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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1)读取测序数据，并获得遗传变异

信息；(2)变异注释：用Annovar和选自genomAD、

HGMD、Clinvar、dbSNP、HGNC的数据库对遗传变异

信息进行注释，获得变异注释文件；(3)变异筛

选：基于人群频率和是否有致病性数据支持从变

异注释文件中筛选致病性变异。本发明还涉及用

于筛选致病性变异的系统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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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读取测序数据，并获得遗传变异信息；

(2)变异注释：用注释软件和genomAD、HGMD、Clinvar、dbSNP、HGNC数据库对遗传变异信

息进行注释，获得变异注释文件；

(3)变异筛选：基于人群频率和是否有致病性数据支持从变异注释文件中筛选致病性

变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在步骤(1)之后还包括根据变异类型将遗传变异信息分

为SNP和InDel两个文件的步骤，且在步骤(2)之后还包括合并完成注释的SNP和InDel文件

的步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在步骤(2)中，用注释软件和genomAD、HGMD、Clinvar、

dbSNP、HGNC数据库进行注释是模块化、并行化进行的。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在HGNC注释之后还包括用OMIM数据库注释遗

传方式的步骤。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步骤(2)包括预先将用于注释的数据库构建为

二进制文件，然后再进行注释并获得变异注释文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所述二进制文件中存储的数据具有哈希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步骤(3)中用于筛选的人群频率的标准是在所

有人群频率数据库中，变异的频率低于0.05或为NA。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步骤(3)还包括基于表型的筛选。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步骤(3)中所述“基于是否有致病性证据支持

进行筛选”是指筛选符合HGMD中的DM和DM？划分标准的变异。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步骤(3)还包括对不符合HGMD中的DM和DM？划分标准的

变异进行进一步筛选，筛选标准是：在所有人群频率数据库中，变异频率小于0.01或为NA；

并且该变异通过SNP致病性过滤或InDel功能过滤。

11.根据权利要求1-10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步骤(3)还包括基于OMIM注释筛选符合孟德

尔遗传方式的基因所对应的变异。

12.根据权利要求1-11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步骤(4)：以报告的形式输出筛选的

致病性变异及其注释信息。

13.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系统，包括：

-变异挖掘模块：用于读取测序数据，并获得遗传变异信息；

-变异注释模块：用于对遗传变异信息进行注释，获得变异注释文件，其包括注释软件

和genomAD、HGMD、Clinvar、dbSNP、HGNC数据库；

-变异筛选模块：用于基于人群频率和是否有致病性数据支持从变异注释文件中筛选

致病性变异。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变异注释模块还包括OMIM数据库。

15.根据权利要求13或14所述的系统，还包括文件拆分整合模块，用于在注释之前将遗

传变异文件根据变异类型拆分成SNP和InDel两个文件，并将完成注释的两个文件合并以获

得最终的变异注释文件。

16.根据权利要求13-15任一项所述的系统，所述变异注释模块中的注释软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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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AD、HGMD、Clinvar、dbSNP、HGNC数据库并行运行。

17.根据权利要求14-16任一项所述的系统，所述OMIM数据库在HGNC数据库注释之后运

行。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变异注释模块中的genomAD、HGMD、Clinvar、dbSNP、

HGNC、OMIM是经过优化的二进制文件。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所述二进制文件中存储的数据具有哈希结构。

20.根据权利要求13-19任一项所述的系统，所述变异筛选模块还可以用于基于表型进

行筛选。

21.根据权利要求13-20任一项所述的系统，所述变异筛选模块还可以用于基于OMIM注

释筛选符合孟德尔遗传方式的变异。

22.根据权利要求13-21任一项所述的系统，还包括输出模块，用于以报告的形式输出

筛选的致病性变异及其注释信息。

23.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设备，包括：

存储器，被配置为存储一个或多个程序；

处理单元，耦合至所述存储器并且被配置为执行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使管理系统执行

