会感觉到视物模糊。世界范围内大约每十万人会有3~6人患有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该病的症状通常开始于60岁之后，但是也有一些患者会较早发病。男性比女性更易患该病。

致病因素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的发病原因还未明确。该病的症状
是由特定脑区的大脑神经元的逐渐损坏造成的，大部
分受损脑区位于脑干。其中一个受损的脑区，黑质，
也在帕金森综合征中受损，黑质的受损导致了一部分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和帕金森综合征的共同症状。大脑
神经元中异常的Tau蛋白聚集和沉淀是进行性核上性麻
痹的典型病理特征。Tau蛋白与细胞微管相互作用，而
细胞微管是细胞骨架的重要组成，它支持神经细胞的
形态，轴突的伸展，和神经元间的信息传递。Tau蛋白
的沉淀可以导致一系列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除进行性
核上性麻痹外，还有阿尔茨海默病、额颞叶痴呆等。
一少部分的病人由MAPT基因的突变导致发病，但大部
分病人的发病原因并不明确。

早期症状
患有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的病人症状可能各有不同。最
常见的症状是走路时失去平衡。病人可能会不明原因
的摔跤或是步态僵硬。随着病程的发展，大部分病人
会有视物模糊的状况发生，有些病人会感觉到难以控
制眼球的运动。眼睛的问题，尤其是眼球运动的减慢
，通常是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的第一个确诊症状。进行
性核上性麻痹的患者经常会有情绪和行为上的改变，
包括抑郁和冷漠。有一些患者在价值判断、深入研究
、解决问题上发生障碍，也许会对词语的选择感到困
难。患者可能会对日常生活感到失去兴趣，也可能会
变得易怒或是健忘。患者有可能突然的没有原因的笑
或者哭。通常患者说话会变慢，吐词会变模糊，吞咽
时也会感到困难。其他的症状包括移动减缓、语气单
调、面部情绪表达有面具感。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的许
多症状与帕金森综合征相同，因此疾病早期，进行性
核上性麻痹常被误诊为帕金森综合征。

体检筛查
《中国进行性核上性麻痹临床诊断标准》指出，目前
为止没有特定的生化或影像学方法可以确诊进行性核
上性麻痹。由于症状通常与其他运动障碍非常相似，
并且很多症状出现较晚甚至不会出现，因此进行性核
上性麻痹通常很难被诊断。进行性核上性麻痹通常最
先出现的症状有以下四类：（1）平衡性的丧失，比如
走路不稳，突然性无原因的摔倒；（2）视觉障碍，如
视物模糊，垂直运动眼球较为困难，重影，畏光，眼
睛疼痛，或者其他的眼部问题；（3）说话模糊；（4
）思维障碍，如思考问题较慢，记忆受损，情绪及人
格改变。初步的诊断需要结合病人的医疗史，运动及
神经学检测进行。影像学检测中，核磁共振可能显示
出脑干顶端萎缩。另外，通过检测大脑活动可以辨别
发生退行性变化的脑区。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的症状与
很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相似，进行诊断时需要特别与其
他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相区别。

生活建议
尽管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的没有有效的治愈方式，但是
有些药物可以被用来改善它的症状。有些药物可以用
来抑制肌肉收缩，或是提高大脑对肌肉的控制能力。
同时，一些物理治疗也可以提高患者的运动能力，帮
助他们更好地进行吞咽、维持平衡。除此之外，在日
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降低进行性核上性麻痹
的影响:使用眼药水缓解干眼的症状，在家中设置防滑
垫、扶手等设施，使用助步架，降低摔倒的概率，移
走家中只有向下看才能看到的东西，比如小地毯、小
架子之类，以防绊倒；尽量避免爬楼梯。患有慢性疾
病是一种很艰难的体验，因此感受到愤怒、沮丧、抑
郁都是正常的。进行性核上性麻痹会造成生理性的焦
虑，患者可能无缘无故的哭或笑。所以生活中应注意
缓解患者的压力。切实有效的方法有：寻求亲友的帮
助；多与自己的医生或咨询师沟通，交流自己的想法
；参加互助小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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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动秽语综合征—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03 2.626

2.38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38301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38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3.0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6.0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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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NKK1 rs1800497 G/G A/A

COL27A1 rs4979356 C/C C/G

LTA rs1800629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uan A, Su L, Yu S,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DRD2/ANKK1 TaqIA Polymorphism and Susceptibility
with Tourette Syndrome: A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5, 10(6):e0131060.

[2] Keszler G, Kruk E, Kenezloi E,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tumor necrosis factor -308 A/G promoter
polymorphism with Tourette syndro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munogenetics, 2014,
41(6):493-8.

[3] Liu S, Yu X, Xu Q, et al. Support of positive association in family-based genetic analysis between
COL27A1 and Tourette syndrome[J].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1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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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抽动秽语综合征（TS），于1885年由法国医生Georges详细描述。本症是发生于青少年期的一组以头部、肢体和躯
干等多部位肌肉的突发性不自主多发抽动，同时伴有爆发性喉音、或骂人词句为特征的锥体外系疾病。典型表现为
多发性抽动、不自主发声、言语及行为障碍；可伴有强迫观念、人格障碍，也可伴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本病可以
发生在世界范围各个地域和所有人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地区和种族之间有一定差异，黑人患病率低而犹太人患病
率高，东欧人好发该病。多在2~15岁间起病，平均为7岁，男多于女。年发病率为0.5~1人/10万人口。

致病因素
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了，可能的因
素如下：（1）遗传因素：抽动秽语综合征有遗传倾向
；（2）代谢因素：纹状体系统中多巴胺、高香草酸、
5–羟色胺酸等的代谢与发病有关。

早期症状
动作性抽动是本病早期的主要临床症状，一般首发于
面部，表现为眼、面肌迅速、反复不规则的抽动，如
眨眼、鼻子抽动、“扮鬼脸”，以后出现其他部位的运动
性抽动，如甩头、点头、颈部快速而短促的伸展、耸
肩、肢体或躯干短暂的、暴发性的不自主运动，频繁
者一日可达十几次甚至几百次。发声性抽动可以为单
纯性发声性抽动，也可以发出怪异的声音，鼻部抽动
则出现频繁的喷鼻、气喘、哽咽声等。患者有时可以
短时间内自我抑制抽动，而激动、紧张则使其加重，
睡眠中消失。当患者受情感的影响或涉及与人格和性
有关的内容时，抽动出现的频率尤其高。30%~60%的
患者有行为紊乱的状况，轻者表现躁动不安、过分敏
感、易激惹或行为退缩，重者则呈现难以摆脱的强迫
行为，常常自身难以抗拒地重复某一动作，例如反复
洗手、数数字及检查门锁等行为。有些患者表现出心
烦意乱、多动、情绪不稳、坐立不安。也有些患者存
在破坏行为，表现出突然发生不能自制的冲动行为，
如过度挑衅行为，甚至可以有暴力行为和自伤行为。

体检筛查
本病诊断可参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四
版（DSM–IV）的诊断标准：（1）在疾病期间有时存
在多种运动抽动和一或多种发声抽动，但不一定必须
同时发生（抽动是突发、迅速、反复发作、无节律性
、刻板的运动或发声）；（2）抽动一天发生多次，在
长于1年的时间内几乎每日都有发作或间歇出现，在此
期间从未有连续超过3个月的无抽动发作；（3）18岁
前发病；（4）疾病不是由于药物（如：兴奋剂）或常
见疾病（如：Huntington病或病毒感染后脑炎）的直
接生理学作用所致。

生活建议
本病虽是一种慢性疾病，但预后良好，大多数患者可
用药物控制发作，约3%患者可自行缓解。在用药及时
控制抽动症状的同时配合心理疏导，减轻其心理负担
，纠正不良行为，对抽动秽语综合征的预后十分有益
。家庭、社会的影响对患者疾病的转归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改善家长的教育方式，减少患者社交中可能
会遇到的各种负面压力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许
多临床回顾总结表明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调动患者自
身的能动性，使得医患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建立良
好的医患关系，通过生理–心理–社会这一新的医学模
式的综合治疗可取得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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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厌食症—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750

1.47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44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47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9.7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05%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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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PP3CA rs17030795 A/A A/G

LINC00210,RRP15 rs2048332 T/T T/C

DCTN6 rs10096097 G/G G/A

SOX2-OT,DNAJC19 rs9839776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Muller T D, Tschop M H, Jarick I,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of the ghrelin activator gene ghrelin O-
acyltransferase (GOAT) is associated with anorexia nervosa.[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1,
45(5):706-711.

[2] Boraska V, Franklin C S, Floyd J A B,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anorexia nervosa[J].
Molecular psychiatry, 2014, 19(10): 1085.

[3] Nakabayashi K, Komaki G, Tajima A,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candidate loci for anorexia
nervosa at 1q41 and 11q22 in Japanese by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 with microsatellite
markers[J].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9, 54(9):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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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神经性厌食症（AN）是一种与心理因素相关的进食障碍。病人通过节食等手段，有意造成并维持体重明显低于正
常标准，其主要特征是对体重和体型的极度关注，盲目追求低体重，常有营养不良、代谢和内分泌紊乱。严重患者
可因极度营养不良而出现恶病质状态、机体衰竭从而危及生命。神经性厌食的发病年龄及性别特征国内外相仿。主
要见于13~2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其发病的两个高峰为13~14岁和17~18或20岁、30岁后发病者少见，病人中男性
仅有5%~10%，男女比例为1：10。在欧美，女性的终生患病率为0.5%~3.7%，神经性厌食的年发病率为3.70‰~4.
06‰。神经性厌食症在高社会阶层中比低社会阶层中更普遍，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城市高于农村。

致病因素
神经性厌食的病因复杂，涉及社会文化、心理学和生
物学等多方面。（1）心理因素：社会中“以瘦为美”的
文化压力，使人们过度追求减重。神经性厌食患者病
前可有一定的性格特征，比如低自尊、完美主义、刻
板固执等。临床资料证实，人际关系紧张，学习、生
活遭受挫折，压力过大，新环境适应不良，家庭不和
睦，家庭成员发生意外、重病或死亡，以及自身的意
外事件导致精神情绪抑制因素与神经性厌食有关。父
母过度关注子女饮食，反复唠叨，强迫进食，反而降
低了儿童摄食中枢的兴奋性，进而发展为神经性厌食
。（2）遗传因素，家系研究和双生子研究证实神经性
厌食与遗传因素有关，不过遗传方式和基因位点尚未
确立。（3）生理变化，神经性厌食患者的多种神经内
分泌异常，这些激素或神经肽与食欲、饱感有关，并
且不同激素或神经肽之间存在多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早期症状
神经性厌食患者并非真正厌食，而是为控制体重、保
持苗条的体形而开始节食或减肥，其食欲一直存在。
常见的方法有限制进食，进食后抠吐或呕吐，进行过
度体育锻炼，滥用泻药、减肥药等。患者始终认为自
己非常肥胖，过度关注自己的体型和体重。患者对自
身胃肠刺激、躯体感受的认知也表现出异常，否认饥
饿，否认疲劳感，对自身的情绪状态如愤怒和压抑亦
缺乏正确的认识。否认病情是该症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患者拒绝求医和治疗。此外，患者可伴有抑郁心境
、情绪不稳定、社交退缩、易激惹、失眠、性兴趣减
退或缺乏、强迫症状。还可表现为过分关注在公共场
合进食，常有无能感，过度限制自己主动的情感表达
。患者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能量摄入不足而产生营养
不良，导致机体出现各种功能障碍，其营养不良导致
的躯体并发症累及到全身各个系统，常常由家属发现
其消瘦、进食甚少、腹部不适、长期便秘、闭经等问
题而带其到医院就诊。

体检筛查
在有以下几种情况发生时，可考虑神经性厌食症：患
者有明显的体重减轻，比正常平均体重减轻15%以上
，或者身体质量指数为17.5或更低，或在青春前期不
能达到所期望的躯体增长标准，并有发育延迟或停止
；自己故意造成体重减轻，至少有下列1项：回避导致
发胖的食物；自我诱发呕吐；自我引发排便；过度运
动；服用厌食剂或利尿剂等。常可有病理性怕胖：异
乎寻常地害怕发胖，病人给自己制订一个过低的体重
界限，这个界值远低于其病前医生认为是适度的或健
康的体重。常可有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广泛内分泌
紊乱：女性表现为闭经（停经至少已3个连续月经周期
，但妇女如用激素替代治疗可出现持续阴道出血，最
常见的是用避孕药），男性表现为性兴趣丧失或性功
能低下，症状至少已3个月，可有间歇发作的暴饮暴食
。除此之外，在确诊神经性厌食症时，需排除躯体疾
病所致的体重减轻。

生活建议
为防止神经性厌食症产生，个体应该合理膳食，正确
地认识自己的体重，科学地减肥。发病后，神经性厌
食症患者常有否认症状、拒绝治疗的表现，因此其治
疗需要多学科专业人员之间密切合作，包括营养学家
、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
社工等，也需要与患者和家庭之间的紧密合作。治疗
的要点是激发并维持患者的治疗动机和恢复体重，逆
转营养不良。应通过科学的营养治疗科学地恢复正常
的体重，帮助患者了解其疾病的性质，认识到科学、
合理的饮食对身体发育和健康的重要性。鼓励其主动
、积极参与治疗，培养患者的自信心和自立感，药物
治疗也可以改善症状、防止复发。患者的家人也应积
极提供帮助，将患者的进食障碍问题转化为家庭关系
问题，改变失功能的家庭模式，最终改善进食障碍症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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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困难症—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118 2.432

0.79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32161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79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92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5.1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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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DP2 rs2143340 A/A A/G

ADCY9,CREBBP rs8049367 T/T T/C

KIAA0319 rs761100 A/A A/A

KIAA0319,TDP2 rs3212236 T/T T/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arold D, Paracchini S, Scerri T, et al. Further evidence that the KIAA0319 gene confers
susceptibility to developmental dyslexia.[J]. Molecular Psychiatry, 2006, 11(12):1085-91, 1061.

[2] Paracchini S, Steer C D, Buckingham L L,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KIAA0319 dyslexia susceptibility
gene with reading skill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Am J Psychiatry, 2008, 165(12):1576-1584.

[3] Wang B, Zhou Y, Leng S, et al.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 is associated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Chinese school-aged populations[J].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7, 62(2):26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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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阅读困难症（Dyslexia）是一种由大脑功能导致的阅读障碍，患者会在拼写、语音处理、视觉–口语交互方面有障
碍。患者难以辩别发音和字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发生在儿童中的常见的学习障碍。患有阅读困难症的儿童具有正
常的视觉认知能力和智力。有时阅读困难症直到成年时才能被诊断出来。阅读困难症由遗传性的大脑功能改变导致
，至今没有治疗方案。但是患有阅读困难症的儿童仍然可以在学习中获得成功，来自家人的情感支持是帮助他们获
得更好的学习成绩的关键因素。2007年，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诊断的定义，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对武汉平均年龄9.4
1岁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3%的学生患有阅读困难症。

致病因素
儿童时期的阅读困难症主要由遗传因素造成，DYX1C1
基因突变是阅读困难症的风险因素。成年后的阅读困
难症主要由大脑外伤引发。

早期症状
阅读障碍症的患者可能会有以下症状：在学龄前，学
说话较晚、学新词较慢、学童谣较慢、玩儿歌游戏较
慢。入学后，阅读困难症的症状较为明显，包括：阅
读意愿较同龄儿童低，对于听到的信息处理速度较慢
，难以理解快速连续的指令，难以记住一系列的顺序
，在看文字的时候难以识别词汇的相似处和不同处，
对于没有见过的拼音、英文单词难以根据规律进行发
音，在拼写方面有障碍，学习外语很困难。青年时期
和成年时期：难于阅读，尤其是大声读书，难以理解
隐喻，有时间管理方面的障碍，难以对故事进行总结
，难以学习外语，记忆障碍，难以解决数学问题。

体检筛查
在进行诊断的过程中，以下几点需要考虑：（1）儿童
的发育状况、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医疗史；（2）视
觉、听觉、大脑功能的检测，这几项检测用以排除其
他病变造成的阅读障碍；（3）心理学检测，这项检测
用以排除儿童心理状况，如社会关系紧张、压力、抑
郁等造成的阅读障碍；（4）阅读及其他学习水平的测
试，阅读困难症患者有且仅有阅读障碍，没有其他智
力问题。

生活建议
阅读困难症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及早地进行诊断
可以通过建立特殊的教育方式改善患者的学习成绩。
在儿童确诊为阅读困难症之后，家长可以尝试与患者
一同大声读书，在阅读的时候对患者多加鼓励，并且
可以划出专用的家庭时间用来阅读，以培养孩子的阅
读习惯。另外，一些专业的教育方式对改善阅读困难
症极为有效，如：大声阅读，尝试理解读音之间的细
微差别等等。在成人被确证为阅读困难症之后，可以
寻找专业的人员和机构，咨询可以帮助自己改善症状
的方法，并且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改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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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81 1.410

0.81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56775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1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3.3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1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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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AMSAP2 rs2292096 A/A A/A

ARAP2,PCDH7 rs28498976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Anney R, Avbersek A, Balding D, et al. Genetic determinants of common epilepsies: a meta-analysis
of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 The Lancet Neurology[J]. Lancet Neurology, 2014, 13(9):893-903.

[2] Guo Y, Baum L W, Sham P C, et al. Two-stag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variants in
CAMSAP1L1 as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epilepsy in Chinese[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2,
21(5):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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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癫痫（Epilepsy）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
资料显示，国内癫痫的总体患病率为7.0‰，年发病率为28.8/10万，1年内有发作的活动性癫痫患病率为4.6‰。
据此估计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其中500~600万是活动性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
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 

致病因素
癫痫病因复杂多样，以下几个因素可能影响癫痫的发
生：（1）遗传因素：遗传因素是导致癫痫尤其是特发
性癫痫的重要原因。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一部分遗
传性癫痫的分子机制为离子通道或相关分子的结构或
功能改变；（2）脑部疾病：先天性脑发育异常、颅脑
肿瘤、颅内感染、颅脑外伤、脑血管病、变性疾病等
；（3）全身或系统性疾病：缺氧、代谢性疾病、内分
泌疾病、心血管疾病、中毒性疾病、风湿性疾病等。

早期症状
由于异常放电的起始部位和传递方式的不同，癫痫发
作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常见的症状有：突发意识丧
失和全身强直和抽搐，常伴有舌咬伤、尿失禁等，并
容易造成窒息等伤害；动作中止，凝视，叫之不应，
可有眨眼，但基本不伴有或仅伴有轻微的运动症状；
发作性全身或者双侧肌肉的强烈持续的收缩，肌肉僵
直，使肢体和躯体固定在一定的紧张姿势；肌肉突发
快速短促的收缩，表现为类似于躯体或者肢体电击样
抖动；突然、短暂的躯干肌和双侧肢体的强直性屈性
或者伸性收缩；不能维持原有的姿势，出现猝倒、肢
体下坠等表现；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有些患者可出
现自动症，为一些不自主、无意识的动作，发作过后
不能回忆。

体检筛查
尽可能获取详细而完整的发作史，是准确诊断癫痫的
关键。脑电图检查是诊断癫痫发作和癫痫的最重要的
手段，并且有助于癫痫发作和癫痫的分类。临床怀疑
癫痫的病例均应进行脑电图检查。需要注意的是，一
般常规脑电图的异常率很低，约10～30%。而规范化
脑电图，由于其适当延长描图时间，保证各种诱发试
验，特别是睡眠诱发，必要时加作蝶骨电极描记，因
此明显提高了癫痫放电的检出率，可使阳性率提高至8
0%左右，并使癫痫诊断的准确率明显提高。在癫痫诊
断确定之后，应设法查明病因。在病史中应询问有无
家族史、出生及生长发育情况、有无脑炎、脑膜炎、
脑外伤等病史。查体中有无神经系统体征、全身性疾
病等。

生活建议
预防癫痫病发生应注意以下几方面：孕期避免病毒和
细菌感染；规律孕检，分娩时避免胎儿缺氧、窒息、
产伤等；小儿发热时应及时就诊，避免头外伤；保证
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减少患脑炎、脑膜炎、脑血管病
等疾病发生。为预防癫痫发作复发，应主要注意以下
几方面：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疲劳
等；避免长时间看电视、打游戏机等；饮食清淡，避
免咖啡、可乐、辛辣等兴奋性饮料及食物，戒烟、戒
酒；避免服用含有咖啡因、麻黄碱的药物；青霉素类
或沙星类药物有时也可诱发发作；按时且规律服药，
定期门诊随诊。癫痫患者应避免进行危险作业，有先
兆发作的患者应及时告知家属或周围人，以免癫痫发
作产生严重后果。经过正规的抗癫痫治疗，大部分患
者病情可以得到控制甚至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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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78 5.028

0.97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3.32871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97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3.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2.6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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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WWC1 rs17070145 C/C C/T

APOE rs429358 T/T T/T

APOE rs7412 C/C C/C

BIN1,CYP27C1 rs7561528 G/G G/G

CLU rs11136000 T/T T/C

LRP1 rs1799986 C/C 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APOE评价结果为rs7412和rs429158两个位点综合判定；

参考文献举例

[1] Kawai E, Shibata N, Nagata T, et al. Genetic Association Between KIBRA Polymorphism and
Alzheimer's Disease with in a Japanese Population[J]. Neuromolecular Medicine, 2015, 17(2):170-177.

