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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奥检验介绍
博奥检验是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简称“博奥生物”)全资设立的国内领先的第

三方独立医学检验机构。目前已在北京、成都、郑州成立了检测中心，为更好地以科技造福民众，还将在全国各地投资

建设一批数量可观的医学检验所，形成第三方医学检验的全国集团化发展模式。

博奥检验已发展成为高端、特色的个体化分子诊断中心，秉承博奥生物集团优秀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

理念，以生物芯片和基因测序为基础，重点围绕出生缺陷及遗传性疾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感染

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开展个体化诊断和用药指导等临床检测服务。博奥检验坚持以高新技术研发为源动力，建立起了具

有现代化管理体系、国际化实验室标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高端特色检验医学服务机构，打造“以诊明疗”和“

以诊促疗”并示范全国的转化医学应用服务基地，促进重大疾病的预警、预防及个体化诊疗，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约 5000 平米，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生物医药园内。

检验所设有分子诊断实验室、分子与细胞遗传实验室、耳聋基因筛查实验室，开展出生缺陷及遗传病、感染

性疾病、肿瘤与心脑血管疾病分子检测。

2013 年 9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批准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等三家依托国家工程中心或卫计委重点

实验室为背景的单位作为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单位。2014 年 6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正式向个体化医

学检测试点单位授牌。

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

成都博奥独立医学实验室

成都博奥独立医学实验室暨成都分子诊断

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约4500平米，位于全国最

大的生物芯片生产基地——博奥生物产业化基

地内。

实验室设有检验科、病理科和分子诊断室

三大技术科室，开展检测服务项目800余项。

目前已经承担多项政府科研项目，还荣获了成

都市首批“院士创新工作站”。

郑州博奥医学检验所

郑州博奥医学检验所约 2200 平米，主

要以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为主。成立始初即

承担了郑州市人民政府 2014 年为群众办实

事项目——对新生儿开展遗传性耳聋基因筛

查。月处理标本能力 10000 人份。



博奥检验实力

博奥检验共拥有约12000平米的检验、运营设施，配备最先进、齐全的检验仪器设备，储备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

引进资深专家顾问团。为政府卫生计生、残联等部门和全国800多家合作医院提供各种临床检验服务达1000余项，并曾先

后承担了北京市、成都市、大连市、长治市、郑州市的耳聋基因筛查项目，已有超过67万新生儿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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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特色检测服务

分子遗传学 细胞遗传学 蛋白质组学

肿瘤与心脑血管
分子检测

个体化药物治疗基因检测★

出生缺陷及
遗传病检测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
染色体核型分析及FISH检测
染色体异常芯片检测
单基因病检测

★

★

★

★

★

★

地中海贫血检测★

主要检测技术平台

基因扩增基因芯片 荧光原位
杂交 核型分析 串联质谱蛋白电泳 流式细胞基因测序

感染性疾病检测

★

★

★

人乳头瘤病毒（HPV）分型检测
肝炎分子诊断
分枝杆菌检测
其他感染性疾病检测

★

高通量测序实验区

全自动核酸提取区样本制备区

产物分析区

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

院士团队来访



HiSeq 2500高通量测序仪

染色体核型分析仪串联质谱仪

毛细管电泳测序仪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部分高端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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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4000高通量测序仪

高标准的质量保证体系

博奥检验一贯秉承“独立公正、

准确及时、服务至诚、持续改进”质

量方针，追求零缺陷的质量目标，严

格遵守 ISO15189、CAP 等质量管理

体系及国际标准，运用先进的医学实

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全程监控，并设立

生物安全检查小组全面监督、指导实

验室生物安全工作。

合理规范的实验室布局

操作文件齐全

操作文件涵盖样本采集、
保存、运输、检验、数
据分析、报告审核发放

全过程
实验记录完整

实验记录、质控记录
完善，保证每个检测
结果实验过程的溯源

检测过程监督

实验过程双人复核，
质量专员全程监督，

确保检测无误
结果报告审核

结果专家审核，报告网络
传输，保证结果报告及时

准确送达客户手中

样本制备区

样本制备区

试剂储存
和准备区

高通量测序区

毛细管电泳测序区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实验室布局图

人流

物流

扩增产物
分析区

博奥检验实验室严格分区，

通过物理隔绝，确保生物安全与

结果准确。博奥检验旗下的 PCR

实验室，均获当地卫生局批准，

拥有高规格的实验室环境（压力

梯度、气流控制、专用样本通道、

独立单向人流通道），保障临床基

因扩增检验技术及相关应用的规

范性与准确性，杜绝 PCR 实验室

污染。



营利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7 8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单位批复