多个动作，所述动作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12任一项所述的筛选致病性变异的方法中的步

骤。

24.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可读存储介质上存储有机器可执行指令，所述机器

可执行指令在被执行时使机器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12任一项所述的筛选致病性变异的方

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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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测序数据分析的技术领域。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

的方法以及实施该方法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循症医学迈向精准医学的时代背景下,基因组测序技术是实现复杂疾病预警、

预防、早诊和提高疗效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测序时间和成本的下降,高通量测序数据将面

临爆发式增长。但是，基因组测序数据的解读，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快速、准确的发现

基因组数据中的致病性变异，以及如何系统、全面地服务于临床疾病的诊断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

[0003] 通常，需要使用一系列分析软件,例如质量控制软件(FastQC、Trimmomatic等)、序

列比对软件(BWA、Bowtie、SOAP等)、变异判读软件(GATK、Samtools等)来分析基因组测序产

生的原始下机数据，才能获得遗传变异信息。举例而言，通过捕获测序检测到的遗传变异主

要包含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小的插入缺失(InDel)这两种变异类型。而依据不同的捕获

探针,全外显子捕获测序检测到的遗传变异的数量通常在3-5万之间。变异位点通常以VCF

文件格式存储。

[0004] 检测到遗传变异之后，还需对其进行解读。对遗传变异的解读是指对每一个遗传

变异进行多维度的信息注释，包括但不限于人群频率、蛋白序列功能预测、致病性预测、遗

传方式、是否有其致病性的文献支持等信息。目前广泛使用的变异注释软件，如Annovar

(Wang  K,Li  M,Hakonarson  H.ANNOVAR:functional  annotation  of  genetic  variants 

from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data .《Nucleic  acids  research》.2010,Vol.38,

No.16)仅支持部分信息的注释，如变异位点在基因组上的位置信息、变异对蛋白质的影响、

变异位点是否位于指定的数据库中等。然而，由于数据源有限，数据更新不及时等原因，该

类注释工具的致病性检测功能并不完善。而且，现有的变异注释软件注释效率较低，即使在

提前准备好预处理后的注释数据后，完成一套全外显子测序数据也比较耗时。此外，

Annovar是基于命令行形式的，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如医生)很难使用。

[0005] 对遗传变异进行注释之后，还需要从检测到的成千上万个遗传变异中筛选出与特

定表型或孟德尔疾病相关的致病性变异，如此才能辅助临床医生进行疾病诊断。然而，筛选

方式有许多种组合(例如，考虑哪些参数、所选择参数的截断值、筛选步骤的顺序等)，使得

高效、快速地进行筛选成为一个挑战。

[0006] 目前，对于遗传变异的注释与筛选方法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需要一种简单高效

的对遗传变异进行注释与筛选，从而检测致病性变异的方法及系统，以促进对测序数据的

下游分析，从而更好地辅助医生的临床诊断。

发明内容

[0007] 在第一个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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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读取测序数据，并获得遗传变异信息；

[0009] (2)变异注释：用注释软件和genomAD、HGMD、Clinvar、dbSNP、HGNC数据库对遗传变

异信息进行注释，获得变异注释文件；

[0010] (3)变异筛选：基于人群频率和是否有致病性数据支持从变异注释文件中筛选致

病性变异。

[0011]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适用于本发明方法的测序数据可以是根据任何高通量测序方

法获得的数据，例如通过二代测序技术和三代测序技术获得的测序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Nanopore测序、Solid测序、454测序、捕获探针测序、Hiseq2000、NextSeq、Ion  Proton等。在

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适用于本发明方法的测序数据来自捕获探针测序。

[0012]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步骤(1)可以用本领域已知的任何方法进行。举例而言，首先