[2] Du W, Tan J, Xu W,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clusterin gene polymorphism rs11136000 and late-
onset Alzheimer's disease susceptibility: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ase-control studies[J].
Experimental & Therapeutic Medicine, 2016, 12(5):2915-2927.

[3] Yun W, Liu S, Wang J,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LRP1 C766T polymorphism and Alzheimer’s
disease susceptibility: a meta-analysis[J].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7(1):8435.

[4] Zhou F, Haina D. The bridging integrator 1 Gene rs7561528 polymorphism contributes to
Alzheimer's disease susceptibility in East Asian and Caucasian populations[J]. Clinica Chimica Acta,
2017, 4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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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老年痴呆症（AD），又名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老年痴呆症一般
在老年前期和老年期起病，起病隐袭，早期无明显症状，不易被发现。随着病情逐渐进展，会出现一些核心症状，
表现为记忆减退，总是遗忘最近发生过的事情，判断能力下降，无法独立购物、计算，对工作或家务劳动漫不经心
，社交困难，常常对新的事物茫然难解，容易多疑，言语词汇少，对时间和方向的把握出现障碍，出门后找不到回
家的路等症状。本病在65岁以前发病，称早老性痴呆，65岁以后发病则称老年性痴呆，高发年龄为70岁以上。

致病因素
从目前研究来看，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可能因素和假说
多达30余种，如家族史、头部外伤、甲状腺病、母育
龄过高或过低、病毒感染等。（1）遗传因素：绝大部
分的流行病学研究都提示，携带APOE突变型的患者，
患病风险高于正常5~8倍，且发病进展较快，家族遗传
是本病发生的重要原因。某些患者的家属成员中患同
样疾病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新的遗传学研究证实，
本病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基因所致。（2）年龄因素：
65岁以上的人口有九分之一的人得了老年痴呆，75岁
以上有五分之一得了老年痴呆，如果有幸活到了85岁
面临50%的可能得上痴呆。（3）其他因素：长期各种
各样的精神刺激，特别是各种原因造成的生理上、心
理上的缺陷致使精神经常处于抑制状态，丧偶、独居
、经济困难、生活颠簸、重金属接触史和药物反应等
均可能是本病的诱发因素。此外，长期饱食，致使体
内脂肪过剩，血脂增髙，导致脑动脉粥样硬化也是潜
在的因素之一。

早期症状
老年痴呆症一般在老年前期和老年期发病，起病隐袭
，早期无明显症状，不易被发现。随着病情逐渐进展
，会出现一些核心症状，表现为记忆减退，总是遗忘
最近发生过的事情，判断能力下降，无法独立购物、
计算，对工作或家务劳动漫不经心，社交困难，常常
对新的事物茫然难解，容易多疑，言语词汇少，对时
间和方向的把握出现障碍，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等
。

体检筛查
2007版《老年期痴呆防治指南》指出，患老年痴呆的
高危人群有：老年痴呆或神经系统疾病家族史者；不
爱运动、生活懒散的中老年肥胖者；长期高脂肪、高
胆固醇饮食习惯者；患有高血压、代谢症候群、2型糖
尿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长期吸烟、酗酒者
；长期孤独、抑郁、情绪低落者和意志薄弱者等。目
前对老年痴呆的诊断依据包括：脑电图检查、神经系
统检查、脑多普勒超声（TCD）、颅脑MRI检查、脑功
能成像、尿维生素、血清载脂蛋白E测定、全血细胞计
数、反应时等。

生活建议
合理安排一日三餐，保证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多食
用三高（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纤维素）和三低（低
脂肪、低糖、低盐）食品；要注意戒烟、戒酒；防止
体重增加；不用铝制炊具，经尸检发现，痴呆症病人
脑内铝的含量是一般人的4倍。叩齿运动可增加颜面及
脑部的血流量；散步或慢跑等脚部运动可为大脑提供
更多的“能量”；手指运动可直接刺激脑细胞，均有利于
脑保健。老年人尽量多用脑，坚持阅读、下棋、猜谜
、吟诗作赋等脑力活动，使脑细胞始终处于活动兴奋
状态，以减慢老化；多听音乐，因为音乐对脑波、血
流、荷尔蒙等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并能刺激人的各种
感觉，进而活跃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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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颞叶痴呆—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266 2.528

1.37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2057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37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1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4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3.4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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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HLA-DRA,HLA-DRB5 rs9268877 A/A A/A

GRN rs5848 C/C C/T

BTNL2 rs1980493 T/T T/T

RAB38 rs302668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Rademakers R, Eriksen J L, Baker M, et al. Common variation in the miR-659 binding-site of GRN is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TDP43-positive frontotemporal dementia[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08,
17(23):3631-3642.

[2] Ferrari R, Hernandez D G, Nalls M A, et al.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and its subtypes: a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J]. Lancet Neurology, 2014, 13(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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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额颞叶痴呆（FTD）是指中老年患者缓慢出现人格改变、言语障碍及行为异常的痴呆综合征。额颞叶痴呆是中枢神
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明显的人格、行为改变和认知障碍为特征，可以合并帕金森综合征和运动神经
元病。本病是神经变性痴呆较常见的病因，占痴呆的5％～10％，发病高峰为60岁，女性较多。由于较阿尔茨海默
病（俗称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相比，该病的发病年龄较早，相对而言对患者个人及家庭的负担更为沉重。额
颞叶痴呆是早发性痴呆的主要病因，患病率为1.5％～2.2％。

致病因素
额颞痴呆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影响发病的因素
有：（1）遗传因素：很多基因突变被证明与额颞叶痴
呆相关，尽管超过半数的患者并没有携带明确的基因
突变，家族中曾有患病者的人群发病率更高；（2）异
常蛋白结构：有些患者的Tau蛋白会聚集成不正常的形
态，被称为Pick小体。

早期症状
早期出现人格和情感改变，如易激惹、暴怒、固执、
淡漠和抑郁等；逐渐出现行为异常，如举止不当、无
进取心、对事物漠然和冲动行为等，可出现Kluver－B
ucy综合征，表现迟钝、淡漠、视认和思维快速变换，
口部过度活动、善肌、贪食、肥胖，把任何东西都放
入口中试探，伴健忘、失语等。不能思考，言语少，
词汇贫乏，刻板和模仿语言以至缄默，躯体异常感和
片断妄想等。神经系统体征在病程早期可见吸吮反射
、强握反射。

体检筛查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指出，诊断额颞叶
痴呆需要医生结合病人的病史、用药史、家族史、记
忆逻辑水平测试、影像学检查、神经电生理检查等作
出综合诊断。同时，在作出诊断之前，医生应考虑到
其他可能的疾病，并进行排除。

生活建议
总体而言，目前尚无任何一种药物被批准应用于额颞
叶痴呆患者的治疗。现阶段对此类患者治疗以对症为
主，并不能改变疾病进程或改善预后。而且，由于缺
乏确凿的循证医学证据，这些药物均属经验治疗。另
外，患者需要特别的护理人员，保证患者的安全，维
持他们的日常生活。适度的规律锻炼可以帮助患者改
善情绪和思维能力。患者家中可进行一些改造，如挪
走容易绊脚的东西等，使患者的日常生活更加安全。
为了使患者得到更好的照顾，护理人员应保证给患者
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帮助他们避免接触诱发他们不
适行为的诱因，理解并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给他们
情感上的支持。作为额颞叶痴呆的患者，接受他人的
帮助、关心、信任他人是非常重要的。患者可以参加
互助小组，并在感到压力时寻求他人和心理医生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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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性睡病—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70 2.486

1.50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4979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0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3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8.2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5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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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EIF3G, PPAN-P2RY11 rs2305795 G/G A/A

TRA rs1154155 T/T T/T

ZNF365 rs10995245 G/G G/G

IFNAR1 rs2252931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an F, Lin L, Li J, et al. TCRA, P2RY11, and CPT1B/CHKB associations in Chinese narcolepsy.[J]. Sleep
Medicine, 2012, 13(3):269-272.

[2] Han F, Faraco J, Dong X S, et al. Genome wide analysis of narcolepsy in China implicates novel
immune loci and reveals changes in association prior to versus after the 2009 H1N1 influenza
pandemic.[J]. Plos Genetics, 2013, 9(10):e100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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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发作性睡病（Narcolepsy）是一种由慢性的大脑功能紊乱造成的睡眠–觉醒循环控制失调。患者会经历突然的、不
可抗拒的睡眠，这种睡眠可发生在任何状态。这种突发的不可抗拒的睡眠非常短暂，通常可以持续几秒钟到几分钟
。发作性睡病对日常生活有非常严重的影响。患者会在工作生活中突然陷入睡眠，这会导致他们活动的突然中断，
无论是谈话、饮食还是机械操作，因此，这种睡眠通常非常危险。另外，患者常在觉醒前和入睡前经历非常生动的
梦境，这些梦境生动得仿佛是幻觉一样，包括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受，区分这种梦境与现实非常困难，常给患者
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患者在觉醒后有时会发生短暂的失语和运动功能丧失。中国该病的发病率约为3.4人/万人。

致病因素
发作性睡病有几种原因。大多数患者缺乏神经递质下
丘脑分泌素，该递质可促进苏醒。大多数病例中发作
性睡病是散发性的，但是大约有10%的患者有家族病
史，他们的亲属也有相似的症状。在非常少见的病例
中，发作性睡病可由抑制下丘脑分泌素分泌的基因突
变导致。身体有时会发生针对分泌下丘脑分泌素的大
脑细胞产生选择性的自体免疫，此时身体的免疫系统
攻击这些细胞，造成这些细胞的死亡，从而造成发作
性睡病的发生。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对发作性睡病的发
展有重要作用。负责控制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的大脑脑
区受到外伤后，病人可能会发展出发作性睡病。感染
、毒素、饮食、生活压力、内分泌改变、睡眠安排的
改变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脑，并由此导致发
作性睡病的发生。

早期症状
发作性睡病有三个主要的临床表现：（1）日间发作性
过度睡眠，患者白天极易困倦或陷入睡眠；一些患者
可以突然地进入不可控制的睡眠，无论患者夜间睡眠
时间长短，日渐发作性过度睡眠每日均会发生；（2）
猝倒发作，是发作性睡病最具特征性的临床表型，患
者有时会在清醒期突然发生双侧肌张力下降的情况，
此时患者意识相对保留。猝倒发作被认为是快速眼球
运动睡眠片段解离与插入的表现，猝倒可仅表现为局
部骨骼肌无力，呼吸肌通常不受累；（3）夜间睡眠障
碍，包括夜间睡眠中断、觉醒次数和时间增多、睡眠
效率下降、睡眠瘫痪、入睡前幻觉、梦魇、异态睡眠
及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行为障碍等。其中最具特征性
的是与梦境相关的入睡前幻觉和睡眠瘫痪，入睡前幻
觉是发生于觉醒–睡眠转换期的梦境样体验，一般多为
恐怖或不愉快的内容，睡眠瘫痪是发生在入睡时或从
睡眠向觉醒转换过程中，患者短暂性体验到运动不能
的症状。此外，可伴有肥胖、性早熟、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代谢综合征、嗅觉缺陷及心理障碍等。

体检筛查
根据《中国发作性睡病诊断与治疗指南》，发作性睡
病有以下几个判断标准。（1）神经电生理检查，发作
性睡病的电生理特点主要表现为：入睡潜伏期缩短、
出现入睡后觉醒增加、睡眠效率下降、微觉醒次数增
加、睡眠期周期性肢体运动增加、快速眼球运动睡眠
期眼动指数增高、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期肌张力失弛缓
以及非快速眼球运动1期睡眠增加、非快速眼球运动3
期睡眠减少等；（2）脑脊液Hcrt–1检测；（3）量表
评估，临床评估日间过度睡眠最常用的量表为Epworth
嗜睡量表和斯坦福嗜睡量表。

生活建议
可以尽量保持规律的睡眠–觉醒节律；避免睡眠剥夺；
戒酒、戒烟；避免镇静剂使用不当；避免过度食用富
含咖啡因的食物和饮料；避免过度进食高碳水化合物
类食物。日间嗜睡是发作性睡病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的
主要原因，猝倒发作是限制患者发挥正常社会功能的
重要因素。患者极其医生、家属应积极争取社会支持
，允许患者根据日间小睡时间安排学习与工作任务，
有助于患者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另外，发作性睡病
患者发生交通和工业事故的危险性增加，应尽量避免
从事高危性和高警觉性的工作。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可
以通过心理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减少白天过度睡眠、
控制猝倒发作、改善夜间睡眠。临床经验提示，心理
行为干预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值得推荐。患者可在
日间规律性地安排小睡，以持续改善觉醒水平，并减
少兴奋性药物和抗抑郁剂的使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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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788 1.717

1.26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3.61266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26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8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0.4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4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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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IRT1,DNAJC12 rs12415800 G/G A/A

FKBP5 rs1360780 T/T C/C

TMTC2,SLC6A15 rs1545843 G/G G/A

FKBP5 rs3800373 C/C A/A

LHPP rs35936514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Rao S, Yao Y, Ryan J, et al. Common variants in FKBP5 gene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susceptibility: 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J]. Sci Rep, 2016, 6:32687.

[2] Kohli M A, Lucae S, Saemann P G, et al. The neuronal transporter gene SLC6A15, confers risk to
major depression[J]. Neuron, 2011, 70(2):252-265.

[3] Consortium C. Sparse whole-gen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two loci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 Nature, 2015, 523(7562):58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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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抑郁症（Depression）是一种常见的严重情绪障碍，患者通常持续性地感受到悲伤，并且对生活失去兴趣。抑郁
症会对患者感觉、思维、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严重的患者难以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有可能产生自杀倾
向并付诸行动。多数患者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抑郁症可以在任何年龄发生，但是通常发生在成年后。与大部分成年
患者伴随的低落情绪不同，青少年的抑郁症患者通常具有明显的易怒倾向。抑郁症有五种主要的类型，它们的症状
与产生环境都有着细微的差别。五种抑郁症分别是：长期抑郁、产后抑郁症、精神病性抑郁症、季节性情绪失调、
双相抑郁症。根据WHO报道，全球约有3.5亿人遭受抑郁的困扰，且抑郁症的诊治率普遍较低。中国抑郁症的发病
率约为3.02%。

致病因素
抑郁症由基因、生理、环境、精神因素共同引发。（1
）遗传因素：部分抑郁症患者有家族遗传倾向，抑郁
症患者的直系亲属患病风险是一般人群的两到三倍，
其中双相抑郁症的遗传性更高。但遗传并非抑郁症的
唯一决定性因素。（2）重大事件：生活中发生的重大
事件，如精神创伤、慢性疾病、生活压力提高、生活
环境变化、失恋、亲人去世等会提高抑郁症的患病几
率。（3）生理差异：抑郁症患者会发生脑部的生理性
改变，大脑的递质代谢发生紊乱。激素水平的改变也
会造成抑郁症的发生，它是产后抑郁症发生的一个主
要因素。（4）疾病与药物：其他疾病，尤其是脑部疾
病和某些药物会造成神经递质传递的紊乱，从而造成
抑郁症的产生。抑郁症是脑卒中、激素紊乱等病的常
见后遗症。

早期症状
典型的抑郁症状有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
退。抑郁症通常会伴随躯体症状发生，如睡眠障碍、
疲惫、消化不良等。隐匿性抑郁症患者甚至不会表现
出情绪低落的典型症状，主要以头痛、失眠、早醒为
主，伴有其它身体不适。抑郁症患者常有自杀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及的悲伤情绪是常见的正常情
绪。只有长期处于上述情绪中超过两周以上，才可以
考虑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症状出现的频率和严重程
度，以及它们的持续时间根据患者的病程会发生变化
。

体检筛查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指出：有下列几项症状至少
超过两周的，可能患有抑郁症：持续的悲伤、焦虑、
放空的情绪；察觉不到希望，悲伤的情绪；易怒；自
责、自我贬低、无助；对曾经喜欢的活动和爱好失去
兴趣；处于易疲劳的状态；活动以及说话速度变慢；
感觉焦躁不安，难以维持平静；难以集中注意力，记
忆力降低，难以做决定；发生睡眠障碍，难以入睡、
晨醒过早或是睡眠过多；口味或体重发生变化；时常
想到死亡和自杀的话题，有自杀的倾向或尝试；没有
明确生理原因的疼痛、头痛、消化系统问题。除上述
症状以外，诊断抑郁症还需做一些检测，排除其他疾
病（如甲状腺功能减弱）导致的临床情绪抑郁。

生活建议
如出现抑郁症的表现应尽早就医，尽早进行医学干预
可以显著性地减低抑郁症对患者的伤害，并获得更好
的疾病预后。抑郁症并非情绪低落，也并非脆弱的表
现。患者需要通过抗抑郁症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帮助
自己获得情绪上和生理上的改善。治疗的过程可能比
较漫长，但是绝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医学干预提高自
己的生活质量。除此之外，抑郁症患者还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帮助自己：在生活中维持乐观积极的情绪；设
立现实的人生目标；多花时间与他人接触，与家人和
朋友建立可靠的亲密关系；多向他人寻求帮助；不要
强迫自己将情绪提高到很好的状态，缓慢地改善自己
的负面情绪；了解抑郁症的相关知识，理性地看待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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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281

1.5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63564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4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2.1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21%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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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NTNAP2 rs7794745 A/A A/T

TRIP13,LOC100506688 rs10513025 T/T T/T

MET rs38845 A/A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Dan E A, Cutler D J, Brune C W, et al. A Common Genetic Variant in the Neurexin Superfamily
Member CNTNAP2 Increases Familial Risk of Autism[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8,
82(1):160.

[2] Daly M J. A genome-wide linkage and association scan reveals novel loci for autism.[J]. Nature,
2009, 461(7265):802-8.