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单位授牌

北京博奥部分资质证书

获准开展临床基因扩增检验技术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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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博奥生物的发展非常关心，或亲临现场视察，或先后听取汇报，或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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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

博奥检验技术人员成建制参加

“个体化医学检测首期培训班”

2013 年 9 月 17 日，在《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

关于同意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的函》中，将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检验所和北京

博奥医学检验所三家单位作为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单

位。

2014 年 6 月，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正式举行

授牌仪式，并对三家试点单位人员进行首期培训，对

考核合格学员发放证书。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周军副局长为试点单位授牌个体化医学检测培训结业证书 博奥检验团队合影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领导、专家与首期学员合影

博奥检验运营管理培训班

第二部分

出生缺陷及遗传病检测重点项目

博奥检验定期对优秀中层管理干部开展运营管

理培训。培训班帮助后备运营管理干部提升核心能

力，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公司的整体管理水

平，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我国出生缺陷率高达 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 90 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约有 25 万例。

由于婚检率下滑和二胎政策放开出现高龄孕妇生育潮，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态势，其中染色体疾病是主要的疾病之一。

 染色体异常遗传疾病在新生儿中发病率约占 0.5%~1%。临床上以 21- 三体、18- 三体、13- 三体较为常见，患儿

多表现为智力障碍、发育迟缓、多发畸形或成年后生育障碍等，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

 仅唐氏综合征（21- 三体）一项，中国每年出生约 3-5 万唐氏儿，政府每年约需支付 80 亿元的医疗和社会救助经

费，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对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

 随着孕妇年龄增加，胎儿 21- 三体综合征患病率显著升高。

 受环境等致畸致突变因素的影响，任何一对夫妇都可能孕育 21- 三体综合征患儿。当不幸降临时，概率将变成

100% 。

 孕早期、孕中期血清学筛查高危的孕妇

 初产孕妇超过35周岁的孕妇

 35岁以下，但错过血清学筛查机会的孕妇

 有异常胎儿超声波检查结果(NT、鼻梁高度)的孕妇

 有不明原因自然流产史、畸胎史、死胎或死产史的孕妇

 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曾经分娩过先天性严重缺陷婴儿的孕妇

 胎儿为试管婴儿、习惯性流产等“珍贵儿”的孕妇

 不宜进行有创产前诊断(RH血型阴性、先兆流产、病毒携带)

 羊水过多或者过少的孕妇

 孕早期接触过可能导致胎儿先天缺陷物质的孕妇

 夫妇一方有致畸物质接触史

 孕妇本人不接受有创产前诊断，及有创产前诊断失败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是一项安全、准确、简单、快速的新型胎儿染色体疾病检测技术，通过采集孕妇静脉血，提取

游离DNA，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孕妇是否怀有染色体非整倍体胎儿进行判断。该技术既具有远高于产前筛查、基本接近

产前诊断的准确性，又具有避免胎儿宫内感染及孕妇流产的特点，并且在孕12周即可接受检测，是目前产前诊断技术体系

的补充，对于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优生优育具有重大意义。

检测优势

适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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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年龄-发病风险

表2  年龄-发病风险

无创产前
基因检测

传统产前
筛查技术

无创安全取样，无流产风险，检测准确率高于99%，
12个工作日即可拿到检测报告。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孕妇静脉血）

早期筛查结果存在20%-40%的漏检率；穿刺确诊采取侵入式取样，造成0.5%-2%的流产概率；
两次检测最快需要8周才能得到最终确诊报告，可能错过最佳流产时间。

早期筛查
（孕妇静脉血）

穿刺确诊
（羊水穿刺法或脐静脉血穿刺法）

准确 准确的产前诊断筛查手段 

无创 只抽取少量孕妇静脉血

安全 避免胎儿宫内感染及孕妇流产

早期 孕12周即可接受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无创产前
基因检测
技术优势

规范 国家卫计委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单位严格的操作流程和质量控制



药物聋突变量   0.25%（1655 例）

纯合突变          0.01%（100 例）

复合 / 双杂合   0.07%（451 例）

复合杂合         0.01%（50 例）

突变携带者      4.12%（27735 例）

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突变率 4.46%( 共筛查 672167 例，总突变携带者 29991 例）