使用质量控制软件，例如FastQC、Trimmomatic等对测序数据进行质控并去除噪音，以使测

序数据可用于后续分析；然后，用序列比对软件，如BWA、Bowtie、SOAP等将测序数据比对到

参考基因组上；最后用变异判读软件，如GATK、Samtools等从比对文件中查找变异位点，获

得所述测序数据的遗传变异文件。

[0013]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在步骤(1)之后还包括根据变异类

型将遗传变异信息分为SNP和InDel两个文件的步骤。

[0014]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在步骤(2)中，用注释软件和genomAD、HGMD、Clinvar、dbSNP、

HGNC数据库进行注释是模块化、并行化进行的。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HGNC注释之后还

包括用OMIM注释遗传方式的步骤。

[0015] 如本文所用，“注释软件”是指能够对变异位点进行信息注释的综合性软件。可用

于本发明方法的注释软件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包括但不限于Annovar、Oncotator、

SnpEff、VEP等。

[0016]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方法使用的注释软件是Annovar。如本文所

用，Annovar是基于命令行输入的一个注释软件，可以用来分析基因组中的遗传变异。

Annovar主要包括三种注释方法：基于基因的注释，其用于揭示变异与已知基因直接的关系

以及对其产生的功能性影响；基于区域的注释，其用于揭示变异与染色体上不同基因组特

定段的关系，例如它是否落在已知的保守性区域、组蛋白结合修饰区域等；和基于过滤的注

释，其使用各种过滤数据库从而给出该变异的一系列信息，例如在全基因组数据中的变异

频率、在孤立的或者低代表人群中的变异频率等。Annovar支持多个基因组(包括hg18、

hg19、hg38、也包括小鼠、虫等物种)，能够确定变异是否导致蛋白质编码变化以及受影响的

氨基酸,并且能够自主的选择基因定义系统(如RefSeq/UCSC/Ensemble等)。

[0017] GenomAD是一个免费的基因组突变频率数据库，目前包括123136个全外显子数据

与15496个全基因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各自不同的疾病研究项目的大样本种群测序项

目。

[0018] HGMD数据库收录已发表的人类遗传病致病突变或相关突变，是解析遗传病的金标

准数据库。HGMD为医学和临床学遗传学家、生物信息工作者、人类分子遗传学科研人员和遗

传咨询师等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库支持，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根据基因突变与疾

病表型的关联程度，HGMD数据库将所收录的突变分为五种类型：DM(Disease  causing 

mutation)-致病突变，已被证实的可导致疾病的突变；DM？-可能的致病突变，问号代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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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道很可能是致病突变，但后续研究对突变致病性提出质疑；DP(Disease-associated 

polymorphism)-与疾病/表型显著相关的突变，如果某个突变被报道与某个疾病或者表型

有显著的关联性(p<0.05)，那么这个突变被假定是有功能性的，尽管现在仍未有其直接的

功能性证据；FP(In  vitro/laboratory  or  in  vivo  functional  polymorphism)-由体内

或体外实验证明的具有功能性改变的突变，比如影响结构、基因(或基因产物)功能或表达，

尽管现在未有其疾病关联性报道；DFP(Disease-associated  polymorphism  with 

supporting  functional  evidence)-有功能性和疾病显著关联性的突变。

[0019] Clinvar是NCBI提供的与疾病相关的人类基因组变异数据库，它显示了基因型和

表型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支持证据。具体而言，Cinvar将临床表型、实证数据以及功能注

解与分析等四个方面的信息，通过专家评审，逐步形成一个标准的、可信的、稳定的遗传变

异-临床表型相关的数据库。

[0020] dbSNP是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库，其收录了SNP、短插入缺失多态性、微卫星标记和

短重复序列等数据，以及其来源、检测和验证方法、基因型信息、上下游序列、人群频率等信

息。

[0021] HGNC数据库为每一个基因提供对基因进行命名描述的基因符号以及与该基因符

号对应的ID，这些基因符号以及ID都是唯一的。由于基因命名比较复杂，在各个数据库中同

一个基因可能会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再加上基因还存在曾用名的情况，基因名的不一致可

能导致错失部分注释信息。而HGNC  ID的稳定性和唯一性则确保了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对

