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

感谢您的选择和信任！

臻和于2014年在北京注册成立，现已在北京和江苏泰
州分别设有独立的医学检验所。公司致力于“改善肿
瘤患者的生存质量”，拥有强大的临床实验和生物信
息背景，研究涉及贯穿肿瘤早期筛查、用药指导、复
发进展监测整个治疗过程。

作为肿瘤精准医疗的领导者，公司设定了科学严格的
质量控制标准和流程管理体系，并由拥有资深专业背
景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团队分析患者基因变异及可
能获益的靶向药物，提供充分的参考证据，从而提高
疾病诊治和预防的效益。

肿瘤是一种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对肿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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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肿瘤发展的不同阶段涉及
不同的基因突变，不同基因突变的排列组合会导致抗
肿瘤药物的疗效差异显著。临床研究表明，同种疾
病、同一分期、同一病理类型的恶性肿瘤患者，采用
相同的治疗方案其疗效如生存期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肿瘤基因的检测可以明确基因的突变情况，精
确找到治疗的靶点，对同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
精确分类，同时评估药物疗效，为患者提供精准的个
体化用药方案。

臻和的专业团队愿意同您一起并肩作战，用科学的方
法为您保驾护航，祝愿您能早日康复！

臻和科技全体员工致

TO READERS
致读者

臻和科技以二代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为核心，从事无创肿瘤个体化精准诊疗和伴随诊断。人才
团队涵盖临床医学、生物信息学及分子生物学，在精准医疗及高通量测序行业深入多年。公司集
研发、生产、医学检验于一体，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和合作共享，提供安全、精准、全覆盖的个
体化健康指导。

尊敬的陈竞男女士 ：

报告撰写人： 向文瑾 报告审核人： 陈晓敏

本报告仅对本次标本检测负责，所列举的基因按照基因名称字母顺序排序。结果仅供医生参考。

实验室主任： 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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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LANGSHIBO
朗适博简介朗适博简介

朗适博是一款针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定制的用药指导分子检测产品。它基于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
术(NGS)，对肺癌药物相关基因突变进行检测，包括以下8个在NCCN指南中已明确提到的与非小
细胞肺癌治疗高度相关的基因。

BASIC INFORMATION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ALK、BRAF、EGFR、ERBB2、KRAS、MET、ROS1 MET ALK、RET、ROS1

突变 拷贝数变化 重排/融合

姓名： 陈竞男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42-04-04 送检日期： 2019年03月13日

样本类型： 血浆 收样日期： 2019年03月13日

患者编号： CDR170183606 样本采集日期： 2019年03月10日

临床诊断： 肺癌 样本来源部位： NA

病理报告：无

治疗史：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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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RESULTS
检测结果检测结果
检测平台:检测平台: Illumina

检测方法:检测方法: 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方法

参考基因组:参考基因组: GRCh37/hg19

检测流程概述：检测流程概述：从送检标本中提取基因组DNA或游离DNA，进行文库制备。通过探针杂交捕获目

标区域， 使用Illumina测序仪对富集后的目标区域进行序列测定。使用相关生物信息学软件对测

序结果进行分析，获得样本的变异数据。结合循证医学知识库对变异数据进行临床解读，出具报

告。

靶向用药相关基因变异检测阳性结果：
未检测到与肺癌靶向用药相关基因突变。

靶向用药相关基因变异检测阴性结果：

基因基因 检测突变位点及类型检测突变位点及类型 检测结果检测结果

ALK
p.C1156Y， p.E1210K， p.F1174V， p.F1174X， p.F1245C， p.G1123S，
p.G1202R， p.G1269A， p.I1171X， p.L1152R， p.L1196M， p.L1198F，
p.S1206Y， p.T1151dup， p.V1180L， 基因重排

