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

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文件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0年 6月，由深圳市标准化协会批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

（HRD）评分检测技术规范》立项。本文件由深圳市标准协会提出并归口，起

草工作组由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菁良基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吉因加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成。

2、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癌症是威胁人类健康重要因素之一，随着药物开发和精准医学的不断进步，

新的靶向药物不断问世，相关的药物与基因的关联研究也不断深入。同源重组缺

陷（HRD）是新兴肿瘤治疗靶向药物 PARP抑制剂中又一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在

相关癌症中检测 HRD对临床是否采用 PARP抑制剂的治疗方案选择具有重要意

义。与 HRD阴性患者相比，HRD阳性患者对铂类以及 PARP抑制剂有更好的响

应。通过 HRD检测对临床患者分层，可精准帮助患者实现最大程度的临床获益。

HRD是临床转化热点，但检测复杂技术要求高。受到 BRCA1和 BRCA2基

因及其他同源重组修复基因（Homologous Recombinant Repair，HRR）变异，以

及 HRR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等间接机制影响。有不同方法可以用来进行 HRD 状

态评估，以 HRD score方法为例，对每个染色体上发生的基因组杂合性缺失（Loss

of Heterozygosity，LOH），端粒等位基因失平衡（Telomeric Allelic Imbalance，

TAI）和大片段迁移（Large-scale State Transitions，LST）3个指标来综合评估打

分。随着伴随药物的不断推出以及临床适应症增加，HRD检测的直接受益人群

及对应市场潜力日益增大，HRD检测已成为热门的临床应用方向。但完整意义

上的 HRD检测对基因组知识掌握，以及检测技术和应用实施都具有较高的门槛。



一是因为广义的 HRD检测涵盖内容复杂（包括 BRCA1/2，HRR，LOH，TAI，

LST，甲基化，Signature 等指标及其组合）；二是因为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最

适合用高通量测序的方法进行。

现有 HRD 检测缺乏统一标准，鉴于 HRD 检测的复杂性，亟待建立标准以

提升诊疗效果。目前，国内尚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的 HRD检

测产品，最为常用的 HRD检测技术是 HRD评分（HRD Score，又称 GIS）的方

法，并最适合基于 NGS 技术开展。但目前国内并无专门针对 HRD 评分检测技

术的标准规范，相关指南也呼吁研制合规化的检测方法/试剂。鉴于 HRD评分检

测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中的重要性，为促进较新的先进技术进一步在临床上推广

应用，急需对 HRD评分检测技术建立标准。

3、简要编制过程

2020年 5月至 8月，本文件起草工作组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和多方调

研学习，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前期准备工作：

3.1前期准备

（1） 分析整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

的相关技术要求，参考高通量测序技术（GB/T 30989—2014 高通量基因测序技

术规程、GB/T 35537—2017 高通量基因测序结果评价要求），样本采集、处理、

保存、运输等要求（GB/T 38736—2020 人类生物样本保藏伦理要求、GB/T 38576

—2020 人类血液样本采集与处理、SZDB/Z 91—2014 人类样本库建设与管理规

范、SZDB/Z 244—2017 生物样本库中人类组织样本收集、处理、运输和储存规

范、SZDB/Z 186—2016 用于高通量测序研究的人类血液样本采集、处理、运输

和储存规范），以及检测环境设备要求（GB 19489—2008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

要求、GB/T 27025—2019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等已发布的标准，

结合国内外最新 HRD检测领域研究进展、临床共识，以及国内外监管部门批准

的相关 HRD检测产品信息，对使用目标区域杂交捕获高通量基因测序方法检测

HRD评分的基本技术规程进行梳理，并且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梳理基于杂交

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要点和标准。

（2） 与业内各专家沟通探讨基于目标区域杂交捕获测序法的同源重组缺

陷（HRD）评分检测的技术规程及内容范围，专家来自肿瘤检测试剂研发方、



肿瘤检测实施方、肿瘤检测应用方，通过各方各环节深入沟通，保证检测技术标

准的适用性。

（3） 2020年 5月 5日，深圳华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标

准编制小组对目前同源重组缺陷（HRD）检测技术与产品进行调研，包括其检

测原理、样本采集、储存标准以及检测流程、结果判断标准等环节进行全面调研。

对调研资料加以整理分析，起草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

分检测技术规范标准的初步框架。

（4） 2020年 5月 15日，召开第一次标准编制工作会议，初步确定标准编

制的目的、原则和框架，并根据会议结论，起草了标准的立项书草案。

3.2标准立项

2020年 6月 5日，深圳市标准协会批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

陷（HRD）评分检测技术规范》的立项。

3.3撰写并修改标准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年 6月 8日，召开第二次标准编制工作会议，再次讨论标准编制的原