基因进行注释。

[0022] OMIM数据库是关于人类基因和遗传紊乱的数据库，主要聚焦于可遗传的或遗传性

的基因疾病。OMIM数据库包括所有已知的遗传病、遗传决定的性状及其基因，除了简略描述

各种疾病的临床特征、诊断、鉴别诊断、治疗与预防外，还提供已知有关致病基因的连锁关

系、染色体定位、组成结构和功能、动物模型等资料，并附有经缜密筛选的相关参考文献。

[0023] 通过使用上述数据库，本发明能够实现对遗传变异信息的全面注释。

[0024]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预先将用于注释的数据库优化构建为二进制文件，然

后再进行注释。更优选地，所述二进制文件中的数据具有哈希结构。以HGMD数据库的注释为

例：通常注释数据库以VCF文件格式存储，特点是数据量大，包括十几万至上百万条记录。如

果对每一个变异进行HGMD注释，则每次都需要读取HGMD文件，并依据位置信息遍历查找，这

在变异数目非常多的情况下非常耗时。本发明的方法对已有的HGMD注释进行了优化。具体

而言，将已有的HGMD  VCF注释文件预先读取，并将其按照染色体号、位置、ref、alt信息构建

一个具有哈希结构的二进制文件，并加载进内存。如此，每次对变异进行注释时，只需直接

读取在内存中储存的预先构建好的HGMD二进制文件，即可完成注释，而不需要进行原始

HGMD文件的读取与解析。并且，这种优化可以将各种格式储存的注释数据库统一编码成以

二进制文件形式存储的哈希数据结构，加速计算机读取，增加了各注释数据库之间的相容

性，而不必限于vcf格式。这种优化节省了注释的时间并提升了注释效率。

[0025]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如果在进行注释之前将遗传变异信息分为SNP和InDel

两个文件，则在注释之后需要合并完成注释的SNP和InDel文件，形成最终的变异注释文件。

[0026]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步骤(3)中用于筛选的人群频率的标准是在所有人群频率数

据库中，变异的频率低于0.05或为NA(即，缺失该变异的频率信息)。在人群频率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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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变异的频率为NA意味着该变异可能是新发突变，因而在数据库中尚未储存其频率信

息。本发明的方法将此类变异纳入筛选范围可以确保不遗漏新发突变(de  novo)变异，从而

提高筛选结果的准确性。

[0027]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步骤(3)还包括基于表型的筛选。例如，可以通过已知软件(如

Phenolyzer等)，根据样本的临床症状描述筛选与表型相关的基因，然后从变异注释文件中

筛选与所述基因对应的变异。这种筛选方法可以寻找与疾病/表型相关联的基因/变异，进

而提高筛选致病性变异的准确性。

[0028]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步骤(3)中所述“基于是否有致病性证据支持进行筛选”是

指筛选符合HGMD中的DM和DM？划分标准的变异。还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步骤(3)还包括对

不符合HGMD中的DM和DM？划分标准的变异进行进一步筛选，筛选标准是：在所有人群频率数

据库中，变异频率小于0.01或为NA；并且该变异通过SNP致病性过滤或InDel功能过滤。

[0029]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步骤(3)还包括基于OMIM注释筛选符合孟德尔遗传方

式的变异。在该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方法尤其适于筛选孟德尔遗传疾病的致病性变异。如

本文所用，“孟德尔遗传疾病”是指是由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疾病或病理性状，人体中只要

单个基因发生突变就足以发病的一类遗传性疾病。通常，孟德尔遗传疾病可以分为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病、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x伴性显性遗传病、x伴性隐性遗传病、Y伴性遗传病五

种。

[0030]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方法还包括步骤(4)：以报告的形式输出筛选的致病

性变异及其注释信息。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将筛选的致病性变异按照优先级分成P1

