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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患者 

 

尊敬的患者： 

您好！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肿瘤是一种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的治疗也从以往的经

验医学和循证医学逐步发展为如今的精准治疗。精准医疗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

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其本质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

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

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

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 

上海药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整合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板块资源，于 2014 年 11 月成立的创新

型研发和技术转化中心，2016 年底经上海市科委验收后正式授牌。该中心致力于抗肿瘤药物研发、肿瘤个性化

医疗研究以及肿瘤学研究，打造国际一流的药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高效、低毒、个性化肿瘤治疗方案

和药物研发技术体系，推动转化医学的发展。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肿瘤精准治疗领域，与上海药物转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肿瘤精准医学领域开展联合实验室。 

您的检测结果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提供给您的主治医生，医生会根据您的检测结果和临床诊断情况，综

合评判您的肿瘤进展并指导您的治疗。在此我们也特别提醒您，由于医学发展的局限性，个体存在的生物

学差异等等因素，此报告仅对本次送检样本负责，结果仅供医生参考，最终治疗方案应当遵从医嘱。如果

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都希望能及时反馈，以便我们妥善处理。很荣幸替您服务，祝您早日康复。 

此致 

敬礼！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更多肿瘤资讯请关注“基因智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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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本次检测概览 

本次检测采用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平台对 FDA 最新批准的 500 余个肿瘤发生发展相关基因全外显子区域及部分

内含子区域进行深度测序，并对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化疗用药、家族聚集性遗传肿瘤综合征致病与携带情况进

行综合评估，汇总结果如下： 

▎所有突变基因检测结果 

变异类型 基 因 外显子 核酸变异 氨基酸改变 丰度 

点突变/插入

缺失变异 

FAT1 exon2 c.1823C>T p.A608V 7.31% 

HIST1H1C exon1 c.329A>C p.K110T 9.91% 

KMT2D exon39 c.13341C>G p.N4447K 6.00% 

 

说明：有些样本或变异特征会降低检测敏感度，包括异质性样本中的亚克隆变异、低样本质量、纯合子丢失小于

3 个外显子、缺失或插入片段大于 40bp 以及重复或高同源序列。使用肿瘤组织来源的 DNA 进行检测时，碰到的

此类问题不在报告中体现。 

▎单靶点药物敏感提示 

本次检测未发现靶向药物敏感提示 

 

说明： 

1． 上述表格仅显示本次检测到的基因变异相关的靶向药物敏感及可能敏感的用药提示 

2． 敏感：来源于 FDA 药品说明书(Drug Label) 或肿瘤临床指南 

3． 可能敏感：来源于在当前肿瘤类型下的文献或临床试验报道 

4． 本报告暂时只对单个位点进行药物敏感性判断，然而具体药物的敏感性可能受多个基因多个位点的影响，

最终结果需要临床医生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定 

5． 任何一个标志物变异和潜在有效或无效药物均不按照先后顺序排名 

 

 

 

 

姓名：马文良 病理诊断：胃低分化腺癌，现盆腔广泛转移 

性别：男 样品类型：组织 

年龄：59 岁 检测项目：实体瘤 550 基因 

http://www.luoxi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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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靶点药物治疗方案 

癌种 
CFDA/FDA/指南推荐药

物 
治疗方案选择 药物机制 使用范围 

胃癌 
雷莫芦单抗 二线 抗血管生成 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

或转移性胃癌 阿帕替尼 三线 抗血管生成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评估 

评估内容 评估结果 结论 

肿瘤突变负荷（TMB） 
TMB 值：2.1 mutations/Mb 

体细胞编码突变总数：3 

参考值为：3.6 mutations/Mb 

本次检测结果低于参考值 

MSI 微卫星稳定 MSS 

 

说明： 

*参考值：来源于 TCGA（The Cancer Genome Atlas, 癌症基因图集）数据库中当前癌种的平均 TMB 值。 

*TMB 检测结果解释：体细胞编码突变总数越多，则 TMB 越高，更容易对免疫治疗发生响应。 

▎免疫治疗相关评估 

评估内容 评估结果 结论 

I 型 HLA 

HLA-A HLA-A*11:01/HLA-A*11:01 

HLA-B HLA-B*40:01/HLA-B*15:01 

HLA-C HLA-C*04:01/HLA-C*07:02 

II 型 HLA HLA-DQB1 HLA-DQB1*06:01/HLA-DQB1*03:01 

新抗原预测 
新抗原：HIST1H1C 

肽段 KTAASGEAK 
新抗原打分：25.41 

免疫系统相关通路突变 

INF 信号通路 未检测到突变 

MAPK 信号通路 未检测到突变 

WNT 信号通路 检测到 1 个突变 

抗原呈递信号通路 未检测到突变 

 

说明： 

1. 新抗原打分为正常肽亲和力分值与新肽段亲和力分值的比值，代表该新抗原导致的亲和力变化的大小，理

论上变化越大意味着据此制备的疫苗效果越好。 

2. 免疫系统相关通路突变意义： 

  a) Gain_of_function（GoF）：激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持续活化； 

  b) Loss_of_function（LoF）：失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部分或全部缺失； 

  c) Unknown（UoN）：突变对蛋白功能的影响未知，或为人群多态性位点。 

 

 

http://www.luoxi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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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R 基因突变检测结果 

基因 核苷酸变异 氨基酸变异 突变功能* 临床意义 

EPCAM c.344T>C p.M115T UoN 可能良性变异 

MLH1 -- -- -- -- 

MSH2 -- -- -- -- 

MSH6 -- -- -- -- 

PMS1 -- -- -- -- 

PMS2 
c.59G>A p.R20Q UoN 良性变异 

c.1621A>G p.K541E UoN 良性变异 

 

说明：突变功能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结果： 

1． Gain_of_function（GoF）：激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持续活化 

2． Loss_of_function（LoF）：失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部分或全部缺失 

3． Unknown（UoN）：突变对蛋白功能的影响未知，或为人群多态性位点 

▎化疗药物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涉及以下几种常见化疗药物的药效及毒副作用的评估内容，检测结果解读来源于 PharmGKB 数据

库，综合评估结果如下： 

药物分类 药物列表 检测结果 

抗生素类 丝裂霉素 C 谨慎使用 

伊立替康类 伊立替康 谨慎使用 

鬼臼素类 依托泊苷 常规使用 

嘧啶类似物 卡培他滨,氟尿嘧啶,替加氟,替吉奥,吉西他滨,雷替曲塞 推荐使用 

蒽环类 多柔比星,表柔比星,吡柔比星,伊达比星 谨慎使用 

紫杉烷类 多西他赛,紫杉醇,蛋白紫杉醇,卡巴他赛 推荐使用 

烷化剂 环磷酰胺,异环磷酰胺 常规使用 

抗叶酸类 甲氨蝶呤,培美曲塞 推荐使用 

嘌呤类似物 硫唑嘌呤,巯嘌呤,硫鸟嘌呤 常规使用 

长春花碱类 长春碱,长春新碱,长春地辛,长春瑞滨 常规使用 

芳香酶抑制剂 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 谨慎使用 

抗雌激素类 雷洛昔芬,他莫昔芬 常规使用 

铂类 顺铂,卡铂,奈达铂,环铂,奥沙利铂,洛铂 推荐使用 

 

说明：以上检测结果综合考虑了每类药物多个位点的检测结果与药物疗效和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以及

PharmGKB 中的证据等级，仅作为临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时的参考，切莫自行调整用药方案，请谨遵医嘱。 

 

 

 

 

http://www.luoxi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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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性遗传肿瘤综合征风险评估 

家族性遗传肿瘤综合征 突变基因 突变位点 变异类型 临床意义 

患者没有检测到已知的遗传性肿瘤基因突变 

 

注：上述临床意义分类标准参考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的基

因变异临床意义分类及标准，具体如下。 

⚫ 致病性变异：已证实能使癌症风险显著提高的突变。 

⚫ 可能致病性变异：没有明确证据，当前认为该变异有害。 

⚫ 意义未明变异：不确定该变异是有害还是无影响。 

⚫ 可能良性变异：没有明确证据，当前认为该变异对人体无害。 

⚫ 良性变异：被证实为对人体无害的变异，可以被认为是“未发生突变”。 

  

http://www.luoximedical/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药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样本编号：LX190022354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765-7885  网址：www.luoximedical.com 
 

 

▌所有基因变异详细解读 

▎ 基因 HIST1H1C 

HIST1H1C 基因编码组蛋白 H1 变体。H1 组蛋白与核小体之间的接头 DNA 结合并影响更高阶的染色质结构,

组蛋白 H1 家族由 11 个成员组成,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基因转录。许多研究表明 H1 表达水平在癌症中发生改变,

并且可以在不同的肿瘤类型中观察到特异性改变。虽然 H1 变异体在它们的球状 DNA 结合域中具有显着的同源

性,但是它们的 C-和 N-端尾部不同,并且有证据表明它们可能在细胞核中具有不同的功能。HIST1H1A(编码

H1.1),HIST1H1B(H1.5),HIST1H1C(H1.2),HIST1H1D(H1.3),HIST1H1E(H1.4)HIST1H1T(H1.6)主要在 S 期转录,因此

仅在分裂细胞中以高水平表达(PMID:18208346,26474902,26386351)。HIST1H1C 基因突变已在滤泡淋巴瘤中发现

并损害 HIST1H1C 与 DNA 的结合,可能影响染色质结构和基因表达(PMID:24362818)。 

  

▎ 变异 p.K110T，丰度 9.91% 

 本次检测到的 HIST1H1C exon1 c.329A>C p.K110T 变异暂无临床数据提示与靶向药物有密切关系。 

靶向药物的疗效与其靶点基因的突变状态存在密切关系。由于基因突变的复杂性，本报告所涉及的基因突变

解读仅依据现有的有较多临床（或临床前）样本的研究，但尚存在大量的稀有基因突变可能也会影响靶向药物的

敏感性，并在临床中有相关个案的报道，仅有个案报道的用药有效性并未纳入本报告中进行推荐。因此本报告中

的用药建议仅供医生参考，实际靶向药物使用建议请严格遵循医嘱。 

http://www.luoxi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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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 FAT1 

FAT1 基因编码参与平面细胞极性的跨膜蛋白和钙粘蛋白超家族的成员,该基因也可以促进肌动蛋白介导的细

胞迁移以及抑制 YAP1 介导的细胞增殖。另外由于 FAT1 拥有结合β-连环蛋白并消除其核定位和靶标转录的能力,

所以它也是癌细胞生长的有力抑制剂,而当 FAT1 出现突变并降低其与 β-连环蛋白的相互作用时就会促进 WNT

信号传导和诱导肿瘤的发生。尽管癌症中的大多数 FAT1 突变是功能丧失型的(cBioPortal,MSKCC,2015 年 5 月),

但 研 究 表 明 其 在 不 同 的 环 境 下 既 可 以 抑 制 肿 瘤 也 可 以 导 致 肿 瘤 发 生

(PMID:8586420,23076869,19439659,16682528,23354438)。 

  

▎ 变异 p.A608V，丰度 7.31% 

 本次检测到的 FAT1 exon2 c.1823C>T p.A608V 变异暂无临床数据提示与靶向药物有密切关系。 

靶向药物的疗效与其靶点基因的突变状态存在密切关系。由于基因突变的复杂性，本报告所涉及的基因突变

解读仅依据现有的有较多临床（或临床前）样本的研究，但尚存在大量的稀有基因突变可能也会影响靶向药物的

敏感性，并在临床中有相关个案的报道，仅有个案报道的用药有效性并未纳入本报告中进行推荐。因此本报告中

的用药建议仅供医生参考，实际靶向药物使用建议请严格遵循医嘱。 

http://www.luoxi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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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 KMT2D 

KMT2D 编码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MLL2,这是一种表观遗传调节剂,可使组蛋白 H3(H3K4)尾部的赖氨酸残基 4

甲基化。H3K4 的甲基化导致转录复合物的募集和基因表达的激活(PMID:25998713)。人类细胞中 MLL2 的缺失

导致基因组不稳定(PMID:26883360)。在小鼠模型中,MLL2 的丧失导致 B 细胞恶化加速,B 细胞分化受损和类别转

换缺陷(PMID:26366710)。MLL2 活性对 MLL1 重排白血病的细胞存活和增殖至关重要(PMID:28609655)。MLL2

在人类癌症中并不像 MLL1 那样普遍突变,但 MLL2 是滤泡性和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复发中常见的突变基因之

一(PMID:24476821,21804550,211796119,24476821)。 

  

▎ 变异 p.N4447K，丰度 6.00% 

 本次检测到的 KMT2D exon39 c.13341C>G p.N4447K 变异暂无临床数据提示与靶向药物有密切关系。 

靶向药物的疗效与其靶点基因的突变状态存在密切关系。由于基因突变的复杂性，本报告所涉及的基因突变

解读仅依据现有的有较多临床（或临床前）样本的研究，但尚存在大量的稀有基因突变可能也会影响靶向药物的

敏感性，并在临床中有相关个案的报道，仅有个案报道的用药有效性并未纳入本报告中进行推荐。因此本报告中

的用药建议仅供医生参考，实际靶向药物使用建议请严格遵循医嘱。 

▎ 常见突变与肿瘤关系 

该基因在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和滤泡性淋巴瘤(FL)的早期肿瘤形成过程中经常发生突变,且约 67%

的 MLL2 功能缺失突变与歌舞伎综合症有关 

▎ 临床意义 

为探讨 KMT2D 突变引起的 Kabuki 综合征(KS)的临床、遗传学特点及其在新生儿期的临床特征。研究人员

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和临床 panel 的二代测序技术,结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建立的数据分

析流程,行相关基因测序和数据分析,对 6 例 KMT2D 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及分子生物学特征进行总结。计算机检

索 PubMed、中国知网、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和万方数据库,收集 KS 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从 2012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对描述新生儿期临床特征的文献进行提取、归纳和总结。结果 6 例 KS 患儿,男 4 例,女 2 例,其中 3 例在婴

儿期均因 KS 相关临床表现,家属要求行家系 WES 确诊,1 例新生儿经临床 panel 检测后确诊,2 例因家属要求对患

儿进行 WES 测序确诊,6 例 KS 患儿共检测到 7 个 KMT2D 基因的杂合突变,分别位于 11、39、51 和 53 号外显子,

包括 1 个终止、 4 个错义和 2 个移码突变。其中 c.12697C>T(p.Q4233X)、 c.16498C>T(p.R5500W)、

c.16273G>A(p.E5425K)为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 (HGMD)已收录的致病突变位点。 c.12696G>T(p.Q4232H)、

c.3495delC(p.Pro1165LeufsTer47)、c.10881delT(p.Leu3627ArgfsTer31)、c.12560G>A(p.G418E)为新发突变位点。经

SIFT、Polyphen 2 和 MutationTaster 软件预测为有害突变。纳入 18 篇 KS 新生儿期起病文献加上本文 2 例(34 例),

新生儿期表现为喂养困难(19 例),心脏发育异常(20 例),特殊容貌(17 例),骨骼发育异常(15 例),低血糖(10 例)和肌张

力低下(9 例)等。结论: KS 的典型临床表型在新生儿期还未完全呈现,当新生儿有喂养困难、心脏发育异常、特殊

容 貌 等 临 床 特 征 时 需 考 虑 KS, 并 尽 早 完 善 相 关 基 因 检 测 , 实 现 早 诊 断 、 早 干 预 。 (doi: 

10.3969/j.issn.1673-5501.2017.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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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突变负荷评估结果 

 利用 PD-1/PD-L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让患者主动免疫并临床获益，已经成为传统治疗失败的癌症患者的标准

治疗方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肿瘤突变负荷（TMB）与治疗效果有关，高 TMB 可预示治疗获益。 

 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定义为对肿瘤组织样本进行测序，每 1M 碱基序列中体细胞

编码突变的总数。本检测覆盖>500 个肿瘤相关基因全部编码区域，检测结果如下： 

体细胞编码突变总数 TMB 肿瘤类型 参考值* TMB 检测结果解释* 

3 2.1 mutations/Mb 

胃低分化腺

癌，现盆腔

广泛转移 

3.6 mutations/Mb 低于参考值 

注： 

*参考值：来源于 TCGA（The Cancer Genome Atlas, 癌症基因图集）数据库中当前癌种的平均 TMB 值。 

*TMB 检测结果解释：体细胞编码突变总数越多，则 TMB 越高，更容易对免疫治疗发生响应。 

 目前已通过 FDA/CFDA 批准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下： 

药物名称 商品名 生产商 适应症 

Atezolizumab Tecentriq 阿特珠单抗 罗氏 膀胱癌, 非小细胞肺癌 

Avelumab Bavencio 辉瑞，默沙东 默克细胞癌 

Durvalumab Imfinzi 阿斯利康 尿路上皮癌 

Cemiplimab-rwlc Libtayo 再生元制药 皮肤鳞状细胞癌 

Nivolumab Opdivo 纳武利尤单抗 百时美施贵宝 

黑色素瘤, 非小细胞肺癌, 肾细胞癌, 

胃癌, 结直肠癌,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

瘤, 头颈鳞状细胞癌, 尿路上皮癌, 

肝细胞癌 

Pembrolizumab Keytruda 帕博利珠单抗 默沙东 
黑色素瘤, 非小细胞肺癌, 头颈鳞状

细胞癌,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Toripalimab 
拓益 

特瑞普利单抗 
君实生物 黑色素瘤 

Sintilimab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 
信达生物 霍奇金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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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I 检测结果 

 MSI（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微卫星不稳定）是指与正常组织相比，在肿瘤中某一微卫星由于重复单位的

插入或缺失而造成的微卫星长度的任何改变，出现新的微卫星等位基因现象。本次检测采用 FDA批准的MSIsensor

算法，对基因组上数千个目标位点的重复单元长度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和打分，详细结果如下： 

▎ 本次检测结果及临床意义解读 

本次 MSI 检测结果 临床意义 结果判读 

MSS 免疫抑制剂疗效 疗效较差 

 

▎ MSI 和错配修复基因 

MSI 是指与正常组织相比，在肿瘤中某一微卫星由于重复单位的插入或缺失而造成的微卫星长度的任何改变，

出现新的微卫星等位基因现象。其发生机制主要包括 DNA 多聚酶的滑动导致重复序列中 1 个或多个碱基的错配

和微卫星重组导致碱基对的缺失或插入。 

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 MMR）是指在含有错配碱基的 DNA 分子中，使核苷酸序列恢复正常的修复方

式。MMR 基因家族包含 9 个基因，主要用来纠正 DNA 双螺旋上错配的碱基对，还能修复一些因复制打滑而产

生的小片段核苷酸插入或缺失。MMR 的大致过程是：MMR 基因识别出正确的 DNA 链，切除掉不正确的核苷酸

片段，然后通过 DNA 聚合酶 III 和 DNA 连接酶的作用，合成正确配对的双链 DNA。 

微卫星不稳定（MSI）指的是基因片段的改变，主要是由于 MMR 基因缺陷造成的。一般来说，MMR 基因

缺陷(dMMR)=MSI 微卫星不稳定(MSI-H)，两者不同之处只是在于 MMR 需要通过免疫组化来检测，而 MSI 微卫

星不稳定需要通过 PCR 来检测。具有 MMR 缺失（dMMR）的患者，生物学上与 MSI-H 属于同一类群体。 

▎ MSI 检测的临床意义 

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MSI-H 患者并不能从 5-FU 的辅助化疗中获益。另一项研究结果则表明，dMMR

可作为 5-FU 辅助治疗 CRC 无效的预测标志物。一项荟萃分析结果亦显示：在 II 期 CRC 患者中，具有 dMMR

者接受辅助化疗较未经治疗者并无生存优势，5 年 DFS 反而显著缩短（72% vs. 8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对于

具有 dMMR/MSI-H 的 II 期患者，给予 5-FU 辅助化疗非但不能带来生存获益，反而对患者不利。因此，II 期 CRC

患者是否需要辅助化疗，需要综合考虑临床高危因素和 MSI 状态。如果考虑氟尿嘧啶类单药治疗，推荐行 MMR

检测；对于具有 dMMR/MSI-H的 II期患者，可能预后较好，不应给予氟尿嘧啶类单药辅助治疗。（PMID:25884995；

NCCN Colon Cancer Version 2.2017） 

在 2015 年 ASCO 年会上，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报道了基于 MMR 状态指导下的抗 PD-1 免疫治疗在晚期癌

症中的价值。该研究共入组了32例经目前所有标准治疗均失败的晚期CRC患者，包括11例dMMR和21例pMMR，

所有人均接受抗 PD-1 单抗 Pembrolizumab（10mg/kg, Q2W）治疗 (DOI: 10.1056/NEJMoa1500596) 。结果显示，

dMMR 组和 pMMR 组的 ORR 分别为 40%和 0%，而两组的 DCR 分别为 90%和 11%，均具有显著差异；dMMR

组的中位 PFS和OS均未达到，而 pMMR组的中位 PFS和OS分别为 2.2月（HR, 0.103; 95%CI, 0.029-0.373, p<0.001）

和 5.0 月（HR, 0.216; 95%CI, 0.047-1.1, p=0.02）。因此，研究者认为，对于经目前所有标准治疗均失败、且为 dMMR

的晚期 CRC 患者，可给予抗 PD-1 单抗 Pembrolizumab 治疗。 

2016 年 ASCO 年会该研究（Dung. 2016 ASCO ab103）扩大了 dMMR CRC 组样本数（从 11 例扩大到 28 例），

结果仍然维持，ORR 高达 57%，中位 PFS 和 OS 均未达到。该研究第一次通过 MMR 基因状态筛选富集了对 PD-1

免疫治疗有效的 mCRC（NCT01876511；Dung. 2015 ASCO LBA100；Dung. 2016 ASCO ab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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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3 日美国 FDA 将免疫药物 PD-1 抑制剂 Keytrudab(pembrolizumab)批准用于“MSI-H/dMMR”亚型

的实体瘤患者。这是基于五项非对照单臂临床研究：15 种不同类型的晚期肿瘤共 149 例纳入研究，包括结直肠

癌，子宫内膜癌以及其他消化道肿瘤。结果显示客观有效率 39.6%，78 例患者反应时间超过半年。

(PMID:26315971;FDA label: pembrolizumab) 

2017 年 7 月 31 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静脉输注 nivolumab 用于氟尿嘧啶、奥沙利铂、伊立

替康治疗后疾病进展的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成人或儿童（≥12 岁）转移性结

直肠癌（mCRC）患者。FDA 基于 nivolumab 在客观缓解率及缓解持续时间方面的表现，对 nivolumab 这一新适

应证进行了加速审批，后续持续的批准要基于未来确证性研究对于临床获益的验证。Nivolumab 的推荐使用剂量

为 240 mg 静脉输注，输注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每两周给药一次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能耐受的毒性反应。在

CheckMate -142 研究中，曾接受过氟尿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治疗的患者（53/74）对 nivolumab 的治疗反应

率为 28%（95% CI：17-42；15/53）。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比例为 1.9%（1/53）；部分缓解的患者比例为 26% （14/53）。

