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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17q12微缺失 

染色体17q12微缺失意味着人体17号染色体的q12位置的一部分已丢失或删除。如

果缺失的染色体片段包含对大脑或身体重要的基因，那么一些健康问题可能会发

生，例如：发育延迟，学习和行为困难等。这些问题的明显程度和重要性取决于

丢失的染色体数量以及缺失的位置。 
 

基因和染色体，DNA和碱基对  

我们的身体由数十亿个细胞组成。大多数细胞包含由DNA组成的数万个基因的完

整集合。基因就像一组指令一样，指导着我们的成长和发育以及我们身体的运

转。基因是在染色体上的。我们通常有46条染色体，其中23条是从我们的母亲那

里遗传的，另外的23条是从我们的父亲那里继承的，所以我们有两组“成对”的23

条染色体。 除了两个性染色体（一个女孩有两个X，一个男孩有一个X和一个Y）

之外，染色体的编号是1到22，通常是从最大到最小。每个染色体都有一条短臂，

称为pet（小）p，长臂，简称为q。17q微缺失，就是指包括重要基因信息的片段

已从两个17号染色体之一的长臂中丢失了。 
 

在左下图中，您可以看到染色体带从短臂与长臂（着丝粒）相遇的点开始向外编

号。 
 

DNA具有阶梯状结构。构

成梯子“梯级”两端的化学物

质称为碱基，由于每个梯级

都有两个末端，所以碱基总

是成对出现，称为碱基对，

简称bp。碱基对数非常长，

为数百万，因此通常会用简

称表达。例如，通常将180

万个碱基对写入1.8 Mb。 

Mb代表兆碱基。 

 
17号染色体长臂 

肉眼无法看到染色体，但是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将

染色后的染色体，则每个染色体都有独特的亮带和

暗带图案。缺失的染色体片段可能很小，也可能更

大。如果缺失的部分足够大，则可以在显微镜下查

看染色体的断裂位置和缺失的部分。 在显微镜下

看到的缺失片段称为删除或者缺失。  
 

 

染色体17 

短臂（p） 

长臂（q） 

着丝粒 

碱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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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失17q12片段的人中，丢失的部分通常很小，以致只能使

