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rizon™ 携带者筛检是一种 DNA 筛检测试，
可提供相关信息，帮助您了解您的孩子是否可
能患有某种遗传疾病

全面掌握
方能决策



携带者筛检是一种简单
的血液或唾液检测，用
于确定受检者是否为一
种或多种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或 X 染色体相关遗
传疾病的携带者。

什么是携带者筛检？ 

携带者是什么意思？
遗传疾病携带者的一对基因中有一个基因拷贝发
生了改变（或“突变”）。

• 大多数人都至少携带了四到六种不同的遗传
 疾病。
• 大多数携带者都是健康的，因为他们基因的
 其他拷贝工作正常。
• 携带者有可能孕育患有遗传疾病的孩子。



遗传疾病如何从携带者
父母遗传给孩子？

如果一名女性及其伴侣均为某种疾病的携带者，那么她
每怀孕一次，就有 25%（四分之一）的可能性生下患有
该疾病的孩子。

如果一名女性是 X 染色体相关疾病的携带者，那么她每
怀孕一次，就有 50%（二分之一）的可能性 将自己的基
因突变遗传给孩子。  如果是男孩，他将有 50% 的几率
罹患该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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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可筛检多达 274 种遗传疾病。您的医疗服务
人员将为您介绍可用的筛检选项，其中包括可通过 
Horizon 筛检的部分或所有疾病。

我们的标准一般人群组合检测 Horizon 14可筛检下列
疾病：

• α 地中海贫血
• β 血红蛋白病（包括镰状细胞病）
• 海绵状脑白质营养不良症
• 囊性纤维化
• 杜氏营养不良症/贝克尔肌肉萎缩症
• 家族性自主神经功能异常
• 脆性 X 染色体综合征
• 半乳糖血症
• 戈谢病
• 中链酰基辅酶A脱氢酶缺乏症
• 多囊性肾病、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Smith-Lemli-Opitz 综合征
•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 家族性黑蒙性白痴

Horizon 有何独特之处？
Horizon 采用新一代测序技术等最新科技，可筛检多
达 274 种遗传疾病。Horizon 的独特技术 为常见筛
检疾病提供了极其全面的筛检结果，如囊性纤维化、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脆性 X 染色体综合征等。

Horizon 可以筛检哪些
疾病？



何时进行 Horizon 携带者
筛检？
Horizon 筛检可在孕前或孕中的任何时间进行。理想情
况下，携带者筛检应在孕前进行。由此，高危夫妇可获
得最广泛的生育选择。

如何开始使用 Horizon 进
行筛检？ 
您可通过医疗服务人员获得 Horizon 提供的服务。不确
定您的医疗服务人员是否提供 Horizon？联系 Natera 了
解更多信息。

此外，您还可以免费与一名通过职业验证的遗传咨询师
进行一次咨询通话，深入了解 Horizon 的更多信息。
发送 SESSION 至 484848。

何时能拿到 Horizon 筛检
结果，其中包含哪些信息？ 
结果将在大约 2 周后返还给您的医疗服务人员。

阳性结果意味着检测到致病突变。此时务必确定您的伴
侣的携带者状况，以了解将疾病遗传给孩子的风险。

阴性结果意味着未检测到致病突变。尽管阴性结果表明
成为携带者的几率显著降低，但遗传携带者筛检无法检
测出所有致病突变。



如果您和您的伴侣均是同一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的
携带者，或者您是 X 染色体相关疾病的携带者，您可
以考虑：

 自然受孕，并接受羊膜穿刺术或绒毛膜绒毛取
样等产前检查，以确定具体情况

    体外授精 (IVF)，并接受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
（PGT-M、PGT-A）

Natera 提供频谱（PGT-M、PGT-A）测试  

 
使用非该疾病携带者捐献的精子或卵子

领养

Horizon 价格如何？
保险是否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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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natera.com/in-network-plans 
查看。

根据您所选择的组合检测以及具体保险范围，Horizon 
的费用有所不同。根据此前批准的索赔数据，达到免赔
额后，大多数患者的自付费用在 100 美元到 200 美元
之间。*

我们对待与计划妊娠相关的费用非常谨慎，力图确保每
位患者都有能力获得我们提供的高质量检测。

 

如果我是携带者，我有哪
些生育选择？ 

   *根据此前于 2019 年批准的索赔数据。患者的负债情况各有不同。



Natera 优先合作伙伴

小细胞，

大潜能

与排名第一的新生儿干细胞公司 CBR 携手，
获取特殊的 Natera 家庭储蓄 
访问 cordblood.com/natera 或   
致电 1.888.CORD BLOOD (1.888.267.3256)  

用于治疗严重的血液和免疫
系统疾病 

80+ 
疾病 

探讨未来在再生医学中可能
有所作为的应用的研究

170+ 
临床试验 

千载难逢之良机  1     
次

过程很简单！

登记 接收试剂盒 婴儿出生后
致电请求收集

您的宝宝出生后将获得一种特殊资源⸺
潜能巨大的新生儿脐带干细胞。

Natera 致力于向父母宣传脐血库，并很荣幸能与全球最大的新生干细胞库合作。



发送 HORIZON CN，可深入了解测试的更多信息
 观看一段简短的视频，了解 Horizon 先进
 的携带者筛检服务。

发送 DRAW，可获得抽血服务
 拿到试剂盒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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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测试之前或之后，安排与通过职业验证
 的遗传咨询师进行 15 分钟的免费通话。 

发送以下关键词至 484848，便可获得相
应的支持服务

这些测试由 Natera, Inc. 开发，该公司是通过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 (CLIA) 认
证的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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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未明确或批准美国实验室开发的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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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Natera, Inc.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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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Industrial Road, Suite 410 
San Carlos, CA 94070
电话：+1 650.249.9090 传真：+1 650.730.2272 
natera.com

如需获取有关费用估计或险别选项的其他信息，或想要
向销售代表咨询，请致电 +1 844.778.4700

现在即可进入 Natera 的患者信息门户网站获取服务：
my.natera.com/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