阴性

BRAF p.V600E 阴性

EGFR
p.A763_Y764insFQEA， p.C797S(与p.T790M呈反式)， p.C797S(与p.T790M呈顺
式)， p.D761Y， p.G719X， p.I744_K745insKIPVAI， p.K745_E746insIPVAIK，
p.K745_E746insVPVAIK， p.L747S， p.L858R， p.L861Q， p.L861R，
p.S768I， p.T790M， p.T854A， 第19号外显子缺失， 第20号外显子插入

阴性

ERBB2 p.S310F， p.V659E， 基因扩增， 第20号外显子插入 阴性

KRAS p.G12X， p.G13X， p.Q61X 阴性

MET 基因扩增， 第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 阴性

RET 基因重排 阴性

ROS1 p.G2032R， p.S1986F， p.S1986Y， 基因重排 阴性

备注：
▪ 基因变异描述示例：“BRAF p.R719H” BRAF基因上第719号密码子变异，氨基酸由精氨酸（R）变为 组氨酸（H）。
▪ 阴性：未检测到该基因位点的敏感或耐药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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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QC
样本质控样本质控

备注：
1. 样本外观评估：包装是否完整、送达温度是否符合要求、体液或者血液类样本是否有漏液、颜色是否正常、标本是否有破损。
2. DNA提取总量：送检样本提取的DNA总量。
3. 文库总量：将原始DNA加接头后经扩增纯化得到的中间产物的总量。
4. 降解程度：通过对DNA片段降解程度进行评估。 A-D 表示片段降解程度依次升高。若样本未进行降解程度评估，则此项显示N/A。

体液、血液类样本不包括此项内容。
5. 肿瘤细胞占比评估：HE染色评估送检样本中肿瘤细胞所占的比例。如样本未进行肿瘤细胞占比评估、样本未能够满足病理HE染色评

估的送检要求（包括未浸泡福尔马林的新鲜组织；穿刺等小标本或小于0.5*0.5*0.3cm的组织；含有血凝块、粘液、脂肪的组织
等），则此项显示N/A。体液、血液类样本不包括此项内容。

6. 平均去重后测序深度与中位去重后测序深度：去除重复数据后目标区域每个碱基被测到次数的平均值和和中位值。
7. 序列回帖比率：成功比对回到参考基因组的序列数目占比。
8. 阳性参考品：在已知位点发生了突变的标准参照品，在同一实验体系中进行检测，预期这些位点都能检出为阳性结果，符合预期则

代表该实验体系质控达标。
9. 阴性参考品：在已知位点均未发生突变的标准参照品，在同一实验体系中进行检测，预期这些位点都应该检出为阴性结果，符合预

期则代表该实验体系质控达标。
10. 空白参考品：使用H2O作为标准参照品，在同一实验体系中进行检测，预期这些位点都应该检出为阴性结果，符合预期则代表该实

验体系质控达标。
11. 总体质量评估：结合以上参数进行综合评估，分为合格,警戒和不合格三个等级。当评估结果为警戒和不合格时，可能会影响此次检

测的准确性和敏感性。
12. N/A：样本不适用或未进行此项评估，则显示N/A。
13. 脑脊液：目前由于其特殊性，各项指标暂不设阈值。

血浆样本质控结果

质量参数类别质量参数类别 质量参数质量参数 数值数值 质控标准质控标准

样本外观评估 样本外观评估 正常

提取总量（ng） 24.1 >=5
DNA质量评估

文库总量（ng） 1646.7 >=500

序列回帖比率 100% >=95%

平均去重后测序深度 1334 >=1000测序质量评估

中位去重后测序深度 1390 >=1000

阳性参考品 合格 合格

阴性参考品 合格 合格参考样本质量评估

空白参考品 合格 合格

总体质量评估：通过总体质量评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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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点信息及临床注释基因位点信息及临床注释

基因 检测位点 靶向药用药相关性介绍 临床依据

第19号外显子缺失
EGFR基因第19号外显子缺失对厄洛替尼、阿法
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敏感。

