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全球唯一临床准入的耳聋基因芯片诊断方法

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8 号院 D2 座
邮编：101111
电话：010-87229999
传真：010-87229966

成都博奥独立医学实验室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开金路 888 号
邮编：611135
电话：028-82696888
传真：028-82696202

www.medlab .com.cn

郑州博奥医学检验所

地址：郑州市金水科教园区杨金路9号河南外包产业园B2-2
邮
电话：0371-86258500

编：450000



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
九项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

（微阵列芯片法）

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九项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

（微阵列芯片法）

寻找声音

——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2006年8月11日播出

“千手观音”21位演员中18位因药致聋

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之所以带给人们震撼，不仅仅是因为舞蹈

本身的华美，更在于参加这个舞蹈表演的全部都是聋哑演员。这些聋哑演员中，绝大部

分都是由药物导致的耳聋。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刘艳：一共是21位演员，12个女演员9位男演员。

记者：这里面有多少位是因为药物致聋的？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刘艳：一共有18位，18位都是因为药物致聋。在这18位聋

哑演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在2岁前后，因为发烧时使用抗生素导致的耳聋。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姜馨田：发高烧39度多，当时很小，妈妈带去医院打针，过

敏导致了耳聋。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刘艳：一岁半致聋的，是庆大霉素导致耳神经失聪。

在中国聋儿康复中心，记者了解到，我国7岁以下的聋儿中，超过30%是由药物毒

副作用导致的耳聋。

以上内容摘自《寻找声音》节目

基因突变导致药物性耳聋
早检测：一针致聋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
为什么选择博奥检验

科技创新成果奖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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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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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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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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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化医学检测试点单位







耳聋发病现状

耳聋治疗的困境
● 无药可治，听力损失不可逆

● 人工耳蜗植入价格昂贵

● 由聋至哑

● 存在再生育风险

● 药物性耳聋发病率高

预防？

全国残疾人群有8296万，其中听力残疾人群有2780万，居各类残疾之首，50%以上的耳聋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

0-6岁听障损失儿童有80万，每年新生听力障碍儿童达3万多人，若加上迟发性耳聋及药物性耳聋患者，每年新增的

听力障碍儿童可达6万多人，而新生儿携带药物性耳聋基因的，高达3‰！

我国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的聋儿多达30万人，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2～3万的速度递增。

每1000个新出生的孩子，就有1～3个是先天性听力损失。

每100个听力正常的普通人里，就有6个是耳聋基因携带者（全国有7800万人）。即使听力正常的夫妇，由于携带了

致聋基因，也面临生育聋儿的风险。

●  

●  

●  

●  

●  

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

听力 33%

多重 16%

言语 2%

视力 15% 肢体 20%

智力 7%

精神 7%

数据来自：中国听力残疾人群现状及致残原因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9（7），2008

河南省康复教育研究中心
听力有缺陷的苏某某
挠挠耳朵上的助听器

听力障碍

遗传因素
60%

综合征型耳聋

30%

X-连锁遗传
1-3%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15%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80%

线粒体遗传
<1%

感冒外伤等

细菌/病毒感染

声损伤

耳毒性药物

非综合征型耳聋

70%

环境因素
40%

耳聋缺陷 根在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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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内染色体上一段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负责记录和遗传生命信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血

脉代代相传的物质。

基因如同生命的密码，人们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决定着我们的种族、肤色、高

矮、胖瘦等特征，同时也决定着人体健康的内在因素，与人类的健康密切相关。

在所有致聋原因中，遗传因素是导致聋儿出生的主要原因，比例高达60%。



遗传性耳聋是指由于基因和染色体异常所致的耳聋，这种疾病是由父母的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及位于其中的基因）

