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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31 和 2q33 间的缺失

染色体缺失意味着身体的一部分染色体丢失了。如果缺失的染色体中，含有携带重
要遗传信息的基因，那么可能会出现发育迟缓、学习困难和健康问题。这些问题有

 基因和染色体

基因就像一套指令，指导人体如何发育和行使功能。
我们的身体是由数十亿个细胞组成的。大多数细胞含有一整套基因（20,000-25,000）。

在显微镜下，基因是由被称为染色体的微小线状结构所携带。通常有46条染色体，
23条从母亲遗传，23条从父亲遗传，所以我们有两组23条染色体‘成对’存在。

染色体共有23对（即46条），每对染色体包含两条分别来自父母的染色体。在这46
条染色体中，有2条构成一对性染色体，女性是X X（一对X染色体），男性是X 
Y（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剩下的44条染色体构成了另外22对染色体，根
据染色体大小，从大到小依次编号为1-22。2号染色体几乎是最大的染色体，包含
近1400个已知基因。每条染色体都有一条短（p）臂（本页图表的顶部）和一条长
（q）臂（染色体的底部）。在2q缺失中，有一条2号染色体的长臂丢失了。

细看2q31-2q33带

肉眼看不到染色体，但如果你把它们染色，然后在显微
镜下放大，你就会发现每一条染色体都有一个独特的明
暗带间隔图案（如图中所示的黑白条带）。

在左侧图表中，您可以看到是从长臂与短臂（着丝粒）
的交点开始向外编号。如图所见，三条2q31-33带位于
长臂偏末端的位置，每一条又被分成三条，共有九条。
在2q31-2q33缺失中，染色体通常在两个地方发生断
裂，而“粘性”断裂末端重连，从而使中间的染色体遗
传物质丢失。这种类型的缺失称为间隔缺失。丢失的染
色体片段可大可小。如果它大到在显微镜下放大时可
见，那就叫缺失。如果它太小了，只能通过FISH或
array-CGH等新技术来识别，则称之为微缺失。较小的
缺失通常意味着丢失较少的基因，新的技术通常能够鉴
别特定基因或部分基因是否存在。这些技术比传统的染
色体分析技术更精确。

短 (p) 
臂 

长 (q) 
臂 

着丝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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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问：我的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她做过的最特别的事就是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她可以通过抓
我的手指或在卧室里咕哝着喊我来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在床上
依偎着她，或在卧室飘窗上抱着她，静静地和她融为一体，在
那时，仿佛整个空气都变得静谧和谐。我们每天都很忙碌，她
的残疾太严重，无法自理。在这些自然静谧的时光里，我们每
一位都是爱自己孩子的典型母亲。 

很甜蜜，几乎总是快乐和微笑。很有幽默感！

他使我变得很谦虚。

他是个可爱的男孩，通常会尽力帮助你。他比我们想象中更爱他的弟弟妹妹。
他对电脑很在行。因为这是不涉及语言的，他能感觉到你的悲伤或疲惫，或痛
苦，他会安慰你，表现得非常成熟，并试图让你感觉更好。

她经常让我们发笑，有着美丽的个性，也可以厚脸皮，是很
好的伙伴。大多数情况下，她让我在耐心和理解方面变得更成
熟，这让我开启了咨询、残疾和行为管理的职业生涯。

 14 岁

家人们说：我希望我知道。。。 

她把我的耐心提高到了一个我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水平，而
且常常需要超常发挥！她的疾病使我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个世界
上的角色，是一个我从未期望拥有专业知识的领域中成为倡导
者/询问者。她的残疾使我用一个更加宽容的滤镜来看待她的
每一个错误、失误或不准确的地方。我改变了看待生活的视
觉，希望能够看到更重要的东西，为了长期保持耐心，我觉得
我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 

我们学会了尊重孩子的人格，学会了以合理的治疗量进行治
疗，但要实事求是。我们试图相信，如果我们尝试或遵循每一
种治疗方法，它会以某种方式让她“更好 ”。不过现在，她6
岁了，我开始接受她潜力有限的现实，我愿意放弃一些治疗以
换取我们的一些生活，为我其他孩子的治疗投入资金。我也很
想有人告诉我她不会说话。那会节省很多语言治疗的时间。

每天都在帮助孩子的时光中度过，感觉并不美好，尤其是当
你有其他孩子的时候。我的另外两个孩子很正常，他的与众不
同让我心碎。我可能永远听不到他说‘妈妈’、‘爸爸’或
‘我爱你’。。。 

 7 岁

1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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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更多地帮助他这件事让我心碎。但无论如何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最
可爱的孩子，他在我心中永远是特别的。他可能不会说话，也不会做其他同龄孩
子通常做的事情，但他只要一个微笑就能让你感觉很好。我不能说我什么都不能
改变，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尽我所能，但是他很健康，他可以自己走路和吃饭，他
正在进步。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对任何一种残疾都视而不见。也许在诊断的同时给予父母情感上的支持并提供
更多信息会更好。兄弟姐妹在患儿诊断时的支持有助于他们对疾病的理解。

享受并庆祝小的积极变化。接受挑战。坚定和希望。

您的遗传学家或遗传顾问将您的遗传学家或遗传顾问将能够告诉您孩子染色体断裂点的位置（即丢失了子染色体断裂点的位置（即丢失了哪些
遗传物质）。如果采用的是传统的基因检测方法，您会得到一个核型结果，结
果可能会显示为如下示例：
46,XX,del(2)(q31.3q33.1) 
46      您孩子细胞中的染色体总数
XX    两条性染色体，男性为XY，女性为XX
Del    缺失，或遗传物质丢失
(2) 缺失发生在2号染色体上
(q31.3q33.1)     染色体有两个断裂点，分别位于q31.3带和q33.3带，两个断裂点之
间的遗传物质丢失了
如果采用的是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array-CGH）进行分析，结果可能会显
示为如下示例：

   arr    cgh 2q33.1(195,489,638-202,632,106) x1
arr  采用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array-CGH）进行
            分析

2q33.1  2号染色体的2个断裂点都在q33.1带上

195,489,638-202,632,106    
检测结果显示在195,489,638和202,632,106之间的碱基对丢失
了，两个数字相减得到7,142,468（7.14Mb或714kb）。这是
缺失的碱基对数量（每个碱基对代表DNA阶梯的一个“梯
级”的末端）。意味着这些碱基对只有一个拷贝，而不是
正常的两个拷贝，即每条1号染色体上各有一个拷贝。

新的典型综合征
有许多新的和正在出现的综合征是由靠近2q31到2q33带的缺失引起的。在许多
情况下，一个综合征的特征会与另一个综合征产生重叠的情况。它们包括：
2q24.3 缺失
2q31.1 微缺失综合征 

2q31.2q32.3 微缺失综合征   
2q33.1 缺失综合征  

Unique发布了有关2q24.3缺失的独立指南 
详见 5-7页

 详见第7-9页，也称为2q32.2q33微缺失综合征 
 详见第9-27页

染色体上的条带可以包含许多指导发育的基因，每个基因可以包含数千个碱基对。
染色体的断裂可能发生在某个基因上。根据采用的技术，您的遗传学家可以告诉
您哪些基因或基因的哪一部分缺失了。

1 碱基对 = bp      
1,000 碱基对 = 1kb 
1,000,000 碱基对 = 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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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31.1微缺失综合征

有人认为，当缺失发生在2q31.1带约173.2Mb- 178Mb位置时，就会出现临床上
可识别的综合征。该综合征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手脚异常，可能非常轻微或很明
显。该类患者也可能会长相相似。