FDA和CFDA批准

p.L858R
EGFR基因p.L858R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
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敏感。

FDA和CFDA批准

奥希替尼适用于治疗EGFR基因p.T790M突变的非
小细胞肺癌。

FDA批准

p.T790M
EGFR基因p.T790M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
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耐药。

NCCN指南

第20号外显子插入
EGFR第20号外显子插入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
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耐
药。

NCCN指南

p.A763_Y764insFQEA
EGFR基因20号外显子p.A763_Y764insFQEA突变
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吉
非替尼和埃克替尼敏感。

NCCN指南

p.L861Q
EGFR基因p.L861Q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
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敏感。

NCCN指南

p.L861R
EGFR基因p.L861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
洛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G719X
EGFR基因p.G719X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
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敏感。

NCCN指南

p.S768I
EGFR基因p.S768I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
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敏感。

NCCN指南

p.I744_K745insKIPVAI
EGFR基因19号外显子p.I744_K745insKIPVAI突
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吉非替尼、
阿法替尼和埃克替尼敏感。

NCCN指南

EGFR

p.K745_E746insIPVAIK
EGFR基因19号外显子p.K745_E746insIPVAIK突
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吉非替尼、
阿法替尼和埃克替尼敏感。

NCCN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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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点信息及临床注释

基因 检测位点 靶向药用药相关性介绍 临床依据

p.K745_E746insVPVAIK
EGFR基因19号外显子p.K745_E746insVPVAIK突
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吉非替尼、
阿法替尼和埃克替尼敏感。

NCCN指南

EGFR基因p.C797S和T790M顺式突变的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会对奥希替尼耐药。

临床研究

EGFR基因p.C797S和p.T790M反式突变的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会对奥希替尼耐药。

临床研究
p.C797S

EGFR基因p.C797S和p.T790M反式突变的肺腺癌
患者，可能对厄洛替尼联合奥希替尼、吉非替尼
联合奥希替尼的治疗敏感。

病例报告

p.D761Y
EGFR基因p.D761Y突变对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耐
药。

病例报告

p.L747S
EGFR基因p.L747S突变对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耐
药。

病例报告

EGFR

p.T854A
EGFR基因p.T854A突变对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耐
药。

病例报告

p.L1196M ALK基因p.L1196M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临床研究

p.C1156Y ALK基因p.C1156Y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L1152R
ALK基因p.L1152R突变对克唑替尼和色瑞替尼耐
药。

病例报告

p.F1174X
ALK基因p.F1174X突变对克唑替尼和色瑞替尼耐
药。

病例报告

p.F1174V
ALK基因p.F1174V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艾
乐替尼敏感。

病例报告

p.G1202R
ALK基因p.G1202R突变对克唑替尼、色瑞替尼、
艾乐替尼和brigatinib耐药。

临床研究

ALK

p.S1206Y ALK基因p.S1206Y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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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点信息及临床注释

基因 检测位点 靶向药用药相关性介绍 临床依据

p.G1269A ALK基因p.G1269A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I1171X
ALK基因p.I1171X突变对克唑替尼和艾乐替尼
耐药。

病例报告

p.V1180L ALK基因p.V1180L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E1210K ALK基因p.E1210K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ALK基因p.F1245C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F1245C ALK基因p.F1245C突变的肺腺癌患者对色瑞替
尼敏感。

病例报告

p.T1151dup ALK基因p.T1151dup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L1198F
ALK基因L1198F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克
唑替尼敏感。

病例报告

ALK

p.G1123S ALK基因p.G1123S突变对色瑞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G2032R ROS1基因p.G2032R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p.S1986Y ROS1基因p.S1986Y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ROS1

p.S1986F ROS1基因p.S1986F突变对克唑替尼耐药。 病例报告

MET 第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
MET基因第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可对克唑替尼
敏感。

NCCN指南

p.G12X
KRAS基因p.G12X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
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耐药。

