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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结果说明 风险评估 

1  产能营养素 碳水化合物 需求量正常  

2  产能营养素 蛋白质 需求量低  

3  产能营养素 脂肪 需求量正常  

4  维生素 维生素A 需求量正常  

5  维生素 维生素B12 需求量低  

6  维生素 叶酸 需求量低  

7  维生素 维生素C 需求量低  

8  维生素 维生素D 需求量正常  

9  维生素 维生素E 需求量正常  

10  维生素 维生素K 需求量正常  

11  矿物质 钙 需求量低  

12  矿物质 镁 需求量低  

13  矿物质 磷 需求量高  

14  矿物质 钾 需求量低  

15  矿物质 铁 需求量低  

16  矿物质 锌 需求量高  

17  矿物质 碘 需求量高  

18  矿物质 硒 需求量高  

19  其他营养素 饱和脂肪酸 需求量高  

20  其他营养素 多不饱和脂肪酸 需求量低  

21  其他营养素 番茄红素 需求量高  

22  代谢能力 酒精代谢（乙醇） 代谢能力一般  

23  代谢能力 酒精代谢（乙醛） 代谢能力一般  

24  代谢能力 咖啡因代谢 代谢能力弱  

25  代谢能力 乳糖代谢 代谢能力弱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碳水化合物需求量正常，应占能量摄入量的55%~65%，日常生活中可适当食用粗

粮。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TAS1R2 rs9701796 C/G 

研究表明TAS1R2基因的rs9701796与肥胖儿童的碳水化合物过多的摄入量有关，应该

适度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蛋白质的需求量较低，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TCF7L2 rs7903146 C/C 

研究认为TCF7L2基因可能通过影响肠胰岛素轴Wnt信号传导通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P-1）的表达或通过在胰岛β细胞的表达，或参与胰岛素的合成、加工、分泌，影

响胰岛素敏感性等方式导致糖尿病发生。根据降糖生酮以及三大产能之间的转化为原

理，此位点与蛋白质的需求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脂肪需求量正常，在日常生活中应适当补充，以免摄入过多对于心脑血管造成一

定的影响。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PPARG rs1801282 C/G 

PPARG基因定位于3p25，属于转录因子的核激素受体超家族，在脂肪细胞的分化、脂

肪细胞特异基因的表达和调节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维生素A的吸收能力正常，日常生活只需合理均衡饮食，即可保证体内正常的维

生素A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TTR rs1667255 A/C 

研究表明，该位点位于TTR基因上游，影响TTR基因表达。该基因编码甲状腺素运载蛋

白，在血浆和脑脊液中运输甲状腺激素，同时在血浆中运输维生素A等。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维生素B12的吸收能力较强，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维持体内正常维生素B12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CLYBL rs41281112 C/C 

CLYBL该基因编码的蛋白属于HpcH/HpaI醛缩酶家族、柠檬酸裂解酶亚族。人类蛋白

中的两种构型由可变剪接造成。该蛋白是线粒体苹果酸和β-甲基苹果酸合成酶，参与

维生素B12的代谢。该酶是一种苹果酸合成酶，将乙醛酸和乙酰辅酶A转化为苹果酸，

同时也是β-甲基苹果酸合成酶，将乙醛酸和丙酰辅酶转化为β-甲基苹果酸。因此该基

因与维生素B12的吸收代谢有关。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叶酸代谢酶活性较强，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维持体内正常叶酸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MTHFR rs1801133 G/G 

MTHFR为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主要作用是在叶酸代谢通路中将5,10-亚甲基四氢叶

酸转化为具有生物学功能的5-甲基四氢叶酸。rs1801133是位于第一号染色体MTHFR基

因第五个外显子上的716（677）位mRNA 上一个C/T 多态，引起MTHFR 基因编码的

蛋白质第222个氨基酸由Ala（A）变为Val（V）。研究发现，MTHFR 677位点的多态

性是影响该酶活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酶活性和热稳定性下降。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维生素C的吸收能力较强，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维持体内正常维生素C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SLC23A1 rs33972313 C/C 

机体和器官维生素C的吸收与利用需要两种依赖钠元素的维生素C转运蛋白，SLC23A1

基因编码其中一种蛋白。在该基因上已发现由不定向剪接引起的转录变异，导致编码

不同构型的蛋白质，从而影响机体对维生素C吸收和利用。 

基因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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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维生素D的吸收能力正常，保持均衡饮食和适当阳光照射即可维持体内正常维生

素D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GC rs2298849 A/G 

GC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属于白蛋白基因家族，是一种存在血清、腹水、脑脊液以及多种