来源和参考文献

有四篇学术文献描述了2q31.1微缺失综合征。Boyan Dimitrov和同事在检查了5名患
儿后，得出以下结论：当缺失发生在2q31.1带约173.4Mb-175.8Mb位置时，会导致
典型的“外貌”特征，而在2q31.1带发生大小为175.6Mb到178Mb的缺失会导致手
脚异常。L-P Tsai和同事在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中发现有手脚异常，他们的染色体均
缺失了2q31.1-q31.2带的一部分，缺失大小约在175.4-178.8Mb之间。他们只在最
年轻的一代中发现有发育迟缓和学习困难的症状；父母和祖父母都有正常的智力
和社会功能。Diana Mitter和同事调研了8名缺失片段有重叠的患者。这8名患者
共有的唯一缺失基因是WIPF1，该基因位于175.4-175.5Mb之间，但Mitter博士指
出，这一缺失基因并不能解释患者的症状。相反，她认为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因为
每一个体的缺失程度不同所导致。DRH de Bruijn对一名症状较重的19岁女孩进行
了研究，这位女孩的缺失发生在2q31.1带的172Mb到1746Mb位置，同时她还伴有
一个明显不相关的平衡易位，de Bruijn认为该易位可能意外地加剧了2q31.1缺失
的影响。Unique有一名成员仅有“单纯”的2q31缺失，不伴有其他染色体问题
（Tsai 2009；de Bruijn 2010；Mitter 2010；Dimitrov 2011；Unique）。

~169.7Mb    

~173.2Mb 

~178Mb 

2q31.1 带 2q31.1

微缺失综合征 

的大致区域 

    基因

DLX1 
  D   LX        2   

HO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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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31.1微缺失综合征的最常见特征 

 并非所有患儿但大多数患儿都有发育迟缓的问题。发育延迟的程度存在个体 
     差异，可以是轻微的、中等的或显著的
 脚和/或手异常
 小头畸形
 身材矮小和进食问题
 肌肉张力低下（肌张力低）
 可能会有典型的面部特征

不常见特征

 心脏问题，如上腔或下腔之间的孔洞（房间隔/室间隔缺损）
 眼睛问题，最常见的是斜视和上眼睑下垂（上睑下垂）
 脑结构异常，如脑室扩大（脑室内充满液体）
 泌尿或生殖系统问题
 腭裂和/或唇裂
 脊柱弯曲（脊柱侧凸）
 椎骨异常形成
 癫痫发作

脚和/或手异常

这些异常特征有可能不太明显，也有可能较为明显。目前所见的足部特征包括大
脚趾长，小脚趾只有一个关节，指甲发育不全，蹼状脚趾（特别是第2、3脚
趾），六趾畸形，脚骨短，骨头融合以及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间隙大。目前
所见的手部特征包括双手紧握（是双手紧握在一起还是单手握拳需要确认）、
手指弯曲、手骨短、手指中间关节短、小指弯曲、蹼状手指、锥形手指、六指
畸形、手指短以及单指分开的手。

典型的面部特征

染色体异常的患儿通常和其余未患病的家人长相相似。但他们也可能与其他患有
特殊综合症的患儿长相相似。在2q31.1微缺失综合征患者中，有一些典型的特
征，如前额窄，眉毛宽（两侧突出），鼻子小（鼻尖呈球状），眼睛窄（向下
倾斜），上唇薄，下唇厚，耳朵位置较低，下颚和下巴小。约一半患有该综合症
的人患者伴小脑畸形。

可能涉及的基因

在2q31.1中有一组被命名为HOXD的基因簇，在胚胎生命中，该基因对四肢的形
成起着关键作用，被认为是导致部分2q31.1微缺失综合征人群出现更明显手脚异
常的根源。这组HOXD基因所携带的部分遗传物质被认为是调节这些基因功能
的，因此缺失这部分染色体片段也会导致脚或手出现异常特征。另外，还有两个
基因（DLX1、DLX2）也可能参与了手和脚的形成，但目前仍不确定。也有人
认为，HOXD基因簇是导致部分缺失患者出现生殖器官异常的根源（Svensson 
2007；Tsai 2009；Mitter 2010；Dimitrov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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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献

Svensson 2007: Detection of a de novo Interstitial 2q Microdeletion by CGH Microarray Analysis 
in a Patient With Limb Malformations, Microcephaly and Mental Retard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Part A Volume 143A pages 1348-1353 
Tsai 2009: A novel microdeletion at chromosome 2q31.1-31.2 in a three-generation family 
presenting duplication of great toes with clinodactyly Clinical Genetics Volume 75 pages 449-456 
De Bruijn 2010: Severe Progressive Autism Associated with Two de novo Changes: A 2.6-Mb 
2q31.1 Deletion and a Balanced t(14;21)(q21.1;p11.2) Translocation with Long-Range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LRFN5  Expression Molecular Syndromology  Volume 1 pages 46-57 
Mitter 2010: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 in eight new patients with a deletion encompassing 
2q31.1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Part A Volume 152A pages 1213-24 
Dimitrov 2011: 2q31.1 microdeletion syndrome: redefining the associated clinical phenotype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Volume 48 pages 98-104 

2q31.2q32.3微缺失
有人认为，当2q31.2q32.3带中存在约181Mb到185.6Mb的缺失时，可以识别出明显
的综合征。到目前为止，医学文献中共描述了3名患者，2名成年人和1名青少
年。Unique目前还没有任何成员通过微阵列或FISH技术确诊为这种综合征。 

来源和参考文献
有三篇学术文献描述了2q31.2q32.3微缺失。Alessandro Cocchella和其同事对一位
28岁的女性患者进行了描述，她的染色体结果显示在181.3Mb到185.6Mb之间存
在一段大小为4.4Mb的缺失，她的临床表现为学习障碍，无语言交流以及异常面
部特征。Paolo Prontera和其同事在一名36岁男性中发现了177-191Mb之间的大小
为13.7Mb的缺失，该男性患者有严重的学习障碍、部分行为障碍、异常的面部特

~ 178Mb 

~ 181Mb 

~ 185.6Mb 

~ 197.4Mb 

2q31.2 至 
2q32.3 带 

2q31.2q32.3

 的大致区域

基因 

ITGA4 
 

微缺失综合征 PDE1A 
ZNF804A 

COL3A1 
COL5A2 

MSTN  

NEUR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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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肌肉发达以及手脚异常。他们的结论是，2号染色体的缺失可以解释这名
男性患者的发育异常。Maria Mencarelli和其同事在一名14岁的男孩身上发现了
180-192Mb之间的大小为13Mb的缺失，该患儿有明显的学习障碍、无语言交
流、睡眠障碍、部分行为障碍和异常的面部特征（Mencarelli 2007；Prontera 
2009；Cocchella 2010）。

2q31.2q32.3微缺失的最常见特征

 需要大量的学习方面的支持
 严重的语言障碍，很可能无语言交流
 行为障碍，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善
 大头
 特定的面部特征，包括长脸、小下巴和下颚凹陷、耳朵倾斜

其他可能的特征

 早产
 身材矮小
 肌肉发达
 癫痫伴或不伴脑电图异常。18年后，有一名成年患者没有进一步癫痫发作
 高而窄的上腭
 裂开的悬雍垂或鼻尖。悬雍垂是软腭的延伸部分（嘴的顶部），垂在舌根上方
 脊柱弯曲
 腹股沟疝。这表现为下腹部与大腿上部（腹股沟）交界处隆起。这是由于在胎
儿期打开但在出生前关闭的腹壁下部开口未能及时关闭引起的。未闭的开口可能
很小，仅允许液体通过，也可能大到足以让肠环或其他器官卡在里面。腹股沟疝
应由专业医生进行评估，或需要手术。
 手和脚的轻微异常，包括手指逐渐变细、弓形腿、大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间隙
大

可能涉及的基因
NEUROD1、ZNF804A、PDE1A和ITGA4基因被认为是导致学习和行为障碍以
及语言发育延迟的根源（Cocchella 2010）。

ITGA4是行为障碍和语言障碍的候选基因（Cocchella 2010）。

NEUROD1已被证明与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关。但存在该基因缺失的人仍然可能拥
有结构正常的大脑（Cocchella 2010）。