现有的听力诊断及检查技术（如耳声发射法和听觉诱发电位法），局限于针对听力下降的检查，无法对耳聋做出早期的

预警。特别是对于因遗传基因引发的迟发型渐进性耳聋和药物性耳聋。此类新生儿在听力筛查时，有可能表现为听力正常

而漏诊，当使用氨基糖甙类药物或耳道压力骤变后，就会致聋。

新生儿常规听力筛查和遗传性耳聋基因联合检测，可实现新生儿听力的全面检测，弥补听力筛查手段的不足，使新生

儿听力缺陷的检出率大大提高。早期发现，早期干预，从而达到防残减残，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对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

的负担意义重大。

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15 16

为听力损失患儿，需在2～4周内明确诊断

预警
（对迟发型听力损失和需终生避免使用

氨基糖甙类药物的患儿进行干预）

儿保科随访

遗传咨询

进一步听力学检查

进一步听力学检查和基因诊断，遗传咨询

常规听力筛查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GJB2、SLC26A4、

GJB3、12S rRNA
四个基因9个位点）

诊疗方案：通过新生儿常规听力筛查和遗传性耳聋基因联合检测，可进行耳聋的三级预防

诊疗人群：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者

●    截止 2014 年 9 月 12 日，北京市、成都市、长治市、南通市共 67.2 万例已筛查新生儿检测数据表明：

3 万例新生儿发生耳聋基因突变，为 4.46%。其中药物性耳聋基因突变携带者 1655 例，为 2.5‰。

听力筛查（未通过）
基因筛查（未通过）

听力筛查（通过）
基因筛查（未通过）

听力筛查（通过）
基因筛查（通过）

听力筛查（通过）
基因筛查（携带者）

听力筛查（未通过）
基因筛查（通过）

听力筛查（未通过）
基因筛查（携带者）

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 后天迟发性耳聋 药物性耳聋

临床

表现

耳聋
基因

新生儿出生后听力正常，

一旦发生头部撞击、感冒

发烧等外因将极易诱发听

力下降至全聋。常见为大

前庭导水管综合征。早期

诊断防止“一巴掌打聋”。

新生儿出生后听力正常，

一旦使用氨基糖甙类药物

必将致聋。遗传特性是母

系遗传。早期诊断，防止

“一针致聋“。

GJB2 基因 GJB3 基因SLC26A4 基因 12S rRNA 基因   

常见的遗传性耳聋类型

新生儿出生后就表现为

听力障碍，常见为中重

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早

期诊断，可避免因聋致

哑。

建立健康咨询档案并随访跟踪，对其
母系家属进行基因检测和健康教育，
终身禁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避免药
物性耳聋的发生。

进行康复指导和跟踪随访，及早佩
戴助听器、人工电子耳蜗等，最大
可能避免由聋致哑。

建立健康咨询档案并随访跟踪，对家
属做好健康教育，通过生活指导，避
免和延缓耳聋发生。

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患者生活指导
(携带SLC26A4基因)

严格防止头部外伤，不参加剧烈体育活动，防止头
部倒立，尽量防止感冒，不要用力擤鼻或咳嗽；勿
用耳毒性药物，远离噪声；如果在原有基础上听力
再次发生下降，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按突发性耳聋治
疗，应用血管扩张剂、神经营养剂，必要时使用类
固醇激素。

药物性耳聋基因携带者用药指南
(携带线粒体12S rRNA基因)

为避免“一针致聋”的悲剧发生，必须终生禁用以
下抗生素 :
链霉素、卡那霉素、妥布霉素(抗普霉素)、大观霉
素、新霉素、庆大霉素、威地霉素、西索米星(紫苏
霉素、西索霉素)、小诺霉素、阿司米星、阿米卡星
(丁胺卡那霉素)、奈替米星(奈特、力确兴、诺达)、
核糖霉素、爱大(硫酸依替米星)、依克沙(硫酸异帕
米星)、小儿利宝（硫酸庆大霉素）等。

