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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本指南中的信息部分
来自已出版的医学文
献。截至2006年，医
学文献中共描述了20
多个涉及4q21q22片
段缺失的病例，其中
8例缺失片段严格限
制在4q21q22区域。
本指南还参考了
Unique的数据库。在
撰写该指南
时，Unique有七个家
庭中有4q21q22缺失
的成员。当时最大的
患儿19岁。其中五个
家庭在2006年完成了
详细的问卷调查。
本指南的内容还未成
体系，但就目而言它
是可供使用的最好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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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v/pubmed)上查找相
关摘要或原始文章。
引用Unique的内容用
U进行标记（Harada 
2002; U）。

染色体4q缺失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这种病是指人
体46条染色体中的一条染色体发生了部分遗传物质
拷贝缺失。与大多数其他染色体疾病一样，这种染
色体变异增加了出生缺陷、发育迟缓和学习障碍的
风险。问题是否会进展以及严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缺失了哪写遗传物质以及其他尚未完全了解
的因素。
了解染色体组成（即核型）对解释患儿的症状和体
征非常有帮助。但在预测个别患儿的受影响程度时
并没有多大帮助，它只能预示某些情况可能更容易
发生。

什么是染色体？
染色体是人体细胞核中携带遗传信息的微小结构。
将它们染色后在光学显微镜下以放大1000倍大小观
察时，就会发现每一条染色体都有一个独特的明暗
带间隔图案。染色体有不同的大小，除了性染色体
外，它们的编号从大到小依次为1到22。这意味着4
号染色体是较大的染色体之一。每个染色体都有一
个短（p）臂和一个长（q）臂，因此有4q缺失的人
丢失了该染色体的长臂（在对面的图表底部）所携
带的遗传物质。

染色体是人体细胞核中微观上携带遗传信息的小结
构。但如果把它们染色，然后在显微镜下放大1000
倍，就会发现每一条染色体都有一个独特的明暗带
间隔图案（如右图中所示：第3号染色体长臂上的
黑白条带）  

每个人共有46条（23对）大小不一的染色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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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别于两条性染色体（女孩是两条X染色体，男孩是
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每条染色体都由
一个短（p）臂和一个长（q）臂组成，4q缺失患者
丢失了染色体长臂的遗传物质（在下一页图表的底
部）4q21-4q22缺失患者丢失的遗传物质位于下页
左侧图中所标记的条带。

缺失片段可能比图示的更小或更大，但近期研究表
明，所有该综合征患者的缺失片段都至少包含
4q21.1-4q21.3 这一“关键”区域
（Nowaczyk，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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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特征
这些是缺失片段位于4q21和4q22之间的患者的临床表征：

 发育延迟
 学习障碍
 肌张力低，婴儿肌肉松软
 身长较短，但头部尺寸相对较大
 在部分病例中，存在心脏方面的问题
 在部分病例中，存在癫痫

(Nitsch 2005; Harada 2002).

其他特征 
 在男性患儿中，存在生殖器畸形
 小角膜。眼球前部透明的圆形部分异常小。

眼睛本身也可能很小

 存在肝癌的可能性
(Nowaczyk 1997).

怀孕
怀孕通常是没有异常的。少数患儿可能在孕中期至孕晚期出现
生长延迟，但这是例外，而非常规。4q21q22缺失的患儿通常手
臂和腿较短，如果在怀孕期间测量股骨（大腿骨）的话，可能
会注意到这一特征。

这会对新生儿产生什么影响？
有些患儿在出生时明显表现不适，而另一些则无恙。有些患儿
在出生时Apgar评分很低（一种衡量总体健康状况的指
标），难以建立自主呼吸。部分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周都需要特
殊护理，尽管Unique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患儿在此之后都表现
良好。其他患儿出生时表现健康，Apgar评分高
（Jacquemont 2006；U）。  

 7个月 

外观

4q21q22缺失患儿的外貌可能没有什么特
征。医生或许能够发现所谓的“畸形特
征”，但对患儿父母来说可能不甚明显。这
些面部特征对患儿的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
响，但它们确实有助于医生做出正确的诊
断。                                                 

门尺寸在出生时大小异常，一例患儿的尺寸是6cm x 10cm。
最典型的是，前额圆润突出（额头隆起），后脑勺也可能突出
（枕部突出）。 3 

您的遗传学家或遗传顾问将能够告诉您更多关于缺失片
段所携带的遗传信息以及您孩子染色体断裂点的位置。

典型特征包括头部相对较大。头顶部的前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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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可位于头侧部的较低位，可以是简单
的，也可以是不寻常的。眼距可能较宽，
并可能伴小眼畸形。通常来说，鼻子较
小，伴宽而平的鼻梁，或上翘，嘴很小，
上唇短而薄。下巴和下颚往往很小（小颌
畸形），并可能后靠抵着上颚（后颌畸
形）。颈部和胸部可能较短，有些患儿伴
乳头发育不全的情况（Nowaczyk 1997；
U）。