ZNF804A是学习障碍和行为障碍的候选基因（Cocchella 2010）。

COL3A1和COL5A2编码胶原，这可能可以解释腹股沟疝常见的原因。当缺失
COL3A1基因时，可能会增加动脉壁肿胀和破裂（血管瘤）的风险。此时，应及
时有效地治疗高血压，避免其他危险因素，并监测任何相关的头部、胸部或腹部
疼痛（Pronter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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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N是一种控制肌肉生长的基因。当它出现异常时，肌肉可能会变得更粗大，
因此有人认为，缺失MSTN基因的人可能肌肉更发达（Prontera 2009）。

学术文献
Mencarelli 2007: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a Patient With a 2q31.2-32.3 Deletion 
Identified by Array-CGH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Volume 143A pages 858-65 
Prontera 2009: 2q31.232.3 Deletion Syndrome: Report of an Adult Patient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Part A Volume 149A pages 706-712 
Cocchella 2010: The Refinement of the Critical Region for the 2q31.2q32.3 Deletion Syndrome 
Indicates Candidate Genes for Mental Retardation and Speech Impair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Part B Volume 153B pages 1342-1346 

2q33.1缺失综合征
研究人员最近在缺失2q32-2q33带染色体片段的人群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微缺失综合
征。新出现的综合征分别被命名为2q33.1缺失综合征、2q32.2q33缺失综合征和2q33
微缺失综合征（van Buggenhout 2005；Balasubramanian 2011）。

来源和学术文献
标出第一作者和出版日期是为了方便您在PubMed网站上查找相关摘要或原始文
章。如果您有需求，可以从Unique获取这些文献的完整列表。以下参考文献涉及
2q32缺失患者的单个或系列病例报告：Brewer 1999；van Buggenhout 2005；de 
Ravel 2009；Rifai 2009；Rosenfeld 2009；Tegay 2009；Urquhart 2009；
Balasubramanian 2011。内容引用自Unique的调研，均用Unique标记。

有多少名2q33.1缺失综合征患者？
尽管从25年前，就开始对大片段的缺失进行了报道，但是检测微缺失的技术应用
时间不长并且还未被广泛应用，所以还无法知道2q33.1缺失的普遍程度。到目前为
止，医学文献中已经报道了20例2q33.1缺失综合征患者，但仍可能有数千人未能确
诊。撰写本指南时，Unique中有13名年龄在2至20岁之间的成员。

每位2q33.1缺失综合征患者缺失的染色体片段大小都一样吗？
不是的。有些患者的缺失片段比其他患者小几百倍。医学文献中报道的缺失大小
从35kb到10.4Mb不等。在Unique成员中，缺失大小从3.59Mb到8.35Mb不等。有些
患者只缺失了某个基因的一部分。有些患者缺失了许多基因。

有没有2q33.1缺失综合征患者发育正常，没有语言、行为、学习或健康方面的问
题？
迄今为止，每一位引起医生注意并在医学文献中被报道的或加入Unique的患者都
有不同程度的发育迟缓，有部分患者没有行为或健康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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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2q33.1缺失综合征？ 

2q33.1缺失综合征正在被定义
中，尽管存在缺失的患者数仍
然相当少，对于该综合征还有很
多需要研究的地方。

临床表现因人而异，部分原因是
因为他们的缺失大小和位置有
差异。

2q33.1缺失综合征的最可能特征

 发育迟缓
 显著语言发育延迟，多数无语言交流
 不同程度的学习障碍或残疾，通常比较严重
 出生前后生长缓慢
 严重持续的喂养困难，经常需要借助鼻胃管进食，不能茁壮成长
 典型的面部特征
 高腭或腭裂或悬雍垂裂
 牙齿拥挤，牙形不规则，部分牙齿缺失
 典型的行为模式，包括多动、行为混乱和天性欢乐，但伴随着焦虑或攻击性。
（van Buggenhout，2005年；Balasubramanian，2011年）

可能的其他特征

 男性生殖器异常
 青春期前后脂肪营养不良样表型。在脂肪营养不良症中，脂肪在身体中的分
布会发生变化，如胸部、腹部和颈部等部位的脂肪量增加，面部、手臂、臀部
和大腿等身体部位的皮下脂肪减少
 皱纹皮肤综合征（Wrinkly Skin Syndrome），表现为头发稀疏
 小头畸形

最初的迹象

在Unique成员中，第一个提示孩子有问题的迹象是两个孩子在出生时发现了腭
裂，其中一例在出生前发现了脊髓脊膜膨出（一种脊柱裂，在这种情况下，脊
柱和椎管在出生前不会闭合），一例新生儿癫痫发作，一例发现一组异常表征
（小生殖器，疝气，小嘴），一例发育迟缓18个月。

一个月大的时候她就不会对我们笑了，她婴儿时期就避开直视人脸，她没有吃
东西的欲望——更不用说茁壮成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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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

所有已知的Unique患儿中，

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育迟

缓。部分患儿是因为腭裂等

出生异常而进行分子诊断

的。发育迟缓程度因人而

异，从轻微到严重；有一例

患者是三胞胎之一，达到了

另外两位发育水平的50%。  
       三胞胎，中间的孩子患有2q33.1q33.2缺失综合征

较好的做法是让您的孩子展示他或她自己的生长发育速度，而不是试图提前预
测。虽然发育迟缓通常是全身的，但部分儿童在某些部位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
有一个家庭在他们的宝宝一个月时，首次注意到对视觉刺激反应缓慢，另一个家
庭是首先注意到了宝宝的精细和粗大运动技能学习缓慢，还有一个家庭是通过语
言和走路延迟注意到异常的。

所有患儿都能从早期刺激和干预中受益。您可以从儿童中心、发育儿科医生、特
殊幼儿园、健康管理方案和健康顾问，寻求适合的刺激方法。

粗大运动技能：坐，移动

大部分婴儿期主要技能的掌握时间可能会推迟，如头部控制、翻身、坐姿、移动
和行走等技能。这意味着，至少作为预防措施，应向所有患有该综合征的患儿
提供早期物理治疗和相应的刺激方案。

许多患儿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肌张力低（肌肉松软无力），但肌肉张力也可能会升
高。早期可表现为宽基步态，患儿可能步幅较短，步态不稳。脚部的任何角度异
常，如跖骨内收畸形或马蹄内翻足都会对活动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通过手术
或物理治疗矫正后，稳定流畅的行走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其他年轻患者通常因异
常灵活的关节最终导致行走困难（厄克特2009；BalasuBrAMANI 2011；
Unique）。

Unique成员中，患儿一般从8个月左右开始翻滚，6到10个月之间可以坐，在11到
17个月之间能够移动，在24到36个月之间学会行走。对许多患儿来说，最明显的
延迟现象出现在学习走路的时期，但他们不需要助行器，只是开始走路的时间延
后了。高能级水平的患儿们则随后开始经常走路，根据家庭成员反馈，任何不寻
常的步态都是暂时的，很快就看起来正常了。他们一般要爬三年左右的楼梯。虽
有个体差异，但最喜欢的体育活动主要包括骑玩具、徒步旅行、摔跤（6岁）；
骑自行车、玩球（9岁）；荡秋千（12岁）；游泳（水上运动）、骑自行车（在
训练师的陪同下）、骑马（在有协助的情况下），以及任何涉及球类的活动（14
岁）。有一名6岁的患儿喜欢跳舞，现在正在学滑雪。但是，有一名20岁的年轻
患者通过手术矫正了严重的脊柱弯曲，在室内外都需要使用轮椅代步。



她倾向于‘W’型坐姿，这样
可以活动关节或者可以用嘴触碰
膝盖骨。如果她被束缚，比如坐
在汽车座椅上，她经常会弯曲在
安全带上，因为她喜欢压迫感。
她走起路来“笨拙”，身体也会
松软无力，张力低。但是她能步
伐稳定的一直走！物理治疗为她
提供了很好的训练，我们也使用
了一些工具 (Pattibobs [拱形支撑
鞋垫以及Theratogs [内衣支撑])来
帮助她”6岁