后天高频感音
神经性耳聋

新生儿出生后听力正常，

当发育至青壮年期间（

20 ～ 30 岁）时，听力

逐渐下降，直至发生重

度耳聋。



北京市、成都市、长治市、大连市、郑州市等政府先后采购博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及相

应检测仪器设备，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项目，博奥公司为技术支持单位。

合作案例

临床病例

北京市耳聋基因筛查项目

2011 年 3 月 ~10 月，北京市政府实施了“2011 年北

京市高危人群致聋基因筛查项目”，对听力残疾人开展致聋基

因筛查。在全市 2 万多聋人中检出 2970 人携带遗传性耳聋

基因，突变检出率高达 14.25%，40 岁以下聋人群体携带遗

传性致聋基因达 30.40%，儿童期（0~7 岁）受检者的基因突

变检出率高达 43%。

2012 年北京市政府将“为北京市常住人口新生儿提供自

愿免费耳聋基因筛查服务”列入为民办实事，截止 2014 年 9

月，北京市已有 54 万新生儿受益。

实施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后，能有效进一步提高检出率，

真正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预防和减少听力残疾

的发生。这种建立在遗传基因上的“健康信息”，对于家庭成

员预防耳聋残疾发生具有长远的预警和科学婚配的指导意义。

成都市耳聋基因筛查项目

2012 年 4 月 6 日，“成都市耳聋基因筛查示范应用项

目”正式启动。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应用生物芯片技

术对全市 11260 名听障高危人群开展免费耳聋基因筛查，

并以温江区、龙泉驿区、双流县 3 个区县作为预试验区，

对 3 个区县所有出生的新生儿开展免费耳聋基因筛查。

在对 24611 名新生儿的筛查中，发现 825 名耳聋基

因携带者，占 3.35%。包括 61 名药物性耳聋基因携带者，

占全部新生儿的 0.24%。根据遗传规律，其母系家族成员

中也携带此类耳聋基因，他们使用耳毒性药物后必将导致

耳聋。通过对其进行用药指导，将能有效地预防耳聋。此

外，这些药物耳聋易感基因携带者中的女孩，长大成人后，

其子女也可因此检测受益，世世代代避免“一针致聋”的

悲剧发生。

2013 年起，成都市对全市所有户籍新生儿开展免费

耳聋基因筛查。截止 2014 年 9 月，成都市已有 10 万新

生儿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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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诊疗方案：通过孕妇和配偶联合检测耳聋基因，可进行耳聋的二级预防

诊疗人群：孕前女性、孕期女性、家族成员中有耳聋病史者

中国人群常见耳聋基因突变的携带率高达 5%，正常听力的夫妇也可能是耳聋突变基因的携带者，也存在生育聋儿

的风险。事实上，每年新增的 3 万多聋儿，其父母听力多半正常。已婚待孕夫妇在生育前进行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十分

必要。

孕妇遗传性耳聋
基因检测

检测丈夫配偶

遗传咨询
产前诊断
可判断胎儿遗传性耳聋风险

未通过

通过 

未通过

通过 

发生遗传性耳聋风险低

发生遗传性耳聋风险低

在 301 医院，一对曾生育聋儿的听力正常夫妇，怀第

二胎后进行了孕期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胎儿是耳聋基因

杂合突变。孩子出生后听力正常。

在同仁医院，某孕妇接受了孕妇遗传性耳聋

基因检测，结果显示该孕妇为药物性耳聋基因携

带者，可确定胎儿也为药物性耳聋基因突变携带

者，终身禁止使用氨基糖甙类药物可避免耳聋发

生。经询问，该孕妇家族中有耳聋患者。

第一胎第二胎

GJB2 基因

纯合突变

12S rRNA

药物性耳聋基因

突变携带者

12S rRNA

药物性耳聋基因

突变携带者

GJB2

基因突变

携带者

GJB2

基因突变

携带者

GJB2 基因

突变携带者

一针致聋



大连市高危人群致聋基因筛查项目

长治市耳聋基因筛查项目

染色体异常芯片检测

晶芯 ® 染色体异常检测基因芯片 500+ 是由博奥生物自主研发的国内唯一一款涵盖了最新的 GRCP( 中

华民族健康与疾病遗传资源共享平台数据库 ) 信息，用于产前筛查以及出生缺陷检测的基因芯片。该芯片采
用 CGH 探针和 SNP 探针组合设计，选用精心挑选并经过充分验证的 18 万个探针，全面覆盖染色体重要区
段，能有效地检出染色体的微缺失、微扩增和杂合性缺失。