用新的，更灵敏的分子技术来分析染色体，例如阵列比较基因

组杂交（array-CGH，也称为微阵列）才能识别出来。这就是所谓

的微缺失。较小的缺失通常会删除较少的基因，分子技术通常可以

显示特定基因或基因的某些部分是否缺失。 
 

17q12微缺失的人普遍吗？  

没有人真正知道17q12微缺失在普通人群中有多普遍，但据估计，

这一数字约为1：20,000。微缺失在具有特殊医疗状况的人群中更

为常见：它是在原因不明的发育迟缓儿童中发现的10种最常见的微

缺失之一，并且在大约1：875有临床状况的人群中被发现

（Moreno de Luca 2010 ）。 
 

基因测试结果  

您的遗传学家或遗传咨询师将能够告诉您有关染色体断裂的点。结

果可能显示如下： 
 

arr[hg19] 17q12(34819670-36203752)x1 dn  

arr  是指阵列CGH分析  
hg19   是指人类基因组的版本。 2013年，hg19是最新版本。

  不同版本之间的碱基对数 略有不同。  

17q12  是指在17q12片段发现了变化 
(34819670-36203752)x1          
  是指从染色体顶部算起，第一个丢失的碱基对是 

  34,819,670，最后一个碱基对为36203752。从第二个数

  字减去第一个数字，您将获得缺少的碱基对的数量。 

de novo 或者 dn       

  是指缺失是新的（或称为“新事件”）。通常是父母进

  行了血液检查，他们的染色体没有缺失或17q12并没有

  发现变化。微缺失一般不会被继承，并且几乎可以肯

  定 这个孩子的微缺失是首次在这个家庭中发生。 
 

具有17q12微缺失的人都丢失了相同的基因和DNA吗？  

不是的。他们可能丢失更大或更小的染色体片段。通常，人们会丢

失1.8 Mb长的片段并包含约19个基因。有些人会失去了包含25个基

因，长度为1.4 Mb的17q12片段（Moreno de Luca 2010）。有些人

同时有17q12缺失以及其他染色体变化。 

本指南中的信

息参考已发表

的医学文献。 

我们列出第一

作者和出版日

期，以使您可

以在PubMed

（www.ncbi.nl

m.nih.gov/

pubmed）上查

找摘要或原始

文章。 你也可

以

从“Unique”获

得文章。本指

南还利用了解

密数据库

（https://
decipher.sanger

.ac.uk）和

Unique数据

库。当本指南

出版时，

Unique有四个

17q12微缺失

的注册会员 

（Mefford 

2007; Cheroki 

2008; 

Bernardini 

2009; Elia 

2010; Loirat 

2010; Moreno 

de Luca 2010; 

Nagamani 

2010; Nik- 

Zainal 2011; 

Decipher; 

Unique）。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https://decipher.sanger.ac.uk/
https://decipher.sanger.ac.uk/
https://decipher.sange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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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17q12微缺失的人是否健康且没有重大疾病或先天缺陷，并且正常发育？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检查过染色体的人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在不同的人中，其影

响是不同的，有时人们受到的影响只是轻微的。有些人学习困难；其他人没有。有

些人有肾脏问题。其他人没有。有些人的生殖道有缺陷，而另一些人则不受影响。 

 

主要特点  

具有17q12缺失综合征的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即17q12缺失综合征。 

 

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有待研究发现，但以下几点是较为了解的： 

 

最常见症状有：  

 发展迟缓  

 语言延迟  

 对学习能力有不定的影响，从无影响到轻度或中度。 当还有其他染色体变

化以及17q12缺失时，对学习的影响会更显着  

 自闭症或自闭症特征  

 肾脏和尿道问题  

 生殖道问题  

 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协调能力和运动技能问题行为问题 

 包括高度焦虑某些常见的面部特征 

 

这些症状并不会在所有人中出现，它们会或多或少出现在不同的人中。 

我的孩子会有特殊呢？  

 
 

“他和我很亲密，他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对其他残疾儿童很在意。我

很感恩他的进步以及他现在的状况。当然，我会担心未来会带来什么，以及

可能引起的并发症，包括研究中有提及的多囊肾， 糖尿病和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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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迟缓  
 