在上述对 nivolumab 治疗有效的患者中，应答持续时间中位数未达到终点设定数值（2.8+~22.1+个月）。在所有入

组的患者中，对 nivolumab 的治疗反应率为 32%（95% CI：22-44；24/74）；完全缓解的患者比例为 2.7%（2/74），

部分缓解的患者比例为 30%（22/74）。（FDA label:nivolumab） 

目前，5 款针对 PD-1/PD-L1 的抗体已经得到了美国 FDA 的批准上市，它们分别是靶向 PD-1 的 pembrolizumab

和 nivolumab，以及靶向 PD-L1 的 atezolizumab、avelumab、与 durvalumab。它们在各自针对的癌症领域取得突

破性的疗效之外，还成为了首类不针对癌症病发部位，而是针对特定基因特征的疗法，是精准医疗时代的最佳案

例之一。随着大量临床数据的出炉，研究人员们也得以分析最能从 PD-1 抑制剂治疗中获益的癌症类型。目前看

来，霍奇金淋巴瘤、梅克尔细胞癌、以及微卫星不稳定型/错配修复缺陷癌症、以及成人黑色素瘤是 PD-1 抑制剂

大显身手的主战场，缓解率可达到 50%-90%。由致癌物诱发的黑色素瘤也是 PD-1 抑制剂能起到明显效果的领域，

缓解率为 35%-40%。诸如非小细胞肺癌、头颈癌、胃癌、膀胱癌等癌症，缓解率则在 15%-25%的区间（Ribas et 

al., Science 359, 1350–135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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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R 基因突变检测详细结果 

MMR（Mismatch Repair, 错配修复）相关基因包括 EPCAM、MLH1、MSH2、MSH6、PMS1、PMS2。MMR

蛋白可修复 DNA 复制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当 MMR 蛋白缺失时，会导致微卫星移码突变，从而导致基因不稳定

性。目前主要通过免疫组化 IHC 的方式检测 MMR 蛋白状态。MMR 基因的胚系突变还与 Lynch 综合症相关，如

需进一步判断是否为散发 CRC 或 Lynch 综合症还需要结合病史、家族史等具体情况补充其他基因检测进行辅助

诊断。本次对 MMR 相关基因的突变检测结果如下： 

▎MMR 基因突变检测结果 

基因 核苷酸变异 氨基酸变异 突变功能* 临床意义 

EPCAM c.344T>C p.M115T UoN 可能良性变异 

MLH1 -- -- -- -- 

MSH2 -- -- -- -- 

MSH6 -- -- -- -- 

PMS1 -- -- -- -- 

PMS2 
c.59G>A p.R20Q UoN 良性变异 

c.1621A>G p.K541E UoN 良性变异 

 

说明：突变功能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结果： 

1. Gain_of_function（GoF）：激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持续活化； 

2. Loss_of_function（LoF）：失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部分或全部缺失； 

3. Unknown（UoN）：突变对蛋白功能的影响未知，或为人群多态性位点。 

对 MMR 基因突变的临床意义判读来源于 ClinVar 数据库注释结果，并参考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的基因变异临床意义分类及标准，将突变的临床意义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致病性变异：已证实能使癌症风险显著提高的突变； 

2. 可能致病性变异：没有明确证据，当前认为该变异有害； 

3. 意义未明变异：不确定该变异是有害还是无影响； 

4. 可能良性变异：没有明确证据，当前认为该变异对人体无害； 

5. 良性变异：被证实为对人体无害的变异，可以被认为是“未发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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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 分型检测结果 

HLA 位于第六号染色体的短臂 6P21.31 区，长 3600KB，根据功能和产物结构的不同，分成 3 组：经典 HLA

基因、免疫功能相关基因和免疫无关基因。HLA 共分为 4 型：I 型分子包括 HLA-A、HLA-B 和 HLA-C，广泛存

在与各种组织细胞中；II 型分子包括 HLA-DP、HLA-DQ 和 HLA-DR，存在于 B 细胞、巨噬细胞和活化 T 细胞中；

III 型分子为补体系统，包括 C2 和 C4 位点，；IV 型分子可能是一些分化抗原，只存在于淋巴细胞、某些细胞毒

性 T 细胞和白细胞中。已经证实，HLA 复合体中存在控制免疫应答的基因以及 HLA 参与约束免疫细胞间相互作

用，这表示 HLA 涉及生命活动的各个水平与多个方面。研究表明，HLA 分型可能影响对免疫疗法的响应。 

本检测可对受检者体内 HLA 进行分型，检测结果如下 ： 

HLA Allele 1 Allele 2 

I 型 HLA 

HLA-A*11:01 HLA-A*11:01 

HLA-B*40:01 HLA-B*15:01 

HLA-C*04:01 HLA-C*07:02 

II 型 HLA HLA-DQB1*06:01 HLA-DQB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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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抗原(Neo-Antigen)预测结果 

癌细胞的蛋白编码基因中存在的突变是新抗原的潜在来源，这种新抗原可以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帮助 T 细胞有效识别肿瘤细胞，促进免疫系统特异性靶向癌症，防止宿主癌症发展。MHC 分子可以将肿瘤细胞

特异的新抗原递呈到肿瘤细胞膜外，进而被细胞毒性 T 细胞识别并杀伤。通过评估肿瘤样本中所有突变基因与

MHC 分子的亲和力，可以获得肿瘤样本中候选的新抗原，从而制备安全有效的肿瘤特异 T 细胞。 

“Neoantigens（新抗原）”就是肿瘤中的突变多肽，在正常组织中不存在。通常情况下，抗原性越强，免疫治

疗效果越好。检测结果如下： 

▎ 新抗原 1.  

（1）基因名：HIST1H1C 

（2）变异：K/T 

（3）肽段：KTAASGEAK 

（4）肽段长度：9 

（5）HLA 分型：HLA-A*11:01 

（6）新肽段亲和力分值：194.27 

（7）正常肽亲和力分值：4936.17 

（8）Neoantigen 打分：25.41 

*注： 

1） 新肽段亲和力分值越高，意味着新肽段亲和力越低。 

2） Neoantigen 打分为正常肽亲和力分值与新肽段亲和力分值的比值，代表该新抗原导致的亲和力变化的大小，

理论上变化越大意味着据此制备的疫苗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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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相关通路基因突变 

 

 

由于肿瘤细胞上特定基因突变引起通路表达改变，可能导致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浸润以及功能受到抑制，

引起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产生原发性/继发性耐药。对免疫系统相关通路基因进行检测的结果如下 ： 

基因 外显子 氨基酸改变 突变功能* 疗效预测# 信号通路 

APC exon16 p.V1822D UoN - WNT 信号通路 

B2M -- -- -- -- 抗原呈递信号通路 

CTNNB1 -- -- -- -- WNT 信号通路 

IFNGR1 -- -- -- -- INF 信号通路 

IFNGR2 -- -- -- -- INF 信号通路 

JAK1 -- -- -- -- INF 信号通路 

JAK2 -- -- -- -- INF 信号通路 

MAPK1 -- -- -- -- MAPK 信号通路 

PTEN -- -- -- -- MAPK 信号通路 

 

注： 

1. 突变功能预测结果： 

 a). Gain_of_function（GoF）：激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持续活化； 

 b). Loss_of_function（LoF）：失活突变，突变导致蛋白功能部分或全部缺失； 

 c). Unknown（UoN）：突变对蛋白功能的影响未知，或为人群多态性位点。 

2. 疗效预测结果：（-），无影响；（+）可能耐药。 

▎ 免疫抑制剂相关信号通路 

（1）MAPK 信号通路： 

癌基因信号通过 MAPK 通路导致 VEGF 与 IL-8 的产生，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招募与功能。此外，在多种肿瘤

中，肿瘤抑制基因 PTEN 表达缺失从而 PI3K 通路增强，这与 IFNγ，颗粒酶 B 的基因表达量降低以及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的数目减少是高度相关的（PMID: 26645196;PMID: 2320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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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NT 信号通路： 

癌基因信号通过稳定 β-catenin 导致 WNT 信号通路持续激活，从而将 T 细胞排除在肿瘤之外。在人

Non-T-cell-inflamed 的黑色素瘤中，肿瘤内在的 β-catenin 信号基因高度表达，且在肿瘤微环境中缺少 T 细胞与

CD103+ DC 细胞（PMID: 25970248）。 

（3）INF 信号通路： 

由肿瘤特异的 T 细胞产生的 IFNγ，能够识别肿瘤细胞或抗原递呈细胞上的相应受体，从而发挥有效的抗肿

瘤免疫响应。IFNγ 能够增强 MHC 分子的表达，从而增强肿瘤抗原提呈作用。IFNγ 也能够招募其他的免疫细胞，

或者直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亡。因此肿瘤细胞上 IFNγ通路相关蛋白，如 IFNγ受体 IFNGR1与 IFNGR2，

IFNγ 受体链 JAK1 与 JAK2，STATs，IRF1 等突变与缺失，都会导致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耐药（PMID: 27903500; 

PMID: 27667683; PMID: 27433843）。 

（4）抗原呈递信号通路：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抗原加工过程中的蛋白酶体成员，转运蛋白，MHC 本身以及 beta-2-微球蛋白(B2M)的

功能缺陷，会导致抗原提呈机制不能有效地将肿瘤抗原提呈到细胞表面。B2M 在 HLAI 家族的折叠与转运到细胞

膜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若其丧失功能，则 CD8+T 细胞失去了识别功能（PMID: 274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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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用药相关基因检测详细结果 

本次检测涉及三十多种常见化疗药物的毒性和药效评估内容，检测结果解读来源于 PharmGKB 数据库，详

细结果如下： 

药物 位点 基因型检测结果 证据等级 药效 毒性 

丝裂霉素 C rs1800566 A/A Level 2A 减弱 - 

伊立替康 

rs2306283 G/G Level 3 减弱 - 

rs4148323 G/G Level 2A - 减弱 

rs8175347 (TA)7/(TA)6 Level 2A - 一般 

依托泊苷 rs1045642 G/G Level 3 - 减弱 

卡培他滨 

氟尿嘧啶 

替加氟 

替吉奥 

吉西他滨 

雷替曲塞 

rs1042858 A/A Level 3 - 减弱 

rs1045642 G/G Level 3 - 增强 

rs151264360 del/del Level 2A 增强 增强 

rs1801019 G/G Level 2B - 减弱 

rs1801133 A/A Level 3 - 增强 

rs183205964 G/G Level 3 - 减弱 

rs183484 C/C Level 3 增强 - 

rs2072671 A/A Level 3 - 增强 

rs25487 C/C Level 3 增强 减弱 

rs3918290 C/C Level 1A - 减弱 

rs55886062 A/A Level 1A - 减弱 

rs60369023 G/G Level 3 - 减弱 

rs67376798 T/T Level 1A - 减弱 

rs9937 A/A Level 3 减弱 增强 

多柔比星 

表柔比星 

吡柔比星 

伊达比星 

rs1045642 G/G Level 3 减弱 - 

多西他赛 

紫杉醇 

蛋白紫杉醇 

卡巴他赛 

rs1045642 G/G Level 3 
增强 - 

- 减弱 

rs1056836 G/G Level 3 增强 - 

rs11572080 C/C Level 3 - 减弱 

rs13181 G/T Level 3 - 减弱 

rs366631 A/A Level 3 增强 - 

rs76934115 A/A Level 3 增强 - 

rs80217101 A/A Level 3 增强 - 

环磷酰胺 

异环磷酰胺 

rs1801133 A/A Level 2A - 增强 

rs25487 C/C Level 3 增强 增强 

rs4880 A/A Level 2B 增强 - 

甲氨蝶呤 

培美曲塞 

rs1045642 G/G Level 2A - 减弱 

rs11045879 T/C Level 2A - 一般 

rs151264360 del/del Level 3 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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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1801133 A/A 
Level 2A 减弱 增强 

Level 3 减弱 - 

硫唑嘌呤 

巯嘌呤 

硫鸟嘌呤 

rs1142345 

rs1800462 

rs1800584 

EM Level 1A - 减弱 

rs116855232 C/C Level 1B - 减弱 

长春碱 

长春新碱 

长春地辛 

长春瑞滨 

rs1045642 G/G Level 3 增强 - 

rs924607 T/T Level 2B - 增强 

阿那曲唑 

来曲唑 

依西美坦 

rs2234693 C/T Level 3 - 增强 

rs4646 C/C Level 3 减弱 - 

rs9340799 G/A Level 3 - 增强 

雷洛昔芬 

他莫昔芬 

rs1045642 G/G Level 3 增强 - 

rs1065852 

rs16947 

rs5030865 

EM Level 3 减弱 - 

rs3892097 C/C Level 2A 增强 增强 

rs8060157 G/G Level 3 减弱 - 

顺铂 

卡铂 

奈达铂 

环铂 

奥沙利铂 

洛铂 

rs1045642 G/G Level 3 增强 - 

rs1052555 G/A Level 3 减弱 - 

rs1128503 G/A Level 3 
增强 - 

- 减弱 

rs1142345 

rs1800462 

rs1800584 

EM Level 3 - 增强 

rs11615 G/A Level 2B 一般 一般 

rs13181 G/T Level 3 
增强 - 

- 减弱 

rs1695 A/A Level 2A - 增强 

rs1799782 A/A Level 3 增强 - 

rs1799793 C/C Level 3 
减弱 - 

- 增强 

rs1800460 C/C Level 3 - 减弱 

rs1801133 A/A Level 2A 增强 - 

rs2228001 G/T Level 1B - 增强 

rs25487 C/C Level 2B 增强 增强 

rs3212986 A/C Level 2B - 增强 

 

说明： 

• 药酶代谢型分类注解 

– EM：强代谢型(extensive metabolizer) 

– UM：超快代谢型(ultra-rapid metabo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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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中间代谢型(intermediate metabolizer) 

– PM：弱代谢型(poor metabolizer) 

• 可能会出现一个药物与多个位点有关，药物具体的疗效和毒副作用需要综合判断) 

• 以上检测结果仅作为临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时的参考，切莫自行调整用药方案，请谨遵医嘱 

• 检测位点(rs 号)：NCBI 里对所有提交的 snp 进行分类考证之后都会给出一个 rs 号(也可称作参考 snp) 

并给出 snp 的具体信息，包括前后序列、位置信息以及分布频率。 

• 证据等级(Level) 的划分：依据 PharmGKB 网站 http://www.pharmgkb.org/page/clinAnnLevels 

– 1A：注释基于被医学会认可的指南或经某些重大卫生系统认可的结论 

– 1B：注释基于多项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的研究 

– 2A：注释基于多项得到重复的研究，故药效关系很有可能是有意义的 

– 2B：注释基于多项得到重复的研究，但某些研究可能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或样本数量少 

– 3：注释仅基于 1 项有显著差异的研究(未得到重复) 或缺乏明显药效关联性的多项研究 

– 4：注释仅基于少量病例、非权威研究或体外的分子功能研究 

– NA：无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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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肿瘤分子筛查结果 

 遗传性肿瘤相关基因存在突变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已经患癌，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个体患癌的风险。筛查自

身携带的遗传特征信息，可帮助自己提高健康管理的意识，关注于可能发生疾病的器官，做到“早预防、早发现、

早治疗”。如有肿瘤家族史，建议结合家族发病情况咨询相关医务人员以获得全面的指导和帮助。 

▎家族性遗传肿瘤综合症检测结果说明 

家族性遗传肿瘤综合征 突变基因 突变位点 变异类型 临床意义 

患者没有检测到已知的遗传性肿瘤基因突变 

 

注：上述临床意义分类标准参考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的基

因变异临床意义分类及标准，具体如下。 

⚫ 致病性变异：已证实能使癌症风险显著提高的突变。 

⚫ 可能致病性变异：没有明确证据，当前认为该变异有害。 

⚫ 意义未明变异：不确定该变异是有害还是无影响。 

⚫ 可能良性变异：没有明确证据，当前认为该变异对人体无害。 

⚫ 良性变异：被证实为对人体无害的变异，可以被认为是“未发生突变”。 

▎相关肿瘤发生风险评估结果 

肿瘤类型 风险值 肿瘤类型 风险值 

鼻咽癌 同一般人群 子宫肿瘤 同一般人群 

肠癌 同一般人群 皮肤癌 同一般人群 

成神经管细胞瘤 同一般人群 前列腺癌 同一般人群 

胆管癌 同一般人群 肉瘤 同一般人群 

胆囊癌 同一般人群 乳腺癌 同一般人群 

肺癌 同一般人群 腮腺癌 同一般人群 

副神经节瘤 同一般人群 舌癌 同一般人群 

肝癌 同一般人群 神经肿瘤 同一般人群 

肛门癌 同一般人群 肾癌 同一般人群 

睾丸癌 同一般人群 肾母细胞瘤 同一般人群 

宫颈癌 同一般人群 肾上腺神经细胞肿瘤 同一般人群 

骨癌 同一般人群 肾上腺肿瘤 同一般人群 

骨肉瘤 同一般人群 十二指肠肿瘤 同一般人群 

黑色素瘤 同一般人群 食管癌 同一般人群 

横纹肌瘤 同一般人群 视网膜肿瘤 同一般人群 

输卵管癌 同一般人群 嗜铬细胞瘤 同一般人群 

髓母细胞瘤 同一般人群 喉癌 同一般人群 

外阴癌 同一般人群 肌肉瘤 同一般人群 

胃癌 同一般人群 基底细胞癌 同一般人群 

胃肠道错构瘤 同一般人群 甲状腺癌 同一般人群 

胃肠道间质瘤 同一般人群 间皮瘤 同一般人群 

胸腺癌 同一般人群 结直肠癌 同一般人群 

http://www.luoximedical/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药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样本编号：LX190022354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765-7885  网址：www.luoximedical.com 
 

 

血管肿瘤 同一般人群 口腔癌 同一般人群 

血液肿瘤 同一般人群 颅咽管瘤 同一般人群 

咽癌 同一般人群 卵巢癌 同一般人群 

眼癌 同一般人群 毛细管上皮瘤 同一般人群 

胰腺癌 同一般人群 脑部肿瘤 同一般人群 

胰腺内分泌肿瘤 同一般人群 脑膜瘤 同一般人群 

脂肪肿瘤 同一般人群 膀胱癌 同一般人群 

 

▎本次检测涉及 83种常见家族性遗传肿瘤综合征，与肿瘤相关关系如下 

家族性遗传肿瘤综合征 相关肿瘤 

2A 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甲状腺癌；嗜铬细胞瘤 

2 型神经纤维瘤病 脑部肿瘤；皮肤癌；神经肿瘤 

Alagille 综合征 肝癌 

BAP1 相关性恶性间皮瘤和黑色素瘤综合征 肺癌；黑色素瘤；间皮瘤；脑部肿瘤 

Bannayan-Riley-Ruvalcaba 综合征 结直肠癌；血管肿瘤；脂肪肿瘤 

Beckwith-Wiedemann 综合征 肝癌；神经肿瘤；肾癌；肾母细胞瘤；肾上腺肿瘤 

Birt-Hogg-Dube 综合征 肾癌；血管肿瘤 

Bloom 综合症 
肝癌；宫颈癌；喉癌；结直肠癌；口腔癌；皮肤癌；乳

腺癌；肾母细胞瘤；胃癌；血液肿瘤 

CEBPA 基因突变的家族性急性髓性白血病 血液肿瘤 

Cardiofaciocutaneous 综合症 血管肿瘤 

Carney-Stratakis 综合征 副神经节瘤；胃癌；胃肠道间质瘤 

Costello 综合征 膀胱癌；皮肤癌；神经肿瘤 

Cowden 综合症 甲状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子宫肿瘤 

DICER 1 综合征 甲状腺癌；卵巢癌；肾癌 

Denys-Drash 综合征 睾丸癌；卵巢癌；肾癌 

Frasier 综合征 卵巢癌；肾癌 

Kostmann 综合征 血液肿瘤 

Li-Fraumeni 综合征 
肺癌；骨肉瘤；结直肠癌；乳腺癌；神经肿瘤；肾上腺

肿瘤；血液肿瘤；脂肪肿瘤 

MUTYH 相关性息肉病 结直肠癌；卵巢癌；膀胱癌；皮肤癌 

McCune-Albright 综合症 骨肉瘤；胃肠道错构瘤 

Nijmegen 断裂综合征 脑部肿瘤；血液肿瘤 

OLIGODONTIA-COLORECTAL 癌综合征 结直肠癌 

Peutz-Jeghers 综合征 
胆囊癌；睾丸癌；宫颈癌；卵巢癌；膀胱癌；乳腺癌；

胃癌 

RAPADILINO 综合征 骨肉瘤；血液肿瘤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 脑部肿瘤；肾上腺肿瘤 

Sotos 综合征；小儿巨脑畸形综合征 肾母细胞瘤；肾上腺神经细胞肿瘤；血液肿瘤 

WHIM 综合征 宫颈癌；口腔癌；外阴癌 

X-连锁淋巴细胞异常增生症 血液肿瘤 

carney 综合征 肾上腺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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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ch 综合症 胆管癌；结直肠癌；子宫肿瘤；胃癌 

von Hippel-Lindau 综合征 脑部肿瘤；肾癌；血管肿瘤 

丘疹红细胞增多症 血管肿瘤 

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 神经肿瘤 

先天性血管萎缩性皮肤异色症 骨肉瘤；血管肿瘤 

先天性角化不全症 
鼻咽癌；肛门癌；喉癌；结直肠癌；口腔癌；皮肤癌；

舌癌；食管癌；胃癌；血液肿瘤 

先天性遗传性淋巴水肿 肉瘤；血管肿瘤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 
肝癌；喉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卵巢癌；脑部肿瘤；

皮肤癌；乳腺癌；腮腺癌；神经肿瘤；胃癌；血液肿瘤 

努南综合征 横纹肌瘤；神经肿瘤；血液肿瘤 

囊性纤维化 肠癌；食管癌 

基底细胞痣综合征 基底细胞癌；卵巢癌；皮肤癌；神经肿瘤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 4 型 甲状腺癌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 I 型 
甲状腺癌；脑膜瘤；皮肤癌；肾上腺肿瘤；十二指肠肿

瘤；胃癌；胸腺癌；胰腺癌；脂肪肿瘤 

家族性副神经节瘤 副神经节瘤；甲状腺癌；神经肿瘤；肾癌；嗜铬细胞瘤 

家族性圆柱瘤 毛细管上皮瘤；皮肤癌；腮腺癌 

家族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癌 

家族性孤立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甲状腺癌 

家族性小叶性乳腺癌 乳腺癌 

家族性肾母细胞瘤 肾癌 

家族性腺瘤息肉病 
肝癌；骨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颅咽管瘤；神经肿

瘤；肾上腺肿瘤；胃癌；胰腺癌 

家族聚集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血液肿瘤 

家族聚集性睾丸癌 睾丸癌 

家族聚集性神经母细胞瘤 神经肿瘤 

家族聚集性肝腺瘤 肝癌 

家族聚集性肺癌 肺癌 

家族聚集性脑膜瘤 脑部肿瘤 

家族聚集性骨肉瘤 骨肉瘤 

幼年性多发性息肉症 结直肠癌；胃癌；胰腺癌 

横纹肌样瘤易感综合征 横纹肌瘤；肾癌 

特发性肺纤维化 肺癌 

着色性干皮病 黑色素瘤；皮肤癌；血管肿瘤；咽癌 

神经纤维瘤病 1 型 结直肠癌；乳腺癌；神经肿瘤；胃癌 

种系 SUFU 突变相关性髓母细胞瘤 髓母细胞瘤 

类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 肺癌 

结节性硬化症 
肺癌；肝癌；结直肠癌；神经肿瘤；肾癌；胃癌；胰腺

内分泌肿瘤；脂肪肿瘤；子宫肿瘤 

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 I 型 血液肿瘤 

范可尼贫血症 
成神经管细胞瘤；肝癌；宫颈癌；乳腺癌；舌癌；食管

癌；胃癌；血液肿瘤；咽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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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相关性恶性骨髓瘤 血液肿瘤 