他的进步有些缓慢，但很稳定，他有点驼背。 他之前的步态有些异常，但现在
很好，他喜欢跑步。   7岁零6个月

即使是在吃饭或看电视的时候，她也在不停地走动，不过她比她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的稳定性差一些。  9 岁
她可以走在任何地方，走任何距离。她非常活跃，并且有很多的精力和耐力 。  
14 岁

他总是坐在膝盖上，以胎儿的姿势躺着，从不平躺。他用轮椅代步，仅在上下
轮椅时走路。  20 岁

手眼协调与精细运动技能

Unique的数据显示手的功能和手眼协调技能的掌握往往
会延迟，因此早期的游戏和职业治疗干预很重要。患儿
们的精细运动技能延迟常常表现在抓取和拿玩具、拿餐
具和书写工具。技能延迟有一部分是由于低肌张力，使
得患儿缺乏抓握物体所需的力量而引起的。 

她使用弹簧打开的自适应剪刀，因此她只需练习合上
剪刀。  6 岁

现在写作和吃饭都完成的很好。  9 岁

她有许多精细和大运动困难，比如拉拉链和扣纽扣，以及奇怪的握铅笔姿势。 
  14 岁

自理能力

自理能力发展较晚，有的患儿能配合穿衣和学会洗衣服（6-9岁）、穿脱衣服、
拉拉链、扣纽扣。如厕训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据Unique所知，只有一名
患儿在六岁成功完成如厕训练，所以可能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做到。
12  

1 岁  他确实很难掌握精细的运动技能：他之前不会掐、穿线等。但
现在好多了：他可以拿着叉子或铅笔乱写，但大部分时间仍需要帮助 。  7岁零
6个月

脊柱弯曲矫正手术 
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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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洗手洗脸，并能够配合洗澡。  7岁零6个月

她可以自己穿衣和吃饭，但不能完全独立洗澡，仍需
要帮助。她父母对其他家庭的建议是，从小就强化个人
护理技巧学习！  9 岁

她对表扬和强化、耐心、创造力、视觉效果和小的进
步反应最好。 14 岁

她在28个月大的时候说了第一句话，但没有保持下去。她之前已经学会了几个
单词，但她又渐渐不会说了，她现在只有一个短语：“一切都完成了”。她使用
过通讯设备（会说话的记事本TechTalk8，学校专用），但指指点点和咕噜声是迄
今为止最有效的沟通方式。  6 岁

他可以用三到四个单词造句并通过VantageLite设备，让别人能够理解自己表达的
约80%的内容。  7岁零6个月

她通常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尽管我们有时会误解她的手势。她在学校
里用的是一种通讯设备，而且操作越来越熟练，但手语还是最容易和最快的，虽
然不是每个人都懂手语。我希望有一天她能熟练运用读和写，将她的想法输入一
个能准确表达的设备！  9 岁

如何影响沟通能力？
     10 岁  

患儿们通常很难通过语言去理解他人和表达自己，他们可以通过手势表达自己的
需求或通过辅助的交流系统和设备来帮助他们进行表达。总的来说，语言发展似
乎特别滞后，而且大多数儿童完全不能语言交流。典型的腭裂或高腭也会影响语
言的发展。研究人员形容两名患儿的语言风格是“唐老鸭”式（van Buggenhout 
2005；Balasubramanian 2011；Unique）。

Unique的经验是，孩子们能听懂一些语言，特别是经常重复的短句。他们甚至能
够学说话，用近似的词和使用一些单字，但说话的声音通常是不清楚和含糊不清
的，或者一些单词可能不被保留，这样替代的交流方式更加一致和可靠。总的来
说，儿童和成人患者都基本上无法用语言交流的。

早期的非语言交流通常也会延迟，婴儿在大约3到6个月大时第一次在社交场合微
笑，任何牙牙学语的声音也出现得较晚。找到正确的替代交流方法是重要的，并
且因人而异：当一些孩子学会熟练地使用手势并将手势和短语关联起来时，另一
些孩子则可能还很难做到这一点。早期，孩子们可以通过声音、推、拉或指来表
达他们的意思；随着他们日渐成熟，可以学习使用图片符号和使用图片交换系
统。手持式通讯设备对一些儿童来说帮助显著，而另一些伴有精细运动障碍的儿
童则难以做到。家庭成员建议，综合各种方法似乎效果最好，可以让孩子以不同
的方式强化自己所表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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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使用手势、图片交换和一种手掌大小的通信辅助工具Tellus Smart，能够在信息
窗口中将文本和符号结合在一起。   12 岁

她无法进行语言沟通，但会发出声音和含糊不清的字眼，可能会听到妈妈、再见
和你好。我们试用了一些电子通讯板，但这些设备很笨重，很难操作，而且经常需
要重新编程，所以没有成功。也许在上下文中用关键词符号、物体和视觉效果来增
强她有限的语言沟通是最好的。她似乎是一个良好的沟通者了   14 岁

他能听懂基本的语言，但不能作答。  20 岁

如何影响学习能力？

患儿在学习上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和支持，但所需要的支持
量不能仅仅从基因测试结果中预测出来。

最初发现这种新出现的综合征的研究人员认为，大多数儿
童将需要相当多的支持，因为他们将患有严重的学习障
碍。在24名进行了学习能力分级的患儿中，轻度学习障碍的
有3名；中度学习障碍的有5名；重度学习障碍的有15名；极
重度的有1名（van Buggenhout 2005；Balasubramanian 
2011；Unique）。

以下是家庭成员讲述的患儿们在面对这些挑战时能取得的
成就：

她对高激励因素有着惊人的记忆：我们在店里买了冰淇
淋，她就会不停地要冰淇淋，直到冰淇淋都没有了。她不会
阅读，但认识某些产品的标签。就在几个月前，她学会了
M&M的标签，现在能在杂货店结账处找到它们。她能乱涂
乱画，看上去就是直线。她在一所公立（主流）学校的一
个“特殊日班”，班上有8个孩子，他们都需要大量的教育
支持。她的班级有一个老师和六个助手，所以她和另一个学
生共用一个助手。我们发现，自闭症教室更多地提供了视觉
支持、高计划/常规、替代性和增强性沟通培训的教师，他
们与我们的女儿合作得很好。我们参观了其他智力障碍儿童
（唐氏综合症）的教室，发现我们的女儿在认知能力方面远
远落后于他们。她需要一个1对1的教育环境。  6 岁

他在认知和社交方面的表现达到了4岁的水平，并随后又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有很好的视觉记忆，喜欢字母、拼图
和数字，并且比其他一些东西，如衣服、食物类型或名字，
能够更快更好地掌握。他写字的时候，大多需要帮助，能够
独立写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几个字母。他在普通班级学习，由
于他的行为，他还加入了一个专门针对有严重特殊需要
（SSN）孩子的班级。

5岁零10个月

 14 岁

 1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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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最重要的是和你孩子一起工作的团队。确保团队或教师在特殊教育方面有
良好的资质或认证，因为这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参与进来，做你孩子最好的拥护
者！与学校密切合作，了解学校的工作内容，并尝试在家里实施，或者从其他方
面进行补充。  7岁零6个月

她的学习能力大约等同于幼儿园（5-6岁）水平。她能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一
些单词，比如妈妈，还能识别一些视觉单词。她知道所有的数字和字母，能做简
单的加法。她的记忆力还不错，不过她很容易忘记最近学过的东西，除非反复学
习。她喜欢有趣的学习。  9 岁

她在一所普通学校就读，有一个全职的教学助理，她有相当好的记忆力并能够识
别某些单词，如邦尼，图书馆，冰淇淋，朵拉，维多利亚，舒适的大沙发，扎克
和科迪，妈妈，爸爸，谢尔比，莎妮娅。她能写出她名字的前三个字母。  12 岁

