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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型颅缝早闭的临床表现及基因诊断

孙守庆　综述　鲍　南　审校

　　颅缝是指颅骨之间由少量结缔组织相连形成的
缝隙，刚出生的婴儿大脑尚未发育完全，随着年龄的

增长，大脑的重量、体积增加，功能不断发育完善，未

闭的颅缝能够提供可塑性的颅腔，以适应不断发育

的大脑。颅缝早闭是指一条或者多条颅缝过早闭

合，使得颅腔不能适应体积不断增大的大脑，颅骨限

制、压迫不断增长的脑组织，引起颅内压增高和脑功

能障碍，同时未闭合的颅缝受压不断增宽，致使头颅

畸形；颅缝早闭目前病因不明，是最常见的一种头面

部畸形，一般分为综合征型颅缝早闭和非综合征型

颅缝早闭，非综合征性颅缝早闭即单纯性的颅缝早

闭，若颅缝早闭症同时伴有面部和四肢畸形，则称为

综合征型颅缝早闭。综合征型颅缝早闭发病率约为

１／６２５０，常见的有 Ａｐｅｒｔ综合征、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
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综合征、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综
合征、Ｍｕｅｎｋｅ综合征［１］，现就其临床表现和基因诊

断综述如下：

一、Ａｐｅｒｔ综合征
Ａｐｅｒｔ综合征，即尖头并指综合征Ⅰ型，是一种

先天性疾病，临床表现为颅骨、面部、手和脚的畸形；

由于冠状缝早闭，头颅畸形表现为短头畸形，同时伴

有并指（趾）畸形。法国神经病学家 Ａｐｅｒｔ于 １９０６
年首次报告此病。Ａｐｅｒｔ尖头并指综合征为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常为散发病例，最常见的两个致

病突变位点位于１０号染色体的 ＦＧＦＲ２基因上，分
别是ＦＧＦＲ２基因的９３４位胞嘧啶被鸟嘌呤取代，使
ＦＧＦＲ２蛋白２５２位的丝氨酸变为色氨酸，ＦＧＦＲ２基
因的９３７位胞嘧啶被鸟嘌呤取代，使 ＦＧＦＲ２蛋白
２５３位的脯氨酸变为精氨酸［２］。其中 ＦＧＦＲ２蛋白
２５２位的丝氨酸变为色氨酸占所有病例的 ６０％ 以
上，该点突变导致 Ａｐｅｒｔ综合症并指轻微，但上腭
裂严重［３］，两种突变类型都会导致患者颅缝早闭、

身材矮小、椎体融合以及并指（趾）畸形，最新研究

表明父亲生育年龄偏大也是 Ａｐｅｒｔ综合征 的诱因
之一［４］。

诊断Ａｐｅｒｔ综合征的主要临床依据为双侧冠状
缝早闭，身材矮小，面中部发育不全，眼距过宽，突

眼以及复杂的并指（趾）畸形；由于双侧冠状缝 早

闭，额缝代偿性增宽，前囟也异常增大，前额部 明显

扁平和后倾，头颅畸形多为尖头和短头［５］，颜面部

畸形主要为严重上颌骨发育不良，临床表现 为反牙

合、鹰嘴鼻、颜面宽阔、眼距增宽和严重突 眼，部分

患儿可有严重腭裂；同时由于上颌骨发育 不良，可

引起患儿呼吸道狭窄，导致代偿性张口呼 吸；并指

（趾）的皮肤和并指（趾）骨同时合并，可以表现为

第二、三、四指合并成为一个形似团块 的巨大中指，

拇指（趾）关节可呈骨性融合；椎体 融合多见于第五

颈椎和第六颈椎［６］，同时 Ａｐｅｒｔ综 合征有不同程度
的智力发育迟缓，４０％ ～９０％ 的 患者有心室扩
大［７］，４５％ 左右有颅内压升高［８］。

二、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
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是一种以颅面骨发育不良、多颅