[3] Zhou X, Xu Y, Wang J, et al. Repli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a MET Variant with Autism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1, 6(11):e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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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自闭症（Autism）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一种亚型，以男性多见，起病于婴幼儿期，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言语发
育障碍、人际交往障碍、兴趣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约有3/4的患者伴有明显的精神发育迟滞，部分患儿在一般性
智力落后的背景下某方面具有较好的能力。目前中国自闭症患病率和世界其他国家相似，约为1%，自闭症患者已
超1000万，0到14岁的儿童患病者达200余万。

致病因素
尚不清楚，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遗传因素，20
%的自闭症患者有确定的遗传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唐
氏综合征、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结节性硬化等；（2
）围生期因素，围生期各种并发症，如产伤、宫内窒
息等；（3）免疫系统异常，T淋巴细胞数量减少，辅
助T细胞和B细胞数量减少、抑制–诱导T细胞缺乏、自
然杀伤细胞活性减低等；（4）神经内分泌和神经递质
，自闭症患者的单胺系统，如5–羟色胺和儿茶酚胺发
育不成熟，松果体–丘脑下部–垂体–肾上腺轴异常，导
致5–HT、内啡肽增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

早期症状
多数自闭症儿童有语言发育延迟或障碍，通常在两岁
和三岁时仍然不会说话，或者在正常语言发育后出现
语言倒退，在2~3岁以前有表达性语言，随着年龄增长
逐渐减少，甚至完全丧失。患者不能与他人建立正常
的人际关系。年幼时即表现出与别人无目光对视，表
情贫乏，缺乏期待父母和他人拥抱、爱抚的表情或姿
态，也无享受到爱抚时的愉快表情，甚至对父母和别
人的拥抱、爱抚予以拒绝。分不清亲疏关系，对待亲
人与对待其他人都是同样的态度。不能与父母建立正
常的依恋关系，患者与同龄儿童之间难以建立正常的
伙伴关系。患者的兴趣范围狭窄，行为模式刻板。患
者可有重复刻板动作，如反复拍手、转圈、用舌舔墙
壁、跺脚等。在自闭症儿童中，智力水平表现很不一
致，少数患者在正常范围，大多数患者表现为不同程
度的智力障碍。

体检筛查
美国精神病学会出具的DSM诊断标准中指出，自闭症
诊断需要以下几个因素：在多种环境中持续性地显示
出社会沟通、交往的缺陷；重复的行为、兴趣或活动
；症状在发育早期有显示；这些症状带来了在社交、
职业或其他重要方面的临床上显著的障碍；这些症状
不能用智力发育缺陷或整体发育迟缓更好地解释。医
生需通过采集详细的生长发育史、病史和精神检查，
若发现患者在3岁前逐渐出现言语发育与社会交往障碍
、兴趣范围狭窄和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等典型临床表
现，排除儿童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Asperger
综合征、Heller综合征和Rett综合征等其他广泛性发育
障碍，可做出儿童自闭症的诊断。少数患者的临床表
现不典型，只能部分满足自闭症症状标准，或发病年
龄不典型，如在3岁后才出现症状。可将这些患者诊断
为非典型自闭症。应对这类患者继续观察随访，最终
做出正确诊断。

生活建议
虽然目前自闭症的干预方法很多，但是大多缺乏循证
医学的证据。尚无最优治疗方案，最佳的治疗方法应
该是个体化的治疗。其中，教育和训练是最有效、最
主要的治疗方法。目标是促进患者语言发育，提高社
会交往能力，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和学习技能。自闭症
患者在学龄前一般因不能适应普通幼儿园生活，可在
家庭、特殊教育学校、医疗机构中接受教育和训练。
学龄期以后患者的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会有所提高，
部分患者可以到普通小学与同龄儿童一起接受教育，
还有部分患者可能仍然留在特殊教育学校。目前药物
治疗尚无法改变自闭症的病程，也缺乏治疗核心症状
的特异性药物，但药物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些情绪和行
为症状，如情绪不稳、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行为、
攻击行为、自伤和自杀行为、抽动和强迫症状以及精
神病性症状等，有利于维护患者自身或他人安全、顺
利实施教育训练及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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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及语言发育障碍—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050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7.6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2.3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神经系统

478/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NTNAP2 rs2710102 A/A A/A

CNTNAP2 rs759178 A/A A/A

CNTNAP2 rs17236239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hitehouse A J O, Bishop D V M, Ang Q W, et al. CNTNAP2 variants affect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Genes Brain & Behavior, 2011, 10(4):451.

[2] Vernes S, Newbury D B, Winchester L, et al. A Functional Genetic Link between Distinct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s[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8, 359(22):23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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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指在发育早期就有正常语言获得方式的紊乱，表现为发音、语言理解，或语言表达能力发育的
延迟和异常，这种异常影响学习、职业和社交功能。这些情况并非因神经或言语机制的异常、感觉缺损、精神发育
迟滞或周围环境因素所致。国外报道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的患病率为6%~15%，男孩高于女孩，男女之比为3：41
。表达性语言障碍明显高于感受性语言障碍。

致病因素
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包括特定言语构音障碍、表达性
语言障碍、感受性语言障碍、伴发癫痫的获得性失语
、其他待分类的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根据疾病分型
不同，不同的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致病因素不同，主
要为精神发育迟滞与童年和少年期心理发育障碍。

早期症状
不同类型的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临床表现不同。特定
言语构音障碍表现为患儿运用语音的能力低于其智龄
的应有水平，但言语技能正常。表达性语言障碍患儿
表达性口语应用能力显著低于其智龄的应有水平，但
语言理解力在正常范围内，发音异常可有可无。感受
性语言障碍患儿对语言的理解低于其智龄所应有的水
平，几乎所有患儿的语言表达都显著受损，也常见语
音发育异常。伴发癫痫的获得性失语患者病前语言功
能发育正常，出现言语丧失的前后2年中，出现累及一
侧或双侧颞叶的阵发性脑电图异常或癫痫发作。

体检筛查
根据《CCMD–3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言语和语言
发育障碍的诊断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症状、家族史、
生活史、用药史进行综合判断。对于疾病详细的分型
有助于后续的治疗。诊断时应排除其他疾病造成的言
语和语言发育障碍。

生活建议
因为疾病分型的不同，该类疾病的预后差别很大。对
于表达性言语障碍患者，可通过对声音、词汇、句子
结构的加强练习，增加一些常用的短语等方式增强其
对语言的应用能力。感受性语言障碍患者一般治疗效
果不理想，因为这类病人经常出现心理及情绪问题，
所以必须进行心理治疗，尤其要重视培养他们的自我
照料能力和社会交往的技巧。对这类儿童的父母进行
心理咨询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伴发癫痫的获得性失
语患者应给予抗癫痫治疗，并在围生期尽可能避免造
成胎儿脑损伤的因素，及早进行综合教育训练。对患
儿进行心理治疗，可缓解其因疾病继发的行为和情绪
障碍，对患者父母的心理治疗，可增强父母对孩子疾
病的理解，减轻父母因孩子的言语障碍而产生的紧张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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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巴雷综合征—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2.430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0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98.9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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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ICAM1 rs1799969 G/G G/G

IL17F rs2397084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harwar NK, Prasad KN, Singh K, et al. Polymorphisms of IL-17 and ICAM-1 and their expression in
Guillain-Barre syndro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6, 127(8):68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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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吉兰–巴雷综合征（GBS）又称格林巴利综合征，是以周围神经和神经根的脱髓鞘病变及小血管炎性细胞浸润为病
理特点的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病，经典型的GBS称为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AIDP），临床表现为急
性对称性弛缓性肢体瘫痪。2016年2月25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通报指出，吉兰–巴雷综合征较为罕见，
每年每10万人中总发病率不到4例。各年龄人群均可遭受影响，但在成人和男性当中更为常见。发病时，人体免疫
系统会攻击部分外周神经系统，由此影响控制肌肉运动以及传达疼痛、温度和触觉的神经。最初症状包括虚弱或刺
痛感，一般从腿部开始，可蔓延至手臂和脸部；对某些人而言，这会导致腿部和/或手臂肌肉无力和感觉丧失，一
些患者会出现腿部、手臂或面部肌肉瘫痪，20％至25％的人胸肌会受到影响，使呼吸发生困难。世卫组织指出，
尽管致病病因不是总能够得到确定，而且严重并发症可导致死亡，但通过精准治疗，大多数病人能够恢复。

致病因素
吉兰–巴雷综合征的致病原因目前不是总能够得到确定
，但通常是由某种感染，如艾滋病毒、登革热或流感
而触发，源自免疫接种、手术或创伤的情况比较少见
。确诊时需要以症状、神经系统检查结果，包括深部
肌腱反射减少或丧失以及腰椎穿刺为依据。为确定触
发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原因，可能还需要进行验血等其
它一些检测。同时，研究人员正在对近期吉兰–巴雷综
合征病例激增与寨卡病毒感染之间潜在的但尚未证实
的联系进行深入探究。

早期症状
最初症状包括虚弱或刺痛感，一般从腿部开始，可蔓
延至手臂和脸部，对某些人而言，这会导致腿部和/或
手臂肌肉无力和感觉丧失，一些患者会出现腿部、手
臂或面部肌肉瘫痪，20％至25％的人胸肌会受到影响
，使呼吸发生困难。世卫组织指出，尽管致病病因不
是总能够得到确定，而且严重并发症可导致死亡，但
通过精准治疗，大多数病人能够恢复。

体检筛查
根据急性起病的、对称性的四肢弛缓性瘫痪，可伴有
双侧第Ⅶ或Ⅸ、Ⅹ颅神经麻痹，CSF有蛋白细胞分离现
象，神经电生理检查有神经传导速度的减慢即可诊断
本病。

生活建议
平时预防感染，发生感染时应及时治疗。若有发病症
状应及时就医。尽管致病病因不是总能够得到确定，
而且严重并发症可导致死亡，但通过精准治疗，大多
数病人能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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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综合征—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4 1.939

0.25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27956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25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1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3.1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6.32%

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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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MCCC1 rs2270968 T/T T/G

MMRN1,LOC644248 rs6532194 C/C T/T

GPRIN3,SNCA rs11931074 G/G T/T

SNCA rs8180209 A/A G/G

SLC2A13 rs1384236 C/C T/T

NUCKS1 rs823128 G/G G/A

SLC41A1 rs823156 G/G G/A

SLC41A1,RAB7L1 rs947211 A/A A/G

PM20D1 rs11240572 C/C C/A

DLG2 rs7479949 T/T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Tan E K, Kwok H K, Tan L C, et al. Analysis of GWAS-linked loci in Parkinson disease reaffirms
PARK16 as a susceptibility locus[J]. Neurology, 2010, 75(6):508.

[2] Foo J N, Tan L C, Irwan I D,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Parkinson's disease in East
Asians[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7, 26(1):22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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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帕金森综合征（PD）是一种由大脑多巴胺神经元丧失造成的一种运动系统紊乱疾病。帕金森综合征的四个主要初
始症状为震颤，僵硬，运动迟缓，平衡丧失。随着病程的进展，这些症状会逐渐变强烈，患者可能会难以行走、无
法说话。帕金森综合征的初始症状通常很轻微，并且进展缓慢。其他的症状包括抑郁或是其它情绪的改变、吞咽困
难、咀嚼困难、语言障碍、皮肤问题、睡眠障碍等。患者之间的症状差异较大，有些可能失去行为能力，有些只会
受到轻微影响。帕金森综合征通常发生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流行病学显示，每年每十万人中有10~21个人可能罹
患帕金森综合征，65岁以上人群发病率约为1%。

致病因素
在帕金森综合征中，大脑中特定的神经细胞逐渐死亡
。这些神经元可以分泌多巴胺作为递质。当细胞死亡
后，多巴胺水平逐渐降低，导致异常的大脑活动，从
而造成帕金森综合征的各种症状。帕金森综合征的致
病机理尚不明确，但是以下一些因素可能对此有所影
响：（1）遗传因素，有一些基因，如Parkin，LRRK2
，它们的突变可能会提高帕金森综合征的发病概率，
少部分患者有明确的家族史；（2）环境因素：暴露在
有神经毒性的毒素或环境中，如除草剂、杀虫剂等，
可能会轻微地提高帕金森综合征的发病概率；（3）年
龄:帕金森综合征多发于中老年，通常发生在60岁以上
的人群。

早期症状
帕金森综合征的早期表现差异很大。早期信号可能会
非常轻微，通常难以被发现。这些症状通常是单侧开
始发病，甚至在另一侧发病后，先发病的一侧症状也
更为严重。典型的帕金森症状有：震颤，患者的肢体
会发生不自主的颤动，在静息状态下，颤动也不会停
止；行动迟缓，帕金森综合征会减弱患者的行动能力
，患者在行动时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迈步时步伐会缩
短；肌肉僵硬，肌肉僵硬会减小患者活动的幅度，同
时造成疼痛；同时，患者的自主运动能力会下降；平
衡能力受损；说话方式改变，患者说话时可能会变得
声音更轻、更快，说话可能会犹豫或是口吃。当患者
发现症状时，应及时看医生，以获得更及时的治疗，
同时排除其他的症状。

体检筛查
根据《中国帕金森病的诊疗标准（2016版）》，帕金
森综合症的核心运动症状有三个，行动迟缓，静止性
震颤，肌强直。肢体运动迟缓是确立帕金森综合征诊
断所必需的，同时，患者必需具备静止性震颤和肌强
直两项症状中的一项。单纯的运动性和姿势性震颤不
满足帕金森综合征的诊断标准。除了核心运动症状外
，确诊帕金森需要医生结合患者的医疗史、辅助性神
经功能检查等信息进行综合考虑，并排除其他相关疾
病的可能。

生活建议
现阶段而言，帕金森综合征并没有有效的治愈手段。
但是很多药物可以极大程度地缓解患者的症状。常用
的药物有多巴胺的前体药物。该药物在进入体内后转
化为多巴胺，从而缓解由多巴胺缺失造成的行动迟缓
和肌强直。抗胆碱药物可以帮助患者缓解震颤。通过
手术的方式，在大脑中植入发生电信号的装置，通过
外部导入电信号，模拟神经元的行为，从而神经元缺
失造成的症状。与慢性疾病一同生活是一件令人沮丧
的事情，很多帕金森综合征患者都有抑郁的情况发生
。患者应多与家人、朋友交流，与他们交流自己的感
受，向他们寻求帮助，也可参与一些互助小组。帕金
森综合征的症状通过治疗通常可以被很好的控制，所
以患者应在发现症状后积极参与治疗。治疗之外，患
者应注意健康饮食，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适度锻炼
，同时避免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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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238 1.950

0.62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38778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62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6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1.6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2.9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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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NKAPL rs1635 C/C C/C

ZKSCAN4 rs1233710 C/C C/C

TSPAN18 rs11038167 A/A C/C

TSPAN18 rs11038172 A/A G/G

TSPAN18 rs835784 A/A G/G

PGBD1 rs2142731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Yue W H, Wang H F, Sun L D,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a susceptibility locus
for schizophrenia in Han Chinese at 11p11.2.[J]. Nature Genetics, 2011, 43(12):122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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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多在青壮年缓慢或亚急性起病，临床上往往表现为
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患者一般意识清楚，
智能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过程中会出现认知功能的损害。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部分
患者最终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但有的患者经过治疗后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状态。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精
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大概为3.8‰~8.4‰，美国的研究，终生患病率高达13‰，我国1994年调查数据，城市地
区患病率7.11‰，农村4.26‰。

致病因素
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组症状群所组成的临床综合征，它
是多因素的疾病。以下几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精神分
裂症的发病：（1）遗传因素：精神分裂症有很强的遗
传倾向，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中患病率比一般群体高
约6.2倍；（2）病毒感染：胎儿期间病毒感染可能造
成胎儿脑发育障碍，母亲在怀孕期间，患过流感或其
他病毒感染，胎儿成年后发生精神分裂症明显高于对
照组；（3）心理社会因素：不同社会地位、经济条件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会对人心理产生不同的影
响，心理创伤等也会增加患病几率；（4）营养因素：
在胚胎和婴幼儿时期，营养元素的缺乏会对大脑发育
造成影响，增加患病的危险性。

早期症状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症状复杂多样，个体之间症状差异
很大，即使同一患者在不同阶段或病期也可能表现出
不同症状。（1）感知觉障碍：精神分裂症可出现多种
感知觉障碍，最突出的感知觉障碍是幻觉；（2）思维
障碍：思维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主要包括
思维形式障碍和思维内容障碍。思维形式障碍的主要
表现是思维联想过程障碍。妄想是最常见、最重要的
思维内容障碍；（3）情感障碍：情感淡漠及情感反应
不协调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常见的情感症状，此外，
不协调性兴奋、易激惹、抑郁及焦虑等情感症状也较
常见；（4）意志和行为障碍：多数患者的意志减退甚
至缺乏，表现为活动减少，离群独处，行为被动，缺
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工作和学习兴趣减退，
不关心前途，对将来没有明确打算，某些患者可能有
一些计划和打算，但很少执行；（5）认知功能障碍：
约85%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如信息处理和选择性
注意、工作记忆、短时记忆和学习、执行功能等认知
缺陷。

体检筛查
患者若发现有疑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应及早就医，医
生应根据患者症状，结合患者病史、用药史、家族史
等进行综合评估。国外常用的诊断标准包括美国的疾
病分类和诊断统计手册DSM–Ⅳ–TR、WHO的国际疾病
分类手册ICD–10，国内常用的诊断标准为中国精神障
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

生活建议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首选的治疗措施，药
物治疗应系统而规范，强调早期、足量、足疗程，注
意单一用药原则和个体化用药原则。一般推荐第二代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利培酮、奥氮平、奎硫平
等作为一线药物选用。第一代及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的氯氮平作为二线药物使用。部分急性期患者或疗效
欠佳患者可以合用电抽搐治疗。除此之外，患者可接
受心理咨询。同时，参加互助小组、缓解情绪压力也
对精神分裂症的预后有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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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震颤—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94 4.056

1.23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10561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23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5.0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4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49%

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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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TNNA3 rs10822974 A/A A/G

CTNNA3 rs7903491 A/A A/G

MTHFR rs1801133 G/G G/G

LRRK2 rs33949390 G/G G/G

SLC1A2 rs3794087 G/G G/G

CTNNA3 rs12764057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azci A, Emel Ergul M S, Kemal Bayulkem M D. Association of the C677T and A1298C
polymorphisms of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gene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tremor in
Turkey[J]. Movement Disorder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Movement Disorder Society, 2004,
19(12):1472-6.
[2] Chao Y X, Ng E Y, Tan L, et al. Lrrk2 R1628P variant is a risk factor for essential tremor[J]. Sci Rep,
2015, 5:9029.

[3] Thier S, Lorenz D, Nothnagel M, et al. Polymorphisms in the glial glutamate transporter SLC1A2 are
associated with essential tremor[J]. Neurology, 2012, 79(3):243.

[4] Muller S H, Girard S L, Hopfner F,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essential tremor
identifies three new loci[J]. Brain, 2016, 139(Pt 12):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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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特发性震颤（ET）是最常见的运动障碍性疾病，主要为手、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的姿位性和运动性震颤。本病的
震颤在注意力集中、精神紧张、疲劳、饥饿时加重，多数病例在饮酒后暂时消失，次日加重，这也是特发性震颤的
临床特征。特发性震颤病因并不清楚，易与其他疾病产生的震颤混淆。约60%病人有家族史。也有报道不完全外显
和散发病例，散发者和有遗传者临床特征完全一致，通常认为是同一疾病，但目前尚未确定相关基因异常。特发性
震颤在普通人群中发病率为0.3%～1.7%，并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大于40岁的人群中发病率增至5.5%，大于65岁
的人群中发病率为10.2%，男女之间的发病率并无明显差异。

致病因素
本病的确切病因仍不清楚，有几种因素会影响该病的
发病：（1）生理因素：丘脑腹中间核神经元节律性爆
发性放电活动可能对病发起关键作用；（2）遗传因素
：约60%病人有家族史，呈现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特征
。研究发现相关的致病基因有FET1、ETM等。也有报
道本病患者的性染色体有异常，少数男患者出现XXY和
XYY。另一方面，特发性震颤也有许多散发病例，散发
病例的临床表现和发病规律基本上与家族性震颤相同
。

早期症状
特发性震颤唯一的症状就是震颤，偶有报道伴有语调
和轻微步态异常。病人通常首先由上肢开始，也可以
影响头、腿、躯干、发声和面部肌肉。表现为姿位性
震颤，可同时含有运动性、意向性或静止性震颤成分
。震颤可能在指向目的的运动中加重。随着病程和年
龄的增加，震颤的频率逐渐降低，幅度逐渐增加。病
人往往在起初数月感到身体内的振动，以后在兴奋或
疲劳时出现短暂的活动时震颤，再后震颤持续存在。
可以短时间内自我控制，对活动的影响不明显。在这
阶段姿位性震颤是反射性的，迅速出现，仅持续数秒
。随着震颤幅度的增加，对于震颤的控制更为困难。
一般认为特发性震颤是双侧上肢对称起病，也可单侧
上肢起病。一旦上肢影响后常向上发展至头、面、舌
、下颌部。累计躯干和双侧下肢者少见，仅在病程的
晚期出现，而且程度比上肢轻。特发性震颤对乙醇（
酒精）有特征性反应。许多病人即使只摄取少量乙醇
就可减少震颤。42%~75%病人饮酒后震颤减轻，但只
是暂时的，一般维持2~4h，第二日震颤反而加重。

体检筛查
根据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
组提出的《原发性震颤的诊断和治疗指南》，对于特
发性震颤的诊断有如下几个要点：（1）核心诊断标准
：双手及前臂明显且持续的姿势性和（或）动作性震
颤；不伴有其他神经系统体征（齿轮现象和Froment
征除外）；可仅有头部震颤，但不伴有肌张力障碍；
（2）支持诊断标准：病程超过3年；有阳性家族史；
饮酒后震颤减轻；（3）需要结合患者病史和用药史以
及其他疾病的影响共同作出判断。