患儿在婴儿时期，喂养通常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更多的时间，尽管喂养问题
通常并不严重，部分患儿适应得很好。根据患者家庭成员反馈的问题来
看，患儿家庭遇到的典型问题包括患儿吮吸、吞咽和呼吸（口咽不协调）
动作难以协调，以及食物容易从胃返回到食道（胃食道反流，英文简称
GERD）。部分患儿可因吮吸能力太弱，以至于无法满足生长发育所需的营
养，从而需要高能量配方食物的补充。

At almost 3½ months.  At birth, 
this baby’s feet fitted into 
dolls’ shoes. 

相较于身体尺寸，部分患儿胳膊和腿的长度较
短，手和脚也相对较小，这可能是4q21q22缺失人
群的一个显著特征。

有关一项对6岁女性患儿伴严重生长发育不良和
4q21.1q22.2缺失的研究强调了4q21q22区段中有四
个与骨骼生长发育相关的基因：
BMP3、PRKG2、MEPE和IBSP，它们可能与严
重生长迟缓、骨龄延迟和短肢相关（Jacquemont 
2006；Harada 2002；Suwa 1998；Nowaczyk 
1997；Abuelo 1988；U）。

喂养 

生长发育 

4q21q22缺失患儿出生时的体重个体差异非常大，病例报道的体重范围为
1700g（3lb 12oz）-4082g（9lb 4oz）。在Unique数据库中，患儿的出生体重
接近胎龄平均值。出生时的身长也有个体差异，但通常在正常范围内。

出生后的生长模式也不尽相同：有些患儿生长发育得很好，有些则生长速
度较慢。医学文献报道有四例身材矮小，第五例患儿的身长从出生时的第
50百分位下降到八个月大时的第10百分位。在Unique患儿中，生长迟缓、
生长良好和不规律生长模式都有记录。有一例女性患者在19岁时，身高达
到157厘米（5英尺2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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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患儿通常能够学会有效地吸吮。一例4q21.1q21.3缺失患儿从
出生开始就需要特殊护理，从出生后2.5个月开始完全由母乳进行喂养，到4个
月大的时候可以自主进行母乳吮吸。通过鼻胃管或胃管（PEG，胃造口术）进
行喂养可以作为一种临时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半直立的姿势进行喂食，如在婴儿床上，将头部稍微抬起，可能有助于缓解
反流的问题。如果简单的干预不能保证稳定充足的营养摄入，或如果体重增加
不明显，可选择通过相关医疗和外科方法进行治疗。反流可以通过处方药和配
方来进行治疗，这两种都有助于喂食和中和食道内的酸性。如情况严重，可行
外科胃底折叠术。胃底完全包绕食管下段后进行缝合。同时，收紧横膈膜上供
食道通过的孔（Nowaczyk 1997；U）。

学习 
绝大多数（不是全部）4q21q22缺失患儿需要学习支持，Unique的数据表明，许
多患儿需要相当大的帮助。但是，染色体遗传物质的丢失量是否直接影响患儿
的学习能力尚不确定，但很大概率患儿需要接受特殊教育（Nowaczyk 1997；
U）。

 她的优点是脾气好、有耐心，并开始自己做决定-2岁

言语与沟通 
与其他染色体疾病一样，掌握的能力存在个体差异，患儿的语言和言语很可能
与他们学习能力方面的发育相一致，部分患儿还有听力障碍需要克服。患儿在
发声能力方面往往发育得很晚，虽然有发展成咿呀学语的可能，但证据表明，
在有语言发育障碍的患儿中，出现的概率较低。
这些孩子们会使用其他的交流方式代替语言沟通，
如眼神交流、手势、发出声音、运用图片，有时
还会使用手语（U）。

 她发出的所有声音都很低沉，我们认为她并不能
听见自己的声音。-10个月

 我认为言语病理学家（治疗师）应该从其一出生
就进行干预，最大限度地提高语言和大脑发育的
可能性。-家长

两月龄，典型的姿势——将头往后仰
以便看清是谁抱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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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动、走：粗大运动技能

出生时，大多数患儿都肌肉松软（肌张力低），随着
生长发育，相较于其他婴儿，他们的发育里程碑通常
会被推迟。在Unique患儿中，有一例出生时伴肘部轻
微收缩，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缩情况有所改善。

在Unique的患儿中，最早实现翻身是在8到9个月大的
时候，坐姿在10个月到3岁之间实现，不过可能仍需
外力支持。行动能力通常在2岁左右或以上获得，一
例患儿在4岁时开始走路。这意味着如果患儿从婴儿
早期就开始接受物理治疗，可以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掌
握独立移动和行走的能力（Nowaczyk 1997；U）。