细胞表面的多功能蛋白，该蛋白结合维生素D和其血浆代谢物，并且将其运输进入目

标组织。在该基因上已发现由不定向剪接引起的转录变异，导致编码不同构型的蛋白

质。研究表明，GC编码维生素D的结合蛋白，可携带维生素D，该基因的缺陷会导致

维生素D无法在机体正常运输。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维生素E的吸收能力正常，日常生活只需合理均衡饮食，即可保证体内正常的维生

素E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CYP4F2 rs2108622 C/T 

CYP4F2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细胞色素P450超家族的成员。P450细胞色素蛋白是一种

单氧酶，参与药物代谢与固醇类合成的许多催化反应。该蛋白在内质网中，启动白细

胞三烯B4（一种炎症介质）的钝化过程。该基因是P450细胞色素基因族群的一部分，

位于人类19号染色体。研究表明，该基因上的突变与维生素E和维生素K吸收代谢能力

相关。维生素K与维生素E和辅酶Q不仅在化学性质上类似，而且在生物作用上也有相

似之处，维生素K1还原时，可转变成萘生育酚，后者具有10%的维生素E生物活性和0.5%

的维生素K1活性。维生素E氧化时可转变成α-生育醌，后者无维生素E作用，却具有微

弱的维生素K样抗出血效果。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维生素K的吸收能力正常，日常生活只需合理均衡饮食，即可保证体内正常的维生

素K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CYP4F2 rs2108622 C/T 

CYP4F2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细胞色素P450超家族的成员。P450细胞色素蛋白是一种

单氧酶，参与药物代谢与固醇类合成的许多催化反应。该蛋白在内质网中，启动白细

胞三烯B4（一种炎症介质）的钝化过程。该基因是P450细胞色素基因族群的一部分，

位于人类19号染色体。研究表明，该基因上的突变与维生素E和维生素K吸收代谢能力

相关。维生素K与维生素E和辅酶Q不仅在化学性质上类似，而且在生物作用上也有相

似之处，维生素K1还原时，可转变成萘生育酚，后者具有10%的维生素E生物活性和0.5%

的维生素K1活性。维生素E氧化时可转变成α-生育醌，后者无维生素E作用，却具有微

弱的维生素K样抗出血效果。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钙吸收能力较强，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维持体内正常钙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VDR rs1544410 C/C 

通过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在VDR2基因上rs1544410位点的突变能够影响维生素D对钙

元素的吸收促进作用，影响胃肠中的钙离子的吸收来降低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从而

增加骨质疏松、心脏或神经疾病的风险。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镁的需求量较低，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维持体内正常镁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CNNM1 rs6584273 G/G 

CNNM1基因的rs6584273多态性与镁摄入量可能会影响糖尿病风险。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血清磷浓度较低，对于膳食中磷的需求较高，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补充富含磷的膳

食，必要时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通过补充剂等方式干预调理。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基因间 rs1697421 T/T 

SNP RS1697421，其位于组织非特异性碱性磷酸酶基因附近。碱性磷酸酶是一种膜结

合酶，在骨骼矿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成骨细胞中，碱性磷酸酶将焦磷酸盐水解成两

个磷酸分子，用于合成羟基磷灰石。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钾的需求量较低，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维持体内正常钾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NOS3 rs1799983 G/G 

rs1799983多态为NOS3基因第7个外显子上的894位点的G转换为T，使其编码的谷氨

酰胺被天冬氨酸取代，可能是蛋白的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影响酶的活性。部分研究表

明，该多态性位点与高血压患病风险之间也存在相关性。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血清铁浓度较高，对于膳食中铁的需求较低，保持均衡的饮食即可维持体内正常

血清铁浓度水平。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TMPRSS6 rs855791 G/G 

TMPRSS6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一个II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附着在细胞表面。在该

基因上已发现多种由不定向剪接引起的转录变异。该基因上的变异导致蛋白质无法编

码，人体内就会产生过多Hepcidin激素。正常情况下，这种激素负责控制人体不要过

量吸收铁。但是此基因突变后，尽管体内已经缺铁，却仍大量产生这种控制激素，导

致铁代谢失调 。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血清锌浓度较低，对于膳食中锌的需求较高，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补充富含锌的膳

食，必要时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通过补充剂等方式干预调理。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SLC30A3 rs11126936 G/G 

SLC30A8基因编码锌转运蛋白8（ZnT8），主要在胰岛β细胞中表达，负责把锌元素从

细胞胞质转运到细胞囊泡中。研究表明，SCL30A3基因的多态性位点会影响血清锌的

浓度。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碘含量较低，对于膳食中碘的需求较高，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补充富含碘的膳食，