生活建议
特发性震颤的发病年龄与预后无关，震颤的严重度与
死亡率无关。虽然特发性震颤常冠以“良性”，长期或终
生处于稳定状态，但部分严重的震颤病人会导致活动
困难，减少社会交往活动，最终丧失劳动力，生活自
理困难。这种情况一般在起病十余年后发生，发生率
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可能有多达15%的病人因丧失劳
动能力提前退休。以下的措施可以减少或缓解震颤：
避免摄入咖啡因；尽量少地摄入酒精，尽管酒精可以
暂时减缓震颤，但是一旦酒精被代谢，震颤会变得更
加严重；放松心情，心理压力和焦虑会使震颤变严重
；改变生活方式，尽量多使用震颤较不严重的手，避
免日常生活受到过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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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性惊厥—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40 1.807

0.44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76088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44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2.23%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7.77%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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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TGS2 rs689466 T/T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ung K L, Liang J S, Wang J S, et al. Association of a novel GABRG2 splicing variation and a
PTGS2/COX-2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with Taiwanese febrile seizures[J]. Epilepsy Research,
2016,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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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小儿热性惊厥（FC）是婴幼儿最常见的惊厥性疾病，发生在婴幼儿期伴有发热的惊厥发作，并排除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及曾患热惊厥病史者。如今认为对单纯热性惊厥患儿可不诊断为癫痫。热性惊厥不是“发热”和“惊厥”的简单相
加，根据1981年Nelson及Ellenberg提出的定义，热性惊厥指的是婴幼儿时期起病，经常为3个月至5岁之间，伴有
发热，但非颅内感染所引起。惊厥无其他明确原因，如发作前曾有非热惊厥发作，则此次发作不考虑为热性惊厥。

致病因素
热性惊厥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抽搐，大多由于各种感
染性疾病引起，以上呼吸道感染最为多见，见于感冒
等疾病初期，体温骤然上升时，又称热性惊厥，热性
惊厥不包括脑炎，脑膜炎发热时并存的抽搐。 

早期症状
惊厥多发生在发热后12h内，多数为全身强直阵挛或阵
挛性发作，少数为强直性发作或失张力发作，15%为
一侧性或限局性发作，多数发作历时短暂，一次热程
中仅有1次发作，1/3的患儿以后有复发性FC，惊厥时
间超过20min（24%），24h内有惊厥复发（约1/4）
或有限局性发作者称为复杂性热性惊厥，热性惊厥中
仅2.4%以后转为癫痫，下列高危因素与以后转为癫痫
有关：6个月以内或6岁以后起病，有癫痫家族史，精
神运动发育异常，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有神经系
统异常如Todd麻痹，热退1周后有癫痫样脑电图异常
。

体检筛查
检查：因常为上呼吸道感染引发本症，所以一般外周
血象检查正常；有细菌感染时，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
细胞可显著增高。FC患儿在发热期脑电图可见慢波活
动增多或轻度不对称，枕区明显，可持续数天，这种
非特异性异常对评价预后没有意义，一般应在热退1周
后行脑电图检查。诊断标准如下：（1）最低标准：①
首次发病年龄在4个月～3岁，最后复发不超过6～7岁
；②发热在38℃以上，先发热后惊厥，惊厥多发生于
发热24h内；③惊厥为全身性抽搐，伴意识丧失，持续
数分钟以内，发作后很快清醒；④无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及其他脑损伤；⑤可伴有呼吸，消化系统等急性感
染。（2）辅助标准：①惊厥发作2周后脑电图正常；
②脑脊液检查正常；③体格及智力发育正常。

生活建议
对于易发病小儿，注意日常护理，加强营养，增强抵
抗力，尽量减少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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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神经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36 4.397

0.89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45777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9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9.5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50%

神经系统

496/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PBRM1 rs2251219 T/T T/C

CACNA1C rs1006737 G/G G/G

BDNF, BDNF-AS rs6265 C/C 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ang Z, Li Z, Chen J, et al. Association of BDNF gene polymorphism with bipolar disorders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J]. Genes Brain & Behavior, 2012, 11(5):524.

[2] Ruderfer D M, Fanous A H, Ripke S, et al. Polygenic dissection of diagnosis and clinical dimensions
of bipolar disorder and schizophrenia[J]. Molecular Psychiatry, 2014, 19(9):1017.

[3] Rao S, Yao Y, Ryan J, et al. Genetic association of rs1344706 in ZNF804A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schizophrenia susceptibility in Chinese populations[J]. Sci Rep, 2017, 7:41140.

[4] Kondo K, Ikeda M, Kajio Y, et al. Genetic Variants on 3q21 and in the Sp8 Transcription Factor Gene
(SP8) as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Psychotic Disorders: A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y[J]. Plos One, 2013,
8(8):e7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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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双相障碍（BP）是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疾病，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研究发现，躁狂发作前
往往有轻微和短暂的抑郁发作，所以多数学者认为躁狂发作就是双相障碍，只有抑郁发作的才是单相障碍。DSM–I
V中将双相障碍分为两个亚型，双相I型指有躁狂或混合发作及重性抑郁发作，双相II型指有轻躁狂及重性抑郁发作
，或无躁狂发作。值得注意的是，双相抑郁未引起临床医生足够重视，有报道37%的双相抑郁患者被误诊为单相抑
郁，长期使用抗抑郁药治疗，从而诱发躁狂、快速循环发作，使发作频率增加。2011年3月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
》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双相障碍总患病率为2.4%。

致病因素
双相障碍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可能的因素有：（1）
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双相障碍患者的大脑结构与健康
人群或有其它精神疾病的人群有细微不同；（2）遗传
因素，有些基因突变会导致双相障碍，有些患者有家
族史，但是双生子研究显示遗传基因只是众多风险因
素之一，并非所有基因携带者都会发病；（3）性别，
单相抑郁女性患病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但在双相障碍
患者中性别差异不明显；（4）年龄，双相障碍平均发
病年龄为30岁，单相抑郁症为40岁，前者明显早于后
者，尤其是25岁以前起病的首发抑郁是双相抑郁的重
要预测因素。

早期症状
双相障碍的临床表现按照发作特点可以分为抑郁发作
、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1）抑郁发作，与单相抑郁
相比，双相抑郁起病较急，病程较短，反复发作较频
繁。双相抑郁区别于单相抑郁的症状特征包括情绪的
不稳定性、易激惹、思维混乱、睡眠增加、肥胖/体重
增加、更多的自杀观念、共病焦虑及物质滥用；（2）
躁狂发作，患者可存在持续至少数天的心情高涨、精
力充沛、活动增多，有显著的自我感觉良好，注意力
不集中也不能持久，社交活动增多，性欲增强，睡眠
需要减少。对患者社会功能有轻度的影响，部分患者
有时达不到影响社会功能的程度。一般人常不易觉察
。（3）混合发作，指躁狂症状和抑郁症状在一次发作
中同时出现，临床上较为少见。通常是在躁狂与抑郁
快速转相时发生。例如，一个躁狂发作的患者突然转
为抑郁，几小时后又再复躁狂，但这种混合状态一般
持续时间较短，多数较快转入躁狂相或抑郁相。混合
发作时躁狂症状和抑郁症状均不典型，容易误诊为分
裂心境障碍或精神分裂症。

体检筛查
通过体格检查（包括神经系统检查）排除可能由躯体
疾病或物质依赖所致的双相障碍。部分双相障碍患者
（尤以女性）可能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因此应做甲状
腺功能测定。对过度兴奋及进食不好者应注意水、盐
代谢及酸碱平衡的了解。心理学测试、神经生化、神
经电生理和脑影像学等辅助检查结果可供参考。在治
疗过程中进行药物血浓度测定，以保证疗效、监测毒
副反应及治疗依从性。双相障碍的诊断主要应根据病
史、临床症状、病程特点及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比较相关的精神疾病诊断分类依标准而确定。典型病
例诊断一般不困难。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诊断标准有ICD
–10和DSM–IV。但任何一种诊断标准都难免有其局限
性，密切地临床观察，把握疾病横断面的主要症状及
纵向病程的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可靠
基础。

生活建议
维持合理的作息和膳食，找到可以合理缓解压力的方
法。平时多与亲友沟通交流。由于双相障碍几乎终身
以循环方式反复发作，其发作的频率远较抑郁障碍高
，因此应坚持长期治疗原则。急性期治疗目的是控制
症状、缩短病程；巩固期治疗目的是防止症状复燃、
促使社会功能的恢复；维持期治疗目的在于防止复发
，维持良好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可采取药物治
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和危机干预等措施的综合运
用，提高疗效、预防复发和自杀，改善社会功能和生
活质量。随访研究发现，经药物治疗已康复的患者在
停药后的1年内复发率较高，服用锂盐预防性治疗，可
有效防止躁狂或抑郁的复发。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系
统对预防本病复发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尽可能解
除或减轻患者过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帮助患者解决
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及问题，提高患者应对能力
，并积极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以防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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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骨骼肌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736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5.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5.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4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92.5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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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OL11A1 rs1676486 A/A G/G

CILP rs2073711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Mio F, Chiba K, Hirose Y, et al. A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in COL11A1, which encodes the alpha 1
chain of type XI collagen, is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lumbar disc herni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7, 81(6):1271-7.

[2] Seki S, Kawaguchi Y, Chiba K, et al. A functional SNP in CILP, encoding cartilage intermediate layer
protein, is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lumbar disc disease.[J]. Nature Genetics, 2005, 37(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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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指腰椎间盘发生退行性变或外力作用引起纤维环破裂，导致髓核组织从破裂之处突出或脱出，使
相邻的脊神经根受到刺激或压迫，最终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如下腰痛和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可以发生于第
一腰椎到第一骶椎之间的任何一个椎间盘，其中90%~95%会发生于第四腰椎与第五腰椎间盘和第五腰椎与第一骶
椎间盘。发病年龄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20~50岁区间，约有1/3的背部疼痛原因是由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的。我
国腰椎病患者已突破2亿，腰间盘突出症患者占全国总人数的15.2％，多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逐年以惊人
的速度由中老年向青壮年中扩展。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有色人种发病率较其他民族明显要低
；小于20岁的青少年患者中约32％有家族史。腰骶段
先天异。（2）环境因素：受外力作用影响，如长期腰
部用力不当、过度用力的姿势或体位不正确等造成椎
间盘损伤。（3）退行性变：属人体客观规律；椎间盘
本身受体重压迫，且经常从事伸展运动，易造成椎间
盘的挤压和磨损，尤其是下腰部位，从而引发退行性
改变。（4）其他因素：如腹压增加、腰姿不正、突然
负重、妊娠、受寒和受潮等。

早期症状
少数病人只有腿疼（一般集中在大腿前侧痛或双侧下
肢疼痛症状）症状或肌肉痉挛等症状。针对腰腿病痛
患者，卧床休息后，痛处多可缓解。此外，外界因素
如咳嗽、大笑、抬举重物、喷嚏咳嗽等都会诱发腰腿
痛，或可使已发生的腰腿痛加重。少部分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会伴有跛行，且多为间歇性发作，待弯腰或
蹲下休息后症状可以缓解。

体检筛查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危人群包括：（1）年龄：约90%
发生于20–50岁，小于20岁和大于60岁年龄段发病率
约5%；（2）性别：男性多于女性；（3）长期保持固
定姿势的人群；（4）长期处于潮湿寒冷环境下的人群
；（5）专业运动员，如举重运动员等。诊断依据：（
1）体征检查，主要针对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通过肉眼识别方法，根据临床症状或体表特征可作出
正确诊断。如局部肿胀、触痛感、瘀斑等痕迹，个别
患者会出现部分肢体麻木、行走不稳、头痛恶心、眩
晕猝倒等症状。（2）影像学检查，目前临床上最常用
的主要有三种，即腰椎X线位片检查、CT检查、MRI检
查。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食物多样化，避免偏食，注重营养均
衡；（2）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如奶及奶制品、大豆
及其制品等；（3）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4）适当
补充动物肝脏，维生素和铁，以促进人体钙质吸收。
饮食禁忌：（1）忌吃辛辣刺激性食物；（2）少喝可
乐、汽水等碳酸饮品。（3）少吃油炸类食品。日常生
活建议：（1）避免长时间固定于某种姿势，每做二十
分钟左右，做全身的伸展运动，（2）平时加强腰部保
护，避免扭伤；（3）平时多注意保暖与防潮；（4）
注意床垫软硬适中，太硬或太软都会伤及腰椎，并定
期晾晒床上用品；（5）保持适当的身体锻炼，进行腰
、背肌的功能锻炼及前屈、后伸、旋转运动，尽量减
少突发性扭屈或提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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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骨骼肌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938

1.53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8.114095%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53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5.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6.8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0.85%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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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17orf53 rs227584 A/A C/C

WNT16 rs3801387 A/A A/A

CYP19A1,TNFAIP8L3 rs2118784 C/C A/A

LEKR1 rs344081 T/T T/C

SP7 rs2016266 G/G G/A

COLEC10,TNFRSF11B rs2062377 T/T T/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im B J, Ahn S H, Kim H M, et al. Replication of Caucasian Loci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related Traits in East Asians[J]. Journal of Bone Metabolism, 2016, 23(4):23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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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由多种因素所导致骨脆性增加的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该疾病主要表现为骨基质和骨
矿成分减少，骨微细结构破坏，它是伴随着人体机能的老化而产生的一种退行性疾病，即使是轻微的创伤或无外伤
的情况下也容易发生骨折。在骨折发生之前，通常无特殊临床表现。常见的骨质疏松症中，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一般
发生在妇女绝经后的5~10年内；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多指老年人在70岁后发生的骨质疏松；特发性骨质疏松主要发
生在青少年中间，目前病因尚不明。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处于上升趋势，目前我国有近7
000万骨质疏松患者，老年人中骨质疏松症的平均患病率估计为15.7％；调查显示，我国约2.1亿人存在低骨量问题
，若不采取预防措施就可能进一步发展成骨质疏松患者。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决定峰值骨量的70%。高加
索人与亚洲人患病率高；有家族史者，如有髋骨骨折
的家族史者患病率高；瘦小体型、低体重人群比高大
体型、高体重人群易患；骨密度与维生素D受体基因型
的多态性密切相关。（2）内分泌因素：雌激素缺乏是
女士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原因；男士患病因素则
与低睾酮水平下降有关；老年人钙离子吸收障碍或甲
状旁腺素水平代偿性增高可导致骨质疏松症；女士比
男士更易患骨质疏松症。（3）营养因素：青少年时钙
的摄入与成年时的骨量峰直接相关，钙的缺乏导致PTH
分泌和骨吸收增加，低钙饮食者易发生骨质疏松；维
生素D的缺乏可以导致骨基质的矿化受损；长期蛋白质
缺乏造成骨机制蛋白合成不足，导致新骨生成落后；
缺乏维生素C则可使骨基质合成减少。（4）其他因素
：健康状况低下、痴呆、视力障碍、神经系统疾病等
均可诱发骨质疏松症；缺乏运动，可导致骨骼的废用
性吸收；此外，过度酗酒、摄入咖啡因等也可诱发患
病。

早期症状
骨质疏松症在骨折发生以前多无症状，部分病人可因
椎体压缩性骨折出现身高下降并且逐渐出现脊柱后凸
，往往在骨折发生后经X线或骨密度检查时才发现已有
骨质疏松改变。多以腰背痛多见，一般占到疼痛患者
中的70%~80%；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仰卧或坐位
时疼痛减轻，直立时后伸或久立，久坐时疼痛加剧，
日间疼痛轻，夜间和清晨醒来时加重。弯腰、肌肉运
动、咳嗽、大便用力时均可致使病情加重。如果出现
下列情况需要与骨质疏松科医生讨论是否患有骨质疏
松：身高在一生中降低3厘米或60岁以下降低2厘米或3
年内下降2厘米者；持续使用皮质类固醇药物治疗超过
3个月者；使用风险因子评估后被确定为高危患者；近
期骨折怀疑与骨质疏松有关者。

体检筛查
《中国人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专家共识2014版》指出
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包括：（1）年龄：60～70岁妇
女发生率最高，75岁以上妇女及80岁以上男性发生率
明显增加；（2）性别：女性多于男性；（3）身体状
况：低体重人群及性激素低下者；（4）家族疾病：母
系家族史；（5）生活习惯：如吸烟、过度饮酒或咖啡
的人，体力活动少的人；（6）其他：饮食中钙或维生
素D缺乏者。诊断依据：（1）鉴别原发性、继发性或
特发性骨质疏松，需参考年龄、性别、病史、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2）参考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的诊断标准，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
推荐标准及分级如下：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
健康成人的骨峰值降低程度大于等于2个标准差为骨质
疏松；骨密度降低程度符合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同时伴
有一处或多处骨折时为严重骨质疏松。

生活建议
（1）保持健康的体重（常用体质指数判断体重的适宜
程度），我国居民的体质指数在18.5至23.9属正常。
（2）一周至少三次体育锻炼，每次锻炼30min以上。
针对中老年人，可结合自身身体素质进行锻炼，如跳
绳、慢跑、园艺劳动等。（3）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
习惯，如戒烟、限酒等。（4）多接受阳光照射，可促
进维生素D3的合成，从而小肠部对钙质的吸收作用。
针对老年人的体检建议：具备一个主要骨折风险因子
或两个以上次要因子的50–65岁成年人，建议每年测量
BMD，评估有无骨质疏松骨折风险；已患骨质疏松症
的患者，在治疗开始后，需要每年一次到两次测量BM
D，以评估治疗效果；对于无需治疗的患者，建议对中
度骨折风险的患者每1–5年复查一次BMD，对低度骨折
风险的患者每5–10年测量一次B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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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炎—骨骼肌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512 3.172

2.19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7.79498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19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8.1%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9.6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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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GDF5 rs143383 A/A G/G

ADAM12 rs1871054 C/C C/T

COL6A4P1 rs7639618 C/C C/C

COL6A4P1 rs11718863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ie L, Wei C, Zhang H, et al. Rs143383 in the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5 (GDF5) Gen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steoarthritis (OA)-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2013, 10(3):312-319.

[2] Wang L, Guo L, Tian F, et al. Analysis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within ADAM12 and Risk
of Knee Osteoarthriti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Biomed Res Int, 2015, 2015:518643.

[3] Wang T, Liang Y, Li H, et 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nd Osteoarthritis:An Overview and a
Meta-Analysis[J]. Medicine, 2016, 95(7):e2811.

