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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道孩子有染色体疾病的时候会担心是很正常的，
但每一名患儿的表现都是不同的。发生在3号染色体长
臂（3q）上的疾病情况是未知的。我通过查阅各种资
料，以求获得对该疾病的全面了解与认识。虽然知道要
了解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很重要，但我为自己和家人做
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放松。我学会了面对并欣赏我儿子的
真实表现，并接受我们需要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有一种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能感受到的特殊品质。这种
品质还未得其名，但我们都能看到并欣赏它。
3q29重复是一种罕见的遗传变异，在人体46条染色体中
多出了一个微小片段。这种微小的片段重复几乎存在于
人体内所有行使生长、发育和健康功能所需的细胞中。
有些患者携带染色体重复片段，但无任何症状。另外一
些患者除了表现为发育迟缓，还伴有其他健康问题。总
的来说，拥有额外的染色体片段会增加出现问题的风
险，但具有个体差异性。

染色体是由DNA构成的人体细胞核结构，它携带的遗传
信息（被称为基因）指导人体如何发育和行使功能。染
色体共有23对，每对染色体包含两条分别来自父母的染
色体。其中22对根据染色体大小，从大到小依次编号为
1-22。每条染色体都由一个短（p）臂（如下图顶部所
示）和一个长（q）臂（染色体的底部）组成。

细看3q29
染色体分析
肉眼看不到染色体，但如果把它们染色，然后在显微镜
下放大，就会发现每一条染色体都有一个独特的明暗带
间隔图案（如图中所示的蓝白条带）。您可以在第3页
第3号染色体长臂图上看到这些条带。从图片顶部短臂
和长臂相交的点（着丝粒）开始向外编号。数字越小，
如q11，越靠近着丝粒。数字越大，如q29，越接近染色
体末端，即图片底部。如果把染色体放大到成百上千
倍，并在显微镜下观察它们，在3号染色体的长臂上可
能会看到小的重复片段。这称为3q29重复。

来源和参考文献
本指南中的信息来源于
已知的23名3q29重复患
者信息。

医学文献中描述的15名
患者的症状不尽相同，
重复片段的大小可大可
小。

标注第一位命名的作者
和出版日期是为了方便
您在PubMed网站
(www.ncbi.nlm.nih.gov/
pubmed)上查找相关摘要
或原始文章。第15页有
参考的文献目录。您可
以自行在互联网上查阅
标记为“免费访问（Free 
access）”的文献。如果
您有需求，可以从
Unique获取这些文献的
完整列表。

该指南还参考了Unique
的数据库。编写本指南
时，Unique共有8名3q29
重复或微重复患者，其
中3名的重复片段较大，
延伸至3q27带，2名的重
复片段延伸至3q28带。
一例女性患者有染色体
嵌合：她的部分细胞染
色体正常，而其余细胞
染色体3q29重复（Willatt 
2005; Rooms 2006; 
Rosenberg 2006; Ballif 
2008; Goobie 2008; Lisi 
2008;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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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阵列和其他检测技术

重复片段可能非常小，甚至当染色体被放大数百倍时，在显微镜下看起来也仍是
正常的。只有结合使用不同的检测技术，包括显微镜下观察染色体（核型分
析）、FISH（荧光原位杂交）以及日渐被人熟知的染色体微阵列或阵列CGH技术
才能找到。如此微小的染色体重复片段被称为微重复。3号染色体q29带的微重复
称为3q29微重复。

3q29带内有一条短片段DNA，包含大约22个已知基因。当人们失去这段DNA时，
他们通常会出现3q29微缺失综合征的症状。这段DNA片段重复患者均出现了本指
南中所描述的“典型3q29微重复”症状。部分患者仅有该片段重复，其他还伴有
其他的片段重复，但均部分或全部包含了该短片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重复片段存
在不同的基因，普遍认为这些不同的基因导致了3q29微重复个体之间的部分主要
差异。