有一定程度的发育迟缓尽管是常见的症状。延迟的程度似乎相差很大，在有些人

中，尽管17q12微缺失，但发育与正常情况没有区别，有些孩子的发育水平只有其

他孩子50%的速率，而另一些孩子的影响更严重。发育迟缓的早期迹象通常可以

在孩子出生后的头两年内看到，并且通常是寻求遗传学诊断原因（Bernardini 

2009； Loirat 2010；Unique）。 
 

“ 他身体各方面发育都有拖延，但大部分最终都赶上了。 ” 4岁 
 

“ 与她的同龄人相比，在精细运动技能和语言发展方面的发育迟缓，但是认知测试

她在平均范围。 ” 6岁 
 

“ 运动技能延迟，但其他方面完全正常发展。” 成年 
 

 语言延迟  
 

研究人员发现交流和语言是最有可能受到17q12微缺失影响的发展领域。在某些儿

童中，这是可能是唯一的延迟区域。年幼的婴儿通常对人或玩具没有什么兴趣，

并且不会像出生后头两个月那样表现出社交笑容。可能缺乏眼神交流，并且在最

初的18个月中不会出现预期的模仿声音，牙牙学语和单字发音。尽管有不同程度

的延迟，许多孩子还是可以学会说话，但父母们的支持和科学的帮助刺激至关重

要（Loirat 2010； Moreno de Luca 2010； Nagamani 2010；Unique）。 
 

“ 他一直在努力的的领域是语言和社交。他可以用完整的句子与单词交流，但是在

某些声音（例如r，th和l）方面确实有困难。我们使用了手语和交流板，但现在他

不再用了。我们也去做了听力/音乐治疗。他的语言理解胜于他的表达，但两者现

在都很好。早期干预是关键，您也必须在家里面努力做好，因为语言治疗师仅在

有限的时间内与孩子们在一起。 ” 4岁 
 

“ 我强烈怀疑她可能患有语言失用症，但仍在评估中，正在等待官方诊断。她在两

个月时第一次微笑，在六个月时牙牙学语，并且在将近两岁时说了她的第一句

话，但非常有限。她说的很完整，但仍会延迟，难以理解。例如，她使用ellow表

示黄色，使用new-new表示面条，并且在混合和l声音方面遇到困难。她的理解能

力远不够有效沟通，这有时会使她感到沮丧，因为她无法像同龄人那样交流，而

其他孩子和成年人也很难理解她。学校和私下进行的言语治疗可以帮助她，并减

少她需要的辅助。” 6岁 
 

“ 没有语言和交流的发育延迟。 ” 成年 
 

 对学习能力的影响不定，从无影响到轻度或中度困难 

17q12微缺失是染色体缺失的罕见示例，最初被认为不会影响认知能力。一位研究

人员检查了八名典型的1.8 Mb缺失的人，根据一般印象，其中学习困难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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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fford 2007）。但是，自该研究发表以来，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有些人在学习方

面需要特殊支持，不同的程度都有，从轻度到中度延迟的。经过测试的智商一直

在50-85范围内，但差异很大。 
 

一些孩子可以去主流（正规）学校，一些孩子需要上语音和语言课，还有一些孩

子要去有特殊需求的学校，还有一些孩子要去自闭症障碍辅导机构。 例子：

Unique的一个成员是大学毕业生，曾担任股票交易员并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Mefford 2007； Moreno De Luca 2010； Unique）。 
 

“ 他的智商测试正常。他非常害羞，慢热，在受到挑战时会转移注意力。他的记忆

还可以，但是他只擅长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他非常喜欢女性和“女孩”活动。他喜

欢玩打扮， 喜欢粉红色和紫色。” 4岁 
 

“ 除了言语延迟外，她没有被诊断出患有任何学习障碍，尽管她的写作能力似乎有

所延迟，但她的数学水平比某些同龄人更高。她的记忆力也很好-记得所有内容和

所有细节-因此总体来说，她在数学和基于记忆的活动上表现更好。她非常有决

心，喜欢称赞和做正确的事。这通常会伴随着挫败感和很多耐心来完成工作，但

是她对完成某件事或做得很好感到非常好，可能与大多数人类似。她有时确实会

很快失去注意力，所以可以说，“保持对奖品的关注”很重要。她在正常年龄就读

于一年级的一所常规公立学校。” 6岁 
 

 自闭症或自闭症特征  
 

最近的研究表明，自闭症或自闭症行为的发生率很高，尤其是在具有17q12微缺失

的男孩中。两名研究人员发现，有缺失的男孩中自闭症行为的发生率达100％。在

一项研究中，有4/6个男孩符合自闭症的全部诊断标准，而另外两个男孩则表现出

自闭症特征。在这项研究中，女孩没有受到影响。在第二项研究中，三个男孩年

龄在2到6个月之间对人和物体没有兴趣，并且没有反应迅速；他们没有进行眼神

交流或交谈，并且不停地重复各种行为。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患者人数不足以

判断自闭症诊断是否存在性别的决定性差异。来自Unique的证据仅部分地回应了

这些发现。一个成年男性，没有自闭症的特征或行为（Loirat 2010； Moreno de 

Luca 2010；Unique）。 
 

他不看别人的眼睛，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他很难回答问题。即使有了那些非常了

解他的人，他每次见到他都会有一个热身时间。他很难与初次见面的孩子并一起

玩。但与成年人相比，他与小孩一起会做得更好。他直到2岁以后才亲吻我们，而

如今他的眼神交流仍然很差，难以识别非语言暗示，也难以与他人同理。他在一

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今天，他喜欢日常工作，并且知道会发生什么。随着

年龄的增长，他对他人的同情心越来越浓厚。” 男孩，4岁 
 

没有诊断出自闭症。” 女孩，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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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脏或泌尿道问题 