遗传性乳头状肾癌（1 型） 肾癌 

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BRCA1） 卵巢癌；乳腺癌；输卵管癌；胰腺癌 

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BRCA2） 卵巢癌；乳腺癌；输卵管癌；胃癌；胰腺癌 

遗传性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 

遗传性平滑肌瘤病和肾细胞癌 肌肉瘤；肾癌；子宫肿瘤 

遗传性弥漫性胃癌 乳腺癌；胃癌 

遗传性纤维病 结直肠癌 

遗传性肾上腺皮质癌 肾上腺肿瘤 

遗传性胰腺炎 胰腺癌 

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视网膜肿瘤 

遗传性骨发育不良与恶变 骨癌 

遗传性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眼癌；胰腺癌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乳腺癌 

韦弗综合征 肾上腺肿瘤 

髓质型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 

高免疫球蛋白 E 综合征 血液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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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基因列表 

本次检测是在 Illumina Hiseq X Ten 平台上进行的高通量测序，覆盖上述基因的热点突变和插入缺失等变异类

型。受技术手段所限，本次实验结果不能判断在这些变异以外的区域（包括同一基因的其他区域）的变异情况，

标红加粗为突变基因。 

靶向用药相关基因 

ABL1 ABRAXAS1 ACVR1 ACVR1B AGO2 AKT1 AKT2 

AKT3 ALK ALOX12B AMER1 ANKRD11 APC AR 

ARAF ARFRP1 ARID1A ARID1B ARID2 ARID5B ASXL1 

ASXL2 ATM ATR ATRX AURKA AURKB AXIN1 

AXIN2 AXL B2M BABAM1 BAP1 BARD1 BBC3 

BCL10 BCL2 BCL2L1 BCL2L11 BCL2L2 BCL6 BCOR 

BCORL1 BCR BIRC3 BLM BMPR1A BRAF BRCA1 

BRCA2 BRD4 BRIP1 BTG1 BTG2 BTK CALR 

CARD11 CARM1 CASP8 CBFB CBL CCND1 CCND2 

CCND3 CCNE1 CCNQ CD22 CD274 CD276 CD70 

CD74 CD79A CD79B CDC42 CDC73 CDH1 CDK12 

CDK4 CDK6 CDK8 CDKN1A CDKN1B CDKN2A CDKN2B 

CDKN2C CEBPA CENPA CFTR CHEK1 CHEK2 CIC 

CREBBP CRKL CRLF2 CSDE1 CSF1R CSF3R CTCF 

CTLA4 CTNNA1 CTNNB1 CUL3 CUL4A CXCR4 CYLD 

CYP17A1 CYSLTR2 DAXX DCUN1D1 DDR1 DDR2 DICER1 

DIS3 DLL3 DNAJB1 DNMT1 DNMT3A DNMT3B DOT1L 

DROSHA DUSP4 E2F3 EED EGFL7 EGFR EIF1AX 

EIF4A2 EIF4E ELF3 ELOC EMSY EP300 EPAS1 

EPCAM EPHA3 EPHA5 EPHA7 EPHB1 EPHB4 ERBB2 

ERBB3 ERBB4 ERCC1 ERCC2 ERCC3 ERCC4 ERCC5 

ERF ERG ERRFI1 ESR1 ETV1 ETV4 ETV5 

ETV6 EWSR1 EZH1 EZH2 EZR FAM46C FANCA 

FANCC FANCG FANCL FAS FAT1 FBXW7 FGF10 

FGF12 FGF14 FGF19 FGF23 FGF3 FGF4 FGF6 

FGFR1 FGFR2 FGFR3 FGFR4 FH FLCN FLT1 

FLT3 FLT4 FOXA1 FOXL2 FOXO1 FOXP1 FUBP1 

FYN GABRA6 GATA1 GATA2 GATA3 GATA4 GATA6 

GID4 GLI1 GNA11 GNA13 GNAQ GNAS GPS2 

GREM1 GRIN2A GRM3 GSK3B H3F3A H3F3B H3F3C 

HDAC1 HGF HIST1H1C HIST1H2BD HIST1H3A HIST1H3B HIST1H3C 

HIST1H3D HIST1H3E HIST1H3F HIST1H3G HIST1H3H HIST1H3I HIST1H3J 

HIST2H3C HIST2H3D HIST3H3 HLA-A HLA-B HLA-C HLA-DMA 

HLA-DMB HLA-DOA HLA-DOB HLA-DPA1 HLA-DPB1 HLA-DPB2 HLA-DQA1 

HLA-DQA2 HLA-DQB1 HLA-DQB2 HLA-DRA HLA-DRB1 HLA-DRB5 HLA-DRB6 

HLA-DRB9 HNF1A HOXB13 HRAS HSD3B1 ICOSLG 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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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H1 IDH2 IFNGR1 IGF1 IGF1R IGF2 IKBKE 

IKZF1 IL10 IL7R INHA INHBA INPP4A INPP4B 

INPPL1 INSR IRF2 IRF4 IRS1 IRS2 JAK1 

JAK2 JAK3 JUN KDM5A KDM5C KDM6A KDR 

KEAP1 KEL KIT KLF4 KLHL6 KMT2A KMT2B 

KMT2C KMT2D KMT5A KNSTRN KRAS LATS1 LATS2 

LMO1 LRP1B LTK LYN MAF MALT1 MAP2K1 

MAP2K2 MAP2K4 MAP3K1 MAP3K13 MAP3K14 MAPK1 MAPK3 

MAPKAP1 MAX MCL1 MDC1 MDM2 MDM4 MED12 

MEF2B MEN1 MERTK MET MGA MITF MKNK1 

MLH1 MPL MRE11 MSH2 MSH3 MSH6 MSI1 

MSI2 MST1 MST1R MTAP MTOR MUTYH MYB 

MYC MYCL MYCN MYD88 MYOD1 NBN NCOA3 

NCOR1 NEGR1 NF1 NF2 NFE2L2 NFKBIA NKX2-1 

NKX3-1 NOTCH1 NOTCH2 NOTCH3 NOTCH4 NPM1 NRAS 

NRG1 NSD1 NSD2 NSD3 NT5C2 NTHL1 NTRK1 

NTRK2 NTRK3 NUF2 NUP93 NUTM1 P2RY8 PAK1 

PAK5 PALB2 PARP1 PARP2 PARP3 PAX5 PAX8 

PBRM1 PDCD1 PDCD1LG2 PDGFRA PDGFRB PDK1 PDPK1 

PGR PHOX2B PIK3C2B PIK3C2G PIK3C3 PIK3CA PIK3CB 

PIK3CD PIK3CG PIK3R1 PIK3R2 PIK3R3 PIM1 PLCG2 

PLK2 PMAIP1 PMS1 PMS2 PNRC1 POLD1 POLE 

PPARG PPM1D PPP2R1A PPP2R2A PPP4R2 PPP6C PRDM1 

PRDM14 PREX2 PRKAR1A PRKCI PRKD1 PRKN PTCH1 

PTEN PTP4A1 PTPN11 PTPRD PTPRO PTPRS PTPRT 

QKI RAB35 RAC1 RAC2 RAD21 RAD50 RAD51 

RAD51B RAD51C RAD51D RAD52 RAD54L RAF1 RARA 

RASA1 RB1 RBM10 RECQL RECQL4 REL RET 

RFWD2 RHEB RHOA RICTOR RIT1 RNF43 ROS1 

RPS6KA4 RPS6KB2 RPTOR RRAGC RRAS RRAS2 RSPO2 

RTEL1 RUNX1 RXRA RYBP SDC4 SDHA SDHAF2 

SDHB SDHC SDHD SESN1 SESN2 SESN3 SETD2 

SF3B1 SGK1 SH2B3 SH2D1A SHOC2 SHQ1 SLC34A2 

SLX4 SMAD2 SMAD3 SMAD4 SMARCA4 SMARCB1 SMARCD1 

SMO SMYD3 SNCAIP SOCS1 SOS1 SOX17 SOX2 

SOX9 SPEN SPOP SPRED1 SRC SRSF2 STAG2 

STAT3 STAT5A STAT5B STK11 STK19 STK40 SUFU 

SUZ12 SYK TAP1 TAP2 TBX3 TCF3 TCF7L2 

TEK TEKT4 TERC TERT TET1 TET2 TGFBR1 

TGFBR2 TIPARP TMEM127 TMPRSS2 TNFAIP3 TNFRSF14 TOP1 

TP53 TP53BP1 TP63 TRAF2 TRAF7 TSC1 TSC2 

TSHR TYRO3 U2AF1 UPF1 VEGFA VHL VTCN1 

WT1 WWTR1 XIAP XPO1 XRCC2 YAP1 Y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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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HX3 ZNF217 ZNF703     

化疗用药相关基因 

ABCB1 CDA CEP72 CYP19A1 CYP1B1 CYP2C8 CYP2D6 

DPYD ERCC1 ERCC2 ESR1 GSTM1 GSTP1 GSTT1 

KLC3 MAP4K4 MTHFR NQO1 NUDT15 RRM1 SLCO1B1 

SOD2 TEKT4 TPMT TYMS UGT1A1 UMPS XPC 

XRCC1 ZNF423      

 

注： 

1.      ：点突变+插入缺失变异+融合变异+拷贝数变异 

2. MET 基因：点突变+插入缺失变异+拷贝数变异+skipping 

3. 其余上述基因：点突变+插入缺失+拷贝数变异 

4. 上述基因检测区域以 GRCh37/hg19 为参考序列，检测覆盖上述基因的全部外显子区域以及 22 个基因的部

分内含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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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药物列表 

本次检测共覆盖 162 种靶向药物及治疗方案，见下表： 

高三尖杉酯碱 雷莫芦单抗 隐丹参酮 阿法替尼 阿比特龙 

阿来替尼 阿昔替尼 达沙替尼 达拉菲尼 达克替尼 

贝林司他 贝伐珠单抗 西罗莫司 西妥昔单抗 莫替沙尼 

芦可替尼 艾维替尼 舒尼替尼 维莫非尼 维莫德吉 

纳武利尤单抗 索拉非尼 米哚妥林 白消安 瑞戈非尼 

泊那替尼 沃利替尼 来那替尼 来妥替尼 替西罗莫司 

曲美替尼 
曲妥珠单抗-小分子

偶联物 
曲妥珠单抗 拉帕替尼 恩杂鲁胺 

恩替司他 帕尼单抗 帕妥珠单抗 帕博利珠单抗 尼洛替尼 

奥拉帕利 奥希替尼 奥巴克拉 奎扎替尼 多韦替尼 

塞瑞替尼 塞来昔布 培唑帕尼 埃克替尼 哌立福新 

哌柏西利 吉非替尼 司美替尼 厄洛替尼 卡博替尼 

博舒替尼 劳拉替尼 凡德他尼 克唑替尼 依维莫司 

伏立诺他 伊马替尼 伊布替尼 仑伐替尼 【雄激素阻断治疗】 

【激素治疗】 ulixertinib U0126 trebananib TPX-0005 

tocilizumab tipifarnib tesevatinib tepotinib tazemetostat 

taselisib TAS-117 talazoparib TAK-441 TAE684 

sapanisertib rucaparib 
Rovalpituzumab 

tesirine 
rociletinib RO5126766 

RO4987655 ribociclib RG7112 refametinib poziotinib 

pimasertib pictilisib pexidartinib PD-0352901 PD-0325901 

olaratumab niraparib niclosamide nazartinib ML309 

MK-2206 MK-1775 LY3009120 LY294002 lurbinectedin 

lumretuzumab Luminespib lumacaftor LOXO-292 linsitinib 

larotrectinib JNJ-38877605 ivosidenib ipatasertib infigratinib 

idelalisib IC-87114 GSK2636771 gilteritinib gedatolisib 

GDC-0810 ganetespib foretinib erdafitinib epertinib 

entrectinib ensartinib enasidenib EAI045 E6201 

dinutuximab dinaciclib debio1347 danusertib dactolisib 

crenolanib cobimetinib CH5132799 CB-839 buparlisib 

brigatinib BLU-667 binimetinib BI-847325 BAY1436032 

AZD8186 AZD3759 AZD3463 AZD-5363 AZD-4547 

avapritinib atezolizumab ASP3026 ARQ-087 AR-42 

APR-246 AP32788 alpelisib alisertib AGI-5198 

acalisib abemacic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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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 本报告结果只对本次送检样品负责，本实验室对以上检测结果保留最终解释权，如有疑义，请在收到结果

后的 7 个工作日内与我们联系。

• 受检者的最终表型由肿瘤发展和其他外因共同作用产生，本报告仅供受检者参考，具体治疗请遵医嘱。

• 对受检者送检样品进行有限数量的位点检测不能揭示受检者可能存在的基因突变/基因多态性。基因突变/

基因多态性/蛋白表达可能由于检测技术的局限性、样本采集或运输意外以及其他无法预知的因素等而未被

发现。

本检测主要用于科研目的,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不代表临床决策意见。部分基因与药物对应关系，目前仅限

于科学研究或临床实验阶段,尚未进入临床指南，需临床医生酌情参考。 

日期：2019 年 04 月 19 日 日期：2019 年 04 月 19 日 

▌报告审核 

检测人： 复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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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靶向药物主要检测位点 

基因名 靶向用药相关变异 

ABL1 p.T315I p.F317V p.F317C p.F317L p.T315A 

ABL1 p.V299L p.F317I    

AKT1 p.C77F p.L78T p.V271A p.E267G p.L321A 

AKT1 p.D323H p.R23A p.R370C p.Q79E p.N53A 

AKT1 p.D325A p.K189N p.E191A p.G311D p.T195I 

AKT1 p.Q79K p.E17K p.E40K p.E49K p.L52R 

AKT1 p.W80A p.R328A p.V270A p.F55Y  

ALK p.A348D p.I1171S p.L1152R p.I1171T p.F1174L 

ALK p.F1174V p.F856S p.E1210K p.C1156Y p.G1123S 

ALK p.G1202R p.V1180L p.G1269A   

ALK p.L1196M p.R1275Q p.L1198F p.F1174C p.I1171N 

ALK 
p.T1151_L1152in

sT 
p.D1203N p.S1206Y p.S1206F p.L1152P 

ALK 融合     

APC p.A1446fs p.K1350* p.A1351fs p.T1301fs p.E1554* 

APC p.C1130* p.C1270* p.C1289* p.L665* p.L1564* 

APC p.C1249* p.W2504* p.W685* p.W699* p.W1049* 

APC p.C1274fs p.C1289fs p.K693* p.K848* p.K1061* 

APC p.C1387* p.E1309Afs p.M1431fs p.A1296fs p.G1357fs 

APC p.C1387fs p.D1422fs p.E1322* p.E1374* p.S1356fs 

APC p.C1578fs p.L1488fs p.Y1376fs p.E1552* p.A1492fs 

APC p.D1297fs p.C1410* p.R1435* p.P1361fs p.A1402fs 

APC p.E1059* p.E1154* p.E1155* p.E1156* p.E1168* 

APC p.E1265* p.E1286* p.E1306* p.E1309* p.E1345* 

APC p.E1295* p.R1348fs p.K1462fs p.A1471fs p.K1310* 

APC p.E1353* p.E1408* p.E1451* p.E1530* p.E1536* 

APC p.E1464fs p.K1308* p.L1489fs p.P1440fs p.D1318fs 

APC p.E1494fs p.P1319fs p.E1513* p.P1497fs p.H1490fs 

APC p.E1544* p.K1449fs p.E1461* p.E1547* p.G1312* 

APC p.E1554fs p.R1314fs p.K1555* p.I1557fs p.H1375fs 

APC p.E1573* p.E1577* p.E1683* p.E1693* p.E658* 

APC p.E853* p.G1312fs p.S1495fs p.N1455fs p.Q1303fs 

APC p.E893* p.E941* p.E984* p.E1020* p.E1047* 

APC p.E918* p.E1080* p.E1397* p.E1464* p.E1540* 

APC p.G1416* p.D1425fs p.Q1378fs p.P1439fs p.Q886* 

APC p.G682* p.G839* p.G1120* p.G1357* p.Y863* 

APC p.I1307fs p.T1438fs p.A1325fs p.D1484fs p.I1311fs 

APC p.K1250* p.K1370* p.K2192* p.K782* p.K788* 

APC p.K1310fs p.E1317* p.N869fs p.E1309fs p.T1556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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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 p.K939* p.K993* p.K1449* p.N1026S p.R923* 

APC p.L2124* p.L669* p.L698* p.L764* p.L841* 

APC p.L684* p.L852* p.P2048fs p.R640G p.I1307K 

APC p.L964* p.L1181* p.L1277* p.L1342* p.L1488* 

APC p.P1372fs p.T1445fs p.S1364fs p.P1453fs p.E1379* 

APC p.Q1035* p.Q1045* p.Q1095* p.Q1096* p.Q1127* 

APC p.Q1065* p.Q1067* p.Q1071* p.Q1123* p.Q1131* 

APC p.Q1152* p.Q1175* p.Q1193* p.Q1228* p.Q1230* 

APC p.Q1237* p.Q1242* p.Q1291* p.Q1294* p.Q1328* 

APC p.Q1244* p.Q1256* p.Q1303* p.Q1429* p.Q1444* 

APC p.Q1338* p.Q1367* p.Q1378* p.Q1406* p.Q1477* 

APC p.Q1447* p.N1300fs p.F1491fs p.D1394fs p.A1475fs 

APC p.Q1480* p.Q1517* p.Q1529* p.Q1541* p.Q1611* 

APC p.Q2040* p.R805* p.R876* p.R1114* p.R1450* 

APC p.Q695* p.Q767* p.Q789* p.Q879* p.Q901* 

APC p.Q757* p.Q978* p.Q999* p.Q1041* p.Q1062* 

APC p.R1331* p.R1336* p.Q654* p.Q663* p.Q667* 

APC p.R1435fs p.P1373fs p.K1555fs p.S1436fs p.S1346* 

APC p.R2166* p.R2237* p.E763* p.E855* p.E892* 

APC p.S1198* p.S1201* p.S1272* p.S1276* p.S1282* 

APC p.S1278* p.S1281* p.S1503* p.S713* p.S747* 

APC p.S1315* p.S1344* p.S1392* p.S1539* p.S1545* 

APC p.S1465fs p.Q1469* p.P1458fs p.A1316fs p.A1470fs 

APC p.S1567* p.S2570* p.S940* p.S1400* p.C995* 

APC p.S770* p.S811* p.S836* p.S837* p.S932* 

APC p.S895* p.S1044* p.S1104* p.S1196* p.S1222* 

APC p.S943* p.S1032* p.S1068* p.S1110* p.S1194* 

APC p.T1459fs p.S1315fs p.Q1294fs p.S1356* p.K716* 

APC p.T1493fs p.P1443fs p.A1305fs p.S1355fs p.G1499* 

APC p.Y1075* p.Y1135* p.Y1143* p.Y1162* p.Y1166* 

APC p.Y1262* p.Y1376* p.Y951* p.Y997* p.Y1031* 

APC p.Y799* p.Y825* p.Y986* p.Y1027* p.Y1078* 

APC p.Y935* p.Y956* p.Y1000* p.Y1102* p.Y1147* 

AR p.T877A p.L702H p.H875Y p.T878A p.H874Y 

ARAF p.S214C p.G322S 
p.Q349_A350del

QA 
p.S214T p.F351L 

ARAF p.S214F p.S214A p.N217I   

ATM p.D1682Y p.I1681V p.A2067D   

ATM p.E2366* p.S2389* p.V2424G p.Q2825* p.R2849* 

ATM p.E3007* p.L3010* p.R3047* p.*3057G p.*3057S 

ATM p.L2427P p.D2870A p.R3008C p.N2875K p.R2832C 

ATM p.T2666A p.L2890V p.R3008H p.V1941L p.N1650S 

ATM p.T2947S p.S1455R p.A1742P p.H1380Y p.P269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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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F 
p.V600_K601deli

nsE 
p.L597. p.G469L p.V600.  

BRAF p.V600E p.V600K p.Y472C p.D594G p.G469E 

BRAF 融合     

BRCA1 p.A1843T p.L82P p.K45T p.F1734L p.C39S 

BRCA1 p.C24Y p.A1708E p.S1715N p.M1775K p.T1773I 

BRCA1 p.C44F p.W1718C p.R1443G p.L1657P p.S72R 

BRCA1 p.D67Y p.D1739V p.L1764P p.Y1703H p.R1753T 

BRCA1 p.E1114* p.Y1113* p.E1107* p.Q1096* p.Q1090* 

BRCA1 p.E1134* p.L1133* p.S1130* p.Y1127* p.Q1118* 

BRCA1 p.E1185* p.E1172* p.E1158* p.Q1144* p.Q1135* 

BRCA1 p.E1214* p.S1212* p.R1203* p.Q1200* p.L1198* 

BRCA1 p.E1836K p.S1841R p.P1771R p.Q1811R p.H1746N 

BRCA1 p.E33A p.V1810G p.L1564P p.G1770V p.G1788D 

BRCA1 p.E445* p.K443* p.C442* p.L431* p.E427* 

BRCA1 p.E489* p.G484* p.L474* p.K467* p.S451* 

BRCA1 p.E597* p.K583* p.K581* p.E577* p.E572* 

BRCA1 p.E733* p.E732* p.E730* p.E720* p.S713* 

BRCA1 p.F1704S p.V1809F p.M1R p.F1734S p.G1738R 

BRCA1 p.F1761I p.G1763V p.T1685A p.S1841N p.G1738E 

BRCA1 p.F1761S p.P1749R p.M1775E p.T1691I p.I1766S 

BRCA1 p.G1706E p.G1803A p.Q356R p.M1775R p.C44Y 

BRCA1 p.G1743R p.A1789T p.C61G p.A1752V p.V1688delV 

BRCA1 p.G813* p.K812* p.Q804* p.E797* p.L785* 

BRCA1 p.G972* p.G964* p.Q957* p.S955* p.C944* 

BRCA1 p.H1686R p.I31M p.C47F p.S1651P p.Y1853C 

BRCA1 p.I1807S p.L1854P p.M18T p.C24R p.P1856T 

BRCA1 p.K381* p.Q380* p.W372* p.S361* p.K357* 

BRCA1 p.K45N p.W1718L p.H1686Q p.I21V p.T1685I 

BRCA1 p.K505* p.K503* p.L502* p.Q494* p.Q491* 

BRCA1 p.K690* p.Q687* p.K679* p.K672* p.E670* 

BRCA1 p.L1086* p.L1080* p.E1060* p.S1041* p.E1038* 

BRCA1 p.L52F p.D1692Y p.G1788V p.L63F p.A1752G 

BRCA1 p.L639* p.E638* p.K614* p.K607* p.L598* 

BRCA1 p.M18K p.C1697R p.W1837R p.V1696L p.V1714G 

BRCA1 p.P1771L p.A1708V p.V1838E   

BRCA1 p.P1812A p.E1660G p.I42V p.C39R p.C64G 

BRCA1 p.Q1240* p.L1230* p.E1222* p.E1221* p.L1216* 

BRCA1 p.Q12Y p.T37R p.M1628V p.C39Y p.A1752P 

BRCA1 p.Q1327* p.Q1323* p.Q1313* p.E1302* p.Q1299* 

BRCA1 p.Q1756C p.Y179C p.Y1703S p.L1407P p.M1 

BRCA1 p.Q356* p.K355* p.W353* p.E352* p.K338* 

BRCA1 p.Q538* p.Q534* p.Q526* p.S510* p.R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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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A1 p.Q563* p.E554* p.Q544* p.Q541* p.E540* 