染色体检查结果
您的遗传学家或遗传顾问将能够告诉您关于孩子的染色体
检查结果。如果使用的是微阵列检测技术，结果可能会显
示为如下示例：

arr cgh 3q29(197,415,249-198,816,466)x3 
arr cgh    采用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array-CGH）进行
分析 
(197,415,249-198,816,466)x3  检测结果显示在
197,415,249（约197.4Mb）和198,816,466（约198.8Mb）之
间的碱基对重复了，两个数字相减得到1,401,217 (约
1.4Mb)。这是重复的碱基对数量。x3意味着这些碱基对有三
个拷贝，而不是正常的两个拷贝。

arr cgh 3q28q29(RP11-962B7->RP11-159K3)x3 

arr cgh    

3q28q29    

采用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array-CGH）进行
分析  
重复片段始于3q28带，终于3q29带

(RP11-962B7->RP11-159K3)x3  这表示这部分染色体片
段重复了。重复的区域是分别位于3q28带和3q29带的标记
RP11-962B7和标记RP11-159K3之间的一段DNA。 

3号染色体: 长 [q] 臂

碱基是DNA中的化学物质，它们
成对地连接在一起，形成梯形结
构的“梯级”末端。一千个碱基
对通常写为1kb。一百万个碱基
对通常被写成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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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您会收到这样的报告。这份报告帮助不大，因为它没有告诉您重复片段的
大小。 

46,XX,dup(3)(q29) 
46    
XY 
dup 

您孩子细胞中的染色体总数 
两条性染色体，男性为XY，女性为XX 
重复，或存在多余的遗传物质

(3)(q29)      重复发生在3号染色体q29带上
报告可能会出现dn的字眼，这是de novo的缩写，在拉丁语中代表’伊始’的意
思，意思是经双亲染色体检测验证，未发现染色体3q29上的改变。也就是说重复是
新发的（或作为“新发事件”），不太可能遗传，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
孩子的家庭中，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发生。如果结果中有pat的字眼，这代表了重复
遗传自父亲，而mat则代表了重复遗传自母亲

有没有3q29微重复综合征患者正常发育，没有健康、学习或行为方面的困难？
是的，有很多。3q29微重复可以是“无声的”。当一个孩子的染色体检测报告提示
存在3q29微重复时，父母也需要进行染色体检测。在许多情况下，父或母是3q29微
重复的完全正常和健康的携带者。

您可能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目前我们还不太确定。其中一个想法是“双打
击”假设：3q29微重复的患儿需要伴有另一种染色体微改变，才会产生发育问题，
表现出相关症状。其他染色体上成千上万的基因也会发挥作用。另一点是，染色体
的改变会引起一系列的影响，从几乎不明显到轻、中、重度。从这个层面理解，它
们就像流感这样的传染病，可以是轻微的，也可以是严重的。因此，在一个家庭
中，一些成员几乎没有影响，而另一些则可能受到明显影响（Rooms 2006; 
Rosenberg 2006; Ballif 2008; Goobie 2008; Lisi 2008）。

3q29重复/微重复患者的健康管理和预期护理的建议指南
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一支遗传学家团队建议，确诊为3q29重复的患者需要接受以下
的评估和服务：

婴儿期诊断：
 眼病评估
 心电图
 脑成像
 根据需要每6个月或1-3年进行一次生长发育评估
 听力检查
 骨骼测量
 早期干预服务
 家庭支持

童年：
 提供持续的成长服务和治疗，包括个人教育计划（IEP）、教育需求声明或同
等声明（如有需要）。可能受益于职业治疗、言语和语言治疗以及物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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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诊至儿童牙科
 鼓励体力活动和均衡饮食

青春期和成年期：
 作为标准医疗实践的年度体检
 持续的成长服务、学习支持和就业辅导
 如果有需要的话，在性发育和微重复遗传可能性的方面，对所有患儿进行
教育[Goobie 2008]

最可能的特征
 总体健康，无重大出生缺陷
 在某些情况下，总体发育的延迟
 学习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但有些人在学校给予的学习支持帮助下能