[4] Wang D, Zhou K, Chen Z,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VWA polymorphisms and osteoarthritis
susceptibility: a genetic meta-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 Experimental Medicine,
2015, 8(8):125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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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骨关节炎（OA）也称为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炎等，指由多种因素引起关节软骨纤维化、皲裂、溃疡、脱失而导
致的关节疾病。骨关节炎好发于负重大、活动多的关节，如膝、髋、踝、手、脊柱等关节。骨关节炎可分为原发性
和继发性两类，原发性骨关节炎多发生于中老年，女性多于男性，发病原因不明，与遗传和体质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继发性骨关节炎可发生于青壮年，继发于创伤、炎症、关节不稳定、慢性反复的积累性劳损或先天性疾病等。骨
关节炎在40岁人群的患病率为10%~17%，60岁以上为50%，而在75岁以上人群则高达80%。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与遗传因素有关的肥胖和骨质疏松症
等疾病也易引起骨性关节炎的发生。（2）性别因素：
权威的资料显示：50岁以前女性比男性发病率高2倍，
50岁以后两性之间基本相等。（3）内分泌因素：肢端
肥大症、性激素异常、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
能减退伴黏液性水肿、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等可诱发
骨关节炎的发生。（4）职业因素：长期反复使用某些
关节，可引起这些关节患病率的增加，如铸造工的肘
、肩关节，矿工的脊柱和膝关节，装卸工的膝踝关节
，驾驶员的肩关节等。（5）其他因素：如不良生活习
惯，秋冬不注意保暖，导致膝关节长期受到风寒湿邪
的侵袭；酷爱碳酸饮料，影响人体钙质吸收，诱发骨
关节炎、体重过重等。

早期症状
（1）关节疼痛及压痛：初期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
，休息时好转，活动后加重，疼痛常与天气变化有关
。晚期可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有压痛
，在伴有关节肿胀时尤为明显。（2）关节僵硬：在早
晨起床时关节僵硬及发紧感，也称之晨僵，活动后可
缓解。关节僵硬在气压降低或空气湿度增加时加重，
持续时间一般较短，常为几分数至十几分钟，很少超
过30min。（3）关节肿大：手部关节肿大变形明显，
可出现Heberden结节和Bouchard结节。部分膝关节
因骨赘形成或关节积液也会造成关节肿大。（4）骨摩
擦音（感）：由于关节软骨破坏、关节面不平，关节
活动时出现骨摩擦音（感），多见于膝关节。（5）关
节无力、活动障碍：关节疼痛、活动度下降、肌肉萎
缩、软组织挛缩可引起关节无力，行走时软腿或关节
绞锁，不能完全伸直或活动障碍。

体检筛查
骨关节炎的高危人群包括：（1）老年人：年龄是所有
骨性关节炎发病因素中最明显的，患病比率随年龄增
长而增高。（2）关节损伤人群：关节受过损伤，过度
使用各种关节的人群更易得骨性关节炎，如足球运动
员等。（3）体重较重的肥胖人群：有资料显示，37岁
超过标准体者20%的男士，患病危险比标准体重高2倍
以上。（4）患有家族疾病史的人群：如髋臼发育不良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骨代谢异常等，与遗传因素有
关的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疾病均易得骨性关节炎。诊
断依据：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2007年发表了《骨关
节炎诊治指南》，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X线表现及
实验室检查，诊断骨关节炎。

生活建议
（1）进食高钙食品，老年人钙的摄取量应较一般成年
人增加50%左右，即每日成分钙不小于1200毫克，故
宜多食牛奶、蛋类、豆制品、蔬菜和水果，必要时要
补充钙剂。（2）超体重者宜控制饮食，增加活动，减
轻体重，以利于减轻关节负重。（3）蛋白质的摄入要
有限度，实物中过度的蛋白质会促进钙从体内排除。
（4）要增加多种维生素的摄入，如维生素A、B1、B6
、B12、C和D等。（5）合理的关节肌肉锻炼，关节在
非负重状态下进行活动，以保持关节活动度；进行有
关肌肉或肌群的锻炼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增加关节的
稳定性。（6）对不同受累关节进行不同的锻炼，如手
关节町做抓、握锻炼，膝关节在非负重情况下做屈伸
活动，颈椎和腰椎关节进行轻柔的不同方向活动。（7
）有氧运动，步行、游泳、骑自行车等有助于保持关
节功能，避免长久站立、跪位和蹲位、爬楼梯、不良
姿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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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无力—骨骼肌肉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3.304 8.012

2.02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1549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02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7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10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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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TLA4 rs733618 T/T T/T

CTLA4 rs231770 C/C C/T

TNFRSF11A rs4263037 G/G A/A

CTLA4 rs4553808 A/A A/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ang X B, Pirskanen R, Giscombe R, et al. Two SNPs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CTLA-4 gene
affect binding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human myasthenia gravis[J].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2008, 263(1):61-69.

[2] Renton A E, Pliner H A, Provenzano C,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myasthenia
gravis[J]. Jama Neurology, 2015, 72(4):39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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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重症肌无力（MG）是一种神经–肌肉接头部位因乙酰胆碱受体减少而出现传递障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由神
经–肌肉接头突触后膜上乙酰胆碱受体受损引起。临床主要特征是部分或全身骨骼肌无力和极易疲劳，活动后症状
加重，经休息或用抗胆碱酯酶药物后可以缓解。临床上，按照改良Osserman分型标准，将重症肌无力分成五种类
型：眼肌型（Ⅰ型）、全身型（Ⅱ型）、重度激进型（Ⅲ型）、迟发重度型（Ⅳ型）、肌萎缩型（Ⅴ型）。MG在
各个年龄阶段均可发病，发病年龄有两个高峰20~40岁和40~60岁，每年平均发病率约为8.0~20.0/10万人。在40岁
之前，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40~50岁之间男女发病率相当；50岁之后，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

致病因素
重症肌无力是人类疾病中发病原因研究得最清楚、最
具代表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遗传因素：先天遗
传性的重症肌无力，是遗传异质性所造成的，属一种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基因定位在17号染色体短
臂13号位点（17p13），另外，MG遗传易感基因的研
究结果提示与祖先HLA单倍型A1–B8–Cw7–DR17–DQ2
相关；（2）内分泌因素：重症肌无力患者多见于育龄
期女性，约占1/2~2/3，女性MG发生危象者比男性多
，提示女性激素可能在MG发病机制中有一定的作用。
（3）免疫系统因素：AchR抗体是引起MG的重要因素
之一，发病机制与自身抗体介导的AchR的损害有关。
由AchR抗体介导，在细胞免疫和补体的参与下，突触
后膜的AchR被大量破坏，不能产生足够的终板电位，
导致突触后膜传递功能障碍而引发重症肌无力。（4）
其他因素：普遍认为与感染、药物、环境因素有关。

早期症状
骨骼肌无力表现为波动性和易疲劳性，晨轻暮重，活
动后加重、休息后可减轻，全身骨骼肌均可受累。在
发病早期可单独出现眼外肌、咽喉肌或肢体肌肉无力
；颅神经支配的肌肉较脊神经支配的肌肉更易受累。
经常从一组肌群无力开始，逐渐累及到其他肌群，直
到全身肌无力。部分患者短期内出现全身肌肉收缩无
力，甚至发生肌无力危象。

体检筛查
《中国重症肌无力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指出两个发
病高峰人群，第一高峰在20～40岁，以女性多见，多
以胸腺增生表现；第二高峰在40～60岁，男性多见，
多以胸腺瘤表现。诊断依据：（1）临床表现：某些特
定的横纹肌群肌无力呈斑片状分布，肌无力症状晨轻
暮重。通常以眼外肌受累最常见。（2）药理学表现：
新斯的明试验阳性。（3）RNS检查低频刺激波幅递减
10%以上；SFEMG测定的颤抖增宽、伴或不伴有阻滞
。（4）抗体：80–90%的全身性重症肌无力患者血中
可检测到AChR抗体。（5）影像学特征：约80%重症
肌无力患者伴有胸腺增生；约25%左右的重症肌无力
患者同时伴有胸腺瘤；约20–25%胸腺瘤患者出现重症
肌无力症状。

生活建议
饮食建议：（1）饮食有度，避免过饥或过饱。（2）
各种营养搭配均衡，不能偏食。（3）进食低盐、高蛋
白、富含钾、钙的饮食，以补充营养。（4）多食富含
高蛋白的食物，如鸡、鸭、鱼、豆类制品、鸡蛋等。
（5）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6）忌食生、冷及辛辣
食物，避免烟酒刺激。日常生活建议：（1）保证足够
的睡眠，养成定时作息的良好习惯。（2）适量运动，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3）注意平时保暖，预防感冒
。（4）保持心情预约，避免过度疲劳，劳逸结合。

骨骼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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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血液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5.987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4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46%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6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93.4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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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NFAIP3 rs5029939 C/C C/C

TNFAIP3 rs2230926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ou H, Yang J, Liu L, et al. The polymorphism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induced protein 3 gene
may contribute to the susceptibility of chronic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n Chinese
population.[J]. Platelets, 2015, 27(1):26.

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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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获得性出血性疾病，以血小板减少、骨髓巨核细胞正常或增多
，以及缺乏任何原因为特征。ITP在育龄期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其他年龄阶段男女比例无差别。ITP根据持续时间
可分为新诊断、持续性（持续时间在3~12个月）及慢性（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12个月）。成人典型病例一般隐匿
起病，病前无明显的病毒感染或其他疾病史，病程多为慢性过程。儿童ITP一般为自限性，约80%的患儿在6个月内
自发缓解。小儿发病率约46/100万，而成人发病率为38/100万左右。

致病因素
目前认为ITP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
，是由于人体产生抗血小板自身抗体导致单核巨噬系
统破坏血小板过多造成血小板减少，其发病原因尚不
完全清楚，发病机制也未完全阐明。儿童ITP的发病可
能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包括疱疹病毒、EB病毒、巨
细胞病毒、细小病毒B19、麻疹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病
毒、风疹病毒及肝炎病毒等，通常在感染后2~21天发
病。育龄期女性慢性ITP发病高于男性，妊娠期容易复
发，提示雌激素可能参与ITP的发病。

早期症状
ITP一般起病隐袭，表现为散在的皮肤出血点及其他较
轻的出血症状，如鼻衄、牙龈出血等。紫癜及淤斑可
出现在任何部位的皮肤或黏膜，但常见于下肢及上肢
远端。ITP患者的出血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血小板计数
有关，血小板数在20～50×10/L之间轻度外伤即可引起
出血，少数为自发性出血，如淤斑、淤点等，血小板
数小于20×10/L，有严重出血的危险，血小板数小于10
×10/L，可能出现颅内出血，查体通常无脾大，少数患
者可有轻度脾大，可能由于病毒感染所致。儿童急性I
TP在发病前1～3周可有呼吸道感染史，少数发生在预
防接种后。起病急，少数表现为暴发性起病，可有轻
度发热、畏寒，突然发生广泛而严重的皮肤黏膜紫癜
，甚至大片淤斑。皮肤淤点多为全身性，以下肢为多
，分布均匀。黏膜出血多见于鼻腔、齿龈，口腔可有
血疱。胃肠道及泌尿道出血并不少见，不到1%的患儿
发生颅内出血而危及生命。如患者头痛、呕吐，则要
警惕颅内出血的可能。大多数患者可自行缓解，少数
迁延不愈转为慢性。

体检筛查
血常规示只有血小板减少而其他各系血细胞均在正常
范围，部分患者由于失血导致缺铁，可伴有贫血。单
纯ITP网织红细胞计数基本正常，需排除由于EDTA依赖
性血小板凝聚而导致的假性血小板减少。出现破碎红
细胞应除外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和溶血尿毒综合
征。出现的巨血小板或微小血小板需考虑遗传性血小
板减少症。骨髓增生活跃，巨核细胞一般明显增多，
有时正常，较为突出的改变是巨核细胞的核浆成熟不
平衡，胞质中颗粒较少，产血小板巨核细胞明显减少
或缺乏。对考虑ITP的成人患者均应进行HIV和HCV检
查，HIV及HCV感染引起的血小板减少在临床上有时很
难与原发性ITP患者相鉴别。多测定血清IgG、IgA、Ig
M水平。低水平的免疫球蛋白常提示变异型免疫缺陷
病或选择性IgA缺陷症。

生活建议
避免病毒感染。发生早期症状后，应及时就医，控制
出血症状。

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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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障碍性贫血—血液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77 1.223

0.47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0035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47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00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71.07%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28.93%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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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GFB1 rs1800469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iang X H, Rong L, He G, et al. Polymorphisms of the TGF-β1, gene and the risk of acquired aplastic
anemi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Annals of Hematology, 2017, 96(3):1-6.

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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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是一组由多种病因所致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性综合征，以骨髓造血细胞增生减低和外周
血全血细胞减少为特征，临床以贫血、出血和感染为主要表现。确切病因尚未明确，再障发病可能与化学药物、放
射线、病毒感染及遗传因素有关。再障主要见于青壮年，其发病高峰期有2个，即15~25岁的年龄组和60岁以上的
老年组。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根据骨髓衰竭的严重程度和临床病程进展情况分为重型和非重型再障以及急性和
慢性再障。再生障碍性贫血在我国发病不多，每年0.74/10万人口，其中每年有0.14/10万人口为重型再障。

致病因素
药物、苯及其衍化物、电离辐射、病毒感染、遗传因
素、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等均与本病发病相关。
另外，可继发于胸腺瘤、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
关节炎、慢性肾功能衰竭、严重的甲状腺或前（腺）
脑垂体功能减退症等疾病。

早期症状
急性型再障起病急，进展迅速，常以出血和感染发热
为首起及主要表现。病初贫血常不明显，但随着病程
发展，呈进行性进展。几乎均有出血倾向，60%以上
有内脏出血，主要表现为消化道出血、血尿、眼底出
血（常伴有视力障碍）和颅内出血。皮肤、黏膜出血
广泛而严重，且不易控制。病程中几乎均有发热，系
感染所致，常在口咽部和肛门周围发生坏死性溃疡，
从而导致败血症。肺炎也很常见。感染和出血互为因
果，使病情日益恶化。慢性型再障起病缓慢，以贫血
为首起和主要表现；出血多限于皮肤黏膜，且不严重
；可并发感染，但常以呼吸道为主，容易控制。若治
疗得当，坚持不懈，不少患者可获得长期缓解以至痊
愈，但也有部分患者迁延多年不愈，甚至病程长达数
十年，少数到后期进展为重型或极重型再障。本病常
发病隐蔽，若有疲劳、胃口差、经常发烧和感染的现
象。

体检筛查
再生障碍性贫血诊断标准如下：全血细胞减少，网织
红细胞绝对值减少，一般无脾肿大。骨髓检查显示至
少一部位增生减低或重度减低（如增生活跃，巨核细
胞应明显减少，骨髓小粒成分中应见非造血细胞增多
。有条件者应作骨髓活检等检查）。能除外其他引起
全血细胞减少的疾病，如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的难治性贫血、急性造血功能
停滞、骨髓纤维化、急性白血病、恶性组织细胞病等
。

生活建议
平时应注意避免接触特定药物、苯及其衍化物、电离
辐射、病毒感染等风险刺激源，发生原发疾病时应及
时就诊。

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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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皮肤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744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8.065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8.065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4.9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5.0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皮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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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ELP,SELL rs7531806 G/G G/G

C11orf49 rs1060573 A/A A/A

C11orf49 rs747650 C/C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He L, Wu W J, Yang J K, et al. Two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1q24.2 and 11p11.2 confer risk to severe
acne.[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4, 5:2870.

皮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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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痤疮（Acne）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主要好发于青少年，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交影响很大
，但青春期后往往能自然减轻或痊愈。临床表现以好发于面部的粉刺、丘疹、脓疱、结节等多形性皮损为特点。皮
肤科常见病，发病率70%~87%。据统计，在青春期男性有95%，女性有85%患过不同程度的痤疮。

致病因素
肌肤在雄性激素的旺盛刺激下，皮脂腺会分泌大量皮
脂。当皮脂腺分泌物跟皮肤死皮细胞混合就会堵塞住
毛孔。油脂就无法正常排出，并在此积聚。而毛囊中
的厌氧性痤疮丙酸杆菌、葡萄球菌等微生物也在此时
会滋生，引起炎症，从而出现红肿等现象。（1）内分
泌因素：荷尔蒙、皮脂分泌旺盛，毛囊变化及便秘等
。（2）遗传因素：白种人比黑人及亚洲人更容易长青
春痘。有些青春痘情况会与其它家族成员相似。（3）
环境因素：痤疮杆菌、螨虫、生活作息压力过大、饮
食习惯不良，气候环境及食物等。

早期症状
皮损好发于面部及上胸背部。（1）痤疮的非炎症性皮
损表现为开放性和闭合性粉刺。闭合性粉刺（白头）
的典型皮损是约1毫米大小的肤色丘疹，无明显毛囊开
口。开放性粉刺（黑头）表现为圆顶状丘疹伴显著扩
张的毛囊开口。粉刺进一步发展会演变成各种炎症性
皮损，表现为炎性丘疹、脓疱、结节和囊肿。（2）炎
性丘疹呈红色，直径1~5毫米不等；脓疱大小一致，其
中充满了白色脓液；结节直径大于5毫米，触之有硬结
和疼痛感；囊肿的位置更深，充满了脓液和血液的混
合物。这些皮损还可融合形成大的炎性斑块和窦道等
。炎症性皮损消退后常常遗留色素沉着、持久性红斑
、凹陷性或肥厚性瘢痕。

体检筛查
（1）微量元素检查：微量元素(锌、铁、钙、镁、铜)
，它的缺乏和过剩与人的健康休戚相关，微量元素其
含量过高或偏低预示患有某种疾病的危险。（2）微循
环障碍测定：微循环的基本功能是进行血液和组织液
之间的物质交换。微循环发生障碍，将会直接影响各
器官的生理功能。（3）血常规检查。（4）免疫五项
测定：免疫五项指的是IgA、IgG、IgM、补体C3和C4
。其浓度在不同年龄段有差异。在某些疾病情况下，
这些指标的浓度将出现升高或降低，从而具有痤疮诊
断的价值。（5）螨虫镜检：螨虫太小，通过镜检可以
辅助诊断痤疮。

生活建议
（1）痤疮与日常生活习惯、压力大、饮食不规律等有
关，在生活中要注意面部清洁，合理的饮食，多吃蔬
菜和水果，劳逸结合，保持精神愉快。这样可预防此
病的发生。（2）容易痤疮的人群：30岁以下的年轻人
（性激素增多，刺激皮脂分泌旺盛）；油性皮肤的人
，混合性皮肤的面部T字部位；喜欢吃甜食及刺激性食
物的人（易产生游离脂肪酸，使皮肤角质层变厚）；
便秘的人（皮肤排泄负担加重）；熬夜的人（新陈代
谢迟缓，细胞再生能力弱）；紧张、情绪不好和失眠
的人（引起自主神经的紧张，新陈代谢不顺，使人体
激素分泌不正常，皮肤变粗糙）。

皮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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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皮肤系统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621 2.678

1.18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12293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18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10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1.4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54%

皮肤系统

520/564



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RNASET2 rs2236313 T/T T/C

MTHFR rs1801133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Chen J X, Shi Q, Wang X W, et al.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the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gene (MTHFR) and risk of vitiligo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a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 study.[J].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2014, 170(5):1092–1099.

[2] Quan C, Ren Y Q, Xiang L H,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for vitiligo identifies
susceptibility loci at 6q27 and the MHC.[J]. Nature Genetics, 2010, 42(7):6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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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白癜风是一种常见的后天性局限性或泛发性皮肤色素脱失病。由于皮肤的黑素细胞功能消失引起，但机制还不清楚
。表现为大小不等的局限性白斑，边界清楚，通常边缘色素较正常肤色深；皮损数目可一个或多个，可相融成片；
白斑大小不等，形态不规则；患处毛发可变白；一般无自觉症状。全身各部位可发生，常见于指背、腕、前臂、颜
面、颈项及生殖器周围等。女性外阴部亦可发生，青年妇女居多。据统计世界发病率为0.3%~3.8%，一般肤色浅的
人群发病率低，而肤色深的人群发病率高。

致病因素
本病发病原因尚不清楚。近年来研究认为与以下因素
有关：（1）遗传因素：白癜风可以出现在双胞胎及家
族中，说明遗传在白癜风发病中有重要作用。研究认
为白癜风具有不完全外显率，基因上有多个致病位点
。针对白癜风患者亲属患病率的研究，不同单位的研
究数据有所差异，国内报道遗传率为4.9%~15.6%，国
外报道遗传率为18.75%~38%。（2）自身免疫病：白
癜风可以合并自身免疫病，血清中还可以检出多种器
官的特异性抗体。（3）精神因素：精神因素与白癜风
的发病密切相关，大多患者在起病或皮损发展阶段有
精神创伤、过度紧张、情绪低落或沮丧。白斑处神经
末梢有退行性变，也支持神经化学学说。（4）其他因
素：外伤、日光曝晒及一些光感性药物亦可诱发白癜
风。

早期症状
性别无明显差异，各年龄组均可发病，但以青少年好
发。皮损为色素脱失斑，常为乳白色，也可为浅粉色
，表面光滑无皮疹。白斑境界清楚，边缘色素较正常
皮肤增加，白斑内毛发正常或变白。病变好发于受阳
光照射及磨擦损伤部位，病损多对称分布。白斑还常
按神经节段分布而呈带状排列。除皮肤损害外，口唇
、阴唇、龟头及包皮内侧黏膜也常受累。本病多无自
觉症状，少数患者在发病前或同时有患处局部瘙痒感
。白癜风常伴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糖尿病、甲状
腺疾病、肾上腺功能不全、硬皮病、异位性皮炎、斑
秃等。

体检筛查
《白癜风诊疗指南共识（2014）》提出了白癜风的诊
断依据。白癜风根据病程进展可分为进展期和稳定期
。进展期判定参考白癜风疾病活动度评分(VIDA)积分、
同形反应。（1）VIDA积分：近6周内出现新皮损或原
皮损扩大(+4分)，近3个月出现新皮损或原皮损扩大(+3
分)，近6个月出现新皮损或原皮损扩大(+2分)；近1年
出现新皮损或原皮损扩大(+1分)；至少稳定1年(0分)；
至少稳定1年且有自发色素再生(–1分)。总分>1分即为
进展期，≥4分为快速进展期。（2）同形反应：皮肤
损伤1年内局部出现白斑。损伤包括物理性、机械性摩
擦、化学性/热灼伤、过敏性或刺激性反应、慢性压力
、炎症性皮肤病、治疗性(放射治疗、光疗)。白斑发生
于持续的压力或摩擦部位，或者是衣物，饰品的慢性
摩擦部位，形状特殊，明显由损伤诱发。（3）Wood
灯：皮损颜色呈灰白色，边界欠清，Wood灯下皮损面
积大于目测面积，提示是进展期。皮损颜色是白色，
边界清，Wood灯下皮损面积≤目测面积，提示是稳定
期。以上3条符合任何一条即可考虑病情进展。

生活建议
应保持乐观，避免不良情绪刺激；避免过度劳累，不
熬夜；保护皮肤、免受损伤（机械性、物理性、化学
性）。因常接触汽油、油漆、沥青等，也易引发白癜
风病；消除心理压力，其实白癜风不具有传染性；初
发病或病程短、面积小者，一般均能治愈。多食坚果
（核桃、花生、葵花子）、豆制品、黑芝麻、动物肝
脏等；进展期内禁食海鲜、饮酒；避免维生素C的过量
摄入，不吃或少吃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如西红柿、苹果
、橘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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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硬化症—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90 1.547

1.35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28263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35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208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96%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9.95%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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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RELN rs3914132 C/C T/T

BMP4 rs17563 A/A A/A

BMP2 rs3178250 T/T T/T

TMEM92,COL1A1 rs11327935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chrauwen I, Thys M, Vanderstraeten K, et al. Association of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 with
otosclerosis.[J]. Journal of Bone & Mineral Research, 2008, 23(4):507–516.