通常情况下，4q21q22缺失患儿的脚小而短。有时两个脚趾间会有蹼或重叠。这
些特征通常不会推迟开始走路的时间，并且一旦孩子能够站立，重叠脚趾的情况
可能会得到改善。

以下是来自一位患儿家长如何促进粗大运动发育的小贴士：

 从小开始进行物理治疗

 在普通浴缸中进行沐浴，通过用脚拍水帮助腿部发育

 保姆有助于更好地发展躯干力量。理疗师可以为你的宝宝选择座位提供
适当的建议

手部：精细的运动技能
根据Unique的数据显示，精细运动技能比涉及全身的运动往往发育得更早，部
分患儿在该方面的发育无延迟，6到16个月之间开始玩小玩具，第1年或第2年间
学会手指喂食、手持奶瓶或杯子和拍手。患儿学会拿
勺子等工具的年龄从18个月到3岁不等，用勺子进食
可能还要再多几个月的学习时间（U）。

通常，4q21q22缺失患儿的手很小，手指很短（尽
管偶尔会有长手指）。第五指有时会稍微向内弯
曲，偶有手指重叠，指甲可呈严重弯曲。这些差
异只是外形方面的，不影响孩子双手的使用能
力。

近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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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问题
 心脏
有相当一部分的4q21q22缺失患儿出生时伴有结构性心脏异常。由于这个原因，
所有受影响的患儿都需要接受一次彻底的心脏检查——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
下，无异常发现。

15名患儿中有5例伴心脏异常，每1例都涉及心脏两侧间隔的缺损。有3例在心脏
的两个下泵室（室间隔缺损，VSD）之间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孔，其中2例还在两
个上泵室（房间间隔缺损，ASD）之间发现有一个孔，还有1例仅伴有ASD，但
缺损较大。在1例患儿中，两个上腔之间的开口即卵圆孔在出生后依然是开放
状态，但在正常情况下，卵圆孔于胎儿期开放，出生时闭合，出生后不会继续
保持开放的状态。

这些类型的心脏异常是最常见的，可能会随着时间自行解决。如果无法自行解
决，而导致心脏出现血流异常，从而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可以考虑通过手术
加以纠正。Unique有1例伴较大ASD的患儿在18个月大时候成功进行了修复手术
(Jacquemont 2006; Genesio 2005; Suwa 1998; Fagan 1989; U)。

 大脑
患儿的大脑扫描结果通常显示结构正常，不过，在2例患儿中，连接大脑两侧
半球的神经纤维带（胼胝体）发现有缺失或发育不全。3例患儿的脑组织中有
一定程度的液体残留（脑积水），但并非严重到需要分流才能将其排出。在
Unique中，有1例患儿的神经纤维发育延迟（髓鞘形成延迟），2例患儿有一定
程度的萎缩（消瘦）。在4q21q22缺失片段中发现了与帕金森病有关的SNCA基
因，但尚不确定这是否会增加神经系统的症状（Jacquemont 2006；Genesio 
2005；Harada 2002；Nowaczyk 1997；Abuelo 1988；U）。

 癫痫发作
据了解，少数患儿会出现癫痫发作的症状，1例发生在出生时，另2例分别发生
在3个月和9个月大的时候。癫痫发作可以通过药物合理控制，目前仅有1例无法
有效控制（Suwa 1998；U）。

 肺和呼吸
患儿伴无症状、未确诊的胃食管反流，可能会使他们有在进食过程中吸入液体
到肺部的风险，并增加胸腔感染的可能。这种情况在染色体异常的患儿中很常
见，但在4q21q22缺失患儿中仅有1例被报道。反复发作的肺炎可能是反流的第
一个指征，一旦发现潜在原因并及时治疗，症状理应缓解（U）。

 生殖器
有人认为，4q21q22缺失男性患儿出生时可能伴有小阴茎，或尿道下裂。医学文
献报道过的男性患儿中，有3例存在上述症状；其中1例，睾丸没有进入阴囊



8 

（Jacquemont 2006；Suwa 1998；Nowaczyk 1997）。

 肾脏
2例患儿在出生时伴小的肾囊肿。由于2型多囊肾病相关的PK2I基因已被定位到
4q21q23，有人认为该基因的拷贝缺失可能导致肾囊肿的形成。然而，Unique成
员中未见肾囊肿（Velinov 2005；Nowaczyk 1997；U）。

1例Unique患儿（六分之一）伴有范可尼综合征，导致肾小管功能受损，致使某
些化合物被排出而不是吸收到血液中。这可能是由于在4q21丢失一个或多个基因
引起的。