已知17q12微缺失的婴儿，儿童和成人中，很大一部分有肾脏或泌尿道异常。当超

声扫描显示肾脏异常时，这个问题通常在产前发现。就最终影响而言，大多数儿童

的肾功能正常，但严重程度从无功能影响到需要透析和移植的都有可能性。 
 

最典型的是具有多个囊肿的肾脏。囊肿是肾脏内充满液体的囊，一般会肾的功能。

患有囊性肾脏的孩子将接受检查以查看肾脏的运作状况。如果只有一个肾脏受到影

响，则其他肾脏（无囊肿）通常可以补偿。如果两个肾脏都有囊肿，则可能需要通

过透析或肾脏移植进行替代治疗。 
 

17q12微缺失人群中也发现了其他肾脏和泌尿道异常。在某些婴儿中，首先在产前

检查中发现了肾脏肿大等问题。在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中，肾脏与通向膀胱的导管之

间的连接被阻塞，导管本身发育不良，膀胱很小。有的一侧有肾脏，而另一侧则没

有肾脏。有的的膀胱壁异常薄，有的从膀胱通向外界的导管中阻塞。 
 

在许具有17q12微缺失的人中看到的肾脏和尿道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称为HNF1B的基

因的丢失或突变。 
 

肾脏和尿路异常的高发生率意味着每个有17q12的微缺失的患者，都需要对其肾脏

系统进行影像检查和诊断，并在整个儿童期和成年期对其进行定期监测。如下面的

第一段引文所示，结果可以可预见的（Mefford，2007； Bernardini，2009； 

Loirat，2010； Moreno de Luca，2010； Nagamani，2010； Unique）。 
 

“ 在孕期，超声显示肾脏增大。出生后重复超声检查，肾脏看起来比之前好，但仍

然偏大。由于17q12的微缺失，他随后对其肾脏进行了超声波扫描，结果均正常。” 

4岁 
 

“ 她定期进行血液检查，血压检查和定期超声检查。除此以外，只是“定期监测。” 

6岁 
 

“ 35岁时的一次缺水症状，开始出现囊性肾脏的征状，当时进行了肾功能检查，超

声和CT扫描。最初，患者具有很高的肌酐清除率（肾脏功能检查），但囊肿仅在

后续CT扫描中显示。” 成年 
 

 生殖道问题  

17q12微缺失的人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殖器或生殖系统有异常。男性和女性都可

能受到影响，但是必须强调，生殖道也可能是完全正常的。 迄今为止发现的异常

情况包括许多患有穆勒氏发育不全的女性。这是一种发育缺陷，其子宫，子宫颈和

上阴道是未发育的或缺失的。在一项缪勒氏发育不全的研究中，有4/63例（6％）

与17q12微缺失有关。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中，1/14的患者有17q12微缺失。尽管没

有子宫和上阴道，但是女性可能没有性别发育异常的征兆，因为卵巢可能被保留并

性特征正常发展。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重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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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异常还会表现出其他症状。有的会缺失了阴道的顶部和中间部分，子宫的形

状异常。有的患有双子宫和双子宫颈，称为双子宫症（Cheroki 2008； Bernardini 

2009； Moreno de Luca 2010； Nik-Zainal 2011）。 
 

在雄性中，有两个有披肩阴囊，其中的阴囊像披肩一样围绕着阴茎。另一个有尿

道下裂，通常位于阴茎末端的孔位于下侧，还有睾丸未降和总体小生殖器。他的

腹股沟也有疝气和鞘膜积液：阴囊中的睾丸周围有液体。内部扫描恢复正常，在

对尿道下裂和睾丸未降的矫正手术后，这些异常特征导致该少年没有任何问题

（Nagamani 2010； Unique）。 
 

 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HNF1B基因发生改变或基因缺失（见第15页）的人（通常在17q12缺失的典型患者