缝早闭及成骨不全为特点的先天性畸形，法国医生

ＯｃｔａｖｅＣｒｏｕｚｏｎ于１９１２年首次报道了此病症［９］，该

病症与Ａｐｅｒｔ综合征非常相似，临床表型 上差异很
小，只是与 Ａｐｅｒｔ综合征相比，Ｃｒｏｕｚｏｎ综 合征没有
并指（趾）畸形，两种综合征的病因都与 ＦＧＦＲ２基
因的突变有关［１０］。本综合征具有家族性，亦为染

色体显性遗传，发病率约为 １／２５０００［１１］，绝大多数
患者是由于１０号染色体 ＦＧＦＲ２基因突变所致，常
见的突变有ＦＧＦＲ２蛋白３４０位的酪氨酸 被组氨酸
取代，３４２位的半胱氨酸被酪氨酸取代，３４２位的半
胱氨酸被精氨酸取代，３４２位的半胱氨 酸被丝氨酸
取代，３５４位的丝氨酸被半胱氨酸取代［１２］。另外

ＦＧＦＲ３基因突变与 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发生 也有关

系［１３］，ＦＧＦＲ３蛋白３９１位丙氨酸被谷氨酸 取代可
导致 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伴黑棘皮病［１４，１５］。

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临床表现为双侧冠状缝早闭，有
时也表现为额缝早闭或者矢状缝早闭，视颅缝愈合

的先后顺序和融合速度不同，其头形既可以呈短头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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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亦可为舟状头；由于眼眶周围骨骼过早闭合，

眼眶较浅，表现为眼球突出，眼距过宽，眼球突出严

重者因无法闭眼而影响眼球成活，同时由于上颌骨

发育不全，下颌骨前突，中面部内陷［１６］，压迫阻塞呼

吸道可导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表现为睡

眠时鼾声大作并伴有憋气。以上临床特点与 Ａｐｅｒｔ
综合征表现相同，但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没有Ａｐｅｒｔ综合
征的并指（趾）畸形。黑棘皮症型的 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
皮肤改变主要位于颈部和关节屈曲部位的皮肤，临

床表现为皮肤增厚和色素加深。另外，９％～２６％的
患者有脑积水，表现为经常头痛和癫痫发作，部分患

儿还有主动脉狭窄和动脉导管未闭。

三、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
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即尖头并指综合征

Ⅲ型，１９３１年Ｓｅａｔｈｒｅ和Ｃｈｏｔｚｅｎ首次报道了这种病
症，其临床特点为颅缝早闭、额部平坦、发际线低、耳

部畸形；１９７５年 Ｐａｎｔｋｅ等详尽地描述了这种病症，
并命名为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以颅缝早闭为特点的先天性颅

面部畸形，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其发病率在

１／５００００至１／２５０００之间，是常见的综合征型颅缝
早闭病症之一。基因研究表明位于 ７号染色体的
ＴＷＩＳＴ１基因的碱基突变、缺失或者移位会导致
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１７］，ＴＷＩＳＴ１基因编码一种含
有ｂ－ＨＬＨ结构域的蛋白，该蛋白在颅面部发育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
的大部分基因突变改变了 ＴＷＩＳＴ蛋白的第 １０９－
１６３位氨基酸残基，致使ＴＷＩＳＴ１蛋白的ｂ－ＨＬＨ结
构域发生了结构改变，含此结构域的蛋白大多与转

录调控、细胞分化以及命运决定相关［１８］；另外有研

究表明父母生育年龄偏大也是 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
征的风险因素之一［１９］。

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多样、诊断
困难，这类综合征可有一条或多条骨缝的早闭，因早

