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因是什么？
基因是控制身体功能的密码。有一些基因
能帮助我们预防癌症。当这类保护细胞的
基因运作出现缺陷时，可能就会提高我们
患癌的风险。这样的基因变异被称为致病
性突变。该基因突变可以在家族中遗传
（生殖系突变）或后天形成（体细胞突
变）。

体细胞基因检测是什么？
体细胞基因检测旨在查探癌细胞（肿瘤）
的基因缺陷。这类基因突变往往是经时
间后天形成的，而且仅呈现于肿瘤细胞。
因此，体细胞的基因突变不具家族遗传
风险。

体细胞基因检测和遗传性癌症基因检测
的不同

体细胞基因检测有助于找出肿瘤的基因
缺陷。医生可能也会建议您接受遗传性
癌症基因血液检测（生殖系突变），以
便确定同样的基因突变是否存在于非肿
瘤（非癌症）细胞。后者可能在家族中
遗传。

了解您的基因

体细胞基因突变不会由
父母传给孩子

遗传性癌症基因突变可
能由父母传给孩子

体细胞基因检测

医疗团队在为您进行组织切片检查或手术
后，可能会把肿瘤样本送去进行体细胞基
因检测。在某些情况下，团队也可能将早
前采集并库存的样本送检。

我是否该接受检测?

体细胞基因检测可测量您体内的肿瘤独
有的基因资料，并提供以下相关信息

 癌症诊断
 您所患癌症的整体疗后预测
 您的治疗选项

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的
体细胞基因检测
体细胞基因检测可以探测到前列腺癌及
卵巢癌的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是一
种常见的生物标志物。

出现同源重组修复缺陷的细胞无法像健
康细胞一样，自行修复脱氧核糖核酸
（ DNA）。这可导致癌症。

体内存在同源重组修复缺陷细胞的前列
腺癌及卵巢癌患者对某些治疗方案的反
应较佳，包括铂化疗或聚腺苷二磷酸核
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 inhibitor)治疗。

若您的体细胞基因检测显示您的肿瘤存
在同源重组修复缺陷，那么您或许会受
益于上述两种治疗。

健康细胞
(不存在同源重组修
复缺陷)
细胞正常生长

存在同源重组修
复缺陷的细胞
肿瘤生长

到医院看诊 数周后，您将
可获得体细胞
基因检测结果

进行组织切
片检验或手
术采集肿瘤
样本

肿瘤被送去
进行体细胞
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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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ic Genetic Testing 

Your doctor may recommend somatic 
testing to help with cancer treatment. 
Mutations detected may need to be 
confirmed by germline testing. 

Tumour sent to lab 

Somatic testing will be conducted on your 
tumour in the lab to identify certain cancer 
biomarkers. 

Treatment decisions 

Based on your somatic testing results, you 
might be eligible for certain treatments 
(e.g. PARP inhibitors)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Roadmap 
To recap,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involves several stages. 
Each stage aim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utations 
present in your tumour. Results will enable your doctor to 
best support you and your family. 

Disclaimer: This brochure is to be used as a tool to facilitate 
patient understanding only and should not be used for medical 
judgement or decision-making. Scenarios described are generic 
and may differ in different patients. 

How can I learn more about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You may speak with your treating doctor who will be able to 
discuss more about somatic testing with you. 

Do my family members need 
to be tested? 
Not at this stage. Somatic testing is only offered to individuals 
with cancer to help guide treatment. If a mutation is later found 
to be germline and inheritable, your family members may be 
offered genetic testing then.

Does a positive somatic genetic 
test result indicate that my cancer 
is inherited?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looks for mutations in tumours. Your 
doctor may recommend further germline genetic testing to 
understand if the mutation is also present in other non-tumour 
body cells (i.e. is a germline mutation and is inheritable). 

FAQs 

Download an e-copy of this brochure .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germline genetic testing, 
please contact:  
Cancer Genetics Service at 6436 8000



Understanding Your Genes 

What are genes? 
Genes contain information that determine how our body 
functions. We have genes that work to protect us from 
cancer. When there is a fault (i.e. mutation) in them, it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cancer. These gene faults can 
run in families (germline) or be acquired over a lifetime 
(somatic). 

What is somatic testing?  
Somatic testing is a type of genetic test that  looks for 
mutations in cancer/tumour cells. These mutations are 
generally acquired over time and only found in the 
cancer/tumour. Somatic mutations do not run in families 
and are not passed down.  

Your doctor may subsequently recommend germline 
genetic testing to check if these same gene changes 
are present in normal body cells, which can be passed 
down in families. This is typically a one-time blood test. 

Somatic gene  fault not 
passed down to offspring 

Clinical Visit 

Tumour 
sample 
collected 
during biopsy  
or surgery 

Germline gene fault might 
be passed down to off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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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我们预防癌症。当这类保护细胞的
基因运作出现缺陷时，可能就会提高我们
患癌的风险。这样的基因变异被称为致病
性突变。该基因突变可以在家族中遗传
（生殖系突变）或后天形成（体细胞突
变）。

体细胞基因检测是什么？
体细胞基因检测旨在查探癌细胞（肿瘤）
的基因缺陷。这类基因突变往往是经时
间后天形成的，而且仅呈现于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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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细胞基因检测有助于找出肿瘤的基因
缺陷。医生可能也会建议您接受遗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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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ic Genetic Testing 

After biopsy or surgery, your tumour sample may be 
sent for somatic testing. Archived tissues from a previ-
ous sample (if any) may be used.  

Ovarian and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with HRD have 
improved response to certain treatment types. These 
include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or poly (ADP-ri-
bose) polymerase (PARP) inhibitors. 

If your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HRD 
is present in your tumour, you may benefit from these 
treatments. 

HRD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may pick up a common identifi-
er (biomarker) seen in prostate and ovarian cancer 
called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 
(HRD). 

Cells with HRD are not able to repair their DNA like 
healthy cells do. This can lead to cancer. 

Why should I be tested
Somatic genetic testing measures the unique genetic 
profile of your tumour and may provide information 
regarding:  

•
•
•

Your cancer diagnosis 
The overall outlook of your cancer  
Your treatmen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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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采集并库存的样本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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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cells  
(no HRD)  
         Cells grow normally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matic and germline genetic 
testing? 

Presence of HRD in cells             
       Tumour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