发生了改变并传给后代引起的，是人类最常见的感觉神经系统缺陷。

遗传特点：垂直传递和终身性

不论父母单方或者双方是耳聋患者还是健康携带者，耳聋基因都会通过父母向子女遗传。

这种疾病通过常染色体隐性、常染色体显性、X-连锁遗传、线粒体遗传等方式遗传给下一代。通过对基因突变的识别

可以预防先天性耳聋出生缺陷，控制药物致聋风险，预防或者延缓耳聋的发生发展。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线粒体遗传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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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基因 相关病症
遗传学信息

突变位点 染色体位置

GJB2

SLC26A4

（PDS）

12S rRNA

GJB3

先天性重度以上感音神经耳聋

21%听力障碍者携带此基因突变

35 del G

176 del 16

235 del C

299 del AT

13q11-12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
先天或后天中度以上感音神经性耳聋

14.5%听力障碍者携带此基因突变

药物性耳聋

4.4%听力障碍者携带此基因突变

后天高频感音神经性耳聋

我国本土上克隆的第一个遗传疾病基因

1494 C>T

1555  A>G

538  C>T

线粒体DNA

母系遗传方式

1p33-p35

常染色体显性和
隐性遗传

2168 A>G

IVS 7-2  A>G

7q22-31.1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致聋基因与临床病症的对应关系

我国人群中最常见的四个耳聋基因：GJB2、SLC26A4、12S rRNA、GJB3中的9个位点，覆盖了80%以上的听力基

因突变。

 GJB2基因：
临床表现为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婴儿出生时就表现为重度以上耳聋。

 SLC26A4基因：
又称“一巴掌打聋”基因。临床表现为大前庭水管综合征，一旦患者发生头部撞击、感冒、发烧等外因将极易诱发

耳聋。

 线粒体12S rRNA基因：
又称“药物耳聋易感”基因、“一针致聋”基因。遗传特性是母系遗传，患者及其母系家族成员一旦使用氨基糖甙

类药物必将致聋。常见的氨基糖甙类药物有：链霉素、庆大霉素、卡拉霉素、阿米卡星等。

 GJB3基因：
为我国本土上第一个遗传基因，主要表现是后天高频感音神经性耳聋。

什么是遗传性耳聋

听力正常的夫妇也
有可能生育聋儿！

母亲携带药物聋基因，
其儿女均可药物致聋！

50％的概率
生育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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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高遗传性耳聋新生儿的检出率。

第一时间发现听力异常新生儿，查明病因，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极大缩短随访和确诊时间。

对于听力筛查和耳聋基因筛查都不通过者，不需要经过3个月到3年的多次随

访和复诊，可以及早采取干预和康复措施，有效避免语前聋。

 降低或避免耳聋的发生。

对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新生儿，给予生活指导，降低耳聋发生。

对药物性耳聋携带新生儿，给予用药指导，预防因药致聋。

对耳聋突变基因携带新生儿，可指导其未来婚配生育，预防后代发生耳聋。

未通过
常规听力筛查
的患儿

两种方法都
未通过筛查
的患儿

未通过
耳聋基因筛查
的患儿

新生儿

此类患儿为遗传性耳聋

此类新生儿携带遗传性耳聋基因突变，
或为药物性耳聋/迟发性耳聋高危个体

2012年国家卫生部公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显示，我国每年通过新生儿听力筛查发现的聋儿约为3.5万人，

而每年新增聋儿的实际情况确为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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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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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筛查与耳聋基因筛查联合进行

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
早期发现 早期干预

一次采血，终身受益，惠及子孙

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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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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筛查（未通过）

基因筛查（未通过）
为听力损失患儿，需在2～4周内明确诊断

听力筛查（通过）

基因筛查（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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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筛查（通过）