NCCN指南

p.G13X
KRAS基因p.G13X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
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耐药。

NCCN指南KRAS

p.Q61X
KRAS基因p.Q61X突变对厄洛替尼、阿法替
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耐药。

NCCN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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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点信息及临床注释

基因 检测位点 靶向药用药相关性介绍 临床依据

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适用于治疗BRAF基因
p.V600E突变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FDA批准

BRAF p.V600E
BRAF基因p.V600E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
以从达拉非尼和维罗非尼治疗中获益。

NCCN指南

第20号外显子插入
T-DM1、阿法替尼和曲妥珠单抗可能适用于
ERBB2基因第20号外显子插入的非小细胞肺
癌。

NCCN指南

p.V659E
ERBB2基因p.V659E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可能对T-DM1敏感。

NCCN指南
ERBB2

p.S310F
ERBB2基因p.S310F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可能对T-DM1敏感。

NCCN指南

MET基因扩增可能会导致对厄洛替尼、阿法替
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耐药。

NCCN指南

MET 基因扩增
高水平的MET基因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
克唑替尼敏感。

NCCN指南

ERBB2 基因扩增
ERBB2基因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能对厄
洛替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
希替尼耐药。

NCCN指南

ALK 基因重排
克唑替尼、色瑞替尼、艾乐替尼、brigatinib
适用于ALK基因重排的非小细胞肺癌。

FDA批准

克唑替尼可适用于ROS1基因重排的非小细胞
肺癌。

FDA批准

ROS1 基因重排
色瑞替尼可作为ROS1基因重排的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一线的治疗选择。

NCCN指南

RET 基因重排
卡博替尼和凡德他尼可能适用于RET基因重排
的非小细胞肺癌。

NCCN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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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注释

ALK

基因注释

ALK是编码间变性淋巴瘤激酶的基因，含有29个外显子，编码1620个氨基酸，外显子20-29负责编码ALK蛋
白的胞质部分，其中就包括激酶结构域。间变性淋巴瘤激酶是胰岛素受体超家族的一个受体型酪氨酸激
酶，通过磷酸化活化下游MAPK、 PI3K/AKT、 JAK/STAT3等信号通路，影响细胞的增殖、分化、抗坏死功
能。

突变类型

ALK基因的致癌作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与其他基因形成融合基因、基因拷贝数增加以及错义突变。
ALK基因重排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适用克唑替尼、色瑞替尼、艾乐替尼、Brigatinib。
除基因融合外，根据病例报告提示，当检测到以下错义突变时（p.L1196M、p.C1156Y、p.S1206Y 、
p.G1269A、 p.V1180L、p.E1210K、p.F1245C、p.T1151dup），患者可能对克唑替尼耐药，其中
p.F1245C突变的肺腺癌患者对色瑞替尼敏感，而含有p.L1198F突变的患者可能对克唑替尼敏感。
当检测到以下错义突变时（p.L1152R、p.F1174X），患者可能对克唑替尼和色瑞替尼耐药。其中p.F1174V
突变的患者可能对艾乐替尼敏感。
含有p.G1202R突变的患者可能对克唑替尼、色瑞替尼、艾乐替尼和Brigatinib都耐药。
含有p.I1171X突变的患者可能对克唑替尼、艾乐替尼耐药。
含有p.G1123S突变的患者可能导致患者对色瑞替尼耐药。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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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注释

EGFR

基因注释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它是一
种以跨细胞膜形式存在的多功能糖蛋白。当EGFR与配体（如表皮生长因子EGF、转化生长因子αTGFα等）
结合后，会引起构象发生改变，在细胞表面形成二聚体，进而激活EGFR酪氨酸激酶活性。活化的EGFR可
以对多种不同的底物进行磷酸化从而激活下游多个信号通路，最终介导细胞分化、生存、迁移、侵袭、粘
附等一系列过程。