BRCA1 p.Q657* p.Y655* p.K654* p.E649* p.Q640* 

BRCA1 p.Q780* p.S770* p.E761* p.Q759* p.E755* 

BRCA1 p.Q905* p.E904* p.Q895* p.E881* p.E879* 

BRCA1 p.Q934* p.Q921* p.Q910* p.E908* p.K906* 

BRCA1 p.R1751P p.S1164I p.R1699W p.R1835P p.D1739G 

BRCA1 p.S1007* p.S988* p.Y978* p.Q975* p.L974* 

BRCA1 p.S1262* p.L1261* p.E1258* p.C1251* p.E1250* 

BRCA1 p.S1298* p.K1290* p.E1288* p.Q1281* p.Q1273* 

BRCA1 p.S1363* p.Q1359* p.E1353* p.L1351* p.Q1331* 

BRCA1 p.S1655F p.D1692H p.V1833M p.T1691K p.V1713A 

BRCA1 p.S1715C p.V1653M p.V1741G p.D1739E p.K1487R 

BRCA1 p.S267* p.Y261* p.E255* p.C226* p.S770L 

BRCA1 p.S868* p.S864* p.Q858* p.Y856* p.Q855* 

BRCA1 p.T77M p.S59R p.A1843P p.L1705P p.C27A 

BRCA1 p.T826K p.L1844R p.D1739Y p.H41R p.V1809A 

BRCA1 p.V1736A p.M1689R p.S1715R p.S1841A p.R1699Q 

BRCA1 p.V1833E p.C47G p.M1652K p.S1722F p.M1689T 

BRCA1 p.W1718S p.V1736G p.T1700A p.G1656D p.M1783T 

BRCA1 p.W1837C p.R1699L p.K1702E p.L1780P p.W1837G 

BRCA1 p.W321* p.Q310* p.K309* p.Q284* p.L283* 

BRCA1 p.Y422* p.E418* p.S405* p.E402* p.S398* 

BRCA2 p.C1654* p.Y1655* p.Q1701* p.E1703* p.S1760* 

BRCA2 p.D191G p.R2336H p.R2842C p.I2627F p.T3033I 

BRCA2 p.D2723G p.P3194Q p.S196N p.R2336P p.G2585R 

BRCA2 p.E1382delE p.V211I p.R2602T p.T2722R p.D2723H 

BRCA2 p.E1415* p.Q1452* p.Y1480* p.K1489* p.E1518* 

BRCA2 p.E1550* p.Q1562* p.K1592* p.L1620* p.S1630* 

BRCA2 p.E1876* p.S1882* p.Q1886* p.Y1894* p.S1900* 

BRCA2 p.E1912* p.C1913* p.E1928* p.L1930* p.Q1931* 

BRCA2 p.E1953* p.S1955* p.S1970* p.Q1987* p.Q1994* 

BRCA2 p.E2028* p.E2029* p.Q2042* p.S2046* p.G2057* 

BRCA2 p.G2812E p.L2510P p.R2318Q p.G2748D p.G3076E 

BRCA2 p.K1015* p.K1026* p.E1035* p.Q1037* p.E1046* 

BRCA2 p.K1323* p.L1334* p.Q1371* p.S1404* p.Q1408* 

BRCA2 p.K2244* p.S2267* p.P2153L p.M1I p.E3002K 

BRCA2 p.K944* p.L971* p.E984* p.W993* p.L997* 

BRCA2 p.L1053* p.Q1056* p.K1058* p.Q1089* p.Q1095* 

BRCA2 p.L2080* p.S2103* p.S2120* p.S2143* p.Q2157* 

BRCA2 p.L2653P p.A75P p.D2723A p.E2663V p.E3002D 

BRCA2 p.L2792P p.N3124I p.G2793E p.R174C p.G3076V 

BRCA2 p.Q1998* p.Q2009* p.K2013* p.E2020* p.S2022* 

BRCA2 p.Q2164* p.E2183* p.S2186* p.S2219* p.E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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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A2 p.Q699* p.Q742* p.S744* p.Q756* p.L771* 

BRCA2 p.Q819* p.L824* p.S846* p.S871* p.C916* 

BRCA2 p.R2659T p.G173C p.I2675V p.R2659K p.W2626C 

BRCA2 p.R2784W p.Y3092S p.S206C p.T582P p.G2793R 

BRCA2 p.S1099* p.S1121* p.Y1135* p.Q1148* p.L1152* 

BRCA2 p.S1262* p.S1271* p.Q1291* p.E1308* p.E1320* 

BRCA2 p.S142I p.D3073G p.R2659G p.P2800S p.R2842L 

BRCA2 p.S196I p.G2609D p.P2800R p.R3052W p.R2784Q 

BRCA2 p.S780* p.S791* p.Y792* p.Y803* p.L809* 

BRCA2 p.Y1762* p.S1764* p.E1812* p.E1857* p.K1872* 

BRCA2 p.Y2726C p.T1302delT p.D2611G p.L2688P p.E3342K 

BRCA2 p.Y42C p.D3095E p.L2647P p.L2654P p.Y2660D 

CBL p.C381A 
p.Q365_E366insS

K 
p.K382E p.C381R p.Y371S 

CBL p.C384R p.Y368C p.Y371D 
p.E366_K382del1

7 
p.D390Y 

CBL p.E366_K382del p.I383L p.L399P p.P417A p.G375P 

CBL p.R420Q p.Y371H p.H398Y p.V391I p.H398Q 

CBL p.W802* p.P395A p.R420* p.C396R p.Q367K 

CBL p.Y371C p.C384G p.Q367P p.S376F p.L399V 

CDKN2A p.A20P p.R128W p.E69* p.R80L p.D108H 

CDKN2A p.C72* p.N71K p.N71S p.N71I p.E69G 

CDKN2A p.E119* p.P81L p.D74N p.H98P p.A60R 

CDKN2A p.E61* p.V126D p.P114L p.P114S p.R112G 

CDKN2A p.E88* p.R87P p.R87W p.D84N p.D84Y 

CDKN2A p.E88K p.D84G p.E120* p.R87L p.D84H 

CDKN2A p.G23D p.L16P p.W15* p.S12* p.L31R 

CDKN2A p.G35A p.G35V p.L32P p.E27* p.R24P 

CDKN2A p.G35R p.D84V p.G67S p.R80P p.A36P 

CDKN2A p.G67R p.A60V p.R58* p.S56I p.Q50P 

CDKN2A p.H83N p.H83Y p.R80* p.T77P p.D74Y 

CDKN2A p.M53I p.D108N p.A57V p.P81T p.A68T 

CDKN2A p.Q50* p.I49T p.I49S p.P48L p.Y44* 

CDKN2A p.W110* p.D108Y p.G101W p.R99P p.L97R 

CDKN2B p.A23E p.D86N    

CDKN2B p.N41D p.H68Y p.P40T p.L64R p.E35* 

CFTR p.F508del     

CHEK2 p.E64* p.E239* p.E161delE p.R117G p.E321K 

CHEK2 p.K373E p.H371Y p.S428F   

CHEK2 p.Q20* p.Q510* p.R95* p.R519* p.E275* 

CTNNB1 p.A43T p.S45N p.S45C p.A43P p.A21T 

CTNNB1 p.D32H p.W25_H36del12 p.E54K p.P44_S45delPS p.S37T 

CTNNB1 p.D32Y p.S33A p.D32N p.D32E p.D3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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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NNB1 p.N387K p.S33N p.D32V p.S37F p.S45T 

CTNNB1 p.S33L p.T41I p.S37P p.A13T p.S45delS 

CTNNB1 p.S33T p.A39G p.G34E 
p.W25_D32delW

QQQSYLD 
p.A39T 

CTNNB1 p.S33Y p.P44A p.G34R p.W25_D32del p.S37C 

CTNNB1 p.S37Y p.H36P p.G34A p.S33C p.G48D 

CTNNB1 p.S45A p.S33P p.S37A p.D32A p.V22A 

CTNNB1 p.S45Y p.G38P p.I35N p.I35S p.S45P 

CTNNB1 p.T41A p.S45del p.S45F p.I35T p.H36Y 

CTNNB1 p.W383R p.E67K p.K335I p.G34V p.S33F 

DDR2 p.S768R p.L63V p.G253C p.G774V p.L239R 

EGFR p.A750P p.D800G p.I740T p.K806E p.A839T 

EGFR 
p.A763_Y764ins

FQEA 

p.H773_V774ins

NPH 
p.V769L p.V802A p.T854A 

EGFR p.A839V p.D761Y p.A767D p.G719. p.H835L 

EGFR 
p.D770_N771ins

GL 
p.L747_S752del 

p.D770_N771ins

G 

p.D770_N771ins

MATP 

p.V769_D770ins

GSV 

EGFR 
p.D770_N771ins

SVE 
p.L858R 

p.D770_N771ins

GF 
p.E746_A750del p.E746_T751del 

EGFR 
p.D770_N771ins

SVQ 

p.L747_P753deli

nsS 
p.E709K 

p.H773_V774ins

H 

p.N771_P772ins

VDN 

EGFR 
p.E746_A750deli

nsIP 

p.E746_T751deli

nsVA 

p.E746_S752deli

nsI 

p.E746_S752deli

nsA 

p.E746_S752deli

nsD 

EGFR 
p.E746_T751deli

nsIP 

p.L747_P753deli

nsQ 

p.L747_T751deli

nsQ 

p.E746_T751deli

nsV 

p.E746_T751deli

nsI 

EGFR p.E868G p.G863D p.K728R 
p.E709_T710deli

nsD 
p.I821T 

EGFR p.G863C p.G796D p.G724S p.N700D p.T790M 

EGFR p.G863S p.L747S p.V765A p.E709Q p.L747P 

EGFR 
p.H773_V774ins

Q 

p.H773_V774ins

AH 
p.E746_E749del 

p.P772_H773insP

HA 
p.T751_I759del 

EGFR 
p.L747_A750deli

nsP 

p.Y764_V765ins

HH 

p.M766_A767ins

AI 

p.A767_V769dup

ASV 

p.D770_N771ins

D 

EGFR p.L747_E749del p.V689M 
p.H773_V774ins

PH 

p.D770_N771ins

N 
p.K745_A750del 

EGFR 
p.L747_T751deli

nsS 

p.E746_P753deli

nsVS 

p.L747_S752deli

nsQ 

p.E746_T751deli

nsA 

p.E746_S752deli

nsV 

EGFR p.L778P p.S492R p.L718Q p.E865K p.L833V 

EGFR 
p.L792_M793ins

HIV 
p.S752_I759del p.L747_T751del 

p.D770_N771ins

GD 

p.D770_N771ins

GT 

EGFR p.L814P p.S720P p.C797S p.P546S p.V769A 

EGFR 
p.N771_P772ins

N 
p.N826S 

p.D770_N771ins

NPG 

p.V769_D770ins

ERG 
p.K745_E749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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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 
p.N771_P772insR

H 

p.D770_N771ins

APW 
p.E746_S752del 

p.V769_D770ins

GVV 

p.V769_D770ins

MASVD 

EGFR p.N771T p.V774A p.K846R p.V843I p.K757R 

EGFR p.S768I p.L861. p.N842I p.T783A p.Q787R 

EGFR p.T751_E758del 
p.V769_D770ins

ASV 

p.L747_T751deli

nsP 

p.D770_N771ins

Y 

p.D770_N771ins

SVD 

EGFR 融合     

ERBB2 p.D769Y p.G776S p.V777L p.T862A p.L869R 

ERBB2 p.D821N p.L768S p.V773L p.L755_T759del p.L869Q 

ERBB2 p.G776delinsVC p.L755S p.G309A p.G309E p.S310F 

ERBB2 p.G776L 
p.Y772_A775dup

YVMA 

p.A775_G776ins

YVMA 

p.M774_A775ins

AYVM 

p.G778_S779ins

G 

ERBB2 p.R896C p.S653C p.D277H p.H878Y p.V777M 

ERBB2 p.S310Y p.E321G p.R678Q p.I767M p.D769H 

ERBB2 p.S335C p.D808N p.L755P p.C334S p.L866M 

ERBB2 p.T733I p.G776delinsLC 
p.S779_P780insV

GS 
p.V842I p.G660D 

ERBB2 p.V659E 
p.G776_V777ins

YVMA 

p.P780_Y781ins

GSP 

p.G776_V777ins

VC 
p.G778_P780dup 

ERBB2 p.V773A p.N857S p.L726F p.G292R p.E265K 

ERBB2 p.V794M p.I654V p.T216S p.C311R p.T798M 

ERBB3 p.G284R p.R103G    

ERBB4 p.H809G     

ERCC1 p.K226* p.Q158*    

ESR1 p.D538G p.L536R 
p.L536_D538deli

nsP 
p.P535H p.L536Q 

ESR1 p.V534E p.S463P p.Y537C p.Y537N p.Y537S 

FANCA p.E288* p.E1252* p.E1254* p.E1420* p.G207* 

FANCA p.G1123* p.Y843* p.Y488* p.Y1361* p.S92* 

FANCA p.K34* p.Q240* p.Q376* p.Q55* p.Q99* 

FANCA p.Q1128* p.Q1190* p.Q1198* p.Q1307* p.R52* 

FANCA p.Q153* p.Q264* p.Q271* p.Q286* p.Q423* 

FANCA p.Q549* p.Q669* p.Q676* p.Q703* p.Q772* 

FANCA p.Q881* p.Q952* p.Q978* p.Q1031* p.Q1044* 

FANCA p.R1055L p.Y510C p.W183A   

FANCA p.R460* p.R591* p.R853* p.R880* p.E169* 

FANCA p.S1088F p.L210R p.L274P p.H492R p.S858R 

FANCA p.S947* p.S1377* p.S4* p.S674* p.W5* 

FANCA p.W171* p.W183* p.W410* p.L43* p.L1295* 

FANCA p.W22* p.W893* p.W903* p.W957* p.W1063* 

FANCC p.Q13* p.Q465* p.R179* p.R185* p.R548* 

FBXW7 p.H460R p.K11R p.R465C p.R465H p.R465L 

FBXW7 p.R479H p.R479L p.R479Q p.R505C p.R50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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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XW7 p.R479P p.D520N p.R465Y p.R479G p.R689Q 

FBXW7 p.R658* p.S227A p.T15_G16insP p.W486* p.R465P 

FBXW7 p.R658Q p.G423R p.H420Y   

FGFR1 p.N546K p.K656E p.V561M   

FGFR1 融合     

FGFR2 
p.A266_S267insS

TVVGGD 
p.W290R p.C342Y p.C382R p.D101Y 

FGFR2 p.E565A p.E565G p.E731K p.G663E p.I548V 

FGFR2 p.K526E p.K641R p.K659E p.K659N p.L617F 

FGFR2 p.M391R p.M538I p.N549H p.N549K p.N549T 

FGFR2 p.P253R p.R203C p.R678G p.S252W p.S267_D273dup 

FGFR2 p.T341P 
p.W290_I291deli

nsC 
p.W290C p.Y375C  

FGFR3 p.N540S p.Y647C p.K650E p.N540K  

FGFR3 p.R248C p.D641N p.Y373C p.G370C p.I538V 

FGFR3 p.R669G p.S371C p.G380R p.R669Q p.A391E 

FGFR3 p.S249C p.K650N p.V555M p.K650T p.D641G 

FGFR3 融合     

FLT3 p.D835N p.D835E    

FLT3 p.D835V p.V592_E598dup p.I836M p.I836H p.I836L 

FLT3 p.D835Y p.D835A p.D593_Y597dup p.D835H p.F691L 

FLT3 p.G846Y p.I836D p.K588_E596dup p.S652G p.D835. 

FLT3 p.I836F p.I836del p.N676K 

p.Y599_D600ins

STDNEYFYVDF

REYEY 

p.I836V 

GNA11 p.E294* p.Q209K p.Q209L p.R183H  

GNA11 p.Q209R p.Q209* p.Y235* p.R181Q p.Q209P 

GNA11 p.R183C p.S130Vfs p.G208fs p.R183Q p.R256Gfs 

GNAQ p.G48* p.Y101* p.Q209R p.R114*  

GNAQ p.Q209L p.Q209H p.R183Q p.Q209Y p.R148* 

GNAQ p.S50Wfs p.Y80* p.Q209P p.R183* p.Q209K 

IDH1 p.R132S p.R132C p.R132H p.R132G p.R132P 

IDH2 p.R172K p.R140Q p.R172G p.R172M p.R172S 

IGF1R p.M1255I     

JAK2 p.C618R p.G935R p.V881A p.E846D p.R975G 

JAK2 p.E274* p.S358* p.E818* p.N612fs p.R683* 

JAK2 p.E386* p.E177* p.G614fs p.Y613fs p.L611fs 

JAK2 
p.F537_K539deli

nsL 
p.R683K 

p.N542_E543del

NE 
p.T875N p.K539L 

JAK2 
p.H538_K539deli

nsQL 
p.G571S    

JAK2 p.M929I p.E864K p.N909K p.R1063H p.R867Q 

JAK2 p.R443* p.R683G p.R683S p.H538Q p.L61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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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2 p.V617F p.L609fs p.R426* p.Y931C p.E890* 

KDR p.T771R p.R961W    

KEAP1 p.C23Y p.G430C p.S243C p.R415G  

KEAP1 p.G333C p.D422N p.R470C p.V155F p.G186R 

KEAP1 p.R320Q p.G333S p.R272C p.G480W p.G423V 

KIT p.D419del p.R634W p.D816V p.D816H p.W557G 

KIT p.D60N p.V559I p.H697Y p.N505I p.Y823D 

KIT p.D816. p.S821F    

KIT p.D820E p.N822. p.N822H p.M552_V559del 
p.K818_D820deli

nsN 

KIT p.K550_K558del p.V560D p.C443Y p.K558_D572del p.V559D 

KIT p.K558R p.C809G p.V654A p.V569_Y578del p.N822Y 

KIT p.L576F p.N680K p.D820G p.P577_ p.D716N 

KIT p.N655K p.L576P p.K558delinsNP p.V530I p.S476I 

KIT p.N822I p.V555_P573del p.Y578C p.D816G p.D820A 

KIT p.N822K p.D820Y p.V559del p.V559A p.D572A 

KIT p.V559_V560del p.K509I p.A829P p.W557R p.K642E 

KIT p.V560A 
p.Y503_F504ins

AY 

p.T417_D419deli

nsI 
p.D816A p.D579del 

KIT p.V560del p.T670I p.D816I p.D816Y p.V825A 

KIT p.V560G p.A502_Y503dup p.F522C p.D816F 
p.A502_Y503ins

SA 

KRAS p.G12. p.G13. p.A59. p.Q61. p.A146. 

KRAS p.K117. p.Q22*    

MAP2K1 p.F53L p.K57N p.V60E p.K57T  

MAP2K1 p.P124L p.Q56P p.K57E p.F129L p.L115P 

MAP2K2 p.V215E     

MET 
chr7:g.116411869

_116411887del 

chr7:g.116411871

_116411906del 

chr7:g.116411875

_116411889del 

chr7:g.116411881

_116411901del 

chr7:g.116411883

_116411899del 

MET 
chr7:g.116411883

_116411902del 

chr7:g.116411883

_116411954del 

chr7:g.116411884

_116411900del 

chr7:g.116411896

_116411935del 

chr7:g.116411901

_116411930del 

MET 
chr7:g.116411919

_116412111del 

chr7:g.116411921

_116411956del 

chr7:g.116412023

A>G 

chr7:g.116412026

_116412052del 

chr7:g.116412033

_116412051del 

MET 
chr7:g.116412035

_116412067del 

chr7:g.116412040

_116412042delin

sG 

chr7:g.116395407

A>T 

chr7:g.116412044

_116412052del 

chr7:g.116412045

T>C 

MET 
chr7:g.116412043

G>A 

chr7:g.116412039

_116412043del 

chr7:g.116411898

_116411959del 

chr7:g.116412044

G>T 

chr7:g.116412043

G>C 

MET p.D1228. p.Y1230.    

MLH1 p.A31C p.E663*    

MLH1 p.A681T p.Y684* p.E694* p.S695* p.S698* 

MLH1 p.D63E p.G67R p.E71* p.C77R p.F80V 

MLH1 p.E178* p.S193* p.K195* p.K196* p.S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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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H1 p.E37K p.E37* p.N38H p.N38K p.Q62* 

MLH1 p.G133* p.Q146* p.Q149* p.L155R p.L166* 

MLH1 p.K416* p.Q426* p.Q427* p.S456* p.S459* 

MLH1 p.K461* p.R470* p.R487* p.Q510* p.E512* 

MLH1 p.K546* p.L547* p.Y548* p.E557* p.E558* 

MLH1 p.K732* p.E736* p.Q742* p.L749P p.Y750* 

MLH1 p.L296* p.E297* p.Q301* p.E319* p.Q327* 

MLH1 p.L559R p.Y561* p.Q562* p.E578G p.L582F 

MLH1 p.L590* p.K604* p.K617* p.K618* p.E620* 

MLH1 p.L622H p.Y625* p.E632* p.G652* p.P654L 

MLH1 p.Q382* p.Q391* p.Q398* p.K402* p.Q409* 

MLH1 p.Q516* p.G517* p.Q537* p.W538* p.Q542* 

MLH1 p.Q700* p.Q701* p.W712* p.W714* p.Y721* 

MLH1 p.R100* p.E102D p.I107R p.H109P p.A111P 

MLH1 p.R226* p.E230* p.S247P p.Y251* p.S252* 

MLH1 p.R265S p.R265C p.S269* p.Y280* p.L284* 

MLH1 p.R659* p.R659P p.R659L p.W666* p.C680* 

MLH1 p.S2* p.E13* p.E23* p.Q26* p.P28L 

MLH1 p.T117M p.G122* p.K123* p.Y126* p.S131* 

MLH1 p.T82A p.K84E p.Q86* p.E89* p.Y97* 

MSH2 p.C778* p.E808* p.L811* p.Q816* p.Q824* 

MSH2 p.E205* p.Q215* p.K229* p.Q239* p.K246* 

MSH2 p.E452* p.L458* p.E467* p.S473* p.R482* 

MSH2 p.E483* p.E489* p.K490* p.Q493* p.L496* 

MSH2 p.E698* p.R711* p.Q718* p.E731* p.S743* 

MSH2 p.E914* p.R929*    

MSH2 p.K565* p.K567* p.Y570* p.Q574* p.E580* 

MSH2 p.L302* p.Q314* p.E318* p.Q324* p.K334* 

MSH2 p.L744* p.E749* p.Y757* p.G759* p.W764* 

MSH2 p.Q10* p.E28* p.Y43* p.E48* p.E56* 

MSH2 p.Q170* p.E177* p.Q183* p.Q193* p.G204* 

MSH2 p.Q252* p.L277* p.E278* p.S281* p.G287* 

MSH2 p.Q288* p.E290* p.Q298* p.Y299* p.K301* 

MSH2 p.Q337* p.G338* p.Q344* p.W345* p.E357* 

MSH2 p.Q429* p.K430* p.L431* p.K449* p.Q451* 

MSH2 p.Q518* p.Y522* p.K537* p.Q545* p.E561* 

MSH2 p.Q61* p.Y66* p.Q76* p.Q97* p.E101* 

MSH2 p.Q662* p.Y678* p.R680* p.Q681* p.C697* 

MSH2 p.Q846* p.E852* p.Q855* p.E859* p.S860* 

MSH2 p.Q861* p.Q879* p.Q885* p.S900* p.E901* 

MSH2 p.R359* p.E364* p.Q374* p.Q377* p.R383* 

MSH2 p.R389* p.Q395* p.Q397* p.Q402* p.Y405* 

MSH2 p.R406* p.Q409* p.Q413* p.Q419* p.E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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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H2 p.S586* p.Y588* p.Q593* p.Q601* p.S612* 

MSH2 p.Y121* p.E132* p.S142* p.Q158* p.Q160* 

MSH2 p.Y619* p.R621* p.Q629* p.L634* p.Y656* 

MSH2 融合     

MSH6 p.R772W p.R922* p.R976H p.W1047* p.T1219I 

MSH6 p.W142* p.R240* p.R495* p.G566R p.S702* 

MTOR p.F2108L p.Q2223K    

MYD88 p.L265P     

NF1 p.K810* p.R816* p.G822* p.W837* p.G849* 

NF1 p.L901* p.K908* p.Y930* p.Q948* p.Q950* 

NF1 p.Q1742* p.S1745* p.R1748* p.Q1754* p.S1755* 

NF1 p.Q1785* p.Q1794* p.C1796* p.Q1801* p.W1810* 

NF1 p.Q1820* p.L1848*    

NF1 p.Q853* p.R855* p.K874* p.S879* p.E884* 

NF1 p.Y1762* p.Y1763* p.E1769* p.Q1777* p.L1780* 

NF2 p.K159fs p.Q538P p.E106G p.L535P p.A211D 

NF2 p.L46R p.L64P p.K79E p.K159fs*16  

NRAS p.G12. p.G13. p.A59. p.Q61. p.A146. 