基因筛查（通过）
儿保科随访

听力筛查（通过）

基因筛查（携带者）
遗传咨询

听力筛查（未通过）

基因筛查（通过）
进一步听力学检查

听力筛查（未通过）

基因筛查（携带者）
进一步听力学检查和基因诊断，遗传咨询

常规听力筛查

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
（GJB2、SLC26A4、

GJB3、12S rRNA
四个基因9个位点）

临床应用

诊疗人群

诊疗方案

 新生儿

 听力筛查未通过者



基因名称

线粒体 12S rRNA  

GJB2

GJB3

SLC26A4

检测结果

野生型

纯合突变

野生型

野生型

基因名称

线粒体 12S rRNA  

GJB2

GJB3

SLC26A4

检测结果

野生型

野生型

野生型

纯合突变

基因名称

线粒体 12S rRNA  

GJB2

GJB3

SLC26A4

检测结果

野生型

均质突变

野生型

野生型

服务
流程 基因检测

结果反馈

确诊
正常         进入儿童保健管理系统听力监测

异常         遗传咨询、干预

知情同意
采血前，监护人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1

足跟采血
2

4

采血7个工作日后，报告送至

医疗机构或监护人手中

5

6

递送
血片3

部分检测结果说明

基因名称

线粒体 12S rRNA  

GJB2

GJB3

SLC26A4

检测结果

野生型

野生型

野生型

野生型

1、无位点发生突变

提示：
 此结果表明导致遗传性耳聋最常见的4个基因9个位

点均为无异常的野生型。

 遗传性耳聋的可能性被降低，环境因素致聋的可能

性增加。

2、GJB2基因纯合突变（隐性遗传）

提示：
 表明受检者为GJB2基因相关的先天性遗传性耳聋。

 受检者早期植入人工耳蜗的效果比较好。

 避免与同基因型耳聋者婚配。

 建议配偶及家族内其他成员婚育前基因检测。

基因名称

线粒体 12S rRNA  

GJB2

GJB3

SLC26A4

检测结果

杂合突变

野生型

野生型

野生型

3、GJB3基因纯合/杂合突变（显性遗传）

提示：
 表明受检者为GJB3相关的后天高频感音神经性耳聋。

4、SLC26A4基因纯合突变（隐性遗传）
提示：
 表明听力残疾人为遗传性耳聋，如受检者还存在剩

余听力，应该避免头部撞击，禁止进行激烈运动。

 避免与同基因型耳聋者婚配。

 建议配偶及家族内其他成员婚育前基因检测。

 建议进行颞骨CT验证是否为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

5、线粒体 12S rRNA基因均质突变 提示：
 表明受检者为药物性耳聋基因携带者。

 线粒体为母系遗传，受检者母亲家族存在家族遗传

史，建议相关人员及早做遗传性耳聋基因芯片检测;

 尚未耳聋的受检者应终生禁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

 受检者若为男性，则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受检者若为女性，则会遗传给下一代。

制成滤纸干血片，至少留取3

个直径10mm的圆形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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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干预措施 真实案例：
听力正常夫妇连续生育聋儿

熊某9岁，GJB2基因

235delC纯合突变导

致的遗传性耳聋。

李某某第一个女儿熊某和她的妹妹从小失聪，为了挣钱给熊某姐妹语训，夫妇俩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做小买卖。但是要

彻底解决孩子的耳聋问题，必须给孩子植入昂贵的人工耳蜗，近二十万元费用使他们退缩了。双方老人希望他们夫妇再生

一个，这样将来三个孩子可以相互照顾，夫妇俩计划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但是他们仍担心第三次怀孕会不会又生下个

聋孩子……

耳聋基因芯片的检测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

301医院研究耳聋的专家通过耳聋基因芯片检测后告诉夫妇俩，熊某姐妹的耳聋是由于父母带有GJB2耳聋基因突变造

成的，而李某某第三次怀孕后肚子里的胎儿有四分之一的耳聋可能性。如果不检测胎儿是否带有耳聋基因，那么生这个孩

子等于撞大运。夫妇俩选择了在产前给胎儿做耳聋基因芯片的专业检测，结果发现李某某所怀的胎儿是GJB2从基因携带

者，不会复制先证者即第一、二个孩子的听力损失。孩子出生后也顺利通过了新生儿的听力筛查。李某某夫妇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