和P2两类。P1是指由临床医生最先考虑的可能与疾病相关的致病性变异，P2的优先级次之。

如果需要，还可以将变异注释文件中没有筛选的变异及其注释信息以报告附录(P3或P4)的

形式输出，供临床医生参考。

[0031] 在第二个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系统，包括：

[0032] -变异挖掘模块：用于读取测序数据，并获得遗传变异信息；

[0033] -变异注释模块：用于对遗传变异信息进行注释，获得变异注释文件，其包括注释

软件和genomAD、HGMD、Clinvar、dbSNP、HGNC数据库；

[0034] -变异筛选模块：用于基于人群频率和是否有致病性数据支持从变异注释文件中

筛选致病性变异。

[0035]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变异注释模块还包括OMIM数据库。

[0036]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筛选致病性变异的系统还包括文件拆分整合模块，

用于在注释之前将遗传变异文件根据变异类型拆分成SNP和InDel两个文件，并在注释之

后，将两个文件合并以获得最终的变异注释文件。

[0037]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变异注释模块中的注释软件与genomAD、HGMD、Clinvar、

dbSNP、HGNC数据库并行进行。优选地，在HGNC注释之后还进行OMIM注释。在一个优选的实施

方案中，注释软件是Annovar。

[0038]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变异注释模块中的genomAD、HGMD、Clinvar、dbSNP、

HGNC、OMIM是经过优化的二进制文件，优选其中数据具有哈希结构的二进制文件。

[0039]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变异筛选模块还可以用于基于表型进行筛选。在另一

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变异筛选模块还可以用于基于OMIM注释筛选符合孟德尔遗传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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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

[0040]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筛选致病性变异的系统还包括输出模块，用于以报

告的形式输出筛选的致病性变异及其注释信息。

[0041] 在第三个方面，本发明还涉及一种筛选致病性变异的设备，包括：

[0042] 存储器，被配置为存储一个或多个程序；

[0043] 处理单元，耦合至所述存储器并且被配置为执行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使管理系统

执行多个动作，所述动作包括如上所述的筛选致病性变异的方法中的步骤。

[0044] 在第四个方面，本发明还涉及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可读存储介质上存

储有机器可执行指令，所述机器可执行指令在被执行时使机器执行根据本发明的筛选致病

性变异的方法的步骤。

[0045]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公开可以是方法、设备、系统和/或计算机程序产品。计算

机程序产品可以包括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载有用于执行本公开的各个方面的计算机

可读程序指令。

[0046]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可以保持和存储由指令执行设备使用的指令的有形

设备。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例如可以是――但不限于――电存储设备、磁存储设备、光存储

设备、电磁存储设备、半导体存储设备或者上述的任意合适的组合。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

更具体的例子(非穷举的列表)包括：便携式计算机盘、硬盘、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

储器(ROM)、可擦式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或闪存)、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便携式

压缩盘只读存储器(CD-ROM)、数字多功能盘(DVD)、记忆棒、软盘、机械编码设备、例如其上

存储有指令的打孔卡或凹槽内凸起结构、以及上述的任意合适的组合。这里所使用的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不被解释为瞬时信号本身，诸如无线电波或者其他自由传播的电磁波、通

过波导或其他传输媒介传播的电磁波(例如，通过光纤电缆的光脉冲)、或者通过电线传输

的电信号。

[0047] 这里所描述的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可以从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下载到各个计算/

处理设备，或者通过网络、例如因特网、局域网、广域网和/或无线网下载到外部计算机或外

部存储设备。网络可以包括铜传输电缆、光纤传输、无线传输、路由器、防火墙、交换机、网关

计算机和/或边缘服务器。每个计算/处理设备中的网络适配卡或者网络接口从网络接收计

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并转发该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以供存储在各个计算/处理设备中的计

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

[0048] 用于执行本公开操作的计算机程序指令可以是汇编指令、指令集架构(ISA)指令、

机器指令、机器相关指令、微代码、固件指令、状态设置数据、或者以一种或多种编程语言的

任意组合编写的源代码或目标代码，该编程语言包括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诸如Python、