进行得很顺利
 部分语言延迟
 眼部异常
 心脏异常
 超重倾向

 总体健康状况
医学文献中所描述的大多数个体以及Unique中的成员都是健康的，很少有存在慢
性病的情况。一名男性患者患有高血压、痛风和糖尿病以及肾功能不全，但他明
显超重。一名患儿在第一年就因反复感染入院，但在8岁时就没有类似情况了。一
名患儿有哮喘，但这在普通人群中也很常见，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由3q29微重复引
起的[Goobie 2008; Lisi 2008; Unique]。

 通常无重大出生缺陷
绝大多数婴儿出生时健康，没有重大出生缺陷。这里列出的
多数异常特征都是在一名患儿身上发现的，这就提出了一个
问题：染色体重复是否真的是导致这些症状出现的原因。括
号中的数字代表案例数。

四肢（胳膊、腿、手、脚）
在9名典型的3q29微重复患者中，没有发现胳膊、腿、手或
脚的异常。在12名重复片段较大的患者中，有3名出生时出
现髋关节脱臼或脱位，其中2名需要通过固定进行髋关节矫
正。不过，容易脱臼的臀部也常见于没有已知染色体疾病的
婴儿。最明显的肢体缺陷发生在一名3q29微重复患者身上，
重复片段大小为2Mb，出生时没有腿和左臂，右臂仅肘部以
下部分伸展。然而，这些缺陷很可能是由于其他染色体上的
一些其他细微的变化，或者是由一个与染色体无关的因素引

戴着帕弗里克安
全带稳定臀部 

一个快乐而健康的孩子。他的感冒通常会发展成耳部或鼻窦感染。-3q27q29
重复，3岁零6个月

非常健康。他比大多数孩子都少生病。– 3q29 微重复, 6岁零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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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而不是由3q29微重复引起的。另一名患儿出生时前臂的两块骨头融合在一
起[桡尺关节炎]，这在染色体异常患儿中很常见。一名3q27q29重复患儿出生时被
发现多了一个小手指[Goobie 2008; Unique]。

高腭不伴腭裂[在口腔顶部开裂]（1）。9名典型的微重复患者中有1例高腭。在那
些3q29重复片段更大的患者中，有2例腭裂，1例高腭[Goobie 2008; Unique]。

疝气[脐部]。仅在1例片段较大的3q29微重复婴儿身上发现，大小约为2.4Mb。当患
儿20个月大时，进行的第二次手术成功地修补了疝气。同时，这例患儿的直肠纵
裂（Diastasis Recti，左右两侧覆盖在腹部前表层的肌肉）也一并被修复，另外还切
除了腹部囊肿[Goobie 2008]。

生殖器和臀部的微小异常。在具有典型微重复患者人群中没有发现生殖器异常。1
例重复片段大小为2Mb的微重复男性患者-比典型的重复片段大小要大一点-以及
另1例3q27q29重复的男性患者在出生时就伴有尿道下裂，即尿道口不在阴茎顶
端，而是略低于该位置。在第1例中，左侧睾丸没有进入阴囊并在他15岁的时候，
因萎缩进行了切除。1例女性患儿出生时，肛门位置靠前[Goobie 2008; Unique]。
膀胱缺损[脐尿管未闭]（1例，较大重复片段）。1例患儿出生时膀胱和脐之间有一
个开口。这个开口一般会在出生前关闭，之后可通过手术进行修复[Unique]。

 部分病例全面发育延迟
 发育：坐、动、走（粗大运动技能）

在典型的3q29微重复患儿中，缺乏关于粗大运动技能发展的记录表明延迟很可能
都是轻微的。但是，由于信息量太少，因此任何陈述都是初步的，并且随着更多
信息的出现可能会有所改变。当1例患儿在正常年龄范围内掌握坐、爬、走时，另
1例有轻微低肌张力的患儿可能会稍有延迟，掌握坐姿需要17个月，走路2年半，6
岁半时通过物理治疗和鞋子嵌入物以帮助支撑足弓和保持平衡[Lisi 2008; 
Unique]。

在那些3q29重复片段较大，甚至延伸到3q27带的患儿中，任何发育延迟似乎都是
比较轻微的，尽管有1例患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延迟，并且有4/13的患儿出现了低
肌张力[肌张力减退]。患儿在6到12个月之间第一次翻身，在9个月到2岁之间掌握
坐姿，在11至24个月之间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爬行或移动，在14至30个月学会走