必要时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通过补充剂等方式干预调理。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PDE8B rs4704397 A/A 

PDE8B（Phosphodiesterase 8B）基因编码蛋白质磷酸二酯酶8B，该基因主要在甲状

腺中表达，维持甲状腺的正常功能，在该基因rs4704397位点突变的人群，PDE8B基

因的表达受到影响，有较高的风险发生甲状腺功能减退，这类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适宜

的多摄入碘可以预防甲状腺功能减退疾病的发生。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硒含量较低，对于膳食中硒的需求较高，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补充富含硒的膳食，

必要时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通过补充剂等方式干预调理。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SELENOF rs561104 C/C 

rs561104位点和血浆硒水平在前列腺癌的死亡率方面存在明显交互作用，即病人不携

带rs561104风险基因型时，血浆硒水平越高，前列腺癌的死亡率越低。说明特定基因

型的前列腺癌患者可能通过补充摄取硒元素而降低死亡风险。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饱和脂肪酸需求量高，日常生活中可适当补充，但也不可过量，以免对身体造成

不良影响。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APOA2 rs5082 A/A 

APOA2基因的部分位点的突变（如rs5082），能够降低人体饱和脂肪酸的代谢能力，

在食用饱和脂肪酸后，体内的血脂和胆固醇水平保持在较高浓度，增加了肥胖、糖尿

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于含有这些基因型的人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是非常必要

的。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合成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较高，因此膳食需求较低，日常生活中保持均衡的饮食即

可。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FADS2 rs174575 C/C 

FADS1和FADS2基因编码的代谢酶是该生物过程中的关键酶，携带此等位基因的个体

合成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较弱。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对于膳食中番茄红素的需求较高，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补充富含番茄红素的膳食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PON1 rs662 C/C 

PON1基因产物对氧磷酶-1可以保护LDL免于氧化。携带PON1基因变体（Q192R多态性

的R等位基因，rs662）的人具有降低的对氧磷酶-1活性和更高的动脉粥样硬化风险。

每天消耗300毫升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可降低R等位基因携带者的LDL氧化，但不会

降低Q等位基因携带者的LDL氧化。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乙醇脱氢酶的活性一般，建议参考报告中的“健康建议”调整饮食方式。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ADH1B rs1229984 C/T 

ADH1B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乙醇脱氢酶家族的一员。该蛋白由同、异二聚体α、β、

γ亚基中的几个组成，并表现出高活性的乙醇氧化能力，α、β、γ三个编码亚基作为一

个基因族群和基因组片段连接，在该基因上已发现两种转录物变异编码不同的构型。

该基因位点突变将明显降低患口腔癌、喉癌的风险，也与个体酒精代谢能力相关。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一般，建议参考报告中的“健康建议”调整饮食方式。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ALDH2 rs671 A/G 

ALDH2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属于醛脱氢酶家族。在具有催化无活性形式的个体中增加

乙醛吸收导致许多类型癌症的敏感性增加。该基因编码线粒体同工酶，其具有对于乙

醛低Km的作用，并且位于线粒体基质中。选择性剪接导致多个转录物变异编码不同的

蛋白质构型。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咖啡因代谢能力较弱，建议参考报告中的“健康建议”控制咖啡因的摄入量。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CYP1A2 rs762551 C/C 

CYP1A2该基因编码细胞色素P450酶超家族的成员。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定位于内质

网，并且其表达需要一些多环芳烃（PAH）诱导，其中一些在香烟烟雾中发现。酶的

内源底物是未知的，然而它能够代谢一些致癌中间体的PAHs。该酶的其它异生底物包

括咖啡因、黄曲霉毒素B1和对乙酰氨基酚。该基因的转录物含有四个在3'非翻译区中

通过直接重复的侧接Alu序列。该基因的突变与咖啡因代谢能力相关。 

基因型分布 

 





 

您的检测结果显示 

您的乳糖代谢能力较弱，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建议参考报告中的“健康建议”

调整饮食方式。 

 

您的基因型 

基因 基因位点 基因型 

MCM6 rs4988235 G/G 

rs4988235是MCM6基因上的一个位点，但是对LCT基因起作用。人类第2号染色体上

的LCT基因负责乳糖酶的合成，成年后，该基因的活动减弱，造成乳糖不耐。通常幼

儿在4岁的时候会失去90%的乳糖消化能力。但MCM6基因的特定突变使得LCT基因在

断乳后可以继续表达，从而表现出乳糖耐受性。 

基因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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