在学习和理解等许多层面上，多数部分她的水平似乎在4至8岁之间。激励她并给
她奖励的行为是最有帮助的。例如，她能自己穿上鞋子，特别是当她意识到要去
买杂货时，还有如果她“善于倾听”，就可以在麦当劳（她最喜欢的食物）吃一
顿饭。她似乎总想帮你，并通过了解你的日常工作来支持你。在学业上，她在大
多数方面都极为迟钝，有些零碎的技能，仍未表现出任何水平的阅读能力。  14 岁

他的精神年龄大约是2到4岁，他不会读也会不写。  20 岁

有没有一个典型的生长发育模式？

出生体重范围为1.9kg（4lb 3oz）–4.5kg（9lb 14oz）

婴儿在出生时往往（但并非总是）偏小，并且比其他儿童生长得更慢，尽管摄入
了足够的食物，但仍保持矮小的身材。21/31的患儿生长缓慢。Unique的证据表
明，年龄较大的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生长速度加快。许多孩子的皮肤下只有一
层薄薄的脂肪，这有助于他们保持苗条的身材，有时甚
至在他们身高正常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为9-12个月大的婴儿穿衣服。   22 个月

她身材很瘦小，骨骼很细，肌肉很薄，体脂很少。  6 
岁

她的生长发育曲线是缓慢增长并相当稳定。  6 岁

他出生时个头较大，体重为4.5公斤，但第一年体重增
长速率开始下降。这一情况在去年发生了变化，部分原
因是他正在服用治疗笑性癫痫的药物。他现在很高，发
育很好，肌肉也很结实。   7岁零6个月

前面: 3岁, 和同龄女
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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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各个方面都发育得很慢，连头发和指甲都长得很慢。在婴儿时期，将谷类食
品添加到高热量配方奶粉中的方法有所成效，就像有时在幼儿时期给她提供
Pediasure（保儿加营素，一种营养饮料）一样。最近没什么特别的，但她通常能多
吃一片培根！现在她又矮又瘦，但身材匀称，也不是班上最矮的。她看起来更像
一个典型的6岁孩子。   9 岁

从出生到5岁左右，她生长缓慢，尽管经常吃东西，腹部突出，腿很长，但身高
仍低于平均水平。  12 岁

她一直到7岁才开始慢慢发育，但现在的身高已经超过了平均水平，身材拉长。
父母都喜欢高个子。她也很苗条。 14 岁

他13岁之前生长缓慢。现在他上身魁梧，下身苗条。  20 岁

一些患儿也会出现反流现象，食物和胃内容物会返回食物通道（食道），并可能
出现呕吐或吸入的情况，从而导致吸入性肺炎（胸部感染）。

在喂食和睡觉时都要小心，使用食物增稠剂和抑制胃酸的药物可以控制反流。如
果这些措施都没有用，可以行胃底折叠术，以改善从胃到食物通道的瓣膜功能。

好消息是，早期的喂养困难最终都解决了，到了学龄，孩子们一般都可以吃家常
饭菜。尽管如此，由于婴儿的精细运动技能迟迟不能发展，用烧杯和餐具自己
用餐的年纪通常会延后。

自制披萨: 3 岁 

食物和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大多数患儿早期都有吮吸和吞咽困难，需要通过鼻胃管喂
养，如果情况持续时间较长，需要通过胃管直接入胃。由于
他们对口部肌肉的控制力很低，喂养对一些患儿来说需要
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他们在进食几分钟后就睡着了
（Balasubramanian，2011；Unique）。患有腭裂的婴儿将经
历特殊的喂养困难，但即使腭裂是完整的，这些问题依然很
常见。但是，有了适合腭裂婴儿的奶头和奶瓶后，使得用
母乳或配方奶喂养患儿成为可能，并且能够补充营养以促
进其生长发育。一旦患儿们开始用烧杯喂食，他们很有可能
会被液体噎住，在吃饭时需要在旁仔细观察。

一岁时，她从配方奶粉过渡到了Pediasure（保儿加营素，一种营养饮料）。不久
之后的某个时候，我们让她开始吃一种热量更丰富的补充剂（Resource1.5，诺
华，每盎司的热量增加了50%。这是她主要的卡路里来源，她一直吃到三岁左右
断奶。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她还愿意喝Carnation速食早餐并吃餐桌食物。现在她
只吃餐桌食物，没有任何补充剂。   6 岁

当她开始学习用吸管喝水时，她的OT（康复治疗师）让我们拿一个柔软的塑料
奶瓶，中间是PVC管作为吸管。这让我们可以帮助她以小小的吸力把吸管里的饮
料挤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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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间，他饿得很厉害，经常嘴边发青，因为他吸吮奶瓶的时候，也忘了呼
吸，所以我每隔几秒钟就要把奶瓶取下来提醒他呼吸。开始进食固体食物后，他
只吃了一些他喜欢的食物。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在他进食时，我们不
得不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注意摄入的食物。我们有时会去一个停车场，在那
里他可以看汽车经过，或者让第三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和他一起玩，或者在电视上
看他最喜欢的节目。我们尝试过咨询和喂食计划，但没有任何进展。他喜欢质地
柔软的食物，由于牙齿问题，他有咀嚼困难的问题；他喜欢煮菠菜和鸡蛋、酸
奶、白干酪、香蕉和苹果酱。他一直用奶瓶喝牛奶，三岁开始改用一个小水杯喝
水。他直到六七岁才吃糖果、饼干、糖或冰淇淋。他开始有所好转，但这是一场
持续的斗争，现在差不多八年了，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只能
多次尝试引入不同的质地和口味。一旦他习惯了一些食物，比如奶酪，我们就尝
试了各种口味，比如马苏里拉干酪、白干酪和菲塔干酪，看看他喜欢什么。但不
管我们怎么努力，他都不太喜欢水果：他只吃香蕉。现在他几乎什么都吃，虽然
由于牙齿的原因，质地比较硬的食物还有点困难，但他喜欢饼干和椒盐脆饼，他
的水果品种摄入增加了，他会吃桃子、苹果、葡萄、梨、橘子和草莓，虽然不是
经常吃。他仍然喜欢意大利面、奶酪和披萨，但也喜欢汤和用不同方法烹制的
肉，如肉丸、汉堡包、玉米卷、有馅的辣椒或其他蔬菜 7岁零6个月

她因唇裂不能哺乳，但医院里有一根喂食
管，我们在家里用的是Haberman奶瓶。对我
们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最有帮助的是朋
友和家人都愿意帮忙喂她。现在尽管她的体
重和身材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她爱吃，并且
吃得很多！” 9岁

这张家庭照片中，右前的女孩是
2q33.1 缺失综合征患者

 蜂蜜熊
奶瓶 

我们尝试了许多种方法，从中选择她花费精力最少的。我们使用了
几个月的Haberman喂食器，之后改用了Y形奶嘴的Dr Brown’s奶瓶，
喂养时加入Duocal（一种高热量的营养补充品）以增加热量。尽管如
此，给她喂食仍是一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每天需花费约八小时。
我们的儿科医生想避免使用鼻胃管，所以我们非常努力地与专科护
士、职业治疗师、经改装的奶瓶和奶嘴以及胃肠诊所合作，以让她获
得足够的热量。除了颅面诊所的护理协调员，泌乳顾问同时也是适应
性奶瓶使用专家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人。”6岁



她偏爱松软、凉爽的食物，需要把食物切成小块来帮助咀嚼和吞咽。如果没有人
在旁提示的话，她会把食物整个吞下去，并且已有多次哽噎的事件发生。  14 岁

他饮食正常，但由于牙齿不好，不善于咀嚼。毅力很重要！    20 岁

患儿们看起来会不一样吗？
您和医生可能会注意到患儿的异常外貌特征。他或她可能看起来更像本指南中

2q33缺失综合征中的某个或多个婴儿和儿童，而不像
您家庭的其他成员。许多孩子，虽然不是所有的孩
子，都是皮肤白皙、头发稀疏、长着一张高额头的长
脸、嘴巴小、牙齿位置和形状异常、耳朵形状或位
置异常、下颌小。他们的眼睛最典型的是下斜；上
眼睑下垂。可能会有两种典型的面部表情，一种是朝
上的鼻子，另一种是突出的鼻子和眼睛下斜
（Balasubramanian 2011）。