闭的骨缝不同，其颅面部畸形也各不相同，但多数早

闭为双侧的冠状缝早闭，表现为额部平坦、发际线

低、鹰嘴鼻、眼距增宽、斜视、上睑下垂和耳朵畸形，

单侧冠状缝早闭时可导致面部不对称［２０］；Ｓａｅｔｈｒｅ
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的耳朵畸形表现为小而圆的耳廓，上
颌骨畸形特点为上腭裂或者悬雍垂裂；鼻背部扁平，

额鼻角呈直线样畸形；该综合征四肢短小而拇指

（趾）巨大，巨大的拇趾呈外翻畸形，并指（趾）呈软

组织蹼，非骨性融合，并指常发生于第二、三或第二、

三、四指间，并趾常发生于第二、三或第四、五趾间，

部分患者有贯通掌，隐睾。Ｊｏｎｇ等的一项研究显示，
２１％的患者有顽固性颅内高压，出现了眼底病
变［２１］，并有研究表明 ４２％的患儿伴有顽固性颅内
高压［２２］。通常 ＳａｅｔｈｒｅＣｈｏｔｚｅｎ综合征患者生长发
育不受影响，但 ＴＷＩＳＴ１基因微缺失的患儿可出现
发育迟缓。

四、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综合征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综合征，即尖头并指综合征Ⅴ型，１９６４

年由Ｐｆｅｉｆｆｅｒ医生提出的伴有手足膜状并指、上颌骨
发育不全的短头畸形综合征［２３］。该综合征呈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发病率约为１／１００００００，致病基因
为ＦＧＦＲ１和ＦＧＦＲ２［２４］，ＦＧＦＲ１和ＦＧＦＲ２属于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家族（ＦＧＦＲｓ），为跨膜酪氨酸
激酶受体，介导胞外信号传入胞内，基因突变导致信

号通路阻断，可导致颅面部的发育异常。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综合征的短头畸形表现各异，临床上多
出现冠状缝早闭和矢状缝早闭、上颌骨发育不良并

伴有眼距增宽、眼球突出和斜视，但这些畸形较 Ａｐ
ｅｒｔ综合征轻微；与 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相同。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综
合征也会出现脑积水。Ｃｏｈｅｎ［２５］把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综合征
分成３种临床类型：Ⅰ型为显性常染色体典型散发
综合征，表现为双侧冠状缝早闭、复杂多变的面中部

发育畸形，轻微的突眼；Ⅱ型为最严重的一种类型，
表现为三叶草状头颅畸形，严重的面中部发育不全、

眼球突出、耳小，鼻咽腔缩窄和鼻后孔漏斗部狭窄，

可造成呼吸困难，同时可有类似 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的
气管软骨钙化畸形，类似 Ａｐｅｒｔ综合征的颈椎融合
以及骶尾骨异常。该类型常见拇指（趾）粗大，且并

发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畸形；Ⅲ型与Ⅱ型类似，但没
有三叶草状头颅畸形；Ⅱ型和Ⅲ型均为散发病种，都
有严重的智力发育障碍，通常患者寿命较短。同时

有报道称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综合征可伴发小肠旋转不良和皱
梅腹综合征（ｐｒｕｎｅ－ｂｅｌｌ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五、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综合征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综合征，１９０９年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医生首先

在一对姐妹和一个弟弟中发现［２６］，主要临床特点
为尖头畸形、多颅缝早闭、并指（趾）和多指（趾），

１９６６年正式命名为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综合征，发病率约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全球约有１００位病例报道［２７］。该综合

征的致病基因为６号染色体上的ＲＡＢ２３基因，是一
种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病，ＲＡＢ２３基因编码一种蛋
白，该蛋白属于 ＧＴＰ酶超家族的一员，介导信号传
导和胞内蛋白运输，在音猬因子（ｓｏｎｉｃ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
号通路中起重要的负调作用［２８］，该信号通路决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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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以及脑脊髓正中线的形成，通路受阻会导致颅面

及四肢的畸形。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综合征的颅缝早闭首先
出现在人字缝和矢状缝，这种早闭逐渐累