NRAS p.K117. p.E63. p.E63K   

NTRK1 p.G667C p.G595R    

NTRK1 融合     

PDGFRA p.D842V p.N659K p.D846Y p.D842Y p.D846V 

PDGFRA p.I843. p.V561D p.T674I p.D842_H845del p.N848K 

PDGFRA 融合     

PDGFRB p.A6V     

PIK3CA p.E365K p.E542K p.E545K p.E545A p.L632* 

PIK3CA p.E545G p.G1049R p.E453Q p.D350G p.N1068fs 

PIK3CA p.E81K p.R88Q p.E218K p.V356I p.G364R 

PIK3CA p.G106_R108del p.P449T p.G106R p.Q546K p.T1025S 

PIK3CA p.H1047L p.D1029Y p.N345K p.R115L p.N345I 

PIK3CA p.M1043I p.H1047Y p.H1047R p.W1051* p.C420G 

PIK3CA p.P449_L455del p.G106V p.K111N p.E453K p.E545Q 

PIK3CA p.P539R p.M1043V p.Q546R p.R38H p.K111E 

PIK3CA p.R108H p.C378R p.E453A p.C420R p.R38C 

PIK3CA p.R93W p.E542V p.N1044K p.Q546P p.Q546E 

PIK3R1 p.R348* p.K379E 
p.K459_S460deli

nsN 
p.D560_S565del p.T576del 

PMS1 p.Q233*     

PMS2 p.K647* p.Q643* p.R628* p.K614* p.K580* 

PMS2 p.Q235* p.Q233* p.R134* p.C73* p.G72* 

PMS2 p.R563* p.Q317* p.R315* p.Q275* p.Y255* 

PMS2 p.W841* p.R802* p.L731* p.Q719* p.E661* 

POLE p.L424I p.P286R p.S459F p.S459delS p.P286H 

http://www.luoximedical/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药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样本编号：LX190022354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765-7885  网址：www.luoximedical.com 
 

 

POLE p.V411L p.F367S p.S297F p.L424V p.P286S 

PTCH1 p.G1093R p.G238E    

PTCH1 p.P681L p.Q688* p.W844C p.P644S p.Q838* 

PTCH1 p.W863* p.T1195T p.W236* p.S683F p.P1198S 

PTEN p.A126D p.T167P p.L325F p.D92G p.G129D 

PTEN p.D252G p.V255A p.E256* p.W274* p.E285* 

PTEN p.D331G p.T131L p.V343L p.D92H p.V133I 

PTEN p.E235* p.Y240* p.F241S p.Q245* p.P246L 

PTEN p.F347L p.*404S p.F21A p.S227F p.D92V 

PTEN p.G129V p.R130G p.R130* p.R130Q p.R130L 

PTEN p.G165V p.Q171* p.R173C p.R173P p.Y174N 

PTEN p.G251D p.H93D p.Y16C p.C71Y p.R15S 

PTEN p.G36* p.A39P p.G44D p.Y46* p.N48K 

PTEN p.H123Q p.C124R p.C124S p.G129R p.G129E 

PTEN p.I122L p.A121E p.L23F p.G20E p.K62R 

PTEN p.I168F p.P95S p.C124G p.M199del p.A126V 

PTEN p.I33del p.K342.    

PTEN p.K125L p.A126S p.G251C p.G127E p.C124N 

PTEN p.K125N p.R15I p.H93Q p.F341V p.N94I 

PTEN p.K128R p.K128N p.H93R p.T401I p.T319A 

PTEN p.K128T p.L42R p.H123Y p.M134L p.F154L 

PTEN p.K289E p.Q298* p.E299* p.E307* p.Y315* 

PTEN p.L320* p.D326N p.R335* p.K342N p.V343E 

PTEN p.L345Q p.C105F p.A72fs p.D162H p.S170R 

PTEN p.L57W p.A121P p.K128Q p.K13Q p.T319del 

PTEN p.N276S p.I32del p.L108P p.C136R p.G165R 

PTEN p.P95L p.P96Q p.Q97* p.E106* p.D107Y 

PTEN p.Q110* p.W111* p.L112P p.H118P p.H123D 

PTEN p.R159G p.G129A p.S10N p.P38L p.D92N 

PTEN p.R161G p.S170N p.Y27S p.I122S p.K125E 

PTEN p.R189* p.K197* p.P204S p.C211* p.Q214* 

PTEN p.R335L p.D162G p.T167A p.R173H p.P169H 

PTEN p.R84* p.Q87* p.D92A p.D92E p.H93Y 

PTEN p.S59* p.H61D p.H61R p.Y65C p.Y65* 

PTEN p.T131A p.R130A p.D24N p.K125M p.G127N 

PTEN p.T131I p.C136Y p.L139* p.Q149* p.E150* 

PTEN p.T160I p.L112R p.R15K p.R130K p.A126G 

PTEN p.V217D p.Q219* p.S229* p.R233* p.R234Q 

PTEN p.Y155C p.E157* p.E157G p.G165* p.G165E 

PTEN p.Y16* p.Q17* p.L23* p.D24Y p.D24V 

PTEN p.Y176* p.Y178* p.Y180* p.L181P p.L182* 

PTEN p.Y27* p.Y29* p.A34D p.M35R p.G36R 

PTEN p.Y68D p.Y68H p.Y68C p.Y68* p.K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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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1 p.E137* p.L158* p.Q176* p.S180* p.W195* 

RB1 p.E30* p.E31* p.Q35* p.E54* p.L60* 

RB1 p.E413* p.Q436* p.E440* p.S443* p.Q444* 

RB1 p.E539* p.E545* p.R552* p.C553* p.E554* 

RB1 p.E746* p.E748* p.Y749* p.Y756* p.Q762* 

RB1 p.E817* p.K824* p.S834* p.S838* p.Q846* 

RB1 p.G310* p.R320* p.Y321* p.E322* p.E323* 

RB1 p.K341* p.Q344* p.E352* p.Q354* p.R358* 

RB1 p.K63* p.L64* p.W75* p.S82* p.Q93* 

RB1 p.K652* p.Y659* p.E675* p.L676* p.E677* 

RB1 p.K95* p.W99* p.Q121* p.E125* p.L134* 

RB1 p.L199* p.K202* p.L206* p.Q207* p.S215* 

RB1 p.L769* p.Q770* p.S780* p.R787* p.Y790* 

RB1 p.L797* p.S807* p.K810* p.Y813* p.S816* 

RB1 p.M695fs p.L607I p.R698W p.R621C p.K740* 

RB1 p.Q266* p.E268* p.E275* p.E280* p.K289* 

RB1 p.Q383* p.Q384* p.L389* p.Q395* p.S397* 

RB1 p.Q631* p.S634* p.Q637* p.Q639* p.Y651* 

RB1 p.R445* p.Y446* p.K447* p.R455* p.E458* 

RB1 p.R556* p.W563* p.S567* p.L569* p.Q575* 

RB1 p.R579* p.E580* p.C590* p.Y606* p.K615* 

RB1 p.S463* p.E464* p.E466* p.R467* p.C489* 

RB1 p.W681* p.Q685* p.E691* p.C706F p.C706* 

RB1 p.Y225* p.K228* p.S230* p.L234* p.E237* 

RB1 p.Y239* p.K240* p.R251* p.R255* p.Q257* 

RB1 p.Y498* p.Q504* p.W516* p.Y529* p.E533* 

RB1 p.Y709* p.K722* p.Y728* p.Q736* p.E737* 

RET p.C609Y p.E632_L633del p.C630Y p.V804M p.G691S 

RET 
p.C634_R635ins

HELC 
p.D631Y p.Y791F p.V804L p.C634Y 

RET p.E768D p.S891A p.C620Y p.C634S p.C634F 

RET p.R833C 
p.L633_C634insC

RT 
p.M918T p.C618R p.C634W 

RET p.Y606C p.C630R p.C634R p.A883F p.V804. 

RET 融合     

ROS1 p.G2032R p.L2155S    

ROS1 融合     

SDHB p.A25Pfs*52     

SMARCA4 p.R1005*     

SMARCB1 p.T118Pfs     

SMO p.W535L p.D473H    

STK11 p.A205T p.T250P p.K78I p.S216F p.E199K 

STK11 p.D176Y p.I177N p.N181Y p.D194N p.D19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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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K11 p.E130* p.C132* p.M136R p.Q137* p.E138* 

STK11 p.E291* p.Y292* p.Q302* p.R304W p.W308* 

STK11 p.E70* p.K81* p.K84* p.R86* p.Q100* 

STK11 p.G171S p.Y272H p.P281fs p.D194Y p.E223V 

STK11 p.G242W p.G242V p.L245F p.L245R p.Y246* 

STK11 p.K78A p.P281L p.Q37* p.K44* p.K48* 

STK11 p.N181E p.F298L    

STK11 p.Q112* p.Y118* p.Q123* p.K124* p.Y126* 

STK11 p.Q152* p.Y156* p.F157S p.G163D p.E165* 

STK11 p.Q214* p.Q220* p.W239C p.W239* p.S240* 

STK11 p.W308C p.F354L p.K416* p.D277Y p.E199* 

STK11 p.Y166* p.Q170* p.Q170P p.H174R p.D176N 

STK11 p.Y253* p.E256* p.Y261* p.E265* p.L285Q 

STK11 p.Y49* p.E57* p.Y60* p.K62* p.L67P 

TEKT4 p.M183V p.T181A    

TP53 p.C135Y p.M237I p.F134L p.R283A p.R280M 

TP53 p.G245C p.R273H p.R181C p.R283C p.R249M 

TP53 p.H193P p.R248W p.M246K p.R248L p.H179N 

TP53 p.N235D p.C176F p.H179Q p.R209fs  

TP53 p.Q136L p.E258Q p.R273S p.Y234C p.P151H 

TP53 p.R110P p.G245S p.P151S p.R248P p.P177T 

TP53 p.R175A p.Y220C p.G245D p.I232S p.C275* 

TP53 p.R175H p.V157F p.K120E p.C135F p.D281A 

TP53 p.R175L p.E180K p.S241Y p.E285V p.V274F 

TP53 p.R196G p.K120A p.R273L p.K164M p.P278S 

TP53 p.R249G p.R282Q p.D281G p.R248Q p.P219S 

TP53 p.R267Q p.M246R p.V173M p.R158L p.R280A 

TP53 p.R273C p.V173L p.E287A p.R249S p.M246I 

TP53 p.R280D p.V173A p.P152L p.R273P p.L289D 

TP53 p.R282D p.S240I p.H168R p.E285K p.R282W 

TP53 p.V197L p.G245A p.S241F p.I254T p.R282del 

TP53 p.V272M p.R158H p.Y163C p.Y234H p.F134Y 

TSC1 p.E636fs p.Q906* p.Q900* p.Q898* p.Q897* 

TSC1 p.E788* p.R786* p.Q781* p.Q778* p.Q767* 

TSC1 p.K238* p.E232* p.R228* p.E174* p.C165* 

TSC1 p.L628* p.E609* p.K587* p.E577* p.Q573* 

TSC1 p.Q149* p.Q109* p.W103* p.S91* p.E66* 

TSC1 p.Q435* p.W347* p.S334* p.Q328* p.Q325* 

TSC1 p.Q765* p.Y761* p.W750* p.Q743* p.Q711* 

TSC1 p.Q842* p.S836* p.Q833* p.E801* p.Q797* 

TSC1 p.R509* p.G501* p.R500* p.E488* p.S444* 

TSC1 p.Y271* p.E258* p.L250* p.R249* p.R245* 

TSC1 p.Y312* p.Q301* p.Y297* p.Y275* p.E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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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1 p.Y704* p.R692* p.W676* p.Q655* p.Q654* 

TSC2 p.E1552* p.Y1571* p.Q1588* p.Y1593* p.Q1605* 

TSC2 p.E366* p.Q370* p.Q373* p.Q404* p.Q417* 

TSC2 p.E498* p.Q503* p.R505* p.S554* p.Q572* 

TSC2 p.E942* p.Q992* p.Q1010* p.R1032* p.Y1033* 

TSC2 p.K7* p.K12* p.E66* p.K69* p.W82* 

TSC2 p.K821* p.Q864* p.C887* p.W896* p.E929* 

TSC2 p.L183* p.E193* p.Q200* p.C206* p.E216* 

TSC2 p.Q1148* p.S1170* p.Q1178* p.E1179* p.Q1192* 

TSC2 p.Q1419* p.E1426* p.W1430* p.S1433* p.Q1440* 

TSC2 p.Q1686* p.Q1714* p.Q1724* p.Y1736* p.W1740* 

TSC2 p.Q220* p.Y228* p.C253* p.E254* p.C256* 

TSC2 p.Q595* p.Y598* p.K657* p.Q695* p.Q699* 

TSC2 p.Q90* p.R151* p.Y155* p.E157* p.Q166* 

TSC2 p.R1459* p.S1466* p.S1469* p.L1480* p.Q1503* 

TSC2 p.R458* p.Q478* p.Y480* p.E483* p.S491* 

TSC2 p.S1079* p.S1085* p.Q1089* p.Q1119* p.R1138* 

TSC2 p.S1221* p.Q1229* p.Y1250* p.S1252* p.E1313* 

TSC2 p.S1346* p.E1366* p.Q1377* p.E1390* p.Q1392* 

TSC2 p.W1610* p.Q1616* p.C1635* p.Q1665* p.Y1678* 

TSC2 p.W257* p.W304* p.Y324* p.K348* p.Q354* 

TSC2 p.W703* p.K720* p.Q732* p.S742* p.R751* 

TSC2 p.Y1505* p.Q1525* p.S1530* p.Q1536* p.Y1540* 

TSC2 p.Y429* p.W441* p.Q443* p.Q446* p.E450* 

TSC2 p.Y776* p.Q785* p.E787* p.Y790* p.Q794* 

VHL p.A149P p.D121G p.L63P p.L118R p.Y112D 

VHL p.C162F p.L158P p.P86H p.S65L p.Y98N 

VHL p.E70K p.H191D p.S65A p.I151S p.R64P 

VHL p.L188Q p.T133N    

VHL p.N78S p.G114R p.S111N p.R161G p.P154L 

VHL p.P81S p.R167W p.R82P p.W117C p.R167Q 

VHL p.Q164R p.F76delF p.N150K p.L158V p.H115Q 

VHL p.Q96P p.H115R p.S111C p.F119S p.V155A 

VHL p.R69C p.L188V p.Q145H p.L158Q p.R200W 

VHL p.S111R p.D126N p.R161P p.S68W p.L118P 

VHL p.S183L p.Y98H p.N90I p.Y112H p.S6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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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部分遗传性肿瘤综合征介绍 

遗传性肿瘤名称 疾病介绍 

Cowden 综合症 

Cowden 综合症，也叫 Cowden 综合征，Cowden syndrome，Cowden 病；是

一种由 PTEN 基因胚系突变引起的一种常染色体显性病变。其特征是多发的

错构瘤，可累及生殖细胞所有三个胚层的器官，并对乳腺癌、子宫癌和非髓

性甲状腺癌有高度危险度。经典的错构瘤是毛根鞘瘤，是 Cowden 综合征的

特异性病症。 

巴雷特食管 

食管下端有不正常的柱状上皮覆盖，称之为 Barrett 食管。临床上多见于中、

老年人。Barrett 食管的发病在男性多见，男女的比例为 3∶1～4∶1。症状

主要是胃食管反流及并发症所引起的，胃食管反流症状为胸骨后烧灼感、胸

痛及反胃现象。 

血色素沉着症 

血色素沉着症是由于高铁饮食、大量输血或全身疾病造成体内铁质储积过

多，而发生的铁质代谢障碍所致的疾病。好发于中年男性，女性少见。皮肤

呈青铜色或灰黑色，主要发生在面部，上肢、手背、腋窝、会阴部。口腔黏

膜可有蓝灰色或蓝黑色的色素斑。 由于铁质沉积于肝、胰腺等部位，损害

其功能，所以除皮肤粘膜色渍异常外，还有肝功能异常及糖尿病的临床表现。  

Denys-Drash 综合征 

Denys-Drash 综合征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先天性疾病,以早发肾病综合征为主

要表现,伴有男性假两性畸形、肾母细胞瘤,或二者之一。肾病病理以弥漫性

系膜硬化为主要特征,多发生在两岁以内,很快进展至终末期肾衰导致死亡。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证实,DDS 是由于 WT1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目前国内

尚未见关于 Denys-Drash 综合征 WT1 基因突变研究的报道。 

IB 型糖原贮积病 

糖原贮积病是由于遗传性糖原代谢障碍，致使糖原在组织内过多沉积而引起

的疾病。糖原贮积病Ⅰ型又称 VonGeirk 病、葡萄糖-6-磷酸酶缺陷症。本病

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两性均可罹病。主要表现低血糖、肝大、酸中毒、高

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乳酸血症、凝血功能障碍、发育迟缓等临床症状。

糖原贮积病Ⅰ型的神经系统表现主要是肌无力导致的运动障碍及发育迟缓

智能低下。 

遗传性肾上腺皮质癌 
肾上腺皮质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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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约 50%为有内分泌功能性肿瘤。 

家族性醛固酮增多症 I 型 

醛固酮由肾上腺皮质球状带合成及分泌，通过调节肾脏对钠离子的重吸收，

维持水盐平衡。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简称原醛症，是继发性高血压的最常

见病因。原醛症，顾名思义，即由于肾上腺自身的原因过度分泌醛固酮，导

致肾脏重吸收钠增加，最终出现高血压、低血钾等临床表现。 

家族性孤立性甲状旁腺功能亢

进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是指甲状旁腺分泌过多甲状旁腺激素（PTH）。甲状旁腺

自身发生了病变，如过度增生、瘤性变甚至癌变，由于身体存在其他病症，

如长期维生素 D 缺乏等都可能导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可导致骨痛、骨折、高钙血症等，还可危害身体的其他多个系统 

家族性腺瘤息肉病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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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初期无明显症状，随着息肉的增多、增大，

患者可出现腹部不适、腹痛、大便带血或带黏液、大便次数增多等表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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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如不予治疗，不可避免地出现癌变，且可表现为同时多原

发性肠癌。  

努南综合征 

努南（Noonan）综合征曾命名为男性特纳（Turner）综合征（male Turner 

syndrome）、假性特纳综合征，本征属原发性睾丸功能减退症的一个类型，

本质上是性染色体畸变的遗传性疾病。 

家族性脑海绵状血管瘤 

脑海绵状血管瘤（cavernoma）简称 CM，是脑血管畸形的类型，一般 DSA

较难发现，故又称隐匿性血管畸形。它并非真正的肿瘤，而是一种缺乏动脉

成分的血管畸形。它被认为是一种少见的血管畸形，可发生于脑的任何部位，

但幕上多于幕下，最常见于幕上皮质的深部白质。 

Pallister-Hall 综合征 

Pallister-Hall 综合征(简称 PHS)的特点是多种异常，包括多趾、无症状的二

裂性会厌、下丘脑错构瘤，以及在严重末端的新生儿致死性的喉气管裂隙。

有轻度 PHS 的人可能被错误诊断为有孤立的 postaxial 多趾型。患有 PHS 的

人可能有垂体机能不全，并可能死于未确诊和未经治疗的肾上腺功能不全。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的特点是身材矮小，中度到严重的智力缺陷，独特

的面部特征，以及宽拇指和第一个脚趾。其他症状包括眼异常、心脏和肾脏

缺陷、牙齿问题和肥胖。这些症状和症状因人而异。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患非

癌症和癌症的风险增加，包括某些类型的脑瘤。血液形成组织的癌症(白血

病)也发生在有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的人群中。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没有增加体重，并以预期的速度生长(发育

不发达)和危及生命的感染。患有这种严重疾病的婴儿通常只能活到幼儿期。 

遗传性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又称恶性黑色素瘤，是来源于黑色素细胞的一类恶性肿瘤，常见

于皮肤，亦见于黏膜、眼脉络膜等部位。黑色素瘤是皮肤肿瘤中恶性程度最

高的瘤种，容易出现远处转移。早期诊断和治疗因而显得尤为重要。 

共济失调-全血细胞减少症 

Ataxia-pancytopenia syndrome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cerebellar ataxia, variable hematologic cytopenias, and presdisposition to 

bone marrow failure and myeloid leukemia (summary by Chen et al., 2016)  

家族聚集性脑膜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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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 2 位，女性：男性为 2：1，发病高峰年龄在 45 岁，儿童

少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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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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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itz Trigonocephaly 综合征 

Opitz Trigonocephaly 综合征也称为 C 综合征，是一种畸形综合征，特征为

三叉神经痛，严重智力迟钝，低张力，可变心脏缺陷，多余皮肤和畸形面部

特征，包括上睑睑裂，epicanthal 折叠，沮丧鼻桥和耳后旋转。 

家族性圆柱瘤 
家族性圆柱瘤是一类罕见的遗传病,是皮肤附属器产生的赘生物。近来发现

圆柱瘤抑制基因的丢失引起一种具有抗凋亡活性的转录因子 BF-kB 的激活。 

脑垂体瘤 

脑垂体瘤系良性腺瘤，是鞍区最常见的肿瘤，约 10 万人口中即有 l 例，近

年来有增多趋势，特别是育龄妇女。脑垂体腺瘤的诊断主要根据患者的临床

表现、视力视野障碍及其他神经系统所见，以及内分泌学检查和放射学检查

等。 

佩吉特骨病 

佩吉特骨病（畸形性骨炎）是一种骨的慢性疾病，表现为病变骨变形、肿胀

和变软。该病可累及任何骨，但最常见的是骨盆、股骨、颅骨、胫骨、脊柱、

锁骨和肱骨。目前病因还不清楚。虽然该病趋于家族性，但还没有发现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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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的基因型。有一些证据提示该病也许是病毒感染造成的。 

Peutz-Jeghers 综合征 

Peutz-Jeghers 综合征(Peutz-Jeghers’s syndrome，简称为 PJS)又称家族性黏膜

皮肤色素沉着胃肠道息肉病，简称黑斑息肉综合征。本征有 3 大特征：①黏

膜、皮肤特定部位色素斑；②胃肠道多发性息肉；③遗传性。以往认为本病

罕见，近年来临床报道病例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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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性多发性息肉症 