出生缺陷

 不明原因智力障碍，学习认知能力低下
 不明原因发育迟滞
 先天多发畸形，如面容、骨骼、脏器等
存在缺陷或畸形
 不明原因生殖系统发育异常
 自闭症，伴有智力低下或其他身体畸形

优生优育

 习惯性流产、死胎和畸胎史的患者
 生育过染色体患儿的患者
 不明原因不孕不育患者
 有遗传病家族史患者

  与目前临床上常用细胞遗传学检测方法的技术对比

分析：
 与核型分析相比：基因芯片技术对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高出4-5倍，分辨率高1000倍以上，检测流程简单，检测时间

大大缩短，只需3-4天。

 与FISH相比：基因芯片技术对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高出4-5倍，可覆盖全基因组，无需定位靶向序列即可一次全面检

出染色体异常。

适用人群

检测优势

 国内唯一一款针对中国人群设计，拥有中国人群Common CNV 的参照数据库

 ISCA共识指出：基因芯片在DD/ID、ASD、MCA疾病诊断中为最优检测方法

 ACMG指南（2011）推荐：基因芯片为新生儿异常诊断的首选检测方法

 509种染色体异常疾病一次检出（100+种微观；400+种亚微观）

 覆盖4287个基因和4100个CNV变异区域，42个近着丝粒区，41个端粒区和亚端粒区

 拥有10.7万条CGH探针，5.6万条SNP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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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2 日，“大连市高危人群致聋基因筛查项目”正式启动。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应用博奥生物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系统对全市的

100020 名听力残疾人及高危人群开展了免费的耳聋基因筛查工作。

此项工作作为 2012 年大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和公开挂牌督办项目，对

有需求的听力残疾人开展致聋基因筛查，建立并完善听力残疾早期筛查、早

期诊断与早期康复相结合的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工作模式，有效控制听力障

碍的发生。

2013年4月16日，由国家、省两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和长治市政府共同组织实施的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及听力康复

救助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对3万名新生儿开展耳聋基因检测和

听力筛查，并对部分聋儿进行康复等救助。

截止2014年9月，长治市完成检测31652份，检测出耳聋基

因突变者1549人，携带率为4.89%。其中确诊药物性耳聋易感者

106例，先天性耳聋患儿（纯合突变）4例。

检出率

分辨率
检测流程
检测周期

覆盖度

基因芯片 核型分析 FISH



临床案例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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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曹某，29 岁，2007 年曾产一脑瘫男婴。2013 年 9 月再孕，

2014 年 2 月在某妇保院抽血，送博奥检验做无创产筛检测，21T、

18T 和 13T 结果均阴性。2014 年 6 月 7 日产一男婴，2.735kg，非

正常面容，双侧通贯手，呼吸急促，暂诊断新生儿湿肺入 ICU。医生

看面容和症状，怀疑可能为唐氏综合症，高度紧张。6 月 13 日再采

血，6 月 17 日发出新生儿及其母亲 500+ 染色体异常芯片检测报告。

发现新生儿 Chr12 微扩增和 Chr14 微缺失，还遗传了母亲 Chr15 的

微缺失。核型分析结果为 46,XY,21S+，无明显异常。

无创产筛检测 500+ 染色体异常芯片检测 核型分析

新生儿检测结果：

Chr12 微扩增和 Chr14、Chr15 微缺失

母亲检测结果：Chr15 的微缺失

 46,XY,21S+，无明显异常
21T、18T 和 13T 均阴性

（正常）

12 号染色体

12q24.31-q24.33

发现 9.34M 扩增，为已

知致病性变异（ISCA），

表现为发育迟缓并伴有

明显的形态特征

14 号染色体

14q32.31-q32.33

发现 4.76M 缺失，为已知

致病性变异，表现为明显的

出生后小头、高前额、内眦

赘皮、宽鼻梁、高腭穹、单

章褶、轻度或中度发育迟缓

（PMID：9192277）

15 号染色体 

15q13.2-q13.3

发现 1.59M 缺失，为已知致病性变异，表现为面部

细微的异常、中度或轻度发育迟缓或学习障碍，并

可能伴随癫痫（OMIM：612001）

新生儿检测结果 母亲检测结果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和染色体异常芯片联合的经典案例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 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

