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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装前行
EmpowerTM 为您分析基因，确定罹患常见 
遗传性肿瘤的风险



研究表明，大约 5% 到 10% 的癌症可归因于遗传变异
或突变。1 在存在突变的家族中，相关癌症较为高发。
如果您对家族癌症发病率心存担忧，可考虑借助基因
检测来获取更多关于癌症风险的信息。

检测基因， 
把握健康， 
掌控人生

1. 《遗传癌症易感综合征的基因检测》，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2019 年 3 月。 请参阅： 
cancer.gov/about-cancer/causes-prevention/genetics/genetic-testing-fact-sheet

2. 美国癌症协会。 《乳腺癌发病率有多高？》 2020 年 1 月。 请参阅： 
https://www.cancer.org/cancer/breast-cancer/about/how-common-is-breast-cancer.html.

3.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SEER 癌症统计数据：前列腺癌》。 请参阅： 
https://seer.cancer.gov/statfacts/html/prost.html on March 15, 2019. 请参阅：  
https://www.cancer.org/cancer/prostate-cancer/about/key-statis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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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1/8 的女性 

约有 1/9 的男性 
一生中将罹患乳腺癌 2

一生中将罹患前列腺癌 3



了解您罹患遗传性 
肿瘤的风险
何时考虑测试
• 本人或家人在 50 岁之前罹患癌症 
• 本人或家人存在卵巢癌、男性乳腺癌或胰腺癌病史 
• 母系或父系家族癌症或肿瘤多发
• 本人存在德系犹太人血统
• 对个人或家族癌症发病率感到担忧

突变会显著增加患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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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N 肿瘤遗传/家族高风险评估临床实践指南： 乳腺、卵巢和胰腺》，版本 1.2020



借助 Empower 遗传性肿瘤测试，您可了解本人
罹患癌症的风险状况以及家族肿瘤多发的原因。
借此，您可采取提高筛查频率等预防性措施，也可
提醒家人注意患癌风险。

Empower  
为您保驾护航



BRCA1 和 BRCA2  
组合检测 
BRCA1 和 BRCA2 组合检测

基于 GYN 指南的 
组合检测   
乳腺癌、卵巢癌、子宫癌和 
林奇综合征基因

多种癌症组合检测 
最常见的基因筛查，涵盖了 
8 大癌症类型

多种癌症组合检测 
（升级版） 

包括多种癌症组合检测以及
已出现疑似症状的其他基
因筛查

Empower 可筛查多达 53 种与常见遗传性肿瘤风险增加 
相关的基因。请向您的医疗服务人员咨询可用的测试 
选项，让他们为您推荐筛选项目。我们的 Empower 多种 
癌症组合检测包括 40 种常见的基因筛查，涵盖了 8 大癌
症类型。如需查看 Empower 基因和组合检测选项的完整 
列表，请访问 natera.com/Em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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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可根据结果调整癌症筛查方法，提早发现
异常情况。

• 医生可根据结果推荐预防治疗措施，降低患癌
风险。 

• 您可提醒家人注意患癌风险并接受相关测试，
同时避免将突变遗传给下一代 1

• 您和家人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维持身体健康 2

明确结果后的 
诸多好处

1. Cragun D, Lewis C, Camperlengo L, Pal T. 《遗传性肿瘤： 遗传医学助力人口健
康的公共卫生策略示例》 医疗保健（巴塞尔）。 2016;4(1):6. 2016 年 1 月 8 日出版。 
doi：10.3390/healthcare4010006

2.  美国癌症协会。 《保持健康》。 请参阅： https://www.cancer.org/healthy.html



如何获得相关服务
只需 3 步即可完成筛检：

您的医疗服务人员预订 
Empower 遗传性肿瘤 
测试

您提供血液或唾液样本

您在 2–3 周内与医疗服 
务人员一同探讨结果

1
2
3

Blood Collectio
n Kit

COLLECTION KIT  |  BLOOD SAMPLE 

Changing the management of disease worldwide

OncologyOrgan Transplantation

Women’s Health



Empower 结果解释

测试基因中未发现可增加癌症风险的已知变异

发现突变，其可能与某些癌症类型的风险增加有关 

发现变异，但尚无足够的证据表明其与癌症风险增加
有关。VUS 状态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请将您的癌症家 
族史详细告知医疗服务人员，以便其全面了解您的个
人风险状况。

您可能拿到三种结果

阴性

阳性

意义未定变异 (VUS)





Natera 是大多数健康计划的网络内提 
供商，包括 Aetna、 Anthem、 Cigna 和 
UnitedHealthcare。名录持续增长中， 
具体请登录 natera.com/in-network- 
plans查看。对于保额不足的患者，Natera 
还提供自费价格和慈心关选项。 

针对筛检结果为阳性的患者，Natera 为
其一级亲属免费提供相关检测，不收取
额外费用。 更多详情，请访问 
natera.com/Empower。

Natera 的后续行动
Natera 提供免费的遗传信息会话，为您
答疑解惑并补充其他教育资源。 

您可随时通过 my.natera.com 访问患
者门户网站，跟踪查看个人结果。 

经济承受能力承诺

家庭测试计划



发送 EMPOWER，可详细了解该测试的更多信息

 观看一段简短的视频，详细了解 Empower 
 遗传性肿瘤测试。

发送 DRAW，可获得免费抽血服务

 拿到试剂盒后，请查找当地的抽血点或预约 
 移动抽血医生。

发送 SESSION，可获得遗传信息会话

 测试之前或之后，可与通过职业验证的遗传
 咨询师免费通话 15 分钟。 
 

发送以下关键词至 484848，获取相应的
支持服务

文中所述测试已完成开发，其性能特征由执行测试的 CLIA 认证实验室确定。 该项
测试尚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审批。 尽管 FDA 一般尚未针对美
国实验室开发的测试执行上市前审查和其他 FDA 法律要求，但根据 CLIA，实验室认
证是必要的，以确保测试的质量和有效性。 通过 CAP 认证、ISO 13485 及 CLIA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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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201 Industrial Road, Suite 410, San Carlos, CA 94070 
电话： +1 650.249.9090  |  传真： 1.650.730.2272  |  网址： natera.com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 Empower 的信息，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电话： +1 844 778 4700    
网址： natera.com/em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