幼年性息肉病（简称 JPS）即是以胃肠道多发性 JP 为特征的一种少见疾病。

目前多数作者采用 Jass 等提出的诊断标准：结肠/直肠 JP＞5 枚；全胃肠道

有 JP；不论 JP 数目，有 JP5 家庭史。临床表现 JPS 多见于儿童，其中以学

龄前及学龄期儿童最多见，成人仅占 15％．平均年龄 6．2-7．3a。有些作

者认为男女性别无明显差异，也有的作者认为男高于女。JPS 分为三型：1．婴

儿型 JPS；2．结肠型 JPS；3．胃肠道弥漫型 JPS。婴儿型较少见。多在生

后数周内出现症状，表现为粘液性腹泻、呕吐、便血，继发贫血及营养不良

等，也可出现肠梗阻、直肠脱垂和肠套叠。如果不手术，常死于消化道出血、

肠梗阻及腹泻引起的营养不良。多分布于末端回肠和结肠，少数病例胃、十

二指肠和小肠也有。结肠型是 JPS 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息肉多位于结肠，症

状主要是便血或粘液便及结肠息肉脱垂。胃肠道弥漫型的息肉分布于全消化

道，往往以反复上消化道出血为主要症状。后二型大多数在 10-20a 内出现

症状，15％可到成年期出现症状。部分可有反复腹痛，出血量大可继发贫血，

但预后较婴儿型佳。 

髓质型甲状腺癌 

髓质型甲状腺癌发生于滤泡旁细胞(C 细胞)，可分泌降钙素(calcitonin)。细

胞排列呈巢状或束状，无乳头或滤泡结构，其间质内有淀粉样沉着，呈未分

化状，但其生物学特性与未分化癌不同，。恶性程度中等，可有颈淋巴结转

移和血运转移。 

I 型酪氨酸血症 

酪氨酸血症又称“先天性酪氨酸血(症)”，是一种因富马酰乙酰乙酸盐水解酶

缺乏引起酪氨酸代谢异常、严重肝损伤及肾小管缺陷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

临床综合征。急性患者有肝大、肝细胞脂肪浸润或坏死，慢性患者可有肝纤

维化、肝硬化，甚至发生肝癌。肾脏可有小管退变，胰岛增生，大脑基底核

退行性变。临床上急、慢性患者可发生在同一家庭。急性型常为婴儿，出现

呕吐、肝脾大、水肿、腹水、气短和出血倾向，部分有黄疸，90%迅速死亡。

慢性型多发生在 6 个月后婴儿，有肝硬化及高磷酸盐尿、低磷酸盐血症及软

骨病。检查可有高氨基酸血症，如酪氨酸、脯氨酸、苏氨酸及苯丙氨酸等，

肝功能异常，低血糖、低血清蛋白及出血倾向等。限制苯丙氨酸、酪氨酸饮

食，纠正低血糖、低血钾、碱中毒及出血倾向。尚要控制肾病。惟一有效治

疗是早期肝移植。 

先天性白细胞颗粒异常综合征 

先天性白细胞颗粒异常综合征又称契-东综合征，是 Chediak、Higashi 分别

于 1952 年和 1954 年发现，故名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先天性白细胞颗

粒异常综合征为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家族有近亲婚配史为一种原因不明的

全身性疾病。具有以下特点：①部分性皮眼白化病伴有眼球震颤与畏光；②

常发生化脓性感染；③巨溶酶体颗粒。阿留申群岛水貂可作为近似本病的动

物模型；本病患者的白细胞有多种缺陷，无论是活体外还是活体内都发现中

性粒细胞的趋化性、黏着性、杀菌力有缺陷，变形能力减弱，缺少弹性硬蛋

白酶，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胃黏膜细胞、肾小管细胞、神经

元、神经膜细胞(施旺细胞)、黑素细胞都含有巨溶酶体颗粒。中性粒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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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磷腺苷(cAMP)升高，而环磷鸟苷(cGMP)降低。这些改变可能与细胞功能

不正常有关。 

遗传性骨发育不良与恶变 

Diaphyseal medullary stenosis with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is a very rare 

autosomal dominant bone dysplasia/cancer syndrome characterized clinically by 

bone infarctions, cortical growth abnormalities, pathological fractures, and 

development of bone sarcoma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角膜炎、鱼鳞病及耳聋综合征

（KID 综合征） 

KID 综合征患者通常有角膜炎，角膜炎可能导致疼痛、对光的敏感性增加（畏

光）、角膜上血管生长异常（新生血管形成）和瘢痕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

受影响的个体视力锐减（视敏度降低）; 在严重的情况下，角膜炎可导致失

明。大多数 KID 综合征患者的手掌和脚底（掌跖角化层）皮肤变得厚实，

同时具有干燥和鳞状（鱼鳞病）厚的红色皮肤斑块（红皮病）。这些干斑可

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地方，最常见的是影响颈部，腹股沟和腋窝。皮肤经常

发生感染。在严重的情况下，这些感染可能危及生命，特别是在婴儿期。大

约 12％的 KID 综合征会发生鳞状细胞皮肤癌，其可能影响诸如口腔衬里之

类的粘膜。脱发是 KID 综合征的常见特征，经常影响眉毛和睫毛。受影响

的个人也可能有小的异常形成的指甲。听力损失通常是十分严重，但偶尔会

有所缓解。 

Alport 综合征与弥漫性淋巴瘤病 

阿尔波特综合征（AS）是一种遗传性肾病，进展到终末期发生肾衰竭

（ESRF），感觉神经性耳聋和特异性眼睛征象（扁桃体，黄斑斑点和先天

性白内障）。 

特发性肺纤维化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一种慢性不可逆性和最终致命的疾病，其特征是

肺功能逐渐下降。术语肺纤维化是指肺组织的瘢痕形成，是导致呼吸困难恶

化（呼吸急促）的原因。纤维化通常与预后不良相关。 

家族性肾母细胞瘤 

肾母细胞瘤的确切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 11 号染色体上的（位于 11p13 的）

WT-1 基因的丢失或突变有关，也可能是由于间叶的胚基细胞向后肾组织分

化障碍，并且持续增殖造成的。该病也有一定的家族性发生倾向，因此，有

人认为该病也具有遗传性。 

ACTH非依赖性肾上腺大结节样

增生 

ACTH 非依赖性肾上腺大结节样增生属于库欣综合征的一种，其发病率较

低，男女发病未见明显差别。其病因仍不明确。既往认为其是由 ATCH 依

赖性逐渐转变为 ACTH 非依赖性，但近来多项研究表明其可由 ACTH 意外

的因素，如精氨酸加压素、抑胃肽、儿茶酚胺受体等的异位表达导致。ACTH

非依赖性肾上腺大结节样增生可引起多种症状，包括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皮质醇症和儿茶酚胺症。 

家族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 

结节性甲状腺肿，多数有单纯性甲状腺肿病史，至晚期则多形成多发结节。

发病率较高。多数是在单纯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基础上，由于病情反复进展，

导致滤泡上皮由弥漫性增生转变为局灶性增生，部分区域则出现退行性变，

最后由于长期的增生性病变和退行性病变反复交替，腺体内出现不同发展阶

段的结节。其病变实际上是单纯性甲状腺肿的一种晚期表现。结节性甲状腺

肿患者，其中 5%～8%可出现毒性症状，即 Plummer 病或称毒性结节性甲

状腺肿。有些结节性甲状腺肿，由上皮细胞的过度增生，可以形成胚胎性腺

瘤或乳头状腺癌，也可形成甲状腺癌。 

范可尼贫血症 

范可尼贫血症又称范可尼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这类病

人除有典型再障表现外，还伴有多发性的先天畸形(皮肤棕色色素沉着，骨

骼畸形、性发育不全等)。同时，还会伴有精子减少等其它特征。该病让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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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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相关性恶性骨髓瘤 

骨髓瘤（MM）是一种恶性浆细胞病，分为单发和多发性，其肿瘤细胞起源

于骨髓中的浆细胞，而浆细胞是 B 淋巴细胞发育到最终功能阶段的细胞。

因此多发性骨髓瘤可以归到 B 淋巴细胞淋巴瘤的范围。目前 WHO 将其归为

B 细胞淋巴瘤的一种，称为浆细胞骨髓瘤、浆细胞瘤。其特征为骨髓浆细胞

异常增生伴有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或轻链（M 蛋白）过度生成，极少数患者

可以是不产生 M 蛋白的未分泌型 MM。多发性骨髓瘤较为常见，常伴有多

发性溶骨性损害、高钙血症、贫血、肾脏损害等并发症。 

共济失调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是一种较少

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发病率为 0.5～1.0/10 万人口。它是累及神经、

血管、皮肤、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内分泌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Louis-Bar

（1941）首先描述了该病，Boder 和 Sedgwick（1977）综述分析了该病例，

命名为 AT，又称 Louis-Bar 综合征。 

a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是血中抗蛋白酶成分-α1-抗胰蛋白酶（简称 α1-AT）缺

乏引起的一种先天性代谢病，通过常染色体遗传。临床常导致新生儿肝炎，

婴幼儿和成人的肝硬化、肝癌和肺气肿等。在出生后第一周可有胆汁淤积性

黄疸、大便陶土色、尿色深。体检可发现肝肿大。生化指标有梗阻性黄疸的

指征，2～4 个月时黄疸往往消失，在 2 岁以后可现肝硬化。在成年人，大

多数 α1-AT 缺乏症患者以突出的门脉高压症为首发表现，患者常死于上消

化道出血或肝昏迷，常发生肺气肿。男性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由 α1-AT 缺乏导致肝硬化患者，肝脏肿瘤发病率很高，以起源于肝细胞者

居多，部分起源于胆管。 

半乳糖血症 

半乳糖血症为血半乳糖增高的中毒性临床代谢综合征。半乳糖血症均为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的先天性代谢性疾病，杂合子者，上述半乳糖代谢的 3 种相关

酶活性约为正常人的 1/2，而纯合子者酶活性则显著降低。控制上述 3 种酶

的基因位点现已清楚，尿苷酰转移酶在第 9 号染色体短臂，半乳糖激酶在第

17 号染色体长臂，半乳糖-表异构酶在第 1 号染色体。 

小儿糖原贮积病 IV 型 

小儿糖原贮积病Ⅳ型（GSD-Ⅳ）是一类先天性酶缺陷所造成的糖原代谢障

碍疾病。糖原贮积病Ⅳ型又称支链淀粉病、Andersen 病，是由淀粉 1，4-1，

6 转葡萄糖苷酶缺陷所致。在患儿的肝、肾、脾、肌肉及神经系统均有异常

的糖原贮积，尤以肝细胞中贮积量最多，对肝脏损害最为严重。检查肝、白

细胞及成纤维细胞的分支酶可确诊。本病无特殊治疗，仅作对症处理。临床

表现智能正常。 

家族性多发性血管球瘤（家族性

皮肤癌） 

血管球瘤，是一种少见的良性小型血管瘤，很少发生恶变。血管球瘤(glomus 

tumor)可分单发性血管球瘤和多发性血管球瘤常有显著触痛和自发性疼痛，

但偶亦有无疼痛者指趾部损害多见于女性，发生于其他部位者男性多见通常

广泛分布于躯干可多达数十个，皮损群集时可融合成团块血管球瘤虽然在身

体其他部位也可发生，但多见于手上。有人称之为血管神经瘤、血管平滑肌

神经瘤可手术治疗。 

家族聚集性疣状表皮发育不良 

疣状表皮发育不良由 Lewandowsky 及 Lutz 于 1922 年首先报道，其特点为

全身发生泛发性扁平疣及寻常疣样皮损。又称疣状表皮结构不良。皮疹为米

粒至黄豆大的扁平疣状丘疹，圆形或多角形，质地坚硬，淡灰，暗红，紫红

或褐色，数目逐渐增多，分布对称，好发于面颈躯干及四肢，亦可泛发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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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甚至口唇，尿道口也可出现小的疣状损害。 

汗孔角化症 

汗孔角化症是一种少见的遗传性角化性皮肤病。临床上以边缘堤状隆起，中

央处皮肤轻度萎缩为特征，往往无自觉症状，多见于男性。一般在幼年时发

病，但也有到成年以后才发病。本病病程缓慢，皮损可长期存在，很难痊愈。

祖国医学文献中无相应病名记载。现代中医从其临床表现的特点，将其称为

“鸟啄疮”。 

遗传性弥漫性胃癌 

遗传性弥漫性胃癌（HDGC）是由细胞间粘附蛋白——E-钙粘蛋白基因的种

系突变引起的癌症易感综合征。该综合征主要由胃癌组织学扩散，分化不良

形式的倾向所决定。它与肠型胃癌无关，但家族中可能具有升高的小叶乳腺

癌的风险。 

Costello 综合征 

Costello 综合征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是由基因 HRAS 突变造成的，

Costello 综合征与多种实体瘤发病相关，其中超过半数的 Costello 综合征患

者会得横纹肌肉瘤，患者生长发育迟缓，身材矮小，中度智力低下，婴儿期

吮吸力差。小头，面容粗陋，前额多毛，头发卷曲，内眦赘皮，斜视，唇厚。

嘴、鼻周围有乳头状瘤。耳低位，耳叶厚。颈短，颈、手指、足趾皮肤松弛、

变厚。跟健发紧，皮肤色素深，手脚掌有深褶纹。 

遗传性平滑肌瘤病和肾细胞癌 

遗传性平滑肌瘤病和肾细胞癌(HLRCC)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

疾病,由于延胡索酸水解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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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RCC 相关性肾癌具有高度侵袭性,常表现为孤立的肿

块。 

家族聚集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是一种原发于造血组织的恶性肿瘤。肿瘤细胞

为单克隆的 B 淋巴细胞，形态类似正常成熟的小淋巴细胞，蓄积于血液、

骨髓及淋巴组织中。 

Currarino 综合征 

Currarino 综合征是指骶骨发育不良、直肠肛门畸形、骶前肿物三者的总称，

亦称为 Currarino 三联征。临床常以顽固性便秘为主要症状，部分患者合并

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畸形而表现相应的症状。虽然畸形复杂，在早期诊

断和正确治疗下，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获得较好的预后。 

X-连锁联合严重免疫缺陷 

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包括一组遗传性疾病，是指 T 细胞和 B 细胞

功能联合缺陷引起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以 T 细胞缺如尤为严重和突出，

可伴有 B 细胞分化异常，也可不伴有 B 细胞分化异常，如不给以造血干细

胞移植则常于幼年夭折。X-连锁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XL-SCID）属于 T

细胞缺陷，而 B 细胞无缺陷 SCID，也是最常见的 SCID，约占 SCID 患者的

50%～60%。 

腺苷脱氨酶缺乏症 

腺苷脱氨酶缺乏症是一种严重的免疫缺陷症，腺苷脱氨酶的缺乏可使 T 淋

巴细胞因代谢产物的累积而死亡，从而导致严重的联合性免疫缺陷症

（SCID）。通常导致婴儿出生几个月后死亡。 

选择性 IgA 缺乏症 

选择性 IgA 缺乏症是指血清 IgA 低于 0.05g/L，而 IgG 和 IgM 含量正常；它

是免疫缺陷中最常见的类型。在群体中发病率约为 1/700。本症多为散发，

部分家族性，且累及数代人。对我国不同地区 6 个民族的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本病有民族和地区差异。Α 重链编码结构基因异常可能不是主要病因；在

B 细胞分化早期 IgA 生成 B 细胞成熟停滞或 IgA 特异性抑制 T 细胞被活化，

致使 B 细胞成熟受阻可能是致病原因。 

混合型卟啉病 
混合型卟啉病(variegatedporphyria)，又称杂色卟啉病,为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临床上既有腹部和神经系统症状又有慢性光敏皮肤症状。少数人仅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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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光敏症状常误诊为迟发性皮肤光敏性卟啉病引。 本病为常染色体显形遗

传，多见于南非的 Dutch 家族中，共发现于 13 个家族。 

急性间歇性卟啉病 

急性间歇性卟啉病（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是卟啉病中较多见且最重

的一种。本病是由于 δ-氨基-γ 酮戊酸（ALA）和卟胆原产生过多在体内蓄

积所致，临床特征为腹部绞痛、顽固性便秘、精神症状和尿中排泄大量

ALA 及卟胆原。本病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青春期很少出现症状，大多

数 20～40 岁发病，女性多于男性。 

遗传性胰腺炎 

遗传性胰腺炎（HP）仅占胰腺炎病人总数的不到 1%，其具有 5 大特点：1.

自幼年起反复发作胰腺炎；2.男女患病机会均等；3.患者家族中至少有 2 名

胰腺炎患者；4.常出现胰管结石；5.可以排除常见的胰腺炎诱因。 

Ia 型糖原贮积病 

糖原贮积病是由于遗传性糖原代谢障碍，致使糖原在组织内过多沉积而引起

的疾病。糖原贮积病Ⅰ型又称 VonGeirk 病、葡萄糖-6-磷酸酶缺陷症。本病

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两性均可罹病。主要表现低血糖、肝大、酸中毒、高

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乳酸血症、凝血功能障碍、发育迟缓等临床症状。

糖原贮积病Ⅰ型的神经系统表现主要是肌无力导致的运动障碍及发育迟缓

智能低下。 

wilson 病 

Wilson 病即肝豆状核变性。本病已明确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铜代谢障碍，

造成铜在体内各脏器尤以大脑豆状核、肝脏、肾脏及角膜大量沉着，而由于

铜离子在各脏器沉积的先后不同和数量不一，临床出现多种多样的临床表

现，如震颤、扭转痉挛、精神障碍、肝脾肿大、腹水等。 

遗传性乳头状肾癌（1 型） 

遗传性乳头状肾癌(HPRC)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肿瘤的病理类型全部为

工型乳头状肾癌。HPRC 的临床特点与 VHL 病肾癌相似，多为双侧多发性

肾癌，发病年龄较晚且进展较慢，一般建议在肿瘤较大时施行肿瘤切除术。 

家族性胃肠道间质瘤 

胃肠道间质瘤占胃肠道恶性肿瘤的 1～3%，估计年发病率约为 10－20/100

万，多发于中老年患者，40 岁以下患者少见，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异。无

特异性临床表现，病程可短至数天长至 20 年，恶性 GIST 病程较短，多在

数月以内，良性或早期者无症状。GIST 的主要症状依赖于肿瘤的大小和位

置，通常无特异性。胃肠道出血是最常见症状。贲门部 GIST 吞咽不适、吞

咽困难症状也很常见。部分病人因溃疡穿孔就诊，可增加腹腔种植和局部复

发的风险。常见症状有腹痛、包块及消化道出血及胃肠道梗阻等。腹腔播散

可出现腹水，恶性 GIST 可有体重减轻、发热等症状。 

色素失禁症 2 型 

色素失禁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主要见于女性，是一种 X 连锁显性遗传性

疾病，现证实为定位于 X 染色体长臂的 Xq11（IP1）和 Xq28（IP2）突变引

起。核因子 NF-kB 基因调节体（NEMO）基因突变在抑制肿瘤坏死因子诱

导的细胞凋亡中起作用，显示其是发生本病的原因。患者于出生后 2 周左右，

于躯干两侧出现荨麻疹样、水疱样、疣状皮炎改变。继发色素性斑疹，常好

发于躯干、上臂和大腿。色素沉着如辣椒粉样或喷泉样，损害不沿皮纹或神

经分布。色素可持续数年，消退后不留痕迹，或留有淡的色素脱失斑。 

遗传性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的发生与遗传因素有关，如果家族中无患前列腺癌者的相对危险度

为 1，绝对危险度为 8；则遗传型前列腺癌家族成员患前列腺癌的相对危险

度为 5，绝对危险度为 35～45。此外，前列腺癌的发病与性活动、饮食习惯

有关。性活动较多者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高脂肪饮食与发病也有一定关

系。此外，前列腺癌的发病与种族、地区、宗教信仰可能有关。前列腺癌早

期常无症状，随着肿瘤的发展，前列腺癌引起的症状可概括为两大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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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症状，逐渐增大的前列腺腺体压迫尿道可引起进行性排尿困难，表现为

尿线细、射程短、尿流缓慢、尿流中断、尿后滴沥、排尿不尽、排尿费力，

此外，还有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尿失禁。肿瘤压迫直肠可引起大便

困难或肠梗阻，也可压迫输精管引起射精缺乏，压迫神经引起会阴部疼痛，

并可向坐骨神经放射。2.转移症状，前列腺癌可侵及膀胱、精囊、血管神经

束，引起血尿、血精、阳痿。盆腔淋巴结转移可引起双下肢水肿。前列腺癌

常易发生骨转移，引起骨痛或病理性骨折、截瘫。前列腺癌也可侵及骨髓引

起贫血或全血象减少。 

海豹肢畸形 

海豹肢畸形又称假反应停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特征是肢

体畸形和颜面部畸形同时存在，可合并有小头畸形及宫内生长迟缓。肢体畸

形为海豹肢样（臂腿缺如，手足直接与躯干相连）或较海豹肢畸形为轻，上

肢较下肢更严重。颜面部畸形主要有唇、腭裂、切牙骨前凸、眼距增宽、突

眼、角膜浑浊、小下颌畸形、颜面部毛细血管瘤等 

Frasier 综合征 

Frasier 综合征是一组以慢性进展性肾病、男性假两性畸形以及性腺肿瘤为特

点的临床综合征。Frasier 综合征的肾病通常在 2-6 岁甚至更晚出现，并多于

10-20 岁进展至终末肾，主要肾脏病理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rasier 综

合征多有 WT1 剪接突变引起。 

Byler 病 

Byler 病系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可能因先天性遗传性生化代谢异常，致胆酸

代谢转运和排泄障碍，引起胆汁淤积。本病罕见，于新生儿期出现反复性黄

疸；且渐加深，皮肤瘙痒、鼻衄、肝脾肿大，脂肪、痢粪便恶臭而色淡；也

可于出生后数月，才发生黄疸。患儿烦躁不安、吸收不良、发育不良、佝偻

病。 

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stoma, Rb）是一种来源于光感受器前体细胞的恶

性肿瘤。常见于 3 岁以下儿童，具有家族遗传倾向，可单眼、双眼先后或同

时罹患，是婴幼儿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成人中罕见。视网膜母细胞瘤的

临床表现复杂，可表现为结膜内充血、水肿、角膜水肿、虹膜新生血管、玻

璃体混浊、眼压升高及斜视等。本病易发生颅内及远处转移，常危及患儿生

命，因此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是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的关键。 

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念珠

菌病-外胚层营养障碍病 

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 -念珠菌病 -外胚层营养障碍病 (autoimmune 

polyndocrinopathy-dandidiasis-ectodermal dystrophy,APECED)是一种临床上

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主要表现为慢性念珠菌病、甲状旁腺功能降低

和特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 全.APECED的3种主要临床表现通常呈序贯性

发生,而并非同时出现.该疾病是由 AIRE 基因突变所导致,起病、诊断、发

展、治疗及随访通常在儿科完成。 

Bannayan-Riley-Ruvalcaba 综合

征 

Bannayan-Riley-Ruvalcaba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皮肤

病。三大主要特征为巨头、生殖器着色斑病和肠息肉病。特征性皮肤黏膜表

现包括血管畸形、脂肪过多症、阴茎或外阴点状着色斑病、面部疣状或黑棘

皮症样皮损,以及颈、腋窝、腹股沟多发软垂疣。 

家族聚集性骨肉瘤 

骨肉瘤是较常见的发生在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或儿童的一种恶性骨肿瘤，在

小儿骨恶性肿瘤中最多见，约为小儿肿瘤的 5%。骨肉瘤从间质细胞系发展

而来，肿瘤迅速生长是由于肿瘤经软骨阶段直接或间接形成肿瘤骨样组织和

骨组织。典型的骨肉瘤源于骨内，另一与此完全不同类型的是与骨皮质并列

的骨肉瘤，源于骨外膜和附近的结缔组织。后者较少见，预后稍好。骨肉瘤

的突出症状是肿瘤部位的疼痛，由肿瘤组织浸蚀和溶解骨皮质所致。 

http://www.luoximedical/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药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样本编号：LX190022354 
 

 

洛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765-7885  网址：www.luoximedical.com 
 

 

Birt-Hogg-Dube 综合征 

Birt-Hogg-Dube 综合征（BHDS）是一种临床上较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病，目前认为发病机制主要为 Follicin 相关基因表达缺陷致中胚叶层发育异

常。Follicin 是一种肿瘤抑制蛋白，高度表达于肺间质细胞、肺泡型 1 型上

皮细胞、肾脏及皮肤等组织。BHDS 好发年龄为 30-40 岁，且病情岁年龄增

长逐渐进展。患者可无症状绝大多数患者可出现皮疫，病理学证实为纤维毛

囊瘤。除典型的皮肤表现外，约 80%的 BHDS 患者肺部可出现弥漫性囊状

阴影，这些患者常并发肾脏肿瘤。另外，和其他弥漫性肺囊性病变一样，部

分患者可并发自发性气胸。BHDS 患者预后情况常取决于是否继发肾癌、自

发性气胸等并发症。 

Swyer 综合征 

Swyer 综合征又称 XY 单纯性腺发育不全综合征，患者染色体核型以 46，

XY 为主，嵌合体 45，X/46，XY 等极少见。本症呈家族性或散发性，为 X

连锁隐性或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近来有学者认为本病系睾丸决定基因

——SRY 基因突变或其他与性分化有关的基因突变而消除 SRY 基因的功能

所致。患者虽有 Y 染色体但因基因缺陷，于胚胎早期（43 天以前），睾丸

已停止发育，故不能分泌 Muller 管抑制物（MIS）及睾酮，而呈女性表型。 

先天性遗传性淋巴水肿 

淋巴水肿是指机体某些部位淋巴液回流受阻引起的软组织液在体表反复感

染后皮下纤维结缔组织增生，脂肪硬化，若为肢体则增粗，后期皮肤增厚、

粗糙、坚韧如象皮，亦称“象皮肿”。 原发性淋巴水肿可分型如下：①淋巴

发育不全，伴皮下淋巴缺如；②淋巴发育低下、淋巴结和淋巴管小而少；③

淋巴增生，伴淋巴结和淋巴管大而多，时有扭曲和曲张。其中淋巴发育不全

十分罕见，常见于先天性淋巴水肿。发育低于是最常见的类型。单纯性及咐

性淋巴水肿均属先天性。 

遗传性纤维病 

Hereditary desmoid disease usually presents as an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 

of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FAP; 175100), also known as Gardner 

syndrome, which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 disorder caused by germline 

mutation in the APC gene. The desmoid tumors are usually intraabdominal and, 

although benign, can be locally aggressive and result in significant morbidity. 