通常情况下，皮肤是薄而透明的，有一层异常薄的脂
肪，下面的血管显露出来，据报道称，患者的腹部和
手足背上的皮肤有皱纹，手掌和脚底的皱纹也增加。
有一名患儿有白癜风，这是一种皮肤病，部分皮肤上
的棕色部分会消失，需要小心防晒。头发可以稀疏而
细，或者相比之下，异常浓密而粗糙。

这些观察结果以及之前提到的牙齿形成异常表明，2号染色体缺失部分的基因对于
皮肤（外胚层）和皮下脂肪层的正常形成非常重要（Balasubramanian 2011；
Unique）。

他应该有比现在更多的头发。   2 岁

腭裂（口腔上颚裂开）

18/31的婴儿出生时患有腭裂；9/31的婴儿出生时患有高腭。典型的表征是腭裂或
高腭。裂口可能出现在口腔前部的硬腭，或者在口腔顶部后部的软组织中。有时
裂口只出现在悬雍垂（挂在舌头上方、口腔后部的组织，裂开时称为双悬雍
垂）。在2q33.1缺失综合征中，丢失SATB2基因是导致腭部异常的最可能原因
（Brewer 1999；FitzPatrick 2003；van Buggenhout 2005；Balasubramanian 2011）。

腭裂和高腭都会引起明显的进食困难，应提供喂养支持。通常在婴儿出生后第一
年的下半年可通过外科手术修复腭裂，从而缓解或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18 

 3 岁



19 

尝试找到一个最适宜的喂养方法。如果一种方法困难，那就尝试另外一种方法。
要真实面对母乳喂养的问题。对我来说，挤奶、喂食、清洁设备，然后重复是不可
持续的。喂养一个腭裂婴儿所需的时间和耐心，光靠个人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软腭
裂在10个月大的时候通过双反Z成形手术进行了修复。  6 岁

忍受它直到它能被修复！饭后让宝宝坐起来；婴儿较大时，在牛奶中加入谷类食
品。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人是颅面医生。这个裂缝在八个月前就修复好了，现在一点
影响也没有了。   9 岁

他患有高腭，所以豌豆和甜玉米之类的食物会从他的鼻子里出来。我们对其他家
长的建议是：寻找答案，不要忽视问题！  20 岁

牙齿发育异常 19/27

有些孩子的牙齿长得又短又宽，形状奇特，或者很大，而且常常异常拥挤。乳牙
可能长得晚，不能按时脱落让成人牙齿长出；成人牙齿可能会发育不完整。前
上牙之间可能有间隙，或者牙齿可能融合在一起。

有人认为，患儿的皮肤和毛发的基因缺陷也可能会影响牙齿发育。不管这是否正
确，患有2q33缺失综合征的儿童都需要专业的儿童牙科治疗，部分原因是基因影
响了他们的牙齿发育，但也有他们早期喂养困难的因素（van Buggenhout 2005；
Balasubramanian 2011；Unique）。

她的乳牙对她的嘴来说异常大。我无法想象未来她的嘴巴是否有足够空间长成年
牙齿！她一直在与蛀牙作斗争，目前有三处补牙。我们还为她所有的乳牙涂上了密
封剂。她对刷牙很抗拒，但我们为了好好刷牙，每天都要强迫她刷一次牙。她不总
是顺从，但我们尽力了。我们的建议是找一个临床经验丰富，治疗过大量特需患儿
的儿童牙科医生。有一个自信的牙医会使父母放心。  6 岁

他的牙齿排列很拥挤。他的四颗下门牙排成平行的一排，他三岁时不得不拔掉后
排的乳牙。他一、二岁的时候，前上牙就断了，必须戴牙冠。我们在他五岁的时候
拔掉了牙，他仍然没有恒牙。缺牙使咀嚼质地较硬的食物变得困难。   7岁零6个月

她的牙齿生长和脱落都很晚了，而且出现顺序存在异常。她在大约12个月时取下
了第一颗婴儿牙齿，8岁时又掉了第一颗牙。她磨牙，很多牙齿表面都是平的，牙
医很难治疗她。   9 岁

她牙齿大，畸形，还有缺牙，很容易蛀牙。当她的前上乳牙被拔掉时，恒牙直到
牙医切开她的牙龈才露出。  12 岁

她接受了全面的牙科治疗和检查，而且经常流涎。但现在流涎通常只发生在她兴
奋或注意力集中的时候，这可能是由于康复治疗中的口腔运动和使用电动牙刷造成
的。14 岁

他的牙齿非常糟糕。  2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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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部分缺失综合征患儿已出现一些典型的行为模式。他们有明显的多动症和躁动，
行为可能是混乱的。虽然他们大部分时候是快乐的，但有时他们会发脾气，表
现为不符合他们年龄的爆发攻击性、焦虑、睡眠障碍、自我伤害行为（如：甩
头）

并非所有患儿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这种
具有挑战性的行为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
同的表现，报道病例中，出现这种行为
的最小年龄为30个月（van Buggenhout 
2005；Balasubramanian 2011；
Unique）。

研究人员认为，导致行为异常的根本原
因是2q32.2带GLS基因的缺失，GLS基因
在大脑神经递质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
用。不过，这一点还有待证实，特别是
有典型行为模式的患儿缺失片段未包含
该基因。 SATB2基因也被认为是潜在致
病基因，但并非所有SATB2基因缺失的
患儿都有行为障碍的表现。此外，缺失
不重叠的患儿均有行为障碍的表现，这
表明行为障碍的致病基因不止一个，而
且他们可能存在累积效应。

他与别人交流时总面带微笑。我想说他有点害羞。他喜欢看新面孔，对新面孔
微笑，但不喜欢人们背对他。他也非常容易焦躁不安，静坐通常不超过几分钟。
   22 个月

最左侧为患儿，8岁6个月，喜欢收割 

喜欢乘坐火车旅行，18岁  

同时，强烈建议所有家庭在出现问题之前尽早采取行为管理的干预措施。通过下
面的案例，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早期干预的重要性：有一名年轻患者在机构生活
的时候表现为严重的行为障碍，但在他自己家中却完全没有问题，这表明一项
能够支持家庭计划的方案对这些患儿的福祉很重要（van Buggenhout 2005；
Balasubramanian 2011）。

给其他家庭的最好建议有哪些？

持续的父母教育、积极的行为支持与应用行为分析（ABA）原则相结合。ABA是
一种促进学习和发展的方法。有关ABA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utism.org.uk网
站。有一名缺失片段位于2q32带的男孩，在30个月大时不再开口说先前习得的语
言，并开始自伤、发脾气和不喜欢人群，随后被确诊为孤独症。在其他患儿中也
有发现孤独症特征（Gallagher 2003；Balasubramani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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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行为障碍包括：不安、多动、混乱、焦虑、攻击。她可能时好时坏。她也会
持续几个小时不可理喻地发脾气。不过，带她去散步能让一切都好起来的。她很好
动，一直在移动或弯曲她的身体。她不停地寻求刺激，无论是磨牙、弯曲关
节、视觉刺激、敲击手指、手指在地板上吱吱作响、手指伸进口袋等，她通常都对
这些行为非常固执。

随着年龄和体型的增长，我们已经停止使用婴儿车，并且不会将她放在购物车中。
现在她更自由了，在公共场合很难控制她。她能很快逃跑，没有分离的恐惧和危
险感。显然，随着她的长大，她变得更难以控制。我们最好的方法是让时间暂
停。当她把我们逼得太紧时，我们会把她放在小狗门后。