中总是会丢失），罹患特定类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它被称为MODY5（年轻的5

型后天发病糖尿病），通常在30岁之前发展，但在任何年龄均可从婴儿期开始出

现。胰岛素短缺的程度各不相同，产生胰岛素的细胞通常被浪费掉了。由于存在

这种众所周知的风险，17q12微缺失的患者应该对糖尿病进行定期筛检（Mefford 

2007； Moreno de Luca 2010； Nagamani 2010）。 
 

 协调和运动技能问题 
 

婴儿和幼儿在基本运动例如坐，站立和行走以及搬运玩具月龄时间有所延迟。话

虽如此，孩子们仍在一步一步地完成。行动不便的延迟通常都比较温和，婴儿一

般在5到12个月学会坐，15个月到2岁学会走路。一旦站立，一些孩子的平衡感就

会很差，走路时双脚分开，经常摔倒。精细的运动技能-手的使用和手眼的协调性-

似乎也受到影响，在玩时的技巧，个人护理以及后来的上学方面造成困难。与

17q12微缺失的所有其他特点一样，有些人并没有这些问题。(Moreno De Luca 

2010; Unique) 
 

“ 他走路时不需要任何支撑或辅助设备，但容易疲劳并且非常谨慎。他很难保持平

衡，经常摔倒。他喜欢在沙滩和公园里玩耍，并且正在学习骑自行车。使用餐具

和笔有点迟了，但现在情况有所好转。” 4岁 
 

“ 她没有运动迟缓：她两个月翻身，四个月会坐，14个月会走。她还不能在没有训

练轮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但是应该是练习不够。她的精细运动技能例如剪裁，填

色或绘画方面有所延迟。她能够握住物体并能正常抓握，但现在她填色的技能刚

刚得到改善，与同龄人相比有所延迟。话虽如此，她仍能很好地玩乐高，并能按

照指示组装工具等。学校对小运动延迟的测试并未发现延迟，她的测试结果是正

常的范围。就个人护理而言，她可以独立打扮，洗衣服和上厕所，但常常需要提

醒或动力来完成工作。她白天接受如厕训练，但晚上还没有；她的肾脏科医生

说，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潜在的囊性肾脏和尿液过多。” 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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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问题，可能伴有高度焦虑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一些焦虑程度较高的行为问题，这是17q12微缺失儿童和成人

的主要特征。在一项研究中，在5/9的人中发现了焦虑。攻击性，频繁的情绪变化

和时间较短的注意力（2/9）；和不寻常的恐惧症，多动，强迫行为，自我伤害和

烦躁情绪占1/9（Moreno de Luca 2010）。另一位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孩子有注意力

缺陷多动障碍（Elia 2010）。您可以从下面的内容中了解到，Unique的数据略有

不同，有些人根本没有这些特征。 
 

“ 他有严重的焦虑感，非常的粘人。早期干预是关键！针对孩子的症状和他的困难

之处。他害怕宠物，但是喜欢毛绒玩具和任何女性化的东西。他喜欢音乐，打

扮，玩角色扮演和阅读。 ” 4岁 
 

“ 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但由于沟通和言语上的延迟而容易感到沮丧。她似乎表

现出一定程度的注意力不集中，但迄今为止尚未正式诊断出任何病，也没有吃

药。她可以专心从事一项活动，如果找不到某事或不能完成某项任务，可能会感

到沮丧，但是你对她的回应方式不同结果会有所不同。 她没有异常的恐惧，并且

很愿意尝试新事物，新食物和新经历。她通常举止和脾气很好，但是当她感到沮

丧时很容易被激怒或打扰。与他人分享经验并如此深刻地记住细节，她也可能是

绝对的快乐。这有时也令人伤心，因为她很难与朋友和同学交流，其他孩子可能

会因为她的差异而不待见她，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像母亲那样使她失望或困扰她。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表现出更多的挫败感。她非常社交，想要很多朋友。她渴望

取悦，但也希望被别人听到，由于言语问题，她经常被同龄人所蒙蔽。 ” 6岁 
 

 一些常见的面部特征 
 

儿童和成人的17q12微缺失现象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面部特征，使他们看起来微妙

而又富有特色。在其他方面，他们可能看起来像家人一样。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

常见的面部特征，包括高高的圆头，眉毛拱形和相对较大或较长的头部。在15个

人中，有9个的额头高而圆，另外8个的眉毛则圆拱。在14人中，有8人的头部较大

（头部最大的人口比例为10％）。有些人的眼睛可能会向下倾斜，有些人的下巴

或下巴会向后倾斜（Moreno de Luca 2010；Unique）。 
 

“ 大约四个月大时，他的头围迅速增加。他的头在同龄比例中从大约25%增长到

90%，并且一直保持这个水平。” 4岁 
 

“ 她的头像婴儿一样小，但现在属于中等大小。她没有其他12q17微缺失的“典

型”面部特征。 ” 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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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常见的特征 