Desmoid tumors can also arise sporadically (Couture et al., 2000).  

肌肝脑眼侏儒 

肌肝脑眼侏儒（Mulibrey nanism）是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常于产前

发病，包括偶发的进行性心肌病，特征性面部特征，性成熟失败，胰岛素抵

抗与 2 型糖尿病，Wilms 肿瘤风险增加等。患儿经常出现肌张力低下，新生

儿多含有包含三角形脸型在内的头脸部特征异常，可能存在眼底黄色变异，

但视力通常是正常的。声音通常高调，常发生颅骨蝶骨骨折。 

横纹肌样瘤易感综合征 

横纹样瘤易感综合征（Rhabdoid Predisposition Syndrome）为常染色体不完

全显性遗传病，是由 SMARCB1 基因突变造成的，与肾和肾外恶性横纹肌

样瘤、脉络丛瘤、髓母细胞瘤以及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相关。 

Mosaic Variegated Aneuploidy 

综合征 

Mosaic Variegated Aneuploidy 综合征（MVA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疾病，

患者的一些体细胞出现染色体异常的现象，最常见的是体细胞多或者少一个

染色单体，这些细胞被称为嵌合体。通常，受影响个体中至少四分之一的细

胞具有异常的染色体数，这些非整倍体的染色体用杂色来描述。MVA 综合

征患儿出生前生长缓慢（子宫内生长受限）。出生后，受影响个体的增长速

度缓慢，均小于平均水平。此外，他们都患有小头症。MVA 综合征的另一

个常见特征是儿童期癌症发生的风险增加。在受影响的个体中最常发生的癌

症包括称为横纹肌肉瘤的肌肉组织癌、Wilms 肿瘤、白血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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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raumeni 综合征 

Li-Fraumeni 综合征是癌症的一个分类病症，主要是一个抑癌基因 p53 的缺

失，引起家族性各种不同癌症的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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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疾病，主要的特征有早发性的癌症（小于 45 岁）、同时发生多种部位癌

症或肉瘤。确定的诊治需要经基因检测确定。 

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

征 I 型 

自 身 免 疫 性 淋 巴 细 胞 增 生 综 合 征 (autoimmune lymphoproliferative 

syndr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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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ptos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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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淋巴细胞增

生综合征伴自身免疫(lymphoproliferative syndrome with autoimmunity)和

Canale-Smith 综合征。 

遗传性混合性息肉综合征 1 型 

遗传性混合性息肉病综合征并不常见，表现为多个息肉和混合的形态学，包

括锯齿形损害、Peutz-Jeghers 息肉、幼年息肉、传统腺瘤和 CRC，缺少可鉴

定的结肠外特征。对遗传性混合性息肉病的德系家族分析，混合性息肉基因

（也称作 CRAC1）定位于 15q13.3，在该区域鉴定了一个共同的单倍型，提

示为单一基础突变，但在该区域未发现新的潜在致病性的基因突变。 

戈谢病 I 型 

戈谢病（GD）即葡糖脑苷脂病，是一种家族性糖脂代谢疾病，为染色体隐

性遗传，是溶酶体沉积病中最常见的一种。葡糖脑苷脂是一种可溶性的糖脂

类物质，是细胞的组成成分之一，在人体内广泛存在。由于葡糖脑苷脂酶的

缺乏而引起葡糖脑苷脂在肝、脾、骨骼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单核-巨噬细胞内

蓄积而发病，产生相应的临床表现。戈谢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致病基因

位于 1 号染色体。目前发现位于染色体 1q21 的 GBA 基因点突变。 

Muir-Torre 综合征 

Muir-Torre 综合征(Muir-Torre's syndrome)的临床特点是多发性皮肤肿瘤并

发内腔恶性肿瘤。皮肤肿瘤包括皮脂腺瘤、角化棘皮瘤(keratoacanthoma)、

皮肤癌等。内脏恶性肿瘤有结肠癌、十二指肠癌、子宫内膜癌等。男女均

可罹患，以男性为多，发病年龄平均为 48 岁。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韦弗综合征 

韦弗综合征是因基因突变导致的一种罕见病症，临床特征为巨体、骨骼成熟

过速、屈曲指、面孔特殊等，同时由于生长过快之外，也会经受其他健康问

题，例如膝关节、肘关节不能伸张，因而几乎无法走路或跑步。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 I 型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MEN）是一种累及多种内分泌器官的伴有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的遗传性肿瘤综合征，临床表现多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内分

泌腺体同时或先后发生功能性肿瘤，引起相应激素过剩的临床症候群。分为

MEN-1 型、MEN-2A 型、MEN-2B 型、MEN-1 和 MEN-2 混合型四型。MEN-1

型，其特征是主要累及甲状旁腺、内分泌胰腺、垂体前叶，肾上腺皮质、胸

腺等内分泌组织的多灶性内分泌肿瘤，其中肾上腺皮质疾病占 20%～40%，

常为双侧增生性、无功能病变。 

Cardiofaciocutaneous 综合症 

Cardiofaciocutaneous 综合症(简称 CFC 综合症)的症状主要出现在心脏方面，

包括肺动脉狭窄、瓣膜发育不良、心室中膈缺损、心肌肥厚症、心律不整；

以及皮肤乾燥、皮肤过度角质化、鱼鳞病、毛孔角化症、湿疹、色素斑、掌

跖角化病等皮肤异常现象，和认知发展迟缓。在外观上具特殊的颅面特征，

毛发呈现稀疏、卷曲、坚硬且易碎，所以通常病患没有眉毛和眼睫毛，其指

甲呈现发育不良或生长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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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2A 型（MEN-2A）涉及的内分泌腺病变主要有甲状腺

髓样癌、嗜铬细胞瘤、甲状旁腺增生。甲状腺髓样癌的表现：颈前肿物、颈

部淋巴结肿大，抽血查降钙素升高；嗜铬细胞瘤的表现：阵发性高血压，伴

头痛、脸色苍白、出汗、心悸等；甲状旁腺增生的表现：类似于 MEN-1 的

甲状旁腺腺瘤。此外，MEN-2A 还可伴有新生儿巨结肠、皮肤苔藓淀粉样

变等疾病。 

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2B 型 

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2B 型（MEN-2B）涉及的内分泌腺病变主要有甲状腺

髓样癌、嗜铬细胞瘤、黏膜神经纤维瘤。MEN-2B 甲状腺髓样癌、嗜铬细胞

瘤的表现与 MEN-2A 相同，黏膜神经纤维瘤的表现：口腔和胃肠道肿物，

腹痛、腹胀、呕血、黑便、消化不良、食欲减退等。 

神经纤维瘤病 1 型 

神经纤维瘤病 1 型（NF1）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由 NF1 肿瘤抑制基因的

生殖系突变所致。NF1 基因位于第 17 染色体长臂 17q11.2，编码分子量为

220 kDa 的胞浆蛋白——神经纤维素蛋白（neurofibromin），该蛋白的部分

作用为负向调控 Ras 原癌基因，而 Ras 是调控细胞生长的重要信号分子。

基因突变的患者，体内每个细胞都含有一个突变无功能的 NF1 拷贝和一个

功能正常的 NF1 拷贝。NF1 型患者易发生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的良、恶性

肿瘤、以及其它部位的恶性病变。与 NF1 相关的肿瘤常见的包括：视觉通

路的神经胶质瘤、胶质母细胞瘤、恶性周围神经鞘瘤、胃肠道间质瘤、乳腺

癌、白血病、嗜铬细胞瘤、十二指肠类癌瘤和横纹肌肉瘤。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为 X 连锁隐性遗传，染色体核型为 46,XY，属于男性

假两性畸形，其睾酮、尿 17 酮为正常男性值，体内性腺为睾丸，由于外阴

组织中缺乏 5a 还原酶，睾酮不能转化为二氢睾酮，或因缺乏二氢睾酮受体，

而不能表达雄激素作用致使外阴女性化。 

MUTYH 相关性息肉病 

对 MUTYH 的分析发现,生殖细胞系双等位基因复合性杂合性突变导致其编

码的 165 位和 382 位氨基酸改变,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因此将这类息肉命

名为 MUTYH-相关息肉病。该病变伴有结直肠不同组织学类型、不同数量

的息肉,具有进展为恶性的倾向。患者伴有多发的结直肠腺瘤，腺瘤内不出

现 APC 基因突变，多数患者表现为散发。 

结构性错配修复缺陷综合征 

结构性错配修复缺陷综合征是独特的儿童癌症易感综合征，其特征是 MMR

基因纯合或双等位基因胚系突变。双等位基因胚系突变携带者表型可表现为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脑肿瘤和胃肠道癌症，以及咖啡斑和与 I 型多发性神经

纤维瘤相似的改变。 

2 型神经纤维瘤病 

2 型神经纤维瘤病（NF2）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由于患者自身

的基因（NF2 肿瘤抑制基因）出现了变异，导致身体多个部位肿瘤生长，从

而引发出相应症状，并且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颅内两侧

前庭神经鞘瘤（也就是常说的听神经瘤），同时可伴有或不伴有其他肿瘤、

眼部病变和皮肤病变等。几乎所有患者在 60 岁之前都会出现相应的临床症

状，包括听力丧失、白内障、视力下降、头痛头晕、背部疼痛、四肢无力、

全身大包块等。此病个体差异大，症状轻重不一，病程持续时间长。 

BRCA2 双等位基因突变型

Fanconi 贫血症 

范可尼贫血症又称范可尼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这类病

人除有典型再障表现外，还伴有多发性的先天畸形(皮肤棕色色素沉着，骨

骼畸形、性发育不全等)。同时，还会伴有精子减少等其它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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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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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高危人群，尤其是白血病以及头部和颈部癌症。 

范可尼贫血 

范可尼贫血症又称范可尼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这类病

人除有典型再障表现外，还伴有多发性的先天畸形(皮肤棕色色素沉着，骨

骼畸形、性发育不全等)。同时，还会伴有精子减少等其它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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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 

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其特征在于家

族中多个成员罹患乳腺癌、卵巢癌或两者均有.绝大多数乳腺癌和卵巢癌综

合征的病例是由 BRCA1 和 BRCA2（BRCA）基因中的种系突变所致。约

9-24％的上皮性卵巢癌和约 4.5％的乳腺癌病例是 BRCA1 和 BRCA2 的种系

突变引起的。BRCA1 位于 17 号染色体上，BRCA2 位于 13 号染色体上。两

种 BRCA 基因是 DNA 修复过程中起作用蛋白质的肿瘤抑制基因。患有遗传

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的个体遗传了来自父方或母方的 BRCA1 或

BRCA2 中的一个缺陷等位基因，但他们具有第二功能等位基因。如果第二

等位基因由于体细胞突变而变得不起作用，那么就可以发展癌症。这被称为

“二次突变假说”。 

lynch 综合症 

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Lynch 综合症）是一种家族性遗传性疾病,基因

突变 DNA 错配(错配修复)是引起该病的主要原因。Lynch 综合征大肠癌患

者多在 45 岁以前发病，发病部位多在右半结肠，组织学上多为低分化黏液

腺癌或印戒细胞癌，肿瘤组织内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Lynch 综合征患者有

多种组织癌变倾向，如胃、卵巢、胆道、尿道、小肠、大脑和胰腺等，但是

癌变的最常见靶点为结肠和子宫内膜。50%～80%的 Lynch 综合征患者会发

生大肠癌，Lynch 综合症约占全部大肠癌患者的 2%～4%。子宫内膜是 Lynch

综合征的第二个癌变靶点，40%～60%的 Lynch 综合征患者会发生子宫内膜

癌，在女性 Lynch 综合征患者中子宫内膜的发病率与大肠癌发病率相当，甚

至超过大肠癌发病率。Lynch 综合征约占全部子宫内膜癌患者的 2%。 

基底细胞痣综合征 

基底细胞痣综合征(basal cell nevus syndrome)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

累及多种器官。本综合征目前已知累及皮肤、骨骼、眼、神经、生殖等 6

个主要器官系统，约有 38 种异常，其中以基底细胞癌、颌骨囊肿、手掌或

足底角化不良和骨骼异常最多见。本综合征的特点为儿童期至成人期均可

发生的多发基底细胞癌，见于包括不暴露于阳光的皮肤，家中数代人均有相

似皮肤肿瘤患者。本病发生率虽未确定，但在基底细胞癌病人中约占 0.5%。 

眼睛皮肤白化病 

眼睛皮肤白化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眼珠颜色为灰色，浅棕色或红褐色。

此种病仅在黑人及白人中有零星的报告，视觉障碍通常严重，有的病人也会

有眼球震颤的现象。主要是缺乏一种有助於酚性化合物氧化成黑色素的一种

氧化酵素-胺酸酶(tyrosinase)，所以无法制造出黑色素。由于黑色素的缺乏，

使患者的头发及皮肤均成白色。 

DICER 1 综合征 

DICER1 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可增加各种癌性和非癌性（良性）肿瘤

的风险，最常见的发生在肺，肾，卵巢和甲状腺的某些类型的肿瘤，受影响

的个体可以发展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肿瘤，同一家族的成员可以具有不同的类

型。然而，DICER1 综合征患者的肿瘤形成风险与普通人群的肿瘤风险相比

只有适度增加;大多数与这种病症相关的基因变化的个体并未发展成肿瘤。

发生肿瘤的 DICER1 综合征患者最常发生胸膜肺母细胞瘤。 

CEBPA 基因突变的家族性急性 CEBPA 是维持造血系统粒系分化的重要转录因子,在调节细胞增殖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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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性白血病 的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CEBPA 基因突变易发生在 M1 和 M2 型急性髓系

白血病中,约占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的 5%-14%,约占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

7.9%。急性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AML）,WHO 将髓系肿

瘤分为四类，即 AML 以不成熟髓细胞在骨髓里聚集，以及骨髓造血抑制为

特征。CMPD，慢性骨髓性增生疾病，常伴未分化的髓细胞数量的增加极度

增生的骨髓象，以及外周血细胞的增加。MDS，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骨

髓无效造血和外周血细胞减少。MDS/MPD，骨髓异常增生/骨髓增生性疾病。

发病快，数周或数月，主要表现贫血，出血，骨痛 ， 疲劳、发热、肝脾大。

一组在形态、遗传学、临床表现、治疗和预后等方面均不同的异质性肿瘤。 

成人多见，15-39 岁为发病高峰。骨髓髓样干细胞单克隆性增生，分化成熟

障碍，停止在早期髓性分化（母细胞）阶段>25%。 

WHIM 综合征 

WHIM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表现为疣、低丙种

球蛋白血症、细菌感染以及无效生成性慢性粒细胞缺乏的四联症。目前研究

已证实该病与趋化因子受体 4 型（chemokine receptor 4，CXCR4）的突变有

关。 

Perlman 综合征 

Perlman 综合征是罕见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过度生长综合症，其特征在于新

巨大儿，羊水肿，患儿具有独特的面部外观，肾发育不良，肾 - 裂殖细胞

病变，以及 Wilms 肿瘤（WT）倾向的羊水过多。预后差，新生儿死亡率高。 

牙关紧闭假屈曲指综合征 

牙关紧闭假屈曲指综合征是一种相对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表现为无法充分开

放口腔，假曲指，轻度足部畸形，身形轻微变形。心脏黏液瘤是最常见的心

脏原发良性肿瘤，多数有瘤蒂，可发生于心脏各房、室腔，最常见于左心房，

约占 75%。多数肿瘤有瘤蒂与心房壁相连，90%的左房黏液瘤附着于心房间

隔卵圆窝处。瘤体可随心脏的收缩、舒张而活动。绝大多数为单发肿瘤，但

也可为多发，常有家族遗传倾向。研究证明牙关紧闭假屈曲指综合征合并心

脏黏液瘤是由 MYH8 基因的原始突变引起。 

Carney-Stratakis 综合征 

Carney-Stratakis 综合征由 SDH 缺陷引起，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疾病，表现为多发性胃 GIST 和多中心副神经节瘤。该综合征中的 GIST 临

床特征与 Carney 三联征相似。 

家族性肠道神经纤维瘤病 

神经纤维瘤病(Neurofibromatosis, NF)是一种良性的周围神经疾病，属于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病。其组织学上起源于周围神经鞘神经内膜的结缔组织。它常

累及起源于外胚层的器官，如神经系统、眼和皮肤等，是常见的神经皮肤综

合征之一。其中胃肠道神经纤维瘤病属于内脏型，较为少见，以多发性神经

纤维瘤和皮肤色素沉着，并伴有全身多种畸形或病变为主要特点。 

镰状细胞病 

镰状细胞病是一种遗传性血红蛋白分子功能紊乱疾患，当血红蛋白分子暴露

在各种环境中,红细胞血红蛋白发生聚合，扭曲变形成镰状。这种变形允许

红细胞从细胞间通过，导致下游组织营养受损。镰状细胞病可分为 HbS 纯

合子的镰状细胞贫血(简称镰贫)﹐双重杂合子兼有 HbS 和 HbA 的镰贫－地

中海贫血和镰贫－HbC 病﹐三者都有明显临床症状。另外尚有 HbS 杂合子

的镰状细胞特征﹐基本无症状。 

Pendred 综合征 

Pendred 综合征，又称耳聋-甲状腺肿综合征，特点为甲状腺肿伴有先天性耳

聋，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致病基因位于染色体 7q31，其表达产物潘特

林（pendrin）由于基因突变或缺失而影响转运碘—氯离子，以致碘的有机化

障碍。耳蜗畸形最常见的形式为前庭水管扩大，与之有关的神经性耳聋基因

也位于 7q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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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血管萎缩性皮肤异色症 

先天性血管萎缩性皮肤异色症主症为皮肤萎缩、棕红色色素沉着、毛细血管

扩张，伴有先天性白内障。患儿出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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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25%患者出现甲生长不良，甲表面粗

糙肥厚，有纵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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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K2 相关癌症 
CHEK2 是一个重要的乳腺癌易感基因。同时，CHEK2 基因突变与乳腺癌患

者的病理特征及预后有一定关系。 

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 

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过去又称成人型多囊肾（ADPKD）。10%左右的终末

期肾衰是由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ADPKD）导致。大多数患者的异常基因

位于 16 号染色体的短臂，称为 ADPKD1 基因，基因产物尚不清楚；少数患

者的异常基因位于 4 号染色体的短臂，称为 ADPKD2 基因，其编码产物也

不清楚。两组在起病、高血压出现以及进入肾功能衰竭期的年龄有所不同。 

性腺发育不良（特纳氏综合征） 

性腺发育不良，也叫特纳氏综合症，xo 型，缺少一条 X 染色体。属于性染

色体遗传病。由于性染色体异常，卵巢不能生长和发育，因此卵巢呈条索状

纤维组织，无原始卵泡，也没有卵子。故缺乏女性激素．导致第二性征不发

育和原发性闭经，是人类惟一能生存的单体综合征。典型的性腺发育不良在

出生时即呈现身高、体重落后，手、足背明显浮肿，颈侧皮肤松弛。出生后

身高增长缓慢，主要临床特征为：女性表型，后发际低，50％有颈蹼；盾形

胸，乳头间距增宽；肘外翻和多痣等。约 35％患儿伴有心脏畸形．以主动

脉缩窄多见。此外．尚可见肾脏畸形（如马蹄肾、异位肾、肾积水等），指

（趾）甲发育不良，第 4、5 掌骨较短和多痣等。患儿外生殖器一直保持婴

儿型．小阴唇发育不良，子宫不能触及。大部分患儿智能正常。常因生长迟

缓、青春期无性征发育、原发性闭经等。任何治疗，都不能促进卵巢发育，

都不能使患者恢复生育功能。治疗的目的，在于促进身高，刺激乳房及生殖

器官发育。 

Simpson-Golabi-Behmel 综合征 

Simpson-Golabi-Behmel 综合征是罕见的遗传综合征，以 X-连锁隐性方式遗

传。受影响的个体通常产前或产后过度生长，具有突出的颌骨和扩大的鼻梁、

向上仰的鼻尖，称为“牛头犬样”面部特征。他们身高较高，四肢粗壮。智力

通常不受影响，但时有发生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可能伴有漏斗孔、室间隔缺

损或其他先天性心脏缺陷，或伴有美克尔憩室、肠道畸形和先天性膈肌疝等。 

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 

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其特征在于家

族中多个成员罹患乳腺癌、卵巢癌或两者均有.绝大多数乳腺癌和卵巢癌综

合征的病例是由 BRCA1 和 BRCA2（BRCA）基因中的种系突变所致。约

9-24％的上皮性卵巢癌和约 4.5％的乳腺癌病例是 BRCA1 和 BRCA2 的种系

突变引起的。BRCA1 位于 17 号染色体上，BRCA2 位于 13 号染色体上。两

种 BRCA 基因是 DNA 修复过程中起作用蛋白质的肿瘤抑制基因。患有遗传

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的个体遗传了来自父方或母方的 BRCA1 或

BRCA2 中的一个缺陷等位基因，但他们具有第二功能等位基因。如果第二

等位基因由于体细胞突变而变得不起作用，那么就可以发展癌症。这被称为

“二次突变假说”。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 4 型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 4 型（MEN4）由 CDKN1B 基因的种系突变引起，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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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表型是甲状旁腺瘤和垂体腺瘤。 

种系 SUFU突变相关性髓母细胞

瘤 

髓母细胞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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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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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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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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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性小叶性乳腺癌 

遗传性弥漫性胃癌中约三分之一会存在 CDH1 基因突变，遗传性 CDH1 基

因突变的患者除了有 80%的终生风险发展为胃癌，浸润性乳腺小叶癌的累

计发病风险也高达 60%。 

软骨毛发发育不良综合征 

软骨毛发发育不良综合征(cartilage hair hypoplasia syndrome)即 Gatti-Lux 综

合征， 又称短肢侏儒免疫缺陷、McKusick 干骺端软骨发育不良等。主要

累及干骺端，骨骺和脊柱相对正常，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主要特

点 为毛发与长骨干骺端软骨发育不良，生后即可表现严重的生长发育不足，

男女发病无明显差异。患者头发、眉毛、睫毛异常短稀，纤细易折，重者完

全秃顶。出生时身长即短于正常，上下部量比例失常，表现为非对称性短肢

型侏儒，成年身高不超过 150cm。长骨缩短，手足短粗，指甲短宽，可伴有

韧带松弛，肘部不能完全伸展现象。本病征尚可伴有其他异常表现，如肠吸

收不良、无神经细胞的巨结肠、慢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或细胞免疫功能异常等。

但智力正常。 

OLIGODONTIA-COLORECTAL

癌综合征 

AXIN2 gene is associated with oligodontia-colorectal cancer syndrome. 