他是很好的步行者，他能独立跑步，动作虽然不像其他6岁的孩子那样流畅。他
在长时间的散步中会感到疲倦，但在鼓励下，他现在已经开始徒步旅行。他可以
自己游泳和滑雪，但当其他6岁的孩子开始踢足球时，他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一
个积极乐观的家庭，一个非常棒的游泳池——是真正的乐趣和建立信心的来源。
他最喜欢的活动是游泳、滑雪、滑雪橇、铲雪和任何涉及户外的活动，他还喜欢
骑自行车（带训练轮）。-6岁零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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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3/13的病例报道为笨拙，经常绊倒或共济失调[不稳定] [Rosenberg 2006; 
Goobie 2008; Unique]。

 手眼协调，自理能力（精细运动技能）
10份关于个别患儿精细运动和自理能力发育受影响的报告显示了较大的个体差
异：从表面未受影响的患儿，到轻度发育延迟的其他患儿，有一例16岁仍未通
过如厕训练。

 学习能力方面个体差异较大，部分患者在学校和额外的学习支持帮助下会表
现得更好
典型的3q29微重复似乎增加了个别患儿的在学习困难的风险，并需要学习方面
的支持或入学开展特殊教育的学校。虽然通过家庭筛查发现，有许多携带3q29
微重复的亲属没有受到影响，但在9份患者详细报告中，有7份描述有轻至中度
学习困难。

由于伴3q29重复或微重复的青少年面临学习障碍或特定学习困难增加的风险，
在首次表达任何关注时，应提供专业的评估和支持，如有必要，应尽快对教育
需求进行正式评估。

他与其他正常的同龄儿一起上学，但在发展进程中落后于他们。他必须非常
努力地学习每一件事。我可以说，他在学习的大多数科目和技能上都落后了约
12-30个月。他会数数。他知道大多数字母的发音和许多颜色。

心脏直视手术痊愈后，他恢复得很好，现在可以走路、跑步、跳跃，高于同
龄的平均水平。虽然偶尔可以看到他的脚踝阵挛（突然拉伸后，肌张力升高引
起的有节奏的肌肉收缩），但对他的行动没有影响，通常稳定。-3q27q29重
复，3岁零6个月

她现在能走得很好，但易疲劳，最喜欢的是骑马和游泳。她的动作有时仍不
稳定，尤其是上下楼梯时，需要握着她的手。她最有用的治疗方式是骑马、水
疗和蹦床。– 3q29嵌合重复，5岁零6个月

精细运动技能进步缓慢但稳步。自理能力较差，不过她已经可以自己穿上鞋
子，脱掉打开拉链后的外套。- 3q29嵌合重复，5岁零6个月

他在精细运动技能方面有延迟。他可以自行使用餐具，但在写字母和数字方
面有困难。他的手眼协调发展得没有他的兄弟姐妹好。在他小的时候，我们经
常用开着小口的罐子。他会通过顶部的小开口把硬币或其他小东西放进罐子
里。他喜欢这样，重复练习对他有帮助。他还喜欢玩火车和卡车，这也很有帮
助。现在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能自己穿衣服，但有些事情需要帮助。总的来
说，他在自理能力方面做得很好。他花了很长时间学会如厕，除了有些部分他
仍然喜欢别人协助，其余的他都可以独立完成。他6岁的时候才完成了如厕训
练。–3q29微重复，6岁零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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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语言延迟
由于只有1份报告详细描述了言语和语言能力，因此无法确定3q29微重复是否会增
加特定的语言发育延迟风险。受影响的患儿第一次微笑的时间并未延迟（2个
月），但说第一句话的时间延迟了（30个月）。6岁半时，他能够通过说话进行有
效沟通，可以用短句交谈，并进行简短的电话交流。他的发音咬字不像其他孩子
那样清晰[具体问题：“th”和“l”的发音听起来像“w”，但大部分可以被理
解。随着他语言水平的提高，表达和理解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Unique]。