 生长受限，导致身材矮小 

 惊厥发作 

 脊柱弯曲 

 

 生长受限，身材矮小，身高比例处于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三  

在7/18儿童和成人中发现生长受限。范围很广，有些孩子很矮，有时非常明显，

而有些孩子正常成长，并且身体正常。成年人身高的数据不是很多：20岁以下的

女性达到150厘米（4英尺11英寸）；一个男人178厘米（5英尺10英寸）。来自

Unique的证据表明，体型通常比较矮胖，但也可以是正常的（Moreno de Luca 

2010； Nagamani 2010； Unique）。 

 

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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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的身高大约是3至5%。他曾经低于生长曲线，有一次他们认为他患有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缺乏症。他看过几位内分泌学家，他的IGF1水平很低，但

现在看来已经达到正常的低水平。与我的另外两个孩子不同，他比较重，并且有

更大的身材肚皮。 ” 4岁 
 

 癫痫发作 
患有17q12微缺失的儿童和成人中，约有三分之一诊断出患有癫痫病。一名现年45

岁的成年人在一岁后开始癫痫发作；两个婴儿在第一年出现了复杂的部分性癫痫

发作。Unique的证据表明，抗癫痫药可以很好地控制癫痫发作。 
 

在三例癫痫发作患者中，影像学发现大脑的某些结构异常。异常包括：被称为海

马体高信号的明亮信号，海马是大脑的一部分，参与记忆和空间导航的存储；脑

部略微萎缩，海马体明显萎缩；并损害神经周围的绝缘鞘纤维称为脱髓鞘。在另

一个孩子中，发现了一种称为良性外部脑积水的疾病：这是一种自限性的问题，

通常在一年之内就可以解决。 
 

在另外两个人中，大脑内的脑室有所扩大，但均未发生任何癫痫发作（Mefford 

2007； Cheroki 2008； Loirat 2010； Nagamani 2010； Unique）。 
 

 脊柱弯曲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3/9人的脊柱弯曲异常。而一些17q12微缺失的病人中没有看

到这一特征。其中一个发现驼峰（驼背），两个发现驼背异常（脊柱侧弯）

（Moreno de Luca 2010）。 
 

其他特性 
 存在感染易感性 

在一些儿童中，经常发生耳，胸和泌尿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对八岁以下的幼儿更

明显。总的来说，胸部感染似乎在患有任何染色体疾病的儿童中更为常见，目前

尚不清楚在患有17q12微缺失的儿童中是否更常见。好消息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

这种易感性逐渐减少（Moreno De Luca，2010年；独特）。 
 

“ 他在医学上唯一的问题是呼吸道疾病。他患有哮喘，轻微疾病会引起喘息。 ”    

4岁 
 

 视力 

在2/11的儿童和成人中发现了远视。注意到的其他视力问题包括：水平眼球震颤

（通常会影响视力的眼睛的剧烈运动）；在晶状体上有不透明斑点的点状白内

障；小眼症状（小眼）（Cheroki 2008； Moreno de Luca 2010； Nagamani 2010；

Unique）。 
 

“ 她的右眼需要眼镜，需要格挡左眼以增强右眼。” 6岁，右眼有小眼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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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 