在社交方面，对部分和她相处过程令她感到满意的成年人和儿童，她会积极地和他
们建立友谊。还有一些人她会直接忽略。还有她很喜欢我们的另一个孩子。我们
注意到大约是在四岁时，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孩子，她会主动靠近一群同龄孩子，但
不会参与他们的游戏。在六岁的时候，她基本上
还是这样的行为模式。我确实在她身上看到了一
些和孤独症相似的行为。

 10 岁

她在家最喜欢的活动是乘坐不需要踏板或平衡的
玩具（Plasma玩具车）。她也喜欢盯着窗外看外
面的世界。她喜欢呆在外面，不停地散步。她喜
欢走路，不受拘束地随便走   6 岁

他有一些中等程度的行为障碍，如暴力。他能很
快地从拥抱、亲吻到拍打，尤其是当他的弟弟妹
妹们在身边时，但当他和一个成年人单独在一起
时就不行了。随着他的成熟，他懂得更多，你可
以和他好好交流，让他意识到什么是好的，什么
是不好的。他可能会有强迫行为（强迫症），需
要固定的时间表；如果他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他
的行为往往会升级。他还是有点嫉妒他的兄弟姐
妹，但他的攻击行为已经减少了很多！他现在会
帮助他们制作玩具，清洁，喂食，穿衣等。他还
喜欢拼图、火车头托马斯玩具、卡通、书籍和配 
套游戏。  7岁零6个月

她性格阳光友好，喜欢循规蹈矩，有很多强迫症方面的行为：睡觉时必须拿着两
本书，第二天的衣服要提前摆好，自行车完美地停在某个地方，每天早餐要吃一个
面包圈加奶油奶酪。在事情未如她预期时，盐酸氟西汀（Prozac，抗抑郁药）能让
她不陷入完全崩溃的状态。她五岁以前不太喜欢看电视，但九岁时，她开始反复看
她最喜欢的电影。她的活跃度很高，注意力不集中，现在正在听协奏曲以帮助她提
高在学校学习时的注意力。在社交方面，她很友好，喜欢和熟人一起开怀大笑。她
少数时候会很害羞。她常常直挺挺地看着别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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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动物，不管是填
充的还是活的，她特别喜
欢她的狗、iCarly（一个
电视节目）、骑自行车、
上学和在餐馆吃饭。我们
发现学校人员和她的精神
科医生是对她最有帮助的
人。  9 岁

她喜欢音乐和看邦尼，
她有一个莫莉娃娃，她走

到哪里都带那个娃娃，喜欢在电脑上玩。但她有时会有不安、过度活跃、焦虑问
题，并可能变得咄咄逼人，目前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Risperidone）。她
喜欢对人微笑，对男性有好感，但一经注意可能就会改变，变得咄咄逼人。无孤独
症症状。  12 岁

她对触觉、味觉和口感非常敏感。她会尝和闻大多数东西。她还表现出一种自残
的行为，如她会一直抠她的皮肤直到生了疮，她还会习惯性地抠她的鼻子，直到
鼻子流血。她还具有极高的疼痛耐受力。过去由于过度活动和注意力不集中，她
一直服用利他林（Ritalin）。然而，镇静效果不佳，服用约8个月后便停止了。在
平常的一天里，她会非常注重日常事务，并对变化感到苦恼。我们目前正在努力
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也会经历极端的情绪，如冲动，重复动作和强迫。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更好地引导她。现在她已进入青春期，似乎与其他人一样
喜欢同样类型的活动，尽管完成度较低，如音乐、舞蹈、买衣服、与同龄人在一
起，特别是在学校环境中。在社交方面，她是一位非常快乐、善于交际的年轻女
孩，喜欢和别人在一起，而且很有互动性，尽管有时会触觉过于敏感，很有礼
貌，在当地社区中很受欢迎。她喜欢音乐，通常是运动类的（如舞蹈），与他人
互动和接触，帮助父母，并且一直被鼓励参与像是帮助准备膳食、一般家务或园
艺等劳动。 14 岁

从青春期开始，他的主要问题就是攻击性行为（吐痰、打人）。如果他愿意的
话，可以在社交方面表现很好，但稍显粗鲁。沟通不畅会使他很沮丧。他确实有
孤独症倾向。  20 岁

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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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
患有该综合征的儿童存在频繁觉醒的睡眠障碍风险（Balasubramanian 2011）。

她睡觉时卧室门上有一个小狗门，在训练她卧床时更需要这样做，现在只是例行
公事。   6 岁

他因笑性癫痫发作而难以入睡。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7岁零6个月

她很难入睡，有时一晚要起床三次。在她更小的时候，会在晚上醒来，然后就这
样保持三小时。  12 岁

她通常睡得很熟，不过有时会在夜间起床，突袭冰箱和食品室。不管什么时间睡
觉，她都是早上5点到5点半起床。  14 岁

他晚上服用10毫升褪黑素帮助入眠，但并没有太大帮助。  20 岁

在8/16的男性患者中发现了轻微的生殖器异常

在该缺失综合征男孩身上发现了一系列轻微的生殖器异常。这包括小生殖器，尿
道下裂（尿道异位开口于阴茎腹侧）和隐睾，睾丸未下降至阴囊。治疗隐睾的方
法取决于病因，但不管是什么，如果睾丸不能及时自然下降就需要治疗。如果怀
疑有激素问题，可以建议短期激素治疗。如果激素治疗不起作用，可行开放手术
睾丸下降固定术，将睾丸固定于阴囊。

此外，腹股沟疝（位于腹股沟）是比较常见的。在胎儿发育过程中，男性患儿的
睾丸通过腹壁下部的开口进入阴囊。然后开口通常会关闭，但如果无法关闭或重
新再次打开，液体甚至肠环或其他器官都可以通过。这就形成了腹股沟疝，通常
表现为腹股沟隆起或阴囊肿大。腹股沟疝应该由您孩子的医生进行评估，您的孩
子可能需要通过手术来修复。尽管腹股沟疝在男性患儿中更为常见，但在女性患
儿中也可能发生（van Buggenhout 2005；Balasubramanian 2011；Unique）

非常小的头部（小头畸形） 10/26 
在一些患儿中，综合考虑年龄和性别后，检测结果提示头部异常小。头小提示大
脑小，虽然在一些患儿中这可能根本没有影响，但在其他患儿中，这可能会影响
大脑的生长发育。如果有遗传原因，如染色体疾病，则出现大脑生长发育落后的
可能性更大。虽然小头畸形是典型特征，但并不普遍，有些患儿似乎遵循他们的
家庭遗传模式，有一个正常或大的头部。

手脚
在许多婴儿和儿童患者中，手和/或脚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寻常的特征。手指可能
紧握或非常细长，手可能很小，拇指可能异常宽或短，第五指可能向内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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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足部的典型特征包括细长的脚趾，“爪形”脚
掌，有凸起的足弓、重叠的脚趾、突出的脚跟、弯曲
的小脚趾、紧握的脚趾、（先天性的）畸形足、短的
脚趾、宽的第一脚趾、宽且短的指甲、扁平足以及大
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的间隙较宽。

患儿在行走的早期阶段可能需要脚和/或脚踝支撑、
鞋垫或特殊靴子来支撑（Brewer 1999；van 
Buggenhout 2005；Rifai 2009；Rosenfeld 2009；Tegay 
2009；Urquhart 2009；Balasubramanian 2011；
Unique）。

她的指甲似乎长得很慢，我几乎从不需要帮她修剪指甲！她的指甲覆盖了她手
指的很大一部分，比我们家其他成员都多。她有一双非常瘦骨嶙峋的脚，并倾向
于弯曲脚趾。  6 岁