[2] Schrauwen I, Ealy M, Huentelman M J, et al. A genome-wide analysis identifies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RELN gene associated with otosclerosis.[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9,
84(3):328-338.

[3] Khalfallah A, Schrauwen I, Mnejja M, et al. Association of COL1A1 and TGFB1 Polymorphisms with
Otosclerosis in a Tunisian Population[J].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2011, 75(5):59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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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耳硬化症（Otosclerosis）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病理上是由于骨迷路原发性局限性骨质吸收，而代以血管丰富
的海绵状骨质增生，故称“硬化”。当侵犯卵圆窗时，可引起镫骨固定，失去传音功能，使听力进行性减退。耳硬化
症的发病率与人种有很大关系，白种人发病率高达0.5%，男女比例1：2.5，黑人发病率最低，黄种人介于两者之
间，男女比例接近。发病年龄以中青年20~40岁较多。可试戴助听器或应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后者包括镫骨切除
或部分切除并假体代替，大多数患者听力得以矫正。

致病因素
（1）生理因素：骨迷路包囊发育异常包括：骨质局灶
性吸收与破坏，海绵样骨组织形成，骨质沉着与骨质
硬化。（2）遗传因素：倾向常染色体显性遗传。（3
）内分泌因素：青春期，妊娠，分娩，绝经可使病情
发展变快。

早期症状
（1）耳聋：双耳或单耳渐进性听力下降是本病的主要
症状。（2）耳鸣：多为低频性、持续性或间歇性，后
期可出现高频性耳鸣。（3）韦氏误听现象：患者在一
般环境中分辨语音困难，在嘈杂环境中听辨能力反而
提高，这种现象称为韦氏误听。（4）眩晕。

体检筛查
体检：听力学检查，前庭功能检查，神经学检查，影
像学检查，耳内镜检查，鼓膜病理改变。

生活建议
（1）耳硬化症一般发展缓慢，甚至患者不能明确叙述
何时发病。因此，本病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引起应有注
意，以致延误治疗。（2）合理饮食：清淡高钙高蛋白
，多维生素。勿食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3）适当运
动，如散步和太极拳，勿做剧烈运动避免体力劳动。
（4）保持耳道清洁，避免使用耳机听音乐，长时打电
话及进入高分贝场所。（5）遵医嘱，正确服药。（6
）提示有家族史的情况尽早到医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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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脱性青光眼—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4.190

3.683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41952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683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0.6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7.41%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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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LOXL1,RNASEH2B rs3825942 G/G G/A

CACNA1A rs4926244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ee K Y C, Su L H, Thalamuthu A, et al. Association of LOXL1 polymorphisms with pseudoexfoliation
in the Chinese[J]. Molecular Vision, 2009, 15(119-20):1120.

[2] Aung T, Ozaki M, Mizoguchi T, et al. A common variant mapping to CACNA1A is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exfoliation syndrome.[J]. Nature Genetics, 2015, 47(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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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剥脱性青光眼（XFG）是继发于剥脱综合征（XFS）的一种青光眼类型。剥脱综合征是一种年龄相关性疾病以其异
常的纤维细胞外基质产生并逐渐沉积到眼内外多种组织中为特征。剥脱性青光眼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在晶状体，虹
膜，睫状上皮小梁网表面均可见灰白色碎屑沉着，剥脱物质的存在使青光眼的发病率提高5~10倍，是当前引起剥
脱性青光眼最常见的原因。常见欧美人发病，我国人群中XFS和XFG患者较少，对我国≥60岁的500例白内障患者
进行调查，发现XFS患病率仅为0.4%，发病率低，男女皆可罹患。

致病因素
剥脱物质堵塞房水流出通道是XFS继发开角型青光眼的
主要原因。已经证实剥脱物质是一种复杂的蛋白复合
物，由原纤维蛋白家族、TGF–s相关调节蛋白、丛生蛋
白、HNK–1聚糖、硫酸软骨素蛋白多糖、细胞外基质
蛋白及基底膜蛋白等组成。蛋白沉底模型理论推测有
一种异常的核蛋白（如LOXL–1蛋白）或核蛋白复合物
与房水中的其他蛋白结合，形成一种更大更复杂的蛋
白复合物，可以从房水中沉淀出来形成剥脱物质。（1
）遗传因素：虽已有家族性XFS发病报道，但遗传方式
不清，可能受到多基因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基因
研究：位于15号染色体（15q24.1）LOXL–1基因的SN
P是XFG发病的重要危险基因。rs1048661在141位的精
氨酸变为亮氨酸，和rs3825942在153位上的甘氨酸变
为天冬酰胺，患有XFG的人群中超过90%的患者存在这
两个高危SNP。（2）感染：病毒引起本病的可能。（
3）环境：与阳光暴露有关。

早期症状
XFS合并青光眼时，在散瞳后眼压可升高达30mmHg，
因此在XFS病人中散瞳后应注意眼压测量。XFS可合并
开角型和闭角型青光眼，前者多见。且其对视神经损
害往往比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要重些，即视野损害与
视盘损害均明显，而对药物治疗反应较差。XFS可能伴
有角膜水肿和急性眼压升高，常高于50mmHg，房角
是开放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生是因为悬韧带的薄弱
使晶状体轻微向前移动，易使瞳孔闭锁，特别是在卧
位时，缩瞳使其加重。

体检筛查
（1）病史：有无高温作业史。（2）裂隙灯及测量眼
压，散瞳观察晶状体前囊，瞳孔常不易散开。（3）前
房角镜检查。（4）视神经评估。（5）视野检查：建
议应用自动视野检查。

生活建议
（1）咖啡因提高眼压，不建议饮酒喝咖啡。（2）保
持良好情绪，充足睡眠。（3）良好的爱眼洁眼习惯，
保护双眼。（4）均衡饮食，不挑食，经常摄取含有维
生素A丰富的食物。（5）双眼长期眼压监测。（6）家
族中有患病亲属的需要多加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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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黄斑变性—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523 1.776

1.09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1.313331%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09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0.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6.22%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5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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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RMS2 rs10490924 G/G G/T

SKIV2L rs429608 G/G G/G

C3 rs2230199 G/G G/G

CETP rs1864163 G/G A/A

DPP3 rs145732233 C/C C/C

CFH rs35274867 A/A A/A

TNFRSF10A rs13278062 G/G G/G

CFH rs800292 G/G G/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Arakawa S, Takahashi A, Ashikawa K,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two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exudative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J].
Nature Genetics, 2011, 43(10):1001-1004.

[2] Fritsche L G, Chen W, Schu M, et al. Seven new loci associated with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4):433-439.

[3] Yu Y, Wagner E K, Souied E H, et al. Protective coding variants in CFH and PELI3 and a variant near
CTRB1 are associated with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6,
25(23):5276-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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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老年性黄斑变性（AMD）又称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黄斑区结构的衰老性改变。特点是黄斑部视网膜及其下的
营养结构视网膜色素上皮（RPE）和脉络膜发生病变，并导致患者视功能障碍和中心视力进行性下降。我国AMD的
患病率不断上升，且随患者的年龄增加而升高，该疾病已成为我国老年人群不可逆视力损伤的主要原因。AMD患
病率男女之间无显著差异。2002年9月至2003年6月间的数据显示，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50岁人群中AMD患
病率为15.5%，其中湿性AMD占11.9%；1998年广东斗门县50岁以上人群AMD的患病率为8.4%，其中50~59岁、6
0~69岁及70岁以上患者的AMD检出率分别为2.9%、7.8%与12.9%。中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AMD的患病率接近西方
发达国家水平。

致病因素
病因尚未确定，可能与遗传、慢性光损害、营养障碍
、中毒、免疫性疾病、心血管系统及呼吸系统等全身
性疾病等有关，也可能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

早期症状
（1）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双眼常同期发病且同步发展
。本型的特点为进行性色素上皮萎缩。早期（萎缩前
期）中心视力轻度损害，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正
常或接近正常。视野可以检出5°～10°；中央盘状比较
暗点，用青、黄色视标更易检出180°；线静态视野检
查0°；两侧各5°～10°；处视敏感下降。Amsler方格表
检查常为阳性。偶有大视或小视症。（2）湿性老年性
黄斑变性：本型的特点是色素上皮层下有活跃的新生
血管，从而引起一系列渗出、出血、瘢痕改变。早期
（盘状变性前期）中心视力明显下降，其程度因是否
累及中心窝而异。Amsler方格表阳性。与病灶相应处
能检出中央比较暗点。

体检筛查
体检：视力检查、眼内压检查、眼底检查、检眼镜、O
CT、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吲哚菁绿脉络膜造影等眼
科专科检查。

生活建议
（1）引起黄斑变性因是生活习惯不良，爱抽烟喝酒的
人也是高危险群中的一员。吸烟是AMD最重要的而且
是最可能改变的危险因素。近期的研究发现，吸烟与
某些AMD的遗传易感因素有联合作用。LOC387715和
补体因子H是AMD的两个主要易感基因，吸烟能够使
这两个易感基因的效应加倍，也要注意尽量不要吸二
手烟。（2）如果有心血管病比如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人
，眼睛黄斑部的血管也比较容易发觉病变，是诱发黄
斑变性因之一。（3）阳光中的紫外线是常见的诱发性
因素，紫外线就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进入眼睛，对眼
睛黄斑部带来累积性的损害，也是黄斑变性因之一。
（4）要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注意适当休息，佩戴预防
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哈罗眼镜。平时要注意用眼卫生，
增强体育锻炼，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和自我心理测定
。多吃水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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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749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4.2%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4.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9.7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40.3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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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GPR125,GBA3 rs6856346 A/A A/A

GPR125,GBA3 rs1843486 G/G G/G

NEDD9,ERVFRD-1 rs10946984 G/G G/G

TAC1,ASNS rs10085387 A/A A/A

KIAA1671 rs6004419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Lin H J, Huang Y C, Lin J M, et al. Novel susceptibility genes associated with diabetic cataract in a
Taiwanese population[J]. Ophthalmic Genetics, 2013, 34(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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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白内障（Cataracts）是发生在眼球里面晶状体上的一种疾病，任何晶状体的混浊都可称为白内障，但是当晶状体
混浊较轻时，没有明显地影响视力而不被人发现或被忽略而没有列入白内障行列。根据《我国老年性白内障流行病
学的调查研究》调查表明老年性白内障患病率随增龄而增高。以相同年龄组为研究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白内障发
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低纬度地区、高原地区、日照时间长地区的白内障患者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女性白
内障患者患病率普遍高于男性。以现在的发展趋势推测，估计2020年我国白内障盲人数将达506.25万，白内障盲
积存数将比现在增加近1倍。

致病因素
（1）遗传因素：先天性白内障多在出生前后即已存在
，小部分在出生后逐渐形成，多为遗传性疾病。（2）
非遗传因素：后天性白内障是出生后因全身疾病或局
部眼病、营养代谢异常、中毒、变性及外伤等原因所
致的晶状体混浊。老年性白内障。最常见。多见于40
岁以上，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多，病因与老年人代谢缓
慢发生退行性病变有关，也有人认为与日光长期照射
、内分泌紊乱、代谢障碍等因素有关。如：并发性白
内障（并发于其他眼病），外伤性白内障，代谢性白
内障（因内分泌功能不全所致，如糖尿病性白内障）
，放射性白内障（与X射线、β射线、γ射线等有关），
药物及中毒性白内障。若不及时治疗，晶状体中的白
化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完全变模糊，晶状体核解体，
使视力完全丧失。

早期症状
视物模糊，可有怕光、看物体颜色较暗或呈黄色，甚
至复视（双影）及看物体变形等症状。

体检筛查
玻璃体、视网膜、视乳头黄斑区和视神经是否正常及
脉络膜有无病变，对白内障术后视力恢复会有正确的
评估，可借助A型及B型超声波了解有无玻璃体病变、
视网膜脱离或眼内肿物，亦可了解眼轴长度及脱位的
晶体位置，视网膜电图（ERG）对评价视网膜功能有重
要价值，单眼白内障患者为排除黄斑病变视路疾患所
致的视力障碍，可作诱发电位（VEP）检查，此外亦可
应用视力干涉仪检查未成熟白内障的黄斑功能。诊断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从群体防盲，治盲角度出发，对
晶状体发生变性和混浊，变为不透明，以至影响视力
，而矫正视力在0.7或以下者，方可诊断白内障。

生活建议
（1）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对抗氧化伤害所累积的
影响，使眼睛免受阳光紫外线的损害。尤其是叫做叶
黄素和玉米黄质的物质，其抗氧化效果是维生素E的两
倍，常见于深绿色蔬菜之中。另一种抗氧化剂是维生
素C。（2）尽量避免食用以下食物：油炸食品以及人
造脂肪、人造黄油、动物脂肪，因为这些食物会加速
氧化反应。使其沉积在老年人眼睛的晶状体上诱发或
加重白内障。酒对视力有很大伤害，加剧眼晶状体混
浊和视力模糊。（3）老年人预防白内障注意事项：避
免过于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多喝水少食盐，限制热量
摄入，补充维生素。（4）养生：注意精神调摄，加强
用眼卫生，用眼过度后应适当放松，要有充足的睡眠
及时恢复疲劳。吸烟易患白内障已被实践所证实。（5
）积极防治慢性病，包括眼部的疾患及全身性疾病。
尤其是糖尿病最易并发白内障，要及时有效地控制血
糖，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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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状角膜—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664

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23.35%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76.65%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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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CF4 rs17595731 G/G G/G

TCF4 rs613872 G/G T/T

MIR4529,LOC100505474 rs9954153 T/T T/T

MIR4529,LOC100505474 rs2286812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uot A, Hewitt A W, Griggs K, et al. Association of TCF4 and CLU polymorphisms with Fuchs'
endothelial dystrophy and implication of CLU and TGFBI proteins in the disease process[J]. 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2, 20(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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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滴状角膜即Fuchs内皮营养不良是一种常见现象，随年龄其发生率显著增加。许多滴状角膜患者，角膜其他方面表
现正常且不影响视力。少数患者发生角膜基质和上皮水肿，可引起视力显著减退。随年龄其发生率显著增加，多见
于绝经期妇女。

致病因素
（1）生理因素：病因不明，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些尚
未被认识到的因素干扰了角膜内皮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最终导致了内皮泵功能的失代偿。包括胶原组织产
生增加，内皮屏障作用及泵功能降低，青光眼发病机
制导致的相关影响。（2）遗传因素：有一定的遗传性
，遗传方式尚不清楚，有些病例已证实为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发现位于第1号染色体短臂1p34.3–p32内的、
Ⅷ型胶原Alpha2（COL8A2）基因发生了Q455K错义突
变。这可能使Ⅷ型胶原对角膜内皮细胞的终末分化作
用受到了干扰，扰乱了角膜内皮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使其产生异常的基底膜与纤维胶原产物——滴状赘疣
。滴状赘疣进一步使角膜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终于引
起角膜泵功能和抗细胞凋亡功能的失代偿，以致丧失
有用的视力。（3）感染因素：曾在一例Fuchs内皮营
养不良的角膜标本上发现病毒颗粒，提示获得性病因
的可能。

早期症状
病程分为3期，可达20年或更长的时间。（1）膜滴状
赘疣期：此期患者无自觉症状。采用裂隙灯直接照明
法检查时，可见角膜中央部的后表面有多个细小的、
向后突起的滴状赘疣。（2）实质性与上皮性水肿期即
原发性角膜失代偿期：此期患者视力下降，出现疼痛
并进行性加剧。（3）瘢痕形成期：角膜长期水肿可导
致角膜血管新生，而在上皮下弥漫地形成结缔组织层
。多次反复发作大泡破裂者，更易形成瘢痕。角膜瘢
痕形成后知觉减退，上皮水肿减轻，疼痛有所缓解，
但视力更趋下降。

体检筛查
体检：（1）虹膜角膜角镜检查。（2）角膜内皮镜面
反射显微镜检查。（3）病理学检查。（4）扫描电镜
及透射电镜检查。（5）遗传学检查。

生活建议
（1）预后：欧洲国家统计显示，在全部角膜移植手术
中，约10%系Fuchs营养不良，术后约80%移植片2年
内保持清亮，但移植片长期存活率低。即使手术时机
选择适当，移植片亦仅能在有限期间内保持清亮。晚
期患者出现有疼痛的角膜大泡，不宜行角膜移植或配
戴软接触镜时，常做结膜瓣遮盖、角膜层间囊膜镶嵌
术及板层角膜层间灼烙术，以减轻症状。（2）饮食：
宜高能量食物、高蛋白、高钙、富含维生素A、C食物
。忌热性助火食物、刺激性食物如：韭菜、芥菜、大
蒜、香葱、生姜、辣椒、水产品、猪头肉、酒等。忌
揉眼，忌酗酒。（3）并发疾病：角膜变性和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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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聋—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829 1.318

0.82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59243%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82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714%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42.79%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57.21%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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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OGG1 rs1052133 C/C C/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Shen H, Cao J, Hong Z, et al. A Functional Ser326Cys Polymorphism in hOGG1 Is Associated with
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4, 9(3): e8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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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噪声聋是指长期接触生产机械发出的噪声从而引起渐进性听力损失不能恢复的一种职业性耳科疾病，故又称职业性
噪声聋。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生是噪声对人体听觉器官长期慢性影响的结果，表现为感音系统的慢性退行性病变。《
职业性噪声聋患者210例的调查与分析》指出职业性噪声聋患者以电厂、机械加工厂工作者为主，男性比例高于女
性，随工龄的延长比例提高。据《职业性噪声聋的防控研究现状》2014年统计，我国约有1000万工人在噪声超标
环境下工作，其中约有1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职业性噪声聋，近年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病率居高不下。

致病因素
（1）环境因素：噪声强度，强度愈大听力损伤出现的
愈早，损伤的程度愈严重，受损伤的人数愈多。接触
噪声时间及噪声的频率及频谱。在火药爆炸、开山炸
石、生产设备爆炸、火器发射所致的急性声损伤时，
冲击波为导致听器损伤的主要因素。（2）个人因素：
个体差异，听器被冲击波致伤的个体差异很大。在炸
弹和火炮等武器作用下同一地段的人员，核爆炸时同
地区内人员听器损伤的情况亦不相同。年龄差异，就
鼓膜穿孔来说，年轻人对大气压力突然增高，比年老
者有较大的抵抗力。

早期症状
（1）听力下降一般在爆震伤后即可出现听力下降，有
的在短时间内听力完全丧失，随后逐渐恢复，但严重
的爆震伤可一次致永久性聋，严重的爆震伤可致永久
性聋。（2）耳鸣爆震后耳鸣可即刻出现，多呈高调，
持续时间较长。（3）耳痛见于鼓膜穿孔、鼓室粘膜撕
裂等。中耳受损伤的情况下，一般数日内可消失。（4
）头痛见于强烈的爆震后，重者可伴有脑震荡，头疼
、头晕。（5）眩晕多为旋转性眩晕，表现为恶心、呕
吐及平衡功能失调等症状。

体检筛查
《职业性噪声聋防治指南》指出辅助检查包括：耳科
检查，听力检查；耳蜗电图和听性脑干反应测听可帮
助了解耳聋的部位和客观评价听力损失的程度。严重
爆震伤者必要时可行高分辨CT或磁共振，以了解鼓室
，内耳道，颞骨的病变情况。诊断依据：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卫生标准GBZ49–2007《职业性听力损伤
诊断标准》结合动态观察资料，现场卫生学调查并排
除其他原因所致听力损失，即可诊断为噪声性耳聋。

生活建议
噪声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工作过程和环境中，噪声聋
是常见的职业病之一。它对人体多个系统，如神经、
心血管、内分泌、消化系统等都可造成危害。（1）加
强个人防护对于从事爆震职业者应多关注预防知识的
宣教，以便发生急性事故时不至慌乱；平时应佩戴防
护用品如耳塞、耳罩、防声帽等；缺乏防护材料而预
知即将遇到爆震时最简单的防护方法是用棉花球塞于
耳道内；在紧急情况下，可用两小手指分别塞入两侧
外耳道口内，及时卧倒，背向爆炸源，采用张口呼吸
可减轻受伤的程度。耳塞隔声效果一般可达20~35dB
。耳罩隔声效果高于耳塞，可达30~45dB。棉球塞耳
可隔声10~15dB。（2）出现症状后及时脱离噪声环境
，停止噪声刺激，促使自然恢复，同时及早治疗。针
灸、理疗、压穴等方法可减轻症状。听力损失达重度
以上者可配戴助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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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353 8.468

4.492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0.31789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4.492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296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57.7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4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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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FH rs800292 G/G G/A

ARMS2 rs10490924 G/G G/T

HTRA1 rs11200638 G/G G/A

CETP rs5882 G/G G/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ondo N, Honda S, Kuno S, et al. Coding variant I62V in the complement factor H gene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J]. Ophthalmology, 2009, 116(2):304-10.