发病现状

  目前已发现超过 500 种遗传代谢病，总体患病率

高达 1:3000

  按照中国每年 1500 万新生儿计算，每年有 5000

名患儿，约每天新增 14 名遗传代谢病儿童

  遗传代谢病诊断困难，早期症状多无特异性，累及

部位和病情轻重差异很大，极易造成误诊

国外遗传代谢病筛查情况

  2007年，美国已全面普及液相串联质谱筛查技术，

而且88%的新生儿获得超过20种以上的遗传代谢病

检测。

  德国在1991年至2001年间即用液相串联质谱技术

对35万新生儿进行筛查，占出生人口的98%。

  澳大利亚从2004年起，全部采用液相串联质谱进行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串联质谱通过分析血液中40多种代谢物质，可对将近48种代谢病进行筛查。

脂肪酸氧化代谢病

（17种）

脂肪酸氧化代谢病

（15种）

有机酸代谢疾病

（16种）

遗传代谢病胎儿多数发生流产，存活的只占出生总数的 5%左右，但是此病的诊断率较高，以下高危人群应排除遗

传代谢病：

 35岁以上高龄孕妇

 曾生育过染色体病儿者

 夫妇一方为染色体易位携带者

 曾生育过唐氏综合症患儿者

对阳性样本可进行基因检测，可对疑似遗传代谢病患者进行确诊

国家卫生计生委个体化医学检测实验室，保证规范操作流程和全程质量控制

配套认证试剂，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最先进遗传代谢病检测仪器，可进行自动检测、分析结果，减少人员操作误差

 曾有多次原因不明的流产、死胎、死产者

 夫妇有先天性代谢病或生过代谢病患儿

 家族中有严重伴性遗传病者

 长期接触对孕妇、胚胎儿有害物质（如：放射线、农药）者 

适用人群

检测优势

检测项目

适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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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型地贫50% 轻型地贫25% 正常人

父携带者 母携带者

由于地贫是遗传病，目前国内外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依靠输血才能维持生命，治标不治本，属于一种“难

治但可防”的疾病。

在婚前进行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和遗传咨询，清楚了解自己及配偶的遗传背景，并且在孕前、产前做好地贫筛查和

诊断，就可以准确获知夫妇双方是否携带同型地贫基因，预测自己的儿女患地贫的概率，进而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防护

措施，从而减轻重型和中间型地贫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地贫发病的原因是患者体内的地贫突变基因导致血红蛋白异常。根据血红蛋白缺陷的位置不同分为 α地贫（甲型）和β

地贫（乙型） 。根据病情的轻重，地贫可分重型、中间型、轻型、静止型 4 个等级。

重型地贫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重型α地贫患儿全身水肿、肝脾

肿大、腹部积水，在胎儿时期或是出生不久后死亡，同时孕妇多患有妊

娠高血压综合征和产后大出血；重型β地贫出生后 3 ～ 6 个月发病，面

色苍白，腹部逐渐隆起，出现地贫特殊面容（比如头大，额头突起，两

颊突出，鼻梁低平，两眼距离增宽），需定期输血和接受除铁剂治疗，

但很少能活过 20 多岁。 

地贫携带者（轻型和静止型）并不表现出明显症状，与常人基本无

异，因而不易察觉。如果夫妇双方都是携带者，那么他们的孩子有可能

罹患重型地贫。

 地贫高发区人群，特别是婚前、孕前、孕期人群、婴幼儿                         有地贫家族遗传史的人群

 有临床典型体征和症状的疑似患者                                                          地贫筛查有异常的人群

根据地贫遗传规律 , 如果从父母那里遗传了一个或多个

不正常的地贫基因，就有可能患上地贫。

夫妇双方都是静止型或轻型地贫，他们的孩子就会有

25% 的可能是重型地贫，50% 的可能是轻型地贫，另有

25% 的可能是正常的。 

治疗方法              定期输血和药物治疗               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费用                          5 万 / 年                             30 万～ 40 万

地中海贫血在全世界的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