Smalltalk、C++等，以及常规的过程式编程语言—诸如“C”语言或类似的编程语言。计算机

可读程序指令可以完全地在用户计算机上执行、部分地在用户计算机上执行、作为一个独

立的软件包执行、部分在用户计算机上部分在远程计算机上执行、或者完全在远程计算机

或服务器上执行。在涉及远程计算机的情形中，远程计算机可以通过任意种类的网络—包

括局域网(LAN)或广域网(WAN)—连接到用户计算机，或者，可以连接到外部计算机(例如利

用因特网服务提供商来通过因特网连接)。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通过利用计算机可读程序指

令的状态信息来个性化定制电子电路，例如可编程逻辑电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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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逻辑阵列(PLA)，该电子电路可以执行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从而实现本公开的各个

方面。

[0049] 这些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可以提供给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或其它可编程数据

处理装置的处理单元，从而生产出一种机器，使得这些指令在通过计算机或其它可编程数

据处理装置的处理单元执行时，产生了实现流程图中的一个或多个方框中规定的功能/动

作的装置。也可以把这些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这些指令使

得计算机、可编程数据处理装置和/或其他设备以特定方式工作，从而，存储有指令的计算

机可读介质则包括一个制造品，其包括实现流程图中的一个或多个方框中规定的功能/动

作的各个方面的指令。

[0050]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1)综合运用多个数据库，确保对遗传变异的注释全面而准

确；(2)通过预先将注释数据库构建为二进制文件优化了注释步骤，提高了注释效率。例如，

对于一套全外显子测序数据，根据本发明的方法进行注释的时间小于10分钟，而通过未优

化的常规方法注释相同的信息则需要至少1小时；(3)现有的筛选疾病，尤其是孟德尔遗传

疾病的软件或方法，只能初步实现筛选与表型相关的基因。而进一步的变异层面的筛选，现

在还没有固定的或有效的筛选办法。通过本发明的致病性变异筛选方法能够降低遗传解读

人员的工作量，使得对每个样本的遗传解读，缩小至几个至十几个变异位点。此外，本发明

的致病性变异筛选方法还充分考虑孟德尔遗传病的致病性变异的特性，能够筛选真正的阳

性变异位点。

[0051] 以上已经描述了本公开的各实施方案，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不意欲以任何方

式限制本发明。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各实施方案以及实施方案中的具体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在不偏离所说明的各实施方案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许多修改和变更都是显而易见的。

附图说明

[0052] 图1：根据本发明的变异注释流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的示意图。

[0053] 图2：注释数据库的优化的示意图。

[0054] 图3：根据本发明的变异筛选流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的示意图。

[0055] 图4A-4B：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筛选到的致病性变异及其注释信息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以下将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57]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变异注释流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具体而言，输入测序

数据后，经过FastQC进行质控，然后用BWA进行序列比对，再用GATK查找变异位点，获得VCF

格式的遗传变异文件。然后，根据变异类型，将遗传变异文件分成SNP  VCF和InDel  VCF两个

文件，并同时对这两个文件进行注释。具体而言，一方面，用Annovar注释以下信息：

refGene、cytoBand、esp6500人群频率、1000g人群频率、致病性预测、蛋白保守性评估、可串

联重复序列注释；同时，用genomAD补充注释所有人群及亚洲人群频率；用HGMD注释变异在

HGMD中的id号，变异类别(如，DM、DM？)，变异相关疾病名称，文献报导的核苷酸变异及氨基

酸变异信息；用Clinvar注释变异在Clinvar中的id号，Clinvar中的变异分类、变异命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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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疾病，是否被Pubmed报导，是否被验证，变异位点来源等信息；用dbSNP注释变异id号；