在7/14儿童和成人中发现了一些异常的牙齿发育。一个孩子的乳牙很迟才长出，他

的嘴很小而且很拥挤。另一个孩子需要在八颗乳齿上使用保护性密封剂，而前两颗

成年上颌牙齿似乎成一定角度进入，可能需要支撑（Moreno De Luca 2010；

Unique）。  
 

 手脚 

手和脚通常有点不寻常，尽管这些不寻常的特征没有清晰的图案。最常见的是，手

和脚（或脚趾和手指）又长又瘦，但是“唯一”的一个病人有一只手大而手指短。另

一只脚的右脚第三脚趾明显比第四脚短，直到脚趾伸出。关节也可能有异常，尽管

在有些儿童和成年人中，关节可能有些僵硬（Moreno De Luca 2010）。指甲也可能

很不寻常：要么发育不全，要么太厚，要么弯曲过度，要么容易感染（Cheroki 

2008； Moreno De Luca 2010；Unique）。 
 

“ 她的左脚脚趾奇怪地卷曲，似乎几乎向内生长。右脚趾也表现出相同类型的卷

曲，但远小于左侧。 ” 6年  
 

 可能面临精神健康问题 

17q12微缺失的许多成年人都存在某种心理健康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拥有17q12

微缺失的人都会有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各有不同，但包括：自闭症，精神分裂

症，抑郁症和躁郁症（Moreno De Luca 2010）。  
 

 怀孕，出生和新生儿 

我们有一些有关17名婴儿的怀孕和新生儿期的信息。怀孕期间最常见的担忧是显示

肾脏问题的超声扫描（请参阅第7-8页）。大多数怀孕都很顺利。但是，有六个婴

儿早产，另一个被迫早产。早产的原因包括癫痫等产妇因素。有一对是双胞胎。  
 

足月出生的婴儿的出生体重范围从2.154千克（4磅12盎司）至3.530千克（7磅13盎

司）。自然早产儿的体重减轻了，从第36周出生的婴儿的1.5千克（3磅5盎司）开

始。  
 

Apgar评分（以0-10的评分衡量新生婴儿的健康状况）通常较好，即使早产婴儿也

得分为9或10。婴儿通常不需要特殊照顾，但如果需要特殊照顾，大多数人会好起

来的（Bernardini 2009； 2009年）。莫雷诺·德·卢卡（Moreno De Luca 2010）；

Unique）。 
 

 喂食 

一位研究人员提出17q12微缺失儿童的异常饮食习惯。他发现一个孩子有异食癖

（不吃东西），两个孩子的饮食选择非常有选择性。唯一的发现只有一个孩子，这

是一个孩子，他四岁时喜欢喝酒而不是吃饭，并且对食物的选择性很高。他的家人

认为，根本原因是肌张力低下（某些食物难以咀嚼和吞咽）以及感官问题。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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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不振，却喝大量的牛奶。 在两名成人和一名独特的儿童中还发现了胃食管反

流（由于食物通道和胃之间的瓣膜异常动作而带回食物）。如果在喂养婴儿和躺

在婴儿床时小心地放置不足以控制反流，则可以为婴儿和幼儿开一些特别增稠的

抗反流奶，必要时可以使用抗反流药以帮助保持胃内容物向下并保护食物通道的

内壁免受胃酸的侵蚀。 在两个孩子中发现便秘。这在患有染色体异常的儿童和成

人中并不罕见，通常对液体和高纤维食物增加（如果可能）或对处方的粪便软化

（如有必要，通便）的反应良好，必要时可以使用药物。 
 

“ 没有太大的喂食问题。由于母乳产量不佳以及需要确保获得适量的营养以增长和

增重，她无法进行母乳喂养。她现在胃口很好，食物口味广泛多样。她的饮食正

常，健康且多种多样，但我们观察到她的盐分摄入量，并且由于她的边缘性贫血

（铁含量低）而一直在增加红肉的消耗。 ” 6岁 
 

治疗管理 

建议所有诊断为17q12微缺失的人都应进行临床检查，尤其要注意肾脏，泌尿道和

生殖系统。对其所有器官系统进行总体审查和发展评估。应该定期监测他们的糖

尿病和肾功能。 尽早采用的疗法通常可以改善治疗效果。特别是言语治疗应尽早

引入，并在需要时开始辅助或增强交流。应进行常规发育评估和筛查。 
 

为什么发生17q12微缺失？  

没有明确的原因，许多17q12微缺失是突然出现的。此基因的名称是de novo

（dn），意思是“新的”，经分析，父母双方的血液检查均显示正常染色体。17q12

微缺失是由父母的精子或卵细胞形成时发生的变化引起的，或者可能是卵和精子

结合后早期细胞的形成和复制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少数情况下，17q12微缺失是从具有相同微缺失的父母那里继承的。通常，父母似