 肝脏
2001年，Terada报道了1例44q21.22q23缺失患儿，在四个月大时确诊了肝癌。这
种关联在文献中仅有一次报道，在最近的病例或病例系列报道中没有提及，因此
这可能是偶发的，与染色体缺失无关。因此，目前不建议对携带该缺失的个体进
行肝脏肿瘤的特定监测（建议来源：英国伦敦盖伊医院临床遗传学顾问Forzano博
士、Izatt博士和Kulkarni博士）。

 其他器官
Unique中，有1例患儿出生时未见甲状旁腺且胸腺发育不全，1例患儿出生伴异常
小垂体。1例成年患者在出生时伴梅克尔憩室，这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畸形
（Jacquemont 2006；Abuelo 1988；U）。

 骨骼
除了四肢的骨头较短之外，最常见的异常是多一对肋骨或少一对肋骨。但这并不
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也不需要接受治疗。1例20岁男性患者伴有脊柱弯曲
（Jacquemont 2006；Nowaczyk 1997；U）。

 牙齿
部分患儿牙齿发育不全，表现为位置错位或牙釉质缺陷或凹陷。有人认为在
4q21.3缺失片段中的DSPP基因可能是造成牙齿缺陷的原因（Jacquemont 2006；
Harada 2002）。

 听力
15名患儿中有3例伴永久性听力损失，1例伴由
胶耳引起的传导性听力损失。1例患儿因耳道
太窄导致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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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的听力损伤率意味着，患儿的听力从出生起就应进行监测，并在专业
指导下使用助听器，保证在语言掌握的关键时期，最大限度地提高听力
（Harada 2002；U）。

 视力
患有染色体异常的患儿通常伴视力问题。在那些4q21q22缺失患者中，视觉通
路发育不成熟，斜视以及长/短视力都曾被报道（Jacquemont 2006; U）。

行为
对于携带该种缺失的患儿，还没有已知的典型行为模式，但患儿的家庭成员反
馈他们的性格大体是愉快并具有社交倾向的。

在大一点的患儿中，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如观察到了挑战性行为，并且这种
行为在青春期前后会明显变严重。但是，采取药物治疗的效果很好，待青春期
过去，可安全停药。1位成年患者被诊断为自闭症（Jacquemont 2006；U）。

  我见过最可爱，最冷静，最宽容的孩子，几乎从来不哭。随着她的发育能力的
提高，她确实会感到沮丧，但与大多数婴儿相比，这一点还是很微弱的。
  一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的快乐男孩。
当被问及宝宝喜欢做什么时，家长们说：

面对面玩耍，听父母唱歌，笑着学习玩具小狗，喜欢明亮的玩具，特别是明亮
的灯光和响亮的声音-10个月
和玩具以及人玩；喜欢音乐-13个月
听音乐或唱歌，练习自己站起来；任何有灯光和声音的东西；照镜子-2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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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
大多数患儿很难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能，因此一般来说，他们在生活上需要长
期支持。

为什么会这样？
染色体4q缺失可能是由于父母一方自身染色体重排引起的，也可能是偶然发生
的，在这种情况下，染色体疾病患儿是这个家族中唯一有染色体重排的人。该缺
失被称为新发（“de novo”）。对父母染色体的检查结果能够验证染色体缺失
是否是新发的。

如检查报告结果显示父母一方存在染色体结构重排，这种情况通常是平衡的，即
所有的染色体遗传物质数量无变化，这些父/母通常是健康的。

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发生吗？
每种情况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家庭都应该进行遗传咨询，就未来的计划进行讨
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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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缺
失情况。如果父母自身有染色体重排，那么，再生育患病孩子的风险将会增加。

这是怎么发生的？
染色体重排是进化的一部分。它们影响着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孩子。同时也会
发生在动植物中。所以并不是您的生活方式或者做的任何事情导致了染色体遗传
物质的丢失。

染色体结构的改变，如4q缺失，通常发生在产生卵子或精子的减数分裂过程
中。首先，46条染色体每一条都翻倍增加形成两条线，在短臂和长臂相交处即着
丝粒区连在一起。然后染色体并排排列成23对（共46条）。由于组成它们的
DNA序列顺序相似，配对的两条染色体能够“识别”彼此。但是，当一条染色
体上的一小段DNA在同一条染色体上其他区段有DNA孪生区时，这对染色体可
能无法正确对齐。通常，在染色体配对之后，每对染色体与它们的配偶交换
DNA片段，这一过程称为交叉（重组）。在这一点之后，染色体相互排斥，但
在交叉点处结合在一起。当染色体排列不正确时，这一过程中会发生缺失。不
相等的交叉意味着染色体对成员之间的交换不相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染色
体的一部分可以从染色体中间（间质缺失）或从染色体末端（然后“愈
合”（末端缺失）循环出来并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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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中提到的外部组织的信息和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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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指南是由Unique编写，并由儿科医学遗传顾问E-M Strehle医生以及华威大学医
学遗传学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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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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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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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