用HGNC注释基因标准名及HGNC标注的基因id号，并且用HGNC注释完成之后，用OMIM注释基

因的OMIM  id号，相关疾病/表型的OMIM  id号，对应基因的遗传方式。

[0058] 其中，用HGMD进行注释的过程如图2所示。具体地，预先将VCF格式的HGMD的注释文

件进行读取、解析，并按照染色体号、位置、ref、alt信息构建一个哈希结构的二进制文件。

将该二进制文件加载进内存，直接对变异文件进行注释，获得已注释HGMD信息的文件。这使

得每次对变异进行注释时，不再需要进行原始HGMD文件的读取与解析，从而节省时间，提高

效率。genomAD、Clinvar、dbSNP、HGNC和OMIM的注释与此类似，也是将其先构建为哈希结构

的二进制文件，然后直接加载进内存进行注释。

[0059] 全部注释完成之后，将具有注释信息的SNP和InDel两个文件合并，形成最终的变

异注释文件，用于之后的筛选步骤。

[0060] 以变异“chr1_35227147_C>T”为例，经过上述注释步骤后，该变异的注释结果如下

表1所示：

[0061] 表1.变异“chr1_35227147_C>T”的注释结果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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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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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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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从变异注释文件中筛选致病性变异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如图3所示。具体而言，根

据样本的临床症状描述，用本地化的phenolyzer筛选高分值的与表型相关的基因，然后从

变异注释文件中筛选与所述基因对应的变异。同时，从变异注释文件中筛选在所有人群频

率数据库中，频率<0.05或为NA的变异。然后，对于与表型相关的基因对应的且频率<0.05或

为NA的变异，依次筛选其中符合HGMD的DM或DM？标准、且符合OMIM的孟德尔遗传方式的变

异，作为最高优先级的P1报告正文输出，而符合HGMD的DM或DM？标准但不符合OMIM的孟德尔

遗传方式的变异则作为P3报告附录输出。对于不符合HGMD的DM或DM？标准的变异，则进一步

基于以下标准依次进行筛选：(1)在所有人群频率数据库中，频率<0.01或为NA；(2)通过SNP

致病性过滤或InDel功能过滤；(3)符合OMIM的孟德尔遗传方式，筛选所得的变异作为第二

优先级的P2报告正文输出，其余不符合孟德尔遗传方式的变异则作为P4报告附录输出。

[0066] 发明人利用本发明的方法对一例商业样本“201712061001”进行了致病性变异筛

选。其中对35920个变异完成注释用时约6分钟，并且最终筛选到14个P1优先级的变异，7个

P2优先级的变异，17个P3优先级的变异，和119个P4优先级的变异。其中14个P1优先级的变

异及其注释信息如图4A和4B所示。

[0067] 该样本的临床表型为进行性四肢无力伴口齿不清，初步诊断可能是四肢无力或运

动神经元病。而在通过本发明筛选到的14个P1优先级的致病性变异中，SPG7基因的NM_

003119.3:c.2219A>G变异(即，变异10)发生在编码区，导致第740位的络氨酸突变为半胱氨

酸。根据HGMD数据库中的文献报道，该变异在痉挛性截瘫7型的病人中检测到，其中一篇文

献报告一位病人有散发的上运动神经元综合征症状(upper  motor  neuron  syndrome)。但

文献中未经功能实验验证该变异的致病性。本实施例中的检测患者的双侧肢体肌无力、行

走拖拽、口齿不清、四肢腱反射亢进等临床症状与痉挛性截瘫7型的表型有重叠。该变异在

正常人群中频率极低。并且，Annovar中的多个预测致病性预测软件(SIFT、Polyphen2、

Mutationtaster、Radialsvm)均预测其致病。综合以上证据，根据ACMG指南，该变异可能是

致病的。该样本检出的变异为杂合突变，因痉挛性截瘫7型的遗传方式大部分报道为常染色

体隐形遗传，少部分报道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所以不排除该变异致病或存在复合杂合变

异致病的可能性。综上，该样本患运动神经元疾病的可能性很高。以上结果表明，根据本发

明的方法可以准确、高效地筛选致病性变异。

[006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讲，本发明可以有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同等替换、

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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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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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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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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