在那些3q29重复片段较大的患儿中，多数伴有轻至中度的言语延迟，尽管部分报
道了更严重的病例。患儿倾向于表现为沟通良好，微笑出现的时间在正常范围内
或略微延迟。患儿在4个月零15天至23个月之间表现为咿呀学语，从出生后的第一
年的下半年开始会说第一个单词。大多数患儿在理解和表达上存在差异，有些患
儿难以控制和协调舌头的运动。

他在出生后的第一年说了人生第一个单词，目前正在接受言语治疗。他的语言
能力得到了发展，但他有发音障碍，很难理解他的话- 3q27q29重复, 3岁零6个月

她接受过语言治疗，现在的语言水平和交谈的流利性都取得了很好的进步-
3q29嵌合重复，5岁零6个月

他的老师说他持续稳步进步。他的记忆力似乎很好。他能记得前一天和前几个
月的事情。他开始在数学方面显示出更多的能力。他会听书，但还不会读书。他
能写自己的名字，但读出来仍有困难。他能画出一些形状，但以他的肌肉控制水
平仍有难度。他掌握了基本的电脑技能，但我们限制了他的电脑和电子游戏时
间，所以他还没有机会真正开发这个。他在学校的每一年都有IEP（个人教育计
划）。他会和其他孩子一起进行社交活动，然后被分到一个特殊的小教室，一个
老师负责两个孩子的学习。为了好好学习，他需要频繁的休息和激励。他很容易
分心，所以让他专心学习很难。如果老师们想让他集中精力的话，需要让他站起
来走走-3q29微重复，6岁零6个月

在那些3q29重复片段较大的患者中，受影响范围更广，从在适龄年龄（3岁）开
始学习到17岁时仍有中度学习障碍[Unique]，再到重度学习障碍[Goobie 2008]。在
有学习障碍的患者中，通过学校给予的特殊支持，部分收效甚好。1例出生时伴
重大缺陷（四肢残缺）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伴学习障碍的年轻男性患者在30岁时
上了大学，并独立生活，目前在客户服务中心工作。另1例在17岁时在当地的图
书馆做志愿者[Goobie 2008；Unique]。

她已经开始用母语阅读，喜欢看书和自己编故事。她喜欢画人物和动物- 3q29
嵌合重复，5岁零6个月



9 

 可能有眼部异常
在具有典型微重复的患儿中，没有发现结构性眼部缺陷，在具有典型微重复或更
大重复片段的Unique成员中同样也没有发现。2例比典型3q29（分别为2.08Mb和
2.4Mb）微重复片段稍大的患儿在出生时就伴有眼部缺陷：1例小眼畸形，右虹膜
发育缺陷称为虹膜缺损，右眼角膜[前部]混浊，左眼白内障。该例患儿接受了角
膜移植，四个月后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术。第2例患儿的左虹膜发育存在缺陷。1例
3q27q29重复的男性患儿出生时伴单侧眼睛失明[Goobie 2008; Unique]。

 可能有心脏异常
有5例伴有心脏结构缺陷的报告，包括3例患儿出生时在上下两个心腔之间有一个
小孔。没有患儿出生时伴有完全相同的问题，严重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在典型的微重复患儿中，有1例出生时伴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VSD）[心脏的两个泵室之间有一个孔]。室间隔缺损使血液从左心室流向右心室，
增加了流向肺部的血液量。VSD的具体治疗方法是单独确定的。小的室间隔缺损
可能会自发闭合；较大的室间隔缺损通常需要手术修复，以防止因暴露于额外的
血流而出现肺部问题。另1例在出生时伴最常见的心脏缺陷-主动脉瓣二瓣化畸
形。这个瓣膜通过主动脉控制从心脏到身体的血液流动。正常的主动脉瓣共有三
个瓣膜，若主动脉瓣先天性只有两个瓣膜，称为主动脉瓣二瓣化畸形。这种情况
通常不需要治疗，但由于瓣叶结构异常，长期受到血流的不断冲击，易引起瓣膜
僵硬，不能很好地开合，最终如果导致瓣膜狭窄，则需要进行手术[Ballif 2008; Lisi 
2008]。