[2] Sakurada Y, Kubota T, Mabuchi F, et al. Association of LOC387715 A69S with vitreous hemorrhage
in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J]. Americ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08, 145(6):1058-1062.

[3] Park D H, Kim I T. Association of ARMS2/HTRA1 variants with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
phenotype in a Korean population[J]. Japa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12, 56(1):60-67.

[4] Zhang X, Li M, Feng W, et al. Different impact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related genetic variants
on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 and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J]. Experimental Eye Research, 2013, 108(3):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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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PCV）是一种以异常分支的脉络膜血管网和末梢血管息肉状扩张灶为典型特征的眼底病变
。PCV的眼底表现与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性相似，但其吲哚青绿血管造影表现AMD有很大区别。常见初次诊断年龄
为50~65岁，任何种族均可发病，有色人种易患。其中较为多发在黑人女性、亚洲男性和60多岁的老人中。

致病因素
致病因素不明确。（1）生理因素：通过ICGA及OCT的
影像学研究认为大多数PCV更可能是一种新生血管病变
。脉络膜类似于动脉硬化的透明样变是PCV的特征。并
且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PEDF（色素上皮衍生
因子）在患者的血管内皮细胞及视网膜上皮细胞有强
阳性表达。（2）基因因素：有报道表明某些基因可能
与其临床表现、治疗反应有一定联系。

早期症状
视力下降，视物变形、模糊，异物遮挡感是PCV患者就
诊的常见原因。

体检筛查
视力检查、眼内压检查、眼底检查，哚青绿血管造影
、OCT。诊断依据：关于PCV的诊断，目前基本遵循亚
太PCV的专家共识，主要基于ICGA特征：（1）在ICGA
前5分钟之内，可见单个或多灶的结节样强荧光；伴有
或不伴有异常的脉络膜分支血管网。（2）尽管在CNV
也可以见到浆液性的PED的ICGA荧光形态，但PCV必须
有息肉状的ICGA特征才能诊断PCV。（3）ICGA是诊断
PCV的金标准，如果没有ICGA，只能称之为“可疑”或“
拟诊”。

生活建议
（1）不要吸烟，也注意尽量不要吸二手烟。（2）防
治心血管疾病，适当锻炼，合理饮食，起居有规律。
（3）避开紫外线照射，多些防御措施。（4）平时要
注意用眼卫生，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和自我心理测定
。（5）饮食中关键营养素，如叶黄素、玉米黄素、维
生素E、锌等抗氧化营养素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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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1.891

1.195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876338%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195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1.57%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84.58%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11.44%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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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10orf53 rs1258267 G/G G/A

EPDR1 rs3816415 G/G G/G

DPM2 rs3739821 A/A A/A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Khor C C, Do T, Jia H,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five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primary angle closure glaucoma.[J]. Nature Genetics, 2016, 48(5):55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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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ACG），是由于周边虹膜堵塞小梁网，或与小梁网产生永久性粘连，房水外流受阻，引起
眼压升高的一类青光眼。患眼具有房角狭窄、周边虹膜容易与小梁网接触的解剖特征。根据眼压升高是骤然发生还
是逐渐发展，又可分为急性和慢性。青光眼患者在全球约有6700万，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位致盲眼病。全世界
应有510~680万人患该病而失明。在我国，大约有350万人患有PACG，另有2800万人具有房角狭窄，此结构特点
可诱发PACG的发生。PACG患病率在不同地区也有较大差别，中国城市人口占26.44%，其余73.56%为农村人口。
在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2800万人具窄房角特征，897万人有原发性房角关闭，另外还有约350万人患PA
CG。其中农村约为城市的3倍，女性约为男性的2倍。

致病因素
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常伴有明显眼痛，视力下降
，同侧偏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如未经及时恰当
治疗，可于短期内失明。

早期症状
临床表现根据疾病发展过程分为6期：（1）临床前期
无任何症状，但需要治疗。包括：单眼曾有急性发作
、有急性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家族史。（2）前驱期症
状：轻度眼痛，视力减痛，虹视，并伴有同侧偏头痛
、鼻根和眼眶部酸痛和恶心。上述症状多发生于情绪
波动或劳累之后。经到亮处或睡眠后症状可自行缓解
。（3）急性发作期起病急，前房角大部或全部关闭，
IOP突然升高。症状：剧烈眼痛，视力极度下降，同侧
偏头痛，眼眶胀痛，恶心，呕吐，甚至有体温增高，
脉搏加快等。（4）间歇期青光眼急性发作以后，经药
物治疗或自然缓解，前房重新开放，IOP恢复正常，使
病情得到暂时缓解，称为间歇期或缓解期。（5）慢性
期急性期症状未全部缓解，常因房角关闭时间过久，
周边虹膜与小梁网发生永久性粘连。症状：慢性期的
早期仍有轻度眼痛、眼胀、视物不清等症状，以后则
症状消失或仅有轻度眼胀。（6）绝对期视力完全丧失
。症状：因为患者己长期耐受高眼压，故自觉症状不
明显，仅有轻度眼痛，但部分病例尚有明显症状。

体检筛查
根据眼胀、眼痛、虹视、视力减退、同侧偏头痛及眼
眶和鼻根部胀痛等典型症状，伴有眼前节改变，如结
膜充血，角膜上皮水肿，前房浅及瞳孔半开大、IOP升
高、房角关闭等体征，可作出诊断。前驱期小发作，
持续时间短，不易被医生所查见，可根据典型病史，
特征性的浅前房、窄房角作出诊断。也可利用激发试
验辅助诊断，如暗室试验或暗室加俯卧试验，即病人
在暗室内静坐或俯卧1~2小时，然后在暗光下测量IOP
并检查房角，IOP升高≥8mmHg，房角关闭为阳性。
暗室内使瞳孔散大，应保持清醒，避免因睡眠而引起
瞳孔缩小。俯卧使晶状体位置前移，可加重瞳孔阻滞
。急性发作症状与体征都很典型，不难作出诊断。

生活建议
（1）前驱期和间歇期：早期行周边虹膜切除术可获根
治。可用氩激光、YAG激光或手术等方法做周边虹膜
切除术。（2）急性发作期：积极抢救，尽快使房角开
放，以免发生永久性房角粘连。高IOP时手术并发症多
，效果差，应先用药物控制IOP，待充血炎症现象消退
后再行手术。（3）慢性期：根据IOP及房角情况选做
滤过手术或周边虹膜切除术。（4）临床前期：据报道
53%~68%将会发生急性发作，故多数人主张作虹膜切
除术，以期获得治愈。也可密切观察或用缩瞳剂。（5
）绝对期：继续用缩瞳剂。如疼痛重，可球后注射酒
精，必要时摘除眼球。一般不做切开眼球的抗青光眼
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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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眼耳鼻喉

您的基因型属于 较低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001 4.966

0.56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1.30575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56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2.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2.0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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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SLC44A1,ABCA1 rs2487032 G/G G/G

CDKN2B rs1063192 G/G G/G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Osman W, Low S K, Takahashi A, et al.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confirms 9p21 and 14q23 as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J].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012, 21(12):2836-2842.

[2] Chen Y, Lin Y, Vithana E N, et al. Common variants near ABCA1 and in PMM2 are associated with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J]. Nature Genetics, 2014, 46(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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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青光眼（Glaucoma）是一种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导致失明的常见疑难眼病。特征就是眼内压间断或持续性
升高的水平超过眼球所能耐受的程度而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视力减
退，失明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在急性发作期24~48小时即可完全失明。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是最常见的青光眼类
型，约占所有青光眼的60%~70%，通常累及双眼，但不一定对称。我国原发性青光眼发病率约为0.21%~1.75%，4
0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为1.4%。随着传染性眼病的逐渐被控制及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青光眼已成为我国当前
主要致盲病一。青光眼致盲的人数占全体盲人的5.3%~21%。青光眼越早发生，越是早期引起视力损伤者，其失明
可能性越高。

致病因素
青光眼之所以发病与患者眼的局部结构、年龄、性别
、遗传、屈光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具备这些因素的
人也就是青光眼的高危人群，随时受外界不良因素刺
激导致急性发病。慢性单纯性青光眼在眼压增高时，
房角不关闭，仍然是开放状态。房水与小梁表面虽能
充分接触，但房水不能排出，而使眼压增高：小梁组
织的变异、施莱姆管及其输出管或外集液管的排液功
能减退、静脉压增高。关于开角型青光眼的遗传规律
：多数认为开角型青光眼是多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
传病的发生是由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青光眼
的三种测量参数一眼压、C值、C/D比例都是数量参数
。数量参数通常是由多对基因决定的。

早期症状
先天性青光眼成因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眼前房角发育
异常，致使房水排出受阻，引起眼压升高。25%~80%
的病人半年内显示出来，90%的患儿到一岁时可确诊
。10%的病人在1~6岁时出现症状。然而青少年性青光
眼：发病年龄3~30岁间。发病隐蔽，90%以上的患者
并不表现为典型青光眼症状，而是以“近视、视疲劳、
头痛、失眠”，甚至不知不觉失明而来就诊。（1）眼
球功能的病理性改变–眼压升高。（2）眼球内组织学
器质性改变–视神经受压，视乳头供血不足。（3）视
功能损害–慢性期视野缺损。急性期可损害中心视力。

体检筛查
我国原发性青光眼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14年）青
光眼基本检查包括：眼压检查，眼底检查，视野检查
，前房角检查。

生活建议
（1）有遗传家族史的需要有提前预防措施，一旦发现
尽早治疗以免延误时机。（2）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
因而在日常中合理的膳食，适当的休息尤为重要。强
度较大的上班族尤其要注意调节工作压力，养成爱护
保护眼睛的习惯。如果紧张是主要因素，可注射维生
素B，效果不错，请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避免长时间
使用眼睛，例如，看电视及阅读。避免饮用咖啡、酒
及吸烟。（3）保持愉快的情绪及良好的睡眠，少在光
线暗的环境中工作或娱乐，避免过劳，不要暴饮暴食
，坚持体育锻炼。（4）常摸自己的眼球、看灯光：青
光眼的特点是眼球发硬，看灯光有虹圈，发现后及早
治疗。老年人每年要主动测量一次眼压，尤其是高血
压病人。发现白内障、虹膜炎也要及早治疗，以免引
起继发性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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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感染类疾病

您的基因型属于 高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165 3.381

3.57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805739%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3.57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7859%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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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CFB rs12614 C/C C/C

TERT rs2736098 C/C C/T

HLA-C,HCG27 rs3130542 A/A A/A

UBE2L3 rs4821116 C/C C/C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Jiang, De‐Ke, Ma, Xiao‐Pin, Yu H, et al. Genetic variants in five novel loci including CFB and CD40
predispose to chronic hepatitis B[J]. Hepatology, 2015, 62(1):118-128.

[2] Cheng G, Yuan X, Wang F,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elomerase rs2736098_TT Genotype and a
Lower Risk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irrhosis in Chinese Males.[J]. Clinical & Translational
Gastroenterology, 2017, 8(3):e79.

[3] Hu Z, Liu Y, Zhai X, et al. New loci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 Han
Chinese[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12):149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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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慢性乙型肝炎（CHB），简称乙肝，是一种由乙型肝炎病毒（HBV）持续感染引起的肝脏慢性炎症性疾病。抽血检
查提示 HBsAg和（或）乙肝病毒 DNA检测为阳性，病程超过半年或发病日期不明确而临床有慢性肝炎表现者。临
床表现为乏力、畏食、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肝大，质地为中等硬度，有轻压痛。病情重者可伴有慢性肝
病面容、蜘蛛痣、肝掌、脾大，肝功能可异常或持续异常。根据临床表现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该病在全球范围
内均有发病，但不同地区HBV感染的流行强度差异很大，在我国该病发病率较高。

致病因素
慢性乙型肝炎的常见病因有：（1）家族性传播，我国
乙肝高发的主要原因是家族性传播，其中以母婴垂直
传播为主，母亲如果乙肝E抗原阳性，所生子女未注射
乙肝疫苗，大都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而精液中可检
出乙肝病毒，因此可通过性传播。这是造成我国乙肝
的家庭聚集特征的主要原因。（2）婴幼儿期感染病毒
，最初感染乙肝的年龄与慢性乙肝有密切关系。胎儿
、新生儿一旦感染乙肝病毒，约有90%~95%成为慢性
病毒携带者；儿童感染乙肝病毒，约有20%成为慢性
乙肝病毒携带者；成人感染乙肝病毒，只有3%~6%发
展为慢性乙肝病毒携带状态。（3）缺乏预防意识：乙
肝疫苗是阻断乙肝垂直传播的措施，由于经济条件限
制以及缺乏预防意识，乙肝疫苗的接种工作开展不够
理想，使得对乙肝的预防难以贯彻，慢性病例越来越
多。（4）既往有其他肝病史感染病毒者，有肝炎（酒
精性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纤维化等）、血吸虫病
、疟疾、结核病等，再感染乙肝病毒后，不仅容易成
为慢性肝炎，且预后较差。

早期症状
本病潜伏期为6周～6个月，一般为3个月。从肝炎病毒
入侵到临床出现最初症状以前，这段时期称为潜伏期
。潜伏期随病原体的种类、数量、毒力、人体免疫状
态而长短不一。（1）全身表现，患者常感身体乏力，
容易疲劳，可伴轻度发热等。失眠、多梦等可能与此
有关。（2）消化道表现，肝炎时，肝功异常，胆汁分
泌减少，常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厌油、上腹部不适
、腹胀等。

体检筛查
诊断依据：（1）ALT及胆红素反复或持续升高，AST
常可升高，部分患者r–谷氨酰转肽酶、精氨酸琥珀酸
裂解酶（ASAL）、碱性磷酸酶也升高。胆碱酯酶及胆
固醇明显减低时提示肝功严重损害。靛青绿留滞试验
及餐后2小时血清胆汁酸测定可较灵敏地反映肝脏病变
。（2）中、重度慢性肝炎患者清蛋白A降低，球蛋白
G增高，A/G比值倒置，γ球蛋白和IgG亦升高。（3）
血清学检测乙肝病毒标记物 a.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
sAg）和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BsAb）的检测；b.乙型
肝炎核心抗原（HBcAg）和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H
BcAb）的检测；c.乙型肝炎E抗原（HBeAg）和乙型肝
炎E抗体（HBeAb）的检测。（4）血清HBV的DNA检
测，血清HBV的DNA是乙肝病毒复制和传染的直接标
记。

生活建议
（1）当血清转氨酶明显升高时，应注意卧床休息，决
不可劳累过度，当转氨酶完全正常后，可逐渐增加活
动，并进行适当锻炼。（2）保持乐观的情绪也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过分顾虑疾病，整天闷闷不乐，会影响
睡眠和食欲，而良好的心情对于病情的恢复是非常有
利的。（3）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可选鸡蛋、瘦肉、牛
奶、鱼虾等，少吃油炸及油腻食品，例如肥肉，以减
轻肝脏负担。（4）严禁饮酒。（5）忌食辣椒，因为
辣椒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严重者可导致胃炎、胃溃
疡。肝炎病人本身就有消化道不适症状，所以不宜食
用。

感染类疾病

552/564



细菌性脑膜炎—感染类疾病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464 1.080

1.0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0216%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1.0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02%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0.00%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83.09%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16.91%

感染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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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TLR9 rs352140 C/C 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Wang X H, Shi H P, Li F J. Association between Toll-like receptor 9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bacterial meningiti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 Genetics & Molecular Research Gmr, 201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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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细菌性脑膜炎，又称化脓性脑膜炎，是化脓性细菌感染所致的脑脊膜炎症，其临床特点为发热、头痛、呕吐、烦躁
不安、惊厥、嗜睡、昏迷，婴儿可有前囱隆起、颈项强直，并有化脓性脑脊液变化，若不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或导
致严重神经系统后遗症。

致病因素
急性细菌性脑膜炎最常见的致病菌是脑膜炎双球菌、
肺炎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细菌性脑膜炎感染途径主
要包括：①血行感染：存在全身其他部位的感染性病
灶，在机体抵抗力降低时，病菌入血形成菌血症，细
菌经血液循环进入颅内引起脑膜炎。②直接扩散：邻
近部位的感染灶的直接侵犯（如鼻窦炎、中耳炎、乳
突炎、脑脓肿、颅脑外伤、颅骨骨髓炎等）。③经脑
脊液通路：通过腰椎穿刺或颅脑手术，致病菌进入脑
脊液，直接引起脑膜感染。

早期症状
通常急性或爆发性起病，急性期全身症状明显，畏寒
、发热和全身不适等，可有咳嗽、咳痰等上呼吸道感
染症状，头痛是突出表现，可出现意识障碍如昏睡、
嗜睡、意识模糊等。约40%的患者出现癫痫发作，多
见于感染后最初数日。患者有颈项强直、Kernig征和B
rudzinski征等脑膜刺激征。老年或昏迷程度较深的患
者脑膜刺激征可能不明显，病程后期可出现持续发热
、反应迟钝甚至昏迷。婴儿及患儿可出现头颅扩大、
囟门膨起等症状。部分患者可出现偏瘫、失语等症状
。部分患者可有比较特殊的临床特征，如脑膜炎双球
菌脑膜炎可出现全身性淤点、淤斑或紫癜。

体检筛查
脑脊液浑浊，细胞数升高，早期以中性粒细胞占优势
，后期以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为主，蛋白升高，多为1–5
g/L，糖及氯化物降低，免疫球蛋白IgG和IgM明显升高
。抗菌治疗前，脑脊液涂片染色镜检，约半数病人的
脑脊液内可见致病细菌。血常规检查可见周围血白细
胞数明显增高，中性粒细胞占优势。CT早期可正常，
病程进展可见脑膜呈线状强化，硬膜下积液可见颅骨
内板下新月形低密度区，脑积水显示脑室扩大，脑实
质受损可见低密度区和占位效应。磁共振检查早期脑
膜及皮质呈条状信号增强，脑组织广泛水肿，中期皮
质和皮质下梗死；后期可见脑积水、硬膜下积液及脑
萎缩。

生活建议
平时应注意生活习惯，预防感染。

感染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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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类疾病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1.000 3.815

2.128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915064%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2.128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43%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9.64%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8.58%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51.78%

感染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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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ABCB11 rs2287622 A/A A/G

IFNL3 rs12979860 C/C C/C

IFNL3,IFNL2 rs8099917 T/T T/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ang Y, Zhu S L, Chen J, et al. Meta-analysis of associations of interleukin-28B polymorphisms
rs8099917 and rs12979860 with development of hepatitis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Oncotargets & Therapy, 2016, 9(Issue 1):3249.