则和标准的框架内容，并根据会议结论，进行标准草案起草。

2020年 8月 31日，召开第三次标准编制工作会议，审阅标准草案。经过研

究讨论，考虑到 HRD检测的复杂性，对检测流程中的关键点进入了深入讨论。

根据会议结论，进行标准草案修改。

2020年 10月 13日，召开第四次标准编制工作会议，审阅标准草案修改稿。

主要研究讨论各条款的准确性、实用性和可维护性。经过这次讨论，编制小组根

据讨论结果进行修改，基本确定标准的内容。此外，对标准的语言与格式进行了

规范。

期间，编制小组也不断完善草案，进行内容上的更新，格式上的修改，以保

证草案的质量。

3.4提出征求意见稿 、挂网征求意见



2021年 11月，起草工作组将标准草案发送给医院、同行业公司等各单位的

专家，就草案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同时，将草案投放在网络上，广泛征

求生物、医疗等各领域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二、制标原则/依据和主要内容

1.制标原则/依据

1.1标准制定原则

本文件以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标准为基础，与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相衔接。主要对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进

行规范，旨在对不同企业及医疗机构对本检测技术进行规范和统一。

1.2标准制定依据

标准编写遵循 GB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则》的有关要求。

标准编写内容参考的相关标准包括：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规程（GB/T

30989—2014）、高通量基因测序结果评价要求（GB/T 35537—2017）、目标基

因区域捕获质量评价通（GB/T 37872—2019）、GB/T 38736—2020 人类生物样

本保藏伦理要求、GB/T 38576—2020 人类血液样本采集与处理、SZDB/Z 91—

2014 人类样本库建设与管理规范、DB32/T 4007—2021 肿瘤高通量基因测序技

术规范、SZDB/Z 244—2017 生物样本库中人类组织样本收集、处理、运输和储

存规范、SZDB/Z 186—2016 用于高通量测序研究的人类血液样本采集、处理、

运输和储存规范、GB 19489—2008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T 27025—

2019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等现行标准。

2.主要内容

2.1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相关术语

定义；

2.2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原理、试

剂与耗材、检测环境要求；



2.3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样本采集

及运输、保存要求；

2.4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标准检测

流程及结果判断要求。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依据、技术标准

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属于较新兴的检测

方法，国内外尚没有制定该方面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本项目所制定的团体标准属于首次提出。该标准作为使用目标区域杂交捕获高通

量基因测序的方法，进行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的标准技术规程，填

补该领域的空白。

研究依据、技术标准情况如下：

1.国际标准情况：

目前暂无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相关

国际标准参考。

2.国内标准情况：

目前暂无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相关

国内标准参考。

四、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无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随着伴随药物的不断推出以及临床适应症增加，HRD检测的直接受益人群

及对应市场潜力日益增大，HRD检测已成为热门的临床应用方向。在相关癌症

中检测 HRD对临床是否采用 PARP抑制剂的治疗方案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该



检测包含内容复杂，且对技术水平要求高。目前最为常用的HRD检测技术是HRD

评分（HRD Score）的方法，并最适合基于 NGS 技术开展。建立基于杂交捕获

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标准操作规程有利于促进该方法

检测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伴随着该领域研究与应用的升温，为防止由于 HRD检

测的复杂性导致检测服务产品良莠不齐的情况发生，亟需建立 HRD评分检测流

程技术标准，确保检测结果全面、准确，引导医生、患者对新技术应用的准确认

知、提升诊疗效果，利于先进的科术在临床应用的平稳有序转化。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

我国乃至国际上，目前还没有针对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

评分检测技术的相关标准。本文件参考《GB/T 30989—2014 高通量基因测序技

术规程》、《GB/T 35537—2017 高通量基因测序结果评价要求》、《GB/T 37872

—2019目标基因区域捕获质量评价通》、GB/T 38736—2020 人类生物样本保藏

伦理要求、GB/T 38576—2020 人类血液样本采集与处理、SZDB/Z 91—2014 人

类样本库建设与管理规范、DB32/T 4007—2021 肿瘤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规范、

SZDB/Z 244—2017 生物样本库中人类组织样本收集、处理、运输和储存规范、

SZDB/Z 186—2016 用于高通量测序研究的人类血液样本采集、处理、运输和储

存规范、GB 19489—2008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T 27025—2019 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等相关检测技术规范，并就 HRD研究领域多次征

集临床及检验领域专家的意见，就高通量测序技术方面频繁与业内技术同行、相

关研究和检测方法领域专家沟通交流，形成了本检测技术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基于目标区域杂交捕获高通量基因测序方法对同源重组缺陷（HRD）

评分检测的实际使用情况出发，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资料，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

和可操作性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相关的法规要求，与相关标准法规

包括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的属性

本文件属于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本文件通过审核、批准发布之后，由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本文件进行宣贯，

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建议本文件自发布 6个月之后开始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该标准基于目标区域杂交捕获高通量基因测序方法对同源重组缺陷（HRD）

评分检测的实际使用情况出发，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资料，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

和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评定达到了国际水平。


	1.制标原则/依据
	1.1标准制定原则
	1.2标准制定依据

	2.主要内容
	2.1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相关术语定义；
	2.2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原理、试剂与耗材、检测环境要求；
	2.3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样本采集及运输、保存要求；
	2.4规范了基于杂交捕获测序的同源重组缺陷（HRD）评分检测技术的标准检测流程及结果判断要求。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依据、技术标准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随着伴随药物的不断推出以及临床适应症增加，HRD检测的直接受益人群及对应市场潜力日益增大，HRD检测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九、标准的属性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