在微重复片段稍大的患儿中，有1例房间隔缺损（Atrial Septal Defect , ASD）[心脏
的两个泵室之间有一个孔]，但目前没有症状，不需要治疗。 另1例伴房室间隔缺
损，它在心脏中间形成一个大孔，连接两个上腔（心房）、两个下腔（心室）以
及只有一个瓣膜，代替原本应该在心脏两侧的两个瓣膜。经过手术修复后，她目
前总体健康。

少数患儿出现反复耳部感染，耳内液体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损失，但没有任何永
久性听力损失的病例。尽管如此，暂时性失聪可能发生在言语发育的关键时期，
患有这种[传导性]失聪类型的儿童，选择在鼓膜中临时放置微型塑料管[索环]，直
到胶耳和波动性失聪得到解决可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案。
由于患儿有语言发育延迟的风险，父母应该及早采取行动，并提供以家庭或学校
为基础的治疗。部分患儿已经成功地学会了手语，并从手语过渡到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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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中，有1例的重复片段位于3q27到3q29之间，出生时伴法洛四联症，一种复
杂的心脏病。这包括心脏下泵室之间的一个孔和动脉瓣膜下方通向肺部的一个阻
塞物。静脉血（脱氧的）不易进入肺部获取氧气，部分血液通过小孔进入另一个
泵室，从那里泵入全身。法洛四联症患儿需要手术治疗，Unique的成员术后3年半
表现良好[Goobie 2008; Unique]。

 超重倾向
4/9例典型的3q29微重复患者是肥胖的，其中1例体重和身高均超过了平均水平。
不过，9例中有3例是亲属关系，他们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有肥胖的问题。2例3q29微
重复患者的家庭成员都是年幼的婴儿，在身高方面都处于同一年龄组的5%以下，1
例在体重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Ballif 2008; Lisi 2008; Unique]。在那些3q29重复片段
较大的患者中，有3例异常矮小，1例16岁肥胖，1例30岁脂肪过多，腹部和躯干有
妊娠纹。这一组中的Unique成员身高比较平均，5岁半的患儿中，1例有体重问
题，通过鼓励体育锻炼和提供健康饮食来调整，但没有取得大的成功[Goobie 2008;
Unique]。

通常没有进食方面的问题
喂养困难在染色体异常的患儿中很常见，但大多数3q29重复的患儿在喂养方面没有
问题。Unique的报告显示，成功的母乳喂养是很常见的，甚至患儿也可以吃各种各
样的食物。少数家庭报告说，他们的患儿有胃食管反流的现象，食物和胃内容物会
比较容易返回食道，经常有呕吐或被吸入的情况发生，进而导致胸床靠近头部的部
分来进行控制。如果需要治疗，可以提供专为改善胃食管返流的牛奶，以及其他饮
料的增稠剂。处方抗反流药物是可用的，在严重持续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手术治

行复杂心脏 

手术后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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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但是，在已报道的病例中，目前没有任何3q29重复患者的反流严重到需要进
行手术治疗。

便秘在有染色体异常的患儿中也很常见，但只有一个Unique的家庭报告有便秘的
情况，并用处方药进行治疗。

其他问题

 头部和大脑
在典型的微重复患者中，7/8例有头部异常。5例小头畸形，其中4例来自同一个家
庭。4例来自同一家庭的小头畸形患者的父亲或祖父表现为大头畸形。另1例，在
形成头骨的骨质板中，有些过早地结合在一起[颅骨缝合术]。在3q29微重复片段稍
大的患者中，2例患儿出生时头顶有一个大的囟门，1例头形异常，呈方形，前后
距很短（短头畸形）。Unique成员中，有1例头部尺寸较大。