她僵硬地弯曲脚趾，在上面行走，或者在一些表面上会向上伸展。14 岁

癫痫发作 7/2929 
癫痫发作不是一个常见的2q33.1微缺失综合征的特征，但也可能会出现。一名患
儿在她刚出生的两年里有数次热性惊厥发作。另一名患儿在近七岁的时候笑性癫
痫发作：初期，持续了几秒至几分钟，但发作持续时间和强度逐渐增加，并开始
在晚上发作。曾用奥卡西平片（Trileptal）治疗，发作减少。一名两周大的婴儿有
癫痫发作 确诊数为7/29

明显的癫痫发作，最初诊断为胃食管反流，最终确诊为癫痫。她五岁以后就没有
发作过了。不幸的是，目前仍无法预测患儿是否会出现癫痫发作。受影响患儿的
大脑成像可能显示异常，如脑内充满液体的脑室扩大，但也可能显示大脑结构完
全正常（《Van Buggenhout 2005年》；Urquhart 2009年；Unqiue）。

眼睛 斜视 7/26
眼睛和视力可能会受到影响。持续性斜视（斜视）需要通过手术进行矫正，弱视
是观察到的最常见的眼部问题，这也需要加强治疗。一种称为结肠瘤的眼部发育
缺陷，还有视神经发育不全也都已在患者身上出现，均导致了不同程度的视觉损
伤。一名患儿的一只眼睛的视力明显低于另一只眼睛，而且她是远视眼。

两个病例出现泪道持续阻塞的情况，需要做小手术。一名患儿在16岁时发现有圆
锥角膜穿孔，需要移植角膜。圆锥角膜是一种退行性疾病，由于眼睛内部压力角
膜变薄（通常在中央）向外推进。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定期监测。如果情况轻微，
眼镜可以矫正屈光问题。有些病例可能需要隐形眼镜，或有的像本例一样需要做
手术（van Buggenhout 2005；Balasubramanian 2011；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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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视觉成熟的时间延后了，最初被认为是皮层视觉障碍，
也进行了斜视和弱视的治疗。这对她影响很小，她有功能性
视力。她现在戴着眼镜。她不能忍受眼睛的修补:因此我们
用扩张眼药水来削弱她的眼睛，希望重新调整她的眼部肌
肉，但是没有用，因为她只是交换了优势眼。  6 岁

右眼没有明显反应。她似乎通过把头转向侧面以获得更好
的视力来适应，但即使在熟悉的环境中也会显得笨拙并撞到
物体。医生给她配了眼镜，但她一般不戴。 14 岁

总体幸福感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存在这种缺失的儿童比没有染色体缺失
的儿童更不健康。和其他小孩一样，他们会反复咳嗽和感冒，
耳朵容易感染。那些腭裂患者似乎更容易患鼻窦感染。此外，由于他们不稳
定的体重增加，在生病时期，他们可能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和体重
减轻的问题（Unique）。 

总体来说，她是一个健康但有点身材矮小的孩子。她容易得感冒或肠胃炎，并且
需要更长的时间康复。鼻窦是她的主要问题：她鼻窦经常感染，导致她昏倒。她是
我们家目前身体最弱的孩子，但她从未因生病住院，所以我不应该有所抱怨。我只
是让她远离任何生病的人。  6 岁

容易鼻窦感染。放置了耳管以防止耳朵感染。  9 岁

通常是健康的。  12 岁

她在四岁之前曾两次因肺炎住院治疗，很可能是因为进食困难和吸气困难导致
的。我们被告知她肺部功能较差，医生给她开了一剂预防针和万托林
（Ventolin）。现在她对常见的疾病有很强的抵抗力，甚至在身体不适时仍然十分
有活力。  14 岁

可能涉及的基因

很可能缺失的染色体片段中的许多基因与患有该综合征的个体特征有关。但
是，SATB2基因被认为是造成2q33.1微缺失综合征许多特征的根源。即使只缺失
了部分SATB2基因片段，也能看到该综合征的典型特征。该基因在大脑发育中表
达，因此可能造成发育迟缓的原因。它在颅面特征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可导
致腭裂，当它只剩一个拷贝时，被认为是导致牙齿异常的根源。它也可能是该综
合征患者异常面部特征的根源（Fitzpatrick 2003；Rifai 2009；Rosenfeld 2009；
Balasubramanian 2011）。
另一个被认为对面部特征形成很重要的基因是PGAP1，它可能是与SATB2基因协
同作用的。PGAP1位于2q33.1带（Urquhart 2009）。

第一副眼镜
2岁零6个月 



COL3A1和COL5A2这两个基因邻近2q32.2带，它们被认为是一些患有该综合征
的患者出现薄而透明的皮肤和稀疏而缓慢生长的头发特征的根源。这两个基因
都编码胶原类型正确发育的指令。COL3A1或COL5A2基因突变可导致某些类
型的Ehlers-Danlos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关节松动、皮肤弹性大和血管容易受损
（van Buggenhout 2005；Rifa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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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2号染色体会发生缺失？

染色体内的缺失是自然随机发生的，而且可能比我们认识到的要频繁得多。为了找
出2q基因缺失的原因，您的遗传学家会建议检查父母的染色体。检测需要少量的血
样。它将显示缺失是新发（即dn）的还是遗传自父母的染色体改变。

大多数2q缺失发生在双亲染色体正常的情况下。新发缺失发生在精子或卵子细胞形
成时，或在受精后早期细胞复制时期，这些细胞将发育成为胚胎、胎儿和婴儿。在
卵子和精子的形成过程中，还没有观察到有缺失发生，但这里有一个猜测：在卵子
和精子细胞的形成过程中，每对染色体的两条染色体通常排列在一起，断裂并重新
结合，然后形成新的染色体。这些新的染色体包含父母传给孩子的祖父母基因的不
同组合。人们认为，染色体断裂后，重连可能会发生在错误的断裂端之间，这可能
会导致2q缺失。

部分2q缺失是父/母染色体重排的结果。这通常是一种倒位现象，即遗传物质在一
条2号染色体上改变了方向，但没有丢失或获得多余的遗传物质，在这种情况下，
亲本的健康或发育通常没有问题。有时，当缺失非常小时，父母一方会携带和孩子
同样的缺失。

不管您的孩子2q缺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是，作为父母，你们都没有做过
任何导致缺失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预防它的发生。没有环境、饮
食、工作场所或生活方式的因素会导致这些染色体的改变。当它们发生时，没有人
应该受到责备，也没有人有过错。

这种情况还会再次生吗？
如果父母双方的染色体都正常，那么另一个孩子出生时就不太可能出现2q缺失或任
何其他染色体疾病。父母双方的血液检测显示染色体正常，但他们的一些卵细胞或
精子细胞携带2q缺失的情况很少（少于1%）。这种现象称为生殖系嵌合体，它意味
着当父母的血液被检测时，他们的染色体看起来是正常的，但却可以有不止一个孩
子携带染色体缺失。如果2q缺失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在每一次怀孕的时候，胎
儿携带2q缺失（女孩或男孩）的可能性会增加到50%。然而，微缺失对儿童发育、
健康和行为的影响尚无可靠预测。

您可以在再次怀孕前，到遗传中心进行遗传咨询。

2q缺失综合征患者的孩子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吗？
2q微缺失综合征的成年患者可能会和他人形成亲密关系，并想要孩子。我们对这种
情况的了解还不足以确定它是否会影响生育能力，但有可能在仅有微小缺失的人群
中，生育能力是正常的。在每一次怀孕中，携带缺失的人有50%的机会把它传给下
一代，，还有50%的机会生育不携带缺失的宝宝。他们照顾孩子的能力很可能与自
己的学习障碍程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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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不能代替个人医疗建议。家庭应就有关基因诊断，管理和健康的所有事宜
咨询有资质的临床医生。本册提供信息被认为是在发布时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它
是由Unique编写，并由英国谢菲尔德临床遗传学服务中心的Meena Balasubramanian
博士以及华威大学医学遗传学教授、皇家病理学家学院院士Maj Hulten医学博士审
核通过。该中文指南由华大基因国际遗传咨询师沈茜翻译，并由华大基因遗传咨
询师陈卉爽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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