突变类型

EGFR突变种类非常多，主要分布在第19号外显子(约占45%)和第21号外显子(约占40%)。
含有19号外显子缺失、p.L858R、p.L861Q、p.G719X、p.S768I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阿
法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敏感，19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阿
法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敏感。
含有p.T790M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耐药，但适用奥希替
尼的治疗。
含有p.C797S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能会对奥希替尼耐药。当p.C797S和p.T790M呈反式突变时，可能
对一代和三代EGFR-TKI药物（厄洛替尼和奥希替尼、吉非替尼和奥希替尼）的联合治疗敏感。
含有p.D761Y、p.L747S、p.T854A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能对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耐药。
含有p. L861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能对厄洛替尼耐药。
含有第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耐药，其中
p.A763_Y764insFQEA是个特例，对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敏感。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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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注释

ROS1

基因注释

野生型ROS1基因位于6号染色体6q21，其编码的ROS1蛋白是含2347个氨基酸的跨模型酪氨酸激酶受体，
由酪氨酸激酶区域、跨膜区域和含N端糖基化位点的细胞外区域组成。ROS1激酶结合细胞骨架蛋白和细胞-
细胞相互作用蛋白，直接或间接介导细胞骨架蛋白磷酸化，参与正常细胞的转化过程。ROS1基因最显著的
特征在于细胞外区域由6个重复序列组成，与纤维连接蛋白具有高度同源性，在细胞黏附中有重要作用。

突变类型
克唑替尼、色瑞替尼可适用于ROS1基因重排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氨基酸位点的错义突变如p.G2032R、p.S1986Y、p.S1986F将可能导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克唑替尼耐
药。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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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注释

MET

基因注释
MET基因的全名为MNNG HOS Transforming gene，又名HGFR、c-MET，位于7号染色体。MET为原癌基
因，编码一个跨膜糖蛋白—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具有受体酪氨酸激酶活性，该激酶的过度激活引起其下
游信号途径的级联反应，最终导致细胞的转化、增殖和抵抗细胞凋亡，引起血管生成和肿瘤转移。

突变类型

高水平的MET基因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克唑替尼敏感，但MET基因扩增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对厄洛替
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耐药。
MET第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也是比较特异的一种突变类型。MET基因的这种突变将导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对克唑替尼敏感。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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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注释

RET

基因注释

RET是一个原癌基因，全名RET proto-oncogene，位于10号染色体上。RET基因编码一种受体酪氨酸激
酶，激活下游信号通路（包含RAS、MAPK、ERK、PI3K、AKT等），促进细胞的存活、迁移和生长等。作
为细胞表面分子能够转换用于细胞生长和分化的信号，此基因在神经脊发育中起重要作用，并且由于细胞
遗传学的重排原因，使RET蛋白产生致癌活性。

突变类型
目前四个RET基因的融合伴侣基因被鉴定出来，分别是KIF5B、CCDC6、TRIM33和NCOA4。卡博替尼和凡
德他尼可能适用于RET基因重排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信号通路

报告编号  /  P183641-1         姓名  /  陈竞男         页码 / 12



基因注释

KRAS

基因注释

KRAS基因全名为V-Ki-ras2 Kirsten rat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位于12号染色体，是RAS家族的
一个原癌基因。RAS属单体GTP结合蛋白，具有弱的GTP酶活性。RAS蛋白的活性状态对细胞的生长、分
化、细胞骨架、蛋白质运输和分泌等都具有影响，其活性则是通过与GTP或GDP的结合进行调节。KRAS基
因突变后，KRAS蛋白持续与GTP结合导致其保持活化状态，不再依赖上级信号的刺激，使下游的信号通路
异常活跃，从而促进细胞的生长与增殖。

突变类型

KRAS在肺癌患者中突变频率高达25%左右，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突变频率约为30%-55%。KRAS基因错义突
变主要发生于第12、13、59、61、117、146号密码子上，导致KRAS蛋白的持续活化。KRAS是EGFR信号
通路的下游，如果KRAS发生第12、13、61号密码子持续活化突变，则针对EGFR的抑制剂药物如厄洛替
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往往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无效。在肠癌中，KRAS突变的患
者不能从帕尼单抗和西妥昔单抗治疗中获益。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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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注释