绝大多数3q29微重复的患儿和成年患者在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检查时，大脑结构看
上去是正常的。4例异常的报告均发生在重复片段大于经典片段大小的患儿中。1
例患儿的症状符合Dandy Walker综合征的诊断标准，这是由于大脑底部部分发育
异常引起的。另1例患儿有一个小的小脑蚓部；小脑蚓部发育缺陷与共济失调有
关，共济失调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在这种疾病中，控制平衡和协调的神经系统
部分不能正常工作而导致的运动不稳定。第3例患儿有Arnold-Chiari畸形，这是一
种颅底畸形，大脑的某些部分和大脑与椎管（脑干）相连的地方会膨出到椎管
中。如果脑内有任何液体压力升高的迹象，可以行分流术进行引流。第4例患儿的
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神经纤维带出现增厚[Goobie 2008; Unique]。

 癫痫
已报道的典型微重复患者的病例中没有癫痫发作。Unique的7名成员中，有3例癫
痫发作。其中1例是染色体嵌合的女性患儿，另1例则是重复片段超出了3q29带的
范围。1例患儿的癫痫发作在5岁时得到缓解，另1例患儿的癫痫发作通过抗癫痫药
物得到控制。没有第3例患儿的信息[Unique]。

行为
虽然3q29缺失或微缺失似乎增加了社交关系和沟通的困难，但对于那些3q29微重
复或重复的患者来说，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从Unique获取详细信息的患儿仅有1名
被描述为“非常具有社交性”，“会和任何人说话，而且是“某种情绪调动
者”。他可能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但尚未对药物有所反应。3岁半至6岁半，
从“偶尔的挫折感”发展成了情绪控制障碍：这取决于睡眠、饥饿和情绪，小事
可能会让他情绪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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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见解
虽然3q29重复已经能够被诊断了很多年，但微重复仅仅在最近几年才被诊断出
来。这还不足以确定长期影响是什么。然而，由于大多数具有这种重复片段的患
者没有先天缺陷，而且总体上是健康的，因此他们的预期寿命可能是正常的。

据报道，在3q29重复片段较大的女性患儿中，有1例8岁的女孩被描述为“非常愉
快和友好”，并且没有任何行为问题[Goobie 2008]。Unique的家庭中，也都报道
了与其他成人和儿童有着良好的社会交往。1例患儿表现出了一些孤独症行为
（如排列玩具），但未能达到诊断孤独症的标准，而1例17岁患儿则被确诊为孤独
症和严重的行为问题。脾气暴躁是最典型的行为表现。

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他的行为是正常的，有时可能会有点害羞- 
3q27q29重复，3岁零6个月

 她在学校表现得很好，但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她在家里会有情绪，
而且脾气暴躁，我们被告知不要理她；然后她会冷静下来，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
发生过一样-3q29嵌合重复，5岁零6个月

一个非常温柔、可爱的婴儿，有着很可爱的个性，并且在他幼年时期一直和他在
一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行为变得更具挑战性和难度。这些年来，孤独症的
特征越来越明显。到了17岁，当他被告知该做什么时，他变得目中无人。随后会
爆发出大声的辱骂和脏话，许多罪行都是一时冲动，后来又悔恨不已。他现在服
用利培酮，定期接受行为治疗，并已安定下来。自始至终，他保留了许多他所钟
爱的魅力- 3q27q29重复，17岁

外观
2例重复片段大小比典型重复大的患儿出生时伴异常体毛。对于许多婴儿和儿童来
说，他们的面部表情可能没有任何潜在的异常迹象。3q29重复的患儿很少看上去
异常或“不同”，也没有出现典型的面部特征。
2例患儿出生时有一个“草莓”的胎记，叫做血管瘤。大多数草莓的胎记会随着时
间自行消退，但在这之前可能需要特殊的护理[Goobie 2008; Lisi 2008]。

 他是一个有爱，平静，快乐，圆润的婴儿，一向睡得很好，从来没有哭过。在3
岁半的时候，他就很有感情，很有风度，也很快乐，只是偶尔会有挫折感。今天
的他仍然很有爱心，不害怕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喜欢“按按钮”，这可能对他来
讲很有趣- 6岁零6个月

 1名非常英俊的小男孩，在许多老师和治疗师的喜爱下，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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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具有典型3q29微重复的患者通常有20-22个基因的额外拷贝，覆盖染色体中约
1.6Mb的DNA。大部分基因的功能还不清楚，但有这些基因的额外拷贝被认为是导
致某些症状的可能原因[Goobie 2008；Lisi 2008]。