乎受到微缺失的影响，尽管程度可能非常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父母只是受

到轻度影响，直到接受测试以追踪孩子的遗传发现后才会被诊断（Moreno De 

Luca 2010; Unique）。  
 

知道孩子的微缺失是继承还是新缺失的唯一方法是分析父母双方的染色体。  
 

不管是继承的还是新出现的，作为父母，您没有做任何事情导致这种微缺失，并

且您无法做任何事情都会阻止它在您的婴儿中发生。尚无环境，饮食，工作场所

或生活方式因素引起12q17微缺失。父母在怀孕前或怀孕期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

会引起，因此没有人应受责备，也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内疚。  
 

父亲和女儿拥有相同的17q12微缺失，但受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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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再次发生吗？  

如果父母双方的染色体均正常，则另一个孩子出生时出现17q12微缺失或任何其他

染色体疾病的可能性很小。父母双方很少（少于1％）通过血液检查具有正常的染

色体，但是他们的一些卵或精细胞会携带着17q12微缺失。这被称为种系镶嵌症，

这意味着在其血液经过检测后其染色体显示正常的父母中，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孩

子出现缺失。  
 

在从父母那里继承了17q12微缺失的家庭中，每次怀孕时生下另一个孩子-女孩或

男孩-17q12微缺失的可能性上升到50％。但是，无法准确预测微缺失对儿童发

育，健康和行为的影响。  
 

遗传学中心应该能够在您再次怀孕之前提供咨询。 

 
 
 
 
 
 
 
 
 
 
 
 
 
 
 

 
 
 
 
 
 
 
 
 
 
 
 

我的孩子也会有同样受到影响的下一代吗？  

现在知道这种删除是否会影响生育还为时过早。但是，那些生殖道未受影响且健

康的缺失患者很可能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在每次怀孕中，患有微缺失的人很可

能有50％的风险将其遗传给孩子，而有50％的机会生一个没有它的孩子。我们对

这种综合征的了解还不够长，无法确定可能的影响范围或它们的明显程度。 

父亲和女儿拥有相同

的17q12微缺失，但受

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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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区域中的一些基因  

HNF1B，以前称为TCF2，会导致称为肾囊肿和糖尿病综合征（RCAD）的疾病，

以及导致肾脏结构异常和女性生殖道畸形的基因。这个基因在发育中对肾脏和肝

脏很重要，也调节胚胎胰腺的发育。因此，具有HNF1B缺失的人需要接受肝脏和

胰腺疾病的仔细监测（Moreno de Luca 2010）。已经暗示该基因也可能与自闭症

有关（Loirat 2010）。  
 

LHX1是神经认知表型的候选基因。 LHX1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在大脑中表达。没有

Lhx1基因的小鼠没有子宫或输卵管，因此该基因可能在某些17q12微缺失妇女的子

宫异常中起作用。但它尚未与人类疾病相关联（Nagamani，2010年； Nik-

Zainal，2011年）。 
 
 

 
 
 

 
 
 

 
 
 

 
 
 

 
 
 

 
 

 

 
 

 

 

基因 功能 

LHX1 

HNF1B 

在发育中的肾脏，

肝脏和胰腺中很重

要。也可能参与自

闭症。 

在胎儿早期发育期

间在大脑中表达。  

我希望 ...  
 

我希望可以知道这种微缺失将如何影响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该如何最好地帮助

他成为快乐的，成功的社会中的一员。如果只是知道他有这种微缺失，但不知道

这对他的长期发展有什么影响，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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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不能替代个人医疗建议。家庭应急与基因诊断，管理和健康有关的所有事

宜咨询医学合格的临床医生。该信息被认为是我们可获得的最佳信息。该研究由

Unique编写，并由美国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人类遗传学系博士后研究员Daniel 

Moreno De Luca博士和英国沃里克大学生殖遗传学教授MajHultén教授以及Unique

首席医学顾问进行了审查。本指南由加拿大渥太华心脏研究所（Ottawa Heart 

Institute)林汉斌(Han-Bin Cooz Lin)博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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