ERBB2

基因注释

ERBB2（又名HER2/ NEU）是原癌基因，位于人类第17号染色体的长臂处，ERBB2编码的185kDa的细胞
膜受体HER2，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成员之一。ERBB家族包括4个膜结合受体酪氨酸激酶，其中之一即
是ERBB2，其他成员包括EGFR、ERBB3和ERBB4。HER2被认为是其他ERBB受体的优先二聚体亚基，可与
其他三种家族成员形成异源二聚体。二聚体化会引起受体胞内域酪氨酸残基的自体磷酸化，从而激活下游
多种信号通路，包括MAPK信号通路和PI3K/AKT信号通路，调节细胞的增殖、凋亡、血管发生、粘附和运
动性。该基因在肿瘤中过度表达，而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非常低。

突变类型

非小细胞肺癌里约2%患者发生ERBB2第20号外显子插入变异，突变能够引起胞外域的改变，使得HER2二
聚化和持续激活。大部分出现ERBB2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是女性、不吸烟者和腺癌患者。此类患
者可能对T-DM1、阿法替尼和曲妥珠单抗敏感。
携带p.V659E或p.S310F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能对T-DM1敏感。
另外一种ERBB2基因的突变方式是基因扩增。ERBB2基因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能对厄洛替尼、阿法
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奥希替尼耐药。曲妥珠单抗与帕妥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与拉帕替尼联合
可能适用于治疗ERBB2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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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注释

BRAF

基因注释

BRAF也被称为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致癌基因同源体B1，其编码的蛋白质称为BRAF，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
蛋白激酶，RAF激酶家族成员之一。它是一种具有生长信号传导功能的蛋白激酶，在调控MAPK/ERK信号通
路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细胞分裂、分化和迁移。在多种类型的癌症中，该基因发生突变, 进而产生变异的
BRAF蛋白，导致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BRAF基因在EGFR信号通路中担任细胞内部的第二个信号传递者。
如果BRAF基因发生突变，这条信号通路就会进入自我持续活化状态，造成细胞持续生长和增殖，并导致作
用于EGFR的药物失效。

突变类型

BRAF错义突变主要发生于结直肠癌、黑色素瘤和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约15%结直肠癌患者有BRAF基因突
变。BRAF基因错义突变主要发生于外显子15上的激活区，其中约92%位于第600号密码子（p.V600E），
突变后的活性比野生型BRAF提高约500倍，使肠癌患者对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具有耐药性。该点突变的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以从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达拉非尼和维罗非尼单药的治疗中获益。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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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TEST REPORT
基因检测报告说明基因检测报告说明

01 本次报告结果只对本次送检样本负责，请妥善保管该报告，由于个人原因
造成信息外泄，本实验室概不负责。

02 实验室已依据CAP及国内外相关技术指导准则完成技术平台验证，并通过
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相关室间质评。

03
检测报告为实验性、研究性监测，仅为受检者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参
考，不作为临床诊疗的依据。受检者请遵医嘱，不可据此自行修改治疗方
案。

04 若因采样过程中的操作失误或个人原因导致标本质检不合格，无法进行下
一步检测或结果无法分析，请重复送样。

05 对检测报告有任何疑问，请在收到结果后7个工作日内与我们联系。

06
本检测报告仅针对检测基因列表中的基因进行分析，并未涵盖其它基因及
突变位点。因此当本次检测结果为阴性时，并不能完全排除受检者带有其
它基因突变位点。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将有更全面的基因位点
检测服务应用于临床，从而更好地为广大群众及患者服务。

07 请认真阅读并遵照《知情同意书》的内容执行。

臻和精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无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88号锡东创融大厦D座4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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