DLG1可能引起眼部异常。DLG1提供了部分蛋白质合成的指导，这种蛋白质存在
于眼睛的各个部位，更广泛地说是在头面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Goobie 2008；Lisi 2008]。196769431-197026171

PAK2与PAK3有关，PAK3是一种与学习障碍有关的基因[Willatt 2005]。

196466728-196559518

ZDHHC19可能与学习障碍有关。相关基因的改变[ZDHHC9]会导致学习障碍
[Goobie 2008]。195924320-195938308

人们有兴趣识别与3q29微重复或重复的某些特征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基因，这样做
可能有助于指导未来的研究，但这并不能立即直接改善治疗。即使有一个额外的
致病基因拷贝存在，相关的特征也不一定存在。其他遗传和环境因素也很重要。

基因 临床表征? 

ZDHHC19 

PAK2 

DLG1 眼部问题? 

学习障碍? 

学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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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发生的？
大多数3q29重复是意外发生的。新发变异的遗传术语是de novo (dn）(详见第4
页)。相比之下，大多数典型的3q29微重复是从母亲（mat）或父亲（pat）遗传
的。一项检查父母染色体的血液检测可以显示出他们的染色体情况[Ballif 2008]。

新发的3q29重复是由于精子（父）或卵细胞（母）形成时或受精后的最初几天发
生了异常而造成的。

在精子和卵细胞形成的某一时刻，所有的染色体包括两条3号染色体进行配对并交
换片段。为了精确配对，每一条染色体“识别”配对或接近配对的DNA长度。然
而，在整个染色体中有许多长度的DNA是很相似的，以至于导致错配的发生。在
典型的3q29微重复中，在额外片段的两端发现了非常相似的DNA长度，很可能是
它们导致了错配。不过这种情况发生还未能确认，但人们相信，当下一步——遗
传物质交换（称为“交换”）——发生时，由于两边遗传物质不平等，增加了染
色体的长度导致典型的3q29微重复。类似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较大片段的重
复。

无论重复是遗传的还是新发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父母，没有做任何事情导致
3q29重复的发生，您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变或控制这一切。目前还没有已知的环
境、饮食、工作场所或生活方式中的任何方面能够导致这些染色体的改变。当这
种情况发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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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29重复
或任何其他染色体疾病。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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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29重复的情况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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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如果3q29重复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在每一次怀孕中，胎儿携带3q29重复（女
孩或男孩）的可能性会上升到50%，也有50%的机会生下没有微重复的孩子。但
是，微重复对患儿的发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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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29重复患者的孩子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吗？
我们还不知道典型的3q29微重复是否会影响生育能力，但生育能力很可能是正常
的。在每一次怀孕中，携带微重复的患者有50%的风险将其遗传给下一代，50%的
机会生下没有微重复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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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中提到的其他组织的信息和网站，用以帮助家庭寻找有用的信息。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认可他们的内容或对此负有任何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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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美国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疗机构病理科的Denise Batista医生以及Unique首席医学顾
问华威大学生殖遗传学教授、皇家病理学家学院院士Maj Hulté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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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版 (2011)(PM)

版权   ©  Unique 2011 

网络资源支持

Rare Chromosome Disorder Support Group  
Registered in England and Wales       

     Charity Number 1110661   
Company Number 5460413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洪安三街21号华大综合园7栋 
Tel: 400-605-6655
info@bgi.com I www.bgi.com

Rare Chromosome Disorder Support Group, 

The Stables, Station Rd West, Oxted, Surrey. RH8 9EE 
Tel: +44(0)1883 723356 
info@rarechromo.org I www.rarechromo.org 

Unique能够提供英语咨询和帮助。如果您需要进一步
的中文咨询或帮助，请联系您当地的遗传咨询部门。

Unique是一个没有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完全依靠捐赠和资助。如有意向，可以
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捐款:
www.rarechromo.org/donate
请帮助我们帮助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