[2] Lei J H, Yang X, Xiao X Q, et al.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rs2287622 of bile salt export pump gen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n Hunan,
China[J]. Bmc Gastroenterology, 2017, 1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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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为丙型肝炎、丙肝，是一种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经输血、
针刺、吸毒等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HCV的感染率约为3%，估计约1.8亿人感染了HCV，每年新发丙型
肝炎病例约3.5万例。2011年统计我国丙肝感染率为12.97人/10万人，其中，北方地区的丙型肝炎发病率远高于南
方地区。丙型肝炎呈全球性流行，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H
CC）。

致病因素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致病根本原因，在外界因素的影
响下，如饮酒，劳累，长期服用有肝毒性的药物等，
可促进病情的发展。丙型肝炎主要有以下几个传播途
径：（1）血液传播，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大量输血
和血液透析仍有可能感染HCV。（2）经破损的皮肤和
黏膜传播。这是目前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使用非一次
性注射器和针头、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器械、内镜、
侵袭性操作和针刺等也是经皮传播的重要途径。一些
可能导致皮肤破损和血液暴露的传统医疗方法也与HC
V传播有关；共用剃须刀、牙刷、纹身和穿耳环孔等也
是HCV潜在的经血传播方式。（3）性传播。（4）母
婴传播，抗–HCV阳性母亲将HCV传播给新生儿的危险
性为2%。HCV病毒高载量可能增加传播的危险性。（5
）其他途径：15%~30%的散发性丙型肝炎，其传播途
径不明。接吻、拥抱、喷嚏、咳嗽、食物、饮水、共
用餐具和水杯、无皮肤破损及其他无血液暴露的接触
一般不传播HCV。

早期症状
成人急性丙型肝炎病情相对较轻，多数为急性无黄疸
型肝炎，ALT升高为主，少数为急性黄疸型肝炎，黄疸
为轻度或中度升高。可出现恶心，食欲下降，全身无
力，尿黄眼黄等表现。其中仅有15%的患者能够自发
清除HCV达到痊愈，在不进行抗病毒治疗干预的情况
下，85%的患者则发展为慢性丙型肝炎；儿童急性感
染丙型肝炎病毒后，50%可自发性清除HCV。慢性丙肝
症状可出现不同程度的乏力、头晕、食欲有所减退、
厌油、尿黄、肝区不适、睡眠不佳、可有肝大和轻度
触痛，可有轻度脾大。严重时丙肝症状明显，如乏力
、纳差、腹胀、尿黄、便溏等，常伴肝病面容、肝掌
、痴、脾大，ALT和/或天门冬氨酸氨酶(AST)反复或持
续升高，白蛋白降低或A/G比值异常、丙种球蛋白明显
升高。丙肝肝硬化，感染HCV20–30年有10%~20%患
者可发展为肝硬化，1%~5%患者会发生肝细胞癌(HCC)
导致死亡。肝硬化一旦出现失代偿情况，如黄疸，腹
水，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肝性脑病等，其生存率则急
剧下降。

体检筛查
（1）肝功能：包括血清ALT，AST，总胆红素，直接
胆红素，间接胆红素，白蛋白，球蛋白，胆碱酯酶，
碱性磷酸酶，转肽酶等。（2）丙肝病毒抗体：抗HCV
。（3）丙肝病毒定量：血清HCVRNA，了解丙肝病毒
复制的活跃程度。（4）影像学：包括腹部肝胆脾彩超
，了解肝脏有无慢性损伤.必要时行腹部增强CT或核磁
，以了解病情损伤程度。（5）肝脏瞬时弹性波扫描（
Fibroscan）：是一种无创检查可用于慢性丙型肝炎患
者肝脏纤维化程度评估。丙型肝炎患者评估肝脏纤维
化程度对于确定治疗方案非常重要。（6）肝组织活检
：仍然是评估患者肝脏炎症分级与纤维化分期的金标
准。鉴别诊断依靠HCV病毒学检查可以鉴别。

生活建议
丙型肝炎疫苗预防目前尚无有效疫苗预防丙型肝炎。
严格筛选献血员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推行无偿献血。通过检测血清抗HCV、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ALT)，严格筛选献血员。急性丙型肝炎干扰素
抗病毒效果好，90%患者可获得完全应答而彻底痊愈
；慢性丙型肝炎病情相对较乙型肝炎为轻，经标准抗
病毒方案治疗，有机会清除病毒获得痊愈。部分患者
感染20–30年后可出现肝硬化或肝癌。

感染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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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细胞病毒感染—感染类疾病

您的基因型属于 一般风险

患病风险倍数

0.304 1.515

0.679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0.33947%

您的患病风险为中国人平均值的：0.679倍

中国人终生患病风险：0.5%

人群占比

患病概率比您高的人群占：60.61%

患病概率跟您相同的人群占：31.82%

患病概率比您低的人群占：7.57%

感染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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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性位点筛查列表

基因 位点 参考基因型 检测基因型 评价

HLA-G rs371194629 -/- -/ATTTGTTCATGCCT

注： 分别代表有害突变、正常基因型和良性突变；

参考文献举例

[1] Zheng X Q, Zhu F, Shi W W, et al. The HLA-G 14 bp insertion/deletion polymorphism is a putative
susceptible factor for active human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in children[J]. Tissue Antigens, 2009,
74(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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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
巨细胞病毒感染症是由巨细胞病毒（CMV）引起的先天性或后天性感染。感染巨细胞病毒后的临床表现和转归与
个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密切相关。免疫功能正常者因密切接触感染者的分泌物感染人巨细胞病毒，多表现为隐性感染
，部分为单核细胞增多症样表现。免疫功能缺陷者因输血（血液制品）或器官移植等感染CMV或CMV再活化后，
可表现为单个或多个脏器受累，最常见为间质性肺炎、肝炎、胃肠炎、视网膜炎等。更昔洛韦可用于治疗巨细胞病
毒感染。我国在2016曾对北京无偿献血者的CMV–IgG抗体筛查发现阳性率随着年龄逐渐增加，18~25岁阳性率为8
6.49%，26~30岁为91.32%，31~35岁为94.4%。

致病因素
由CMV引起的先天性或后天性感染，CMV是双链DNA
病毒，属于疱疹病毒群，仅在人与人间传播，其形态
与其他疱疹病毒相似，对宿主或组织培养细胞有明显
的种属特异性，人类CMV仅能在人胚纤维母细胞中分
离、培养。患者和不显性感染者可长期或间歇从唾液
、泪液、宫颈分泌物、尿液、精液、粪便、血液或乳
汁中排出此病毒，成为传染源。孕妇感染CMV后，通
过胎盘将此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亲在感染后可产生抗
体，以后再次生育胎儿受感染的机会较少或症状较轻
，甚至无症状，但不能完全阻止垂直传播的发生。后
天获得性感染包括围产期新生儿经产道或母乳感染。
密切接触感染，主要通过飞沫或经口感染，经输血、
器官移植感染。年龄愈小，易感性愈高，症状也愈重
，年长儿多呈不显性感染。CMV为细胞内感染，虽血
中有抗体。也不能避免细胞内此病毒的持续存在，故
初次感染后，CMV很难被宿主完全清除。

早期症状
大多CMV感染是不显性的。感染后的表现多种多样。
先天性感染部分患儿在出生后有明显症状，表现为肝
脾肿大、持续性黄疸、皮肤瘀点、小头畸形、脉络膜
视网膜炎、智力低下和运动障碍等。上述任何项表现
都可单独存在，并可伴有生长缓慢、烦躁、有时发热
，体温自微热至40℃。出生时仅有小部分患儿有临床
症状，故多数不能确定诊断。先天性巨细胞包涵体病
患儿，可出现各种先天畸形，可有痉挛状态、两侧瘫
痪、癫痫样抽搐、视神经萎缩、耳聋，并可对细菌感
染的敏感性增加。有的无症状先天性CMV感染的患儿
，虽体格发育正常，仍可有先天畸形及听力损害，但
其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低于有症状的患儿。获得性感
染为自限性疾病，临床表现一般较轻，虽然多数婴儿
为亚临床感染，但其症状的发生率仍较成人为高，表
现为肝、脾和淋巴结肿大、皮疹支、气管炎或肺炎等
，也可出现肝炎。与先天性感染患儿不同者为神经系
统极少被侵犯。儿童期感染常通过呼吸道获得，常为
不显性，偶可出现迁延性肝炎或间质性肺炎。

体检筛查
要进行病毒学和血清学检测才能明确诊断。

生活建议
应注意生活习惯，尽量避免感染。一旦发生感染，应
及时就医。

感染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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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风险结果总览

检测项目 中国人参考终生患病风险[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 您的患病风险倍数[3]

原发性高血压 58.9% 64.358187% 1.093

2型糖尿病 28.7% 41.208065% 1.436

慢性乙型肝炎 0.7859% 2.805739% 3.57

遗传过敏性皮炎 9% 27.224004% 3.025

特发性膜性肾病 4.78% 23.469032% 4.91

高甘油三酯血症 12.17% 18.580899% 1.527

纤维肌痛综合征 4.2% 15.779541% 3.757

缺血性脑卒中 5.225% 15.43479% 2.954

肺癌 5.4% 13.724279% 2.542

外周动脉病变 6% 11.806959% 1.968

偏头痛 2.325% 7.295122% 3.138

剥脱性青光眼 1.2% 4.419522% 3.683

哮喘 1.24% 2.731264% 2.203

抽动秽语综合征 1% 2.383013% 2.383

神经胶质瘤 0.3% 1.675091% 5.584

干燥综合征 0.55% 1.54467% 2.808

狼疮性肾炎 0.25% 0.5423% 2.169

溃疡性结肠炎 0.1% 0.35586% 3.559

银屑病关节炎 0.1% 0.289903% 2.899

耳硬化症 0.2083% 0.282634% 1.357

睾丸癌 0.0153% 0.099525% 6.505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 0.017% 0.066554% 3.915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0.005% 0.024975% 4.995

胆囊癌 0.0025% 0.009062% 3.625

麻风病 0.0005% 0.002732% 6.071

前列腺增生 50% 50% 1

十二指肠溃疡 20% 26.582029% 1.329

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7% 22.375335% 3.196

复发性口腔溃疡 20% 20% 1

消化性溃疡 10% 19.389506% 1.939

骨关节炎 8.1% 17.794989% 2.197

腰椎间盘突出症 15.2% 15.2% 1

萎缩性胃炎 10% 15.128896% 1.513

支架术后再狭窄 15% 15.000001% 1

胰岛素抵抗综合征 12.7% 12.7% 1



[1]中国人参考终生患病风险：通过公开数据得到，部分疾病患病数据由于权威机构没有公布或更新，数据可能出
现滞后情况。

[2]您的终生患病风险：根据您的基因检测结果和人群患病风险计算得出，您需要多加关注患病风险较高的疾病，
但患病风险较低并不意味着不会患病。

[3]您的患病风险倍数：您的终生患病风险与中国人参考终生患病风险相除得到的结果。

检测项目 中国人参考终生患病风险[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 您的患病风险倍数[3]

肝癌 3.6% 12.396744% 3.444

IgA肾病 4.32% 11.710288% 2.711

老年性黄斑变性 10.3% 11.313331% 1.098

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 2.2969% 10.317896% 4.492

慢性阻塞性肺病 8.2% 10.29766% 1.256

心肌梗死 3.3% 9.783577% 2.965

慢性肾病 10.8% 9.111658% 0.844

慢性鼻窦炎 8.79% 8.79% 1

骨质疏松症 5.3% 8.114095% 1.531

痤疮 8.0657% 8.0657% 1

肠易激综合征 7.5% 7.356257% 0.981

胃癌 3.6% 7.131368% 1.981

冠状动脉疾病 9% 6.137898% 0.682

结直肠癌 1.8% 5.933137% 3.296

心房颤动 3.6% 5.426569% 1.507

言语及语言发育障碍 5% 5% 1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1.91% 4.748989% 2.486

过敏性鼻炎 8.7% 4.528238% 0.52

白内障 4.2% 4.2% 1

糖尿病肾病 4.0925% 4.09248% 1

石棉肺 4.29% 4.064381% 0.947

银屑病 0.59% 4.010202% 6.797

食管癌 2.1% 3.709109% 1.766

脑动脉瘤 2% 3.625367% 1.813

抑郁症 2.85% 3.612665% 1.268

阿尔茨海默病 3.4% 3.328718% 0.979

痛风 1.27% 2.566761% 2.021

阅读困难症 2.925% 2.321617% 0.794

类风湿性关节炎 1.6% 2.145608% 1.341

脑出血 2.117% 2.117% 1

心绞痛 2.03% 1.886143% 0.929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 1.57% 1.876338% 1.195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1.395% 1.847859% 1.325

前列腺癌 0.43% 1.760426% 4.094

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 1% 1.745565% 1.746



检测项目 中国人参考终生患病风险[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 您的患病风险倍数[3]

膀胱癌 0.5% 1.697514% 3.395

强直性脊柱炎 0.37% 1.412634% 3.818

滴状角膜 1.3% 1.3% 1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1.3% 1.119144% 0.861

丙型病毒性肝炎 0.43% 0.915064% 2.128

非霍奇金淋巴瘤 0.34% 0.697396% 2.051

自闭症 0.41% 0.635649% 1.55

鳞状细胞皮肤癌 0.52% 0.61851% 1.189

癫痫 0.7% 0.567755% 0.811

黑色素瘤 2.1% 0.554619% 0.264

1型糖尿病 0.58% 0.547468% 0.944

嗜酸细胞性食管炎 0.4% 0.4% 1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0.4% 0.4% 1

巨细胞病毒感染 0.5% 0.33947% 0.679

口腔癌 0.17% 0.242218% 1.425

鼻咽癌 0.03% 0.236819% 7.894

风湿性心脏病 0.183% 0.199083% 1.088

头颈癌 0.2% 0.196537% 0.983

川崎病 0.0551% 0.173516% 3.149

胆囊结石 0.072% 0.133129% 1.849

静脉血栓栓塞症 0.128% 0.128% 1

腹主动脉瘤 0.111% 0.111% 1

肺结核 0.059% 0.097678% 1.656

结核病 0.059% 0.093706% 1.588

多发性骨髓瘤 0.1% 0.09313% 0.931

间皮瘤 0.04% 0.074233% 1.856

噪声聋 0.0714% 0.059243% 0.829

发作性睡病 0.033% 0.049796% 1.509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0.046% 0.046% 1

神经母细胞瘤 0.014% 0.043036% 3.074

心脏性猝死 0.0418% 0.04184% 1

细菌性脑膜炎 0.02% 0.0216% 1.08

额颞叶痴呆 0.015% 0.020572% 1.371

霍奇金淋巴瘤 0.01% 0.014699% 1.47

肺纤维化 0.0284% 0.014325% 0.505



检测项目 中国人参考终生患病风险[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 您的患病风险倍数[3]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 0.014% 0.013118% 0.937

慢性胰腺炎 0.004% 0.012055% 3.014

高原肺水肿 0.01% 0.01% 1

急性髓性白血病 0.004% 0.007103% 1.776

自身免疫性肝炎 0.003% 0.005361% 1.787

涎腺癌 0.0036% 0.005355% 1.488

吉兰-巴雷综合征 0.004% 0.004% 1

基底细胞皮肤癌 0.003% 0.003313% 1.104

胃肠道间质瘤 0.001% 0.003003% 3.003

胆管癌 0.0017% 0.002679% 1.604

疟疾 0.0005% 0.001745% 3.49

煤工尘肺 0.001% 0.001565% 1.565

爱迪生氏病 0.001% 0.000923% 0.923

骨肉瘤 0.0004% 0.000689% 1.723

神经性厌食症 0.0003% 0.000443% 1.477

髓母细胞瘤 0.0002% 0.00022% 1

尤文氏肉瘤 0.00002% 8.3E-5% 4.15

动脉粥样硬化 79.9% 61.132276% 0.765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15% 15.000001% 1

牙周炎 14.1% 14.1% 1

肾结石 4.8% 5.659406% 1.179

慢性支气管炎 3.82% 3.760703% 0.984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3.3617% 2.866896% 0.853

特发性震颤 1.7% 2.105617% 1.239

热性惊厥 4% 1.760889% 0.44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2.3% 1.305754% 0.568

肾细胞癌 1.6% 1.188946% 0.743

甲状腺癌 0.7% 0.875965% 1.251

酒精肝硬化 0.68% 0.531195% 0.781

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0.57% 0.43981% 0.772

精神分裂症 0.62% 0.387784% 0.625

高胆固醇血症 0.48% 0.292559% 0.609

帕金森综合征 1.103% 0.279568% 0.253

胰腺癌 0.5% 0.147249% 0.294

白癜风 0.104% 0.122938% 1.182



检测项目 中国人参考终生患病风险[1] 您的终生患病风险[2] 您的患病风险倍数[3]

乳糜泻 0.06% 0.087723% 1.462

系统性红斑狼疮 0.07% 0.042804% 0.611

白塞氏病 0.0175% 0.02719% 1.554

结节病 0.02% 0.017261% 0.863

重症肌无力 0.0077% 0.015494% 2.023

滤泡性淋巴瘤 0.0081% 0.01094% 1.351

视网膜母细胞瘤 0.005% 0.004433% 0.887

脑膜瘤 0.002% 0.003061% 1.53

克罗恩病 0.0023% 0.002764% 1.207

多发性硬化症 0.005% 0.00235% 0.47

扩张型心肌病 0.0291% 0.001628% 0.056

垂体瘤 0.001% 0.001247% 1.247

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0.0008% 0.000615% 0.82

喉癌 0.006% 0.000479% 0.08

再生障碍性贫血 0.0007% 0.000353% 0.477

肾母细胞瘤 0.001% 0.0003% 0.3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0.0004% 0.000195% 0.5

艾滋病毒感染 0.00001% 5.0E-6% 0.5

双相情感障碍 5% 4.457775% 0.892



尊敬的客户

为了确保您能够正确理解该基因检测的意义，在此对检测做如下说明：

1.全外显子组健康检测只关注单核苷酸突变和插入缺失两大类型，其他类型的突变
暂不关注。

2.全外显子组健康检测不会检测一种常见疾病所有相关的基因变异，由于基
因组的复杂结构，许多相关变异还未被发现，且低覆盖区域的变异可能无法
检测。由于个体差异及其他一些不可控原因，可能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
。
3.对于全外显子组健康检测涉及的单基因疾病，如果该疾病为常染色体隐性
疾病，只有您和您的伴侣在相同的基因上都存在致病变异时，才可能会导致
后代患病。请与您的伴侣咨询遗传咨询师或者医生，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第
一代测序验证，一起确认检测结果的重要性，然后并根据结果决定是否为您
的伴侣进行相关检测。如果您携带了显性遗传病，或者其他复杂模式的遗传
病，有发病的可能性，建议咨询专业的临床遗传医生并进行第一代测序验证
，以便做到临床上的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全外显子组健康检测不是一个诊断结论，只是在基因层面对您的健康进行评估
，风险评估还需要结合家族史、既往病史、生活方式、地理环境、民族等等因素
。评估结果并不代表您在将来一定会/不会罹患某种疾病。

5.全外显子组健康检测报告中所涉及的健康体检、治疗手段内容仅作参考，如需
进行相关体检筛查，临床诊断，请遵医嘱。

6.因为不同公司检测位点和算法可能有差异，所以检测结果可能不同。

7.受检者拥有基因检测原始数据及相关解读结果的所有权，除非得到受测者
本人授权，此信息不会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在排除能够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
后，检测数据可能会用于科学研究。

8.全外显子组健康检测不可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更不能用于作为生殖目的
筛查测试，因此不必有过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如因个人原因造成不良
影响，与本公司无关。



您的私人健康管理专家

让 您 的 健 康 成 长 之 路 更 科 学

慧算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1278号上海科学院3楼
www.smartquerier.com

400-168-5027

慧算营养优选 慧算健康管理小慧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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