Individuals with this condition present with oligodontia (defined as congenital 

agenesis of six or more permanent teeth) in childhood followed by an increased 

risk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adulthood. 

Sotos 综合征；小儿巨脑畸形综

合征 

小儿巨脑畸形综合征即脑性巨人症、儿童期脑性巨人畸形综合征，又称儿童

巨脑综合征、Sotos 综合征，是在婴幼儿及学龄儿童时期，骨骼发育生长过

快，头颅巨大，智力发育迟滞的一种综合征。国内偶有报道。本病病因未明

确。国外针对一些散发性 Sotos 综合征研究发现 70%以上由 5q35 上 NSD1

基因突变引起。家族性 Sotos 综合征较罕见，大部分病例表现为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 

高免疫球蛋白 E 综合征 

高免疫球蛋白 E 综合征(HIES)即 Job 综合征，又称姚皮炎综合征、慢性肉芽

肿病变异型、Buckley 综合征等，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伴有很大的变异性，

多认为是先天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一个分型。该病征是一种病因及发病机理

尚不清楚的少见疾病。主要特征有：①慢性湿疹性皮炎；②反复严重感染；

③血清 IgE 明显增高。 

胃肠道间质肿瘤 

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是一类起源于胃肠道

间叶组织的肿瘤，占消化道间叶肿瘤的大部分。Mazur 等于 1983 年首次

提出了胃肠道间质肿瘤这个概念，GIST 与胃肠道肌间神经丛周围的 Caj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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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CC）细胞相似，均有 c-kit基因、CD117

（酪氨激酶受体）、CD34（骨髓干细胞抗原）表达阳性。 

结节性硬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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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为遗传病，根

据基因定位可分为四型：TSC1、TSC2、TSC3、TSC4。TSC1 和 TSC2 突变

分别引起错构瘤蛋白和结节蛋白功能异常，影响其细胞分化调节功能，从而

导致外胚层、中胚层和内胚层细胞生长和分化的异常。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家族性病例约占三分之一，即由父母一方遗传而来突变的 TSC1

或 TSC2 基因；散发病例约占三分之二，即出生时患者携带新突变的 TSC1

或 TSC2 基因，并无家族成员患病。家族性患者 TSC1 突变较为多见，而散

发性患者 TSC2 突变较常见。 

丘疹红细胞增多症 

丘疹红细胞增多症是 VHL（von Hippel-Lindau）基因中纯合 R200W 和 H191D

突变引起的罕见先天性红细胞增多症，其基因产物是缺氧诱导因子的主要负

调节因子。 

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 

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是指呼吸中枢化学感受器发生原发性缺陷，导致

机体对二氧化碳敏感性降低，自主呼吸控制衰竭，造成肺通气减少，导致高

碳酸血症、低氧血症及一系列临床症状的综合征。 

Turcot 综合征 

Turcot 综合征又名胶质瘤息肉病综合征。其特征为家族性多发性结肠腺瘤伴

有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临床上非常罕见，男女均可罹患，发病年龄为 2～

84 岁，平均 17 岁，年轻人多见。本征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由于病例少，单

发病例的比例大，患者多在婚前死亡，不能从其子孙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故

对其遗传方式目前意见不一。 

RAPADILINO 综合征 

RAPADILINO 综合症是涉及身体许多部位的罕见病症。骨骼发育受到特别

的影响，引起了许多特征的病情。大多数受影响的个体的前臂和拇指骨骼不

发达或不存在，这被称为径向射线畸形。膝盖也可能不发达或缺失，出现腭

裂或高拱形口腔 ;患者常有细长的鼻子并发生脱位关节。许多患有

RAPADILINO 综合征的婴儿难以进食，腹泻和呕吐不止。骨发育受损和喂

养问题并发导致受影响个体生长缓慢，身材矮小。一些患有 RAPADILINO

综合征的患者具有无害的浅棕色皮肤斑块。此外，RAPADILINO 综合征患

者发生一种骨肉瘤或淋巴瘤等血液相关癌症和骨癌的风险略有增加。在

RAPADILINO 综合征患者中，骨肉瘤在儿童期或青春期最常发生，而淋巴

瘤通常在年轻成年期发展。 

von Hippel-Lindau 综合征 

von Hippel-Lindau 综合征（VHL 综合征），即 CNS 血管母细胞瘤合并肾脏

或胰腺囊肿、嗜铬细胞瘤、肾癌以及外皮囊腺瘤等疾病。VHL 综合征表现

为一系列的病变，基本组成分为两部分：①视网膜、脑干、小脑或脊髓的血

管母细胞瘤；②腹腔脏器病变(嗜铬细胞瘤、肾囊肿或肾细胞癌、胰腺囊肿

等)。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又称 Louis-Bar 综合征。是以进行性小脑共济失调、

眼与皮肤的毛细血管扩张和反复呼吸道感染为特征的少见病。两性均可发

病。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基因突变位于染色体的 11q22-23。临床表现为

进行性小脑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反复呼吸道感染。 

肾母细胞瘤 肾母细胞瘤好发于儿童，是儿童第二位常见的腹部恶性肿瘤。98%的病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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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 10 岁以下，最多见于 3 岁以下的儿童，3 岁以后发病率显著降低。肾

母细胞瘤的确切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 11 号染色体上的（位于 11p13 的）

WT-1 基因的丢失或突变有关，也可能是由于间叶的胚基细胞向后肾组织分

化障碍，并且持续增殖造成的。该病也有一定的家族性发生倾向，因此，有

人认为该病也具有遗传性。 

BAP1 相关性恶性间皮瘤和黑色

素瘤综合征 

性间皮瘤是原发于胸膜、侵袭性高的恶性肿瘤。恶性胸膜间皮瘤是胸膜原发

肿瘤中最多见的类型。临床表现与侵袭行为有关，它通常局部侵袭胸膜腔及

周围结构。如果不治疗，中位生存期 4～12 个月。黑色素瘤一般指恶性黑色

素瘤（malignant melanoma，MM）是皮肤恶性黑色素瘤的一种，与皮肤鳞

状细胞癌及皮肤基底细胞癌共同组成最常见的皮肤三大恶性肿瘤。黑色素瘤

多由黑色素细胞所形成的痣或黑色素斑发生恶变而来。黑色素瘤已成为近年

来所有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年增长率 3%-5%。并且，

恶性黑色素瘤一旦进入快速生长期，则患者预后极差、病死率较高。研究显

示间皮瘤与黑色素瘤以及其他可能肿瘤组成了一个新的遗传肿瘤综合征，而

这一综合征与 BAP1 胚系突变相关。 

werner 综合征 

werner 综合征(Werner syndrome,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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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基本代谢缺陷尚不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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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虽常伴生殖功能低下，但垂体促性腺激素、滤泡刺激

激素和 17—酮类固醇没有恒定性异常。糖尿病可以是本病的一个组成部

分。 

着色性干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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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连锁淋巴细胞异常增生症 

X-连锁淋巴细胞异常增生症（XLP）为一种罕见的 T、B 淋巴细胞均发生缺

陷的联合免疫缺陷病，患者对 Epstein-Barr 病毒（EB 病毒）高度易感。EBV

感染前临床症状轻微，早期诊断困难。EB 病毒（EBV）感染后可导致各种

免疫细胞功能改变，尤其是 CD8+T 淋巴细胞、NK 细胞和 NKT 细胞的细胞

毒性作用减弱从而诱发致死性噬血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IH）或爆发性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FIM），死亡率极高。 

Beckwith-Wiedemann 综合征 

Beckwith-Wiedemann 综合征是一种先天过度生长的疾病，患者一般在出生

前就已有可能发生过度生长的情形，出生之后可能发生新生儿低血糖，并伴

随有巨舌、内脏肿大、半边肥大等病症，耳朵上会出现特殊的折痕及小凹陷。

其发生率为 1/13700，经人工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比例较高。 

家族聚集性肺癌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

一。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长期大量吸烟与肺癌的

发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已有的研究证明：长期大量吸烟者患肺癌的概率是

不吸烟者的 10～20 倍，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几率越高。此外，

吸烟不仅直接影响本人的身体健康，还对周围人群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导

致被动吸烟者肺癌患病率明显增加。城市居民肺癌的发病率比农村高，这可

能与城市大气污染和烟尘中含有致癌物质有关 

家族聚集性睾丸癌 睾丸肿瘤是泌尿外科中常见的肿瘤之一。它几乎都是恶性的，发病年龄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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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峰：婴儿期以卵黄囊瘤（婴儿型胚胎性瘤）为多；20～40 岁间可见各

类型睾丸肿瘤，但仍以精原细胞瘤为多，70 岁以后主要为精原细胞瘤。其

病因尚不明了，目前认为其发病与遗传和后天因素均有关系。其中与隐睾关

系最密切，隐睾发生肿瘤的机会比正常人大 10～14 倍，腹腔内隐睾比腹股

沟更高，而睾丸固定术并不降低恶性变的发病率，但可使肿瘤更易被发现。 

家族聚集性胰腺癌 

家族性胰腺癌（familial pancreatic cancer；FPC）是已经确定的遗传肿瘤综

合征，约占所有胰腺癌的 3%左右，由于其发生存在垂直关系，一般认为是

常染色显性遗传。对于家族性胰腺癌的临床诊断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

专家将其定义为在一个家族不存在其他恶性遗传性肿瘤的情况下，出现 2

个或者 2 个以上的家族成员发生有病理依据的胰腺癌。 

carney 综合征 

Carney 综合征（Carney complex, CNC）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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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内分泌肿瘤和皮肤、心脏累及是本病的基

本特点。目前已经证实，PRKAR1A 基因与 CNC 的发病有关，又称为 CNC1

基因。该基因位于 17q22-24，编码蛋白激酶 A（P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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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 综合症 

Bloom 综合症即“面部红斑侏儒综合征”，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Bloom 综合

症是一种典型的“染色体断裂综合征”，一个隐性的 BLM 基因突变导致遗传

性的染色体断裂和重排，通过在双链 DNA.710 的突变可能打破过度异常维

修频率使整个生命的体细胞突变获得大量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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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性非甲状腺髓样癌 

家族性非甲状腺髓样癌为一种相对罕见的家族性疾病,其临床表现较 散发

病例恶性程度高,预后差。多数学者建议采取更为激进的治疗手段,且对家系

成员进行筛查。目前为止,致病基因尚未确定,可能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并伴 不完全外显性。 

Alagille 综合征 

Alagille 综合征是具有表型特征的慢性胆汁淤积的最常见原因，是一种累及

多系统的显性遗传性疾病。该综合症在 1969 年由 Alagille 等首次报道。

Alagille 综合征为先天性肝内胆管发育不良症，表现为肝脏明显肿大，显微

镜下大多数门管区无胆管，有时可见发育不良的胆管，多无明显管腔，伴有

明显的淤胆现象和门管区轻度纤维化，睾丸可见间质纤维化等。男女均可发

病，在出生后 3 个月内发生轻度黄疸，肝内胆汁淤积为本病的主要特征；严

重瘙痒，前额突出，眼与鼻的距离大，下颏小而尖；肺动脉瓣可闻及收缩期

杂音；脊椎前弓裂开，不融合，无脊柱侧突，有程度不等的智力发育迟缓；

可有睾丸发育不良。 

II 型迟发型皮肤卟啉病 

血红素合成途径中，因某种特异性酶缺乏或活性低下引起的一组卟啉代谢障

碍性疾病称为卟啉病。迟发型皮肤卟啉病是最常见的一种卟啉病，以光敏性

皮疹和皮肤脆性增加为主要特点。由于尿卟啉原脱羧酶，即血红素合成过程

中第五种酶缺乏或活性减低所致。根据尿卟啉原脱羧酶主要表达部位的不

同，迟发型皮肤卟啉病至少可分为两种类型：I 型：即散发型或获得型，仅

肝脏中的尿卟啉原脱羧酶活性下降；II 型：即遗传型，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所有组织中尿卟啉原脱羧酶活性均下降。I 型与 II 型发病率之比为 3：1～4：

1。多见于 20～60 岁成人，男性多于女性，春夏加重，秋冬缓解。皮疹为轻

到中度的光敏性皮疹，发生于暴露部位，尤其是手背、前臂、面、耳、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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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背、上胸等处，表现为无红晕的水疱和大疱，疱液澄清或血性，破溃后遗

留糜烂、结痂或浅溃疡，愈后留瘢痕、粟丘疹、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受累

部位皮肤脆性增加，尤其是手和腕，轻微外伤即可导致多发无痛性红色糜烂

面。Dean 征阳性（即用指甲可刮去受累部位皮肤）。约 10%患者可出现硬

皮病样损害，表现为暴露部位散在蜡黄至白色硬斑块。1/3 患者有面部多毛。

头皮可出现瘢痕性脱发。可伴有白内障、巩膜溃疡等眼部损害。尿呈暗红色。

患者常有肝病和饮酒史。部分患者伴有糖尿病。 

局灶性非表皮松解性掌跖角化

病 

掌跖角化症(Palmoplantar Keratoderma, PPK) 是一种常见遗传性皮肤疾病，

特征是在手掌和脚底出现过度角质化。依据手掌和脚底的角质化状况分为

弥漫型(diffuse), 局部病灶型(focal), 和点状(punctuate)三型；若依解剖学可

再进一步分为表皮分解性 ( epidermolytic PPK，EPPK)和非表皮分解性

(nonepidermolytic PPK，NEPPK)的皮肤过度角质化。上述的皆为单纯型的

皮肤过度角质化症(Simple keratodermas)，其角质化的表现仅出现在掌跖皮

肤上，而复杂型的皮肤过度角质化症(Complexs keratodermas)，则会在非掌

跖皮肤、头发、牙齿、指甲或汗腺等处出现角质化现象。 

Wiskott-Aldrich 综合征 

Wiskott-Aldrich 综合征为隐性伴性遗传性疾病。只发生于男性儿童。研究发

现淋巴细胞和血小板细胞膜的骨架发生异常。皮肤呈湿疹样改变，多发生于

头、面及肢体曲侧，类似特应性皮炎或脂溢性皮炎；黑便；反复性感染；肝

脾肿大；10%合并有恶性淋巴瘤；实验室检查血小板减少，IgM 降低，IgA、

IgE 增高，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大多于 10 岁前死亡。 

Diamond-Blackfan 贫血 

Diamond-Blackfan 贫血(Diamond-Blackfan anemia,DBA)即先天性纯红细胞

再生障碍性贫血。先天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偶见于同胞兄妹中，提示先天性

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遗传性疾病。仅不足 10%患者有家族史 其余多数患者呈

散发性。1/3 患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其余为隐性遗传。先天性纯红再障

（diamond-blackfan 贫血）90%于初生到 1 岁内起病，罕有 2 岁以后发病者，

遗传规律尚不清，有家族性。患儿生长发育迟缓，少数也有轻度先天性畸形，

如拇指畸形，其和 Fanconi 贫血不同，很少伴发恶性疾病。急性获得性纯红

再障在慢性溶血性贫血的病程中发生病毒感染，特别是人类微小病毒

（parvovirus）B19 感染，可选择性抑制红系祖细胞，发生急性纯红再障，

又称溶血性贫血的再生障碍性危象；某些病例在病毒感染后发生造血功能暂

时停顿，导致全血细胞减少，骨髓中出现巨原红细胞，又称急性造血停滞。

慢性获得性纯红再障主要见于成人。50%患者伴有胸腺瘤，仅 5%胸腺瘤患

者有纯红再障；这些胸腺瘤多数系良性，70%为纺锤细胞型，少数为恶性；

女性多见（女∶男为 3～4．5∶1）。 

Kostmann 综合征 

Kostmann 综合征即婴儿遗传性粒细胞减少症或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多数认为由于细胞外因素引起骨髓成熟障碍,在骨髓细

胞培养液中加入正常血清或半胱氨酸可促使细胞成熟,提示本缺陷在于不能

利用含硫氨基酸,临床表现为反复感染,本病预后差。  

McCune-Albright 综合症 

McCune-Albright Syndrome（MAS）又称为多发性骨纤维发育不良伴性早熟

综合征，以皮肤咖啡斑、性早熟、多发性骨纤维发育不良为特点。临床上较

为少见，该病呈散发性, 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McCune-Albright 综合

征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下列三联征: ①一个或多个内分泌腺增生或腺瘤引起的

自主性功能亢进。最常见的是卵巢出现自主性的功能性滤泡囊肿, 从而出现

性激素活动, 但无促性腺活动,无排卵,导致非 GnRH 依赖性性早熟症,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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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二性征早发育、月经早来潮、性征变化和阴道出血时发时止,无排卵。

骨骺提早成熟。血雌激素水平增高而促性腺激素水平低下, 雌激素水平的波

动常与卵泡功能的自主性变化一致, GnRH 刺激试验 LH 反应低下。但长期

的高性激素状态则可诱发真性性早熟。其他内分泌腺的病变还可引起甲状腺

功能亢进、皮质醇增多症、巨人症、肢端肥大症或高泌乳素血症等。②多发

性骨纤维异样增殖。多累及颅面骨和长骨,呈偏侧性不对称分布,伴有面部不

对称,常表现为局部疼痛和骨骼畸形,年幼时易发生病理性骨折,成年后减少。

有时骨骼增殖可造成局部压迫症状,如颅骨病灶压迫附近神经造成失明、失

聪,压迫垂体造成内分泌功能障碍。③边缘不规则的皮肤咖啡色素斑。不一

定在出生时就出现,且多发于骨病灶的同侧,很少超越中线。 

Nijmegen 断裂综合征 

Nijmegen 断裂综合征（NBS）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表

现为高辐射敏感性、免疫缺陷、发育不良、早衰、肿瘤易感性、小头畸形等。

Nijmegen 断裂综合征有时可有智力发育停滞，但无共济失调和毛细血管扩

张。 

先天性角化不全症 

先天性角化不全综合征，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50%发生在近亲婚配的子女

中。表现：皮肤色素过度沉着，在出生时即可出现，随年龄增长加重。呈现

不规则网状棕色色素沉着，伴斑状色素脱失的皮肤萎缩。掌、跖角化过度及

多汗。可有大疱及毛细血管扩张。唇、口、肛门、尿道黏膜及结膜可见恶变

前的白斑。眼睑炎，睑外翻，鼻泪管堵塞及流泪。指甲发育不全，可进展到

无指甲。龋齿，牙齿排列不整齐。毛发稀少而细，偶见早白。全血细胞减少。

骨小梁粗糙，骨质疏松脆弱。睾丸发育不良。食管部分狭窄伴吞咽困难。偶

见智力低下，偶见肝硬化。白斑出现时宜切除。 

囊性纤维化 

囊性纤维化是一种遗传性外分泌腺疾病，主要影响胃肠道和呼吸系统，通常

具有慢性梗阻性肺部病变、胰腺外分泌功能不良和汗液电解质异常升高的特

征。囊性纤维化是由位于第 7 对染色体 CF 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隐性遗

传病。病人是纯合子，其双亲是杂合子。病人的同胞中半数可带有隐性基因，

而 1/4 可得病。一般带有隐性基因的杂合子占新生儿的 2%～5%，2000～2500

个新生儿中有一个患此病。囊性纤维化外分泌腺机能障碍的发病机理尚不清

楚。研究显示，患者的上皮细胞氯离子通道调节有缺陷，呼吸道黏膜上皮的

水、电解质跨膜转运有障碍，黏液腺分泌物中酸性糖蛋白含量增加，改变了

黏液流变学的特性，可能为分泌物变黏稠的原因。 

家族聚集性神经母细胞瘤 

神经母细胞瘤是儿童最常见的颅外肿瘤，是婴幼儿最常见的肿瘤。有将近一

半的神经母细胞瘤发生在 2 岁以内的婴幼儿。神经母细胞瘤约占 6-10%的儿

童肿瘤，15%的儿童肿瘤死亡率。对于 4 岁以下儿童，每一百万人口的死亡

率为 10；对于 4-9 岁儿童，每一百万人口的死亡率为 4 例。神经母细胞瘤

属于神经内分泌性肿瘤，可以起源于交感神经系统的任意神经脊部位。其最

常见的发生部位是肾上腺，但也可以发生在颈部、胸部、腹部以及盆腔的神

经组织。目前已知有少数几种人类肿瘤，可自发性地从未分化的恶性肿瘤退

变为完全良性肿瘤。神经母细胞瘤就属于其中之一。 

遗传性多发性外生骨疣 

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多见于儿童至 20 岁左右青少年，男性多于女性，约

为 3：1，多数病人有阳性家族史。临床表现为可触及的骨性肿块。因骨骼

短缩及弯曲而造成骨骼畸形，关节附近的肿块常可造成关节活动受限。遗传

性多发性骨软骨瘤的病变常成对称分布，病变的数量不一，多的有超过 100

个者。典型发病部位是股骨、胫骨、腓骨的远近侧端及肱骨近侧端。位于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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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骨远侧部的发病稍少些。与单发性骨软骨瘤相比，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

更倾向于在肩胛骨、髂骨、肋骨处发病。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的最大特点

在于有骨形成的缺陷和骨骼畸形。特别是在髋部可呈双侧髋外翻及股骨近侧

端变宽。腕关节出现逐渐的尺骨偏斜、尺骨相对短缩等。 

家族性副神经节瘤 

副神经节瘤是发生在副神经节的肿瘤，一般分布与副神经节的分布相当，常

见于颈动脉体。根据起源不同分为两类：交感性副节瘤和副交感性副节瘤。

副交感性副节瘤大部分发生在颅底与颈部，以颈动脉体瘤和颈静脉球瘤常

见，此类肿瘤一般无嗜铬性；交感性副节瘤多见于腹部，发生于肾上腺髓质

的成为嗜铬细胞瘤，其他交感来源的称为肾上腺外副神经节瘤。 

家族聚集性肝腺瘤 

肝腺瘤亦称肝细胞腺瘤（HCA），是较少见的肝脏良性肿瘤。临床表现随

肿瘤大小、部位及有无并发症而不同。5%～10%无任何症状，系查体或手

术时偶然发现。约 1/3 的肝腺瘤患者有腹块及近期发生的右上腹疼痛性质可

为隐痛，并有恶心、纳差等不适；但当肿瘤发生破裂出血时，患者可出现突

发的右上腹剧痛，查体可发现腹肌紧张，局部压痛、反跳痛，严重者可有失

血性休克的表现；黄疸及发热偶见，应引起临床工作者注意的是 HCA 不仅

有破裂出血的倾向，而且还有恶变为肝细胞肝癌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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