（源自：CCTV10《走近科学》2010年3月8日 第67期《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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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防治感冒，不要用力擤鼻或咳嗽；勿
用耳毒性药物，远离噪声；如果在原有基因上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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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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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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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陕西汉中熊某某一家

熊某的妈妈，GJB2基因

突变携带者。怀孕5个月

时给胎儿做耳聋基因芯

片检测，结果显示胎儿

仅为携带者，不会听力

损失。孩子出生后，听

力筛查正常。



合作案例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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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携带致聋

基因，平均突变检出率高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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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为民办实事的35个

项目之一，截止2013年11月底，有35万新生儿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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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耳聋残疾的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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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3.35%。包括61名药物性耳聋易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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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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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1.  为什么要检测耳聋基因？

大约6%的正常听力夫妇携带有已知耳聋基因，他们生育耳聋

宝宝的风险非常高。通过基因筛查能提早发现携带有已知耳聋基

因的宝宝，并进行医学干预，避免宝宝听力残疾。而目前对耳聋

患儿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生下此类患儿，将会给社会和

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2. 新生儿做了普通的听力筛查还需要做遗传性
耳聋基因筛查吗？

需要。普通听力筛查能检测出部分先天性耳聋。而新生儿耳聋

基因筛查是一个补充，能筛查出一部分的先天聋、后天聋、药物聋

等。

3. 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正常），
是否意味一定不会发生耳聋的情况？

不一定。先天性听力损失中50%是由于遗传因素引起，包括本次

筛查包括了常见的耳聋基因，但没有涵盖全部的耳聋基因；其次还有

50%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即使目前耳聋基因筛查和听力筛查通过，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如发现听力异常时也应及时就医。

4. 宝宝出生时听力正常，长大后就不会出现听力
下降了吗？

不一定。如果宝宝携带有药物性/打击性致聋基因，在出生时听力

是正常的。在宝宝成长过程中，一旦服用氨基糖甙类药物（如链霉素、

庆大霉素）而导致耳聋，或此类个体只要头部受到轻微碰撞（包括耳光

），就会导致耳聋。所以无论是否进行耳聋基因筛查，或者筛查结果是

否正常，宝宝都应尽量避免使用此类药物。

5. 正常听力的人有可能生遗传性耳聋患儿吗？

中国人群常见耳聋基因突变的携带率高达3-5%，正常听力的父母如

果携带遗传性耳聋基因，也将面临生育聋儿的风险。事实上，每年新增的

3万多聋儿，其父母听力多半正常。

6. 新生儿听力损失的比例高吗？

新生儿听力损失的出生比例是1-3‰，每年新生聋儿约3万人，但是

还有许多孩子在0-11岁发生耳聋，每年实际新增聋儿达5-6万。

7. 先天性听力损失目前能治疗吗？

先天性听力损失是不可逆的，目前仍处于无药可治的状态。聋儿由

于不能感知外界的声音，还面临丧失言语能力、影响智力发育的危险。

昂贵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也只能帮助部分聋儿恢复有限的听力。

8. 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什么时候做，做了一次以
后还需要做吗？

尽早做筛查可以确定病因，判断是否会遗传给下一代。同类型的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对一个人来说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以后不需要

再做。

9. 如果做了本次筛查结果正常，是否就不会得
遗传性耳聋？

不是。目前的遗传性耳聋基因芯片只涵盖80%左右的导致遗传

性耳聋的基因。现阶段的科学研究仍无法明确一部分遗传性耳聋与

基因的关系。

10. 婚前或孕前做了耳聋基因筛查，孩子还需
要筛查吗？

如果夫妇筛查结果均正常，则孩子不需要筛查；如果筛查结

果有一方没通过，则应咨询医生，根据夫妇耳聋基因携带情况，

决定孩子是否进行耳聋基因筛查。

11. 耳聋基因检测如何进行？有风险吗？

此项筛查是没有风险的，新生儿取两滴足跟血，通过提取

血液中的DNA，然后通过仪器分析其DNA的具体情况从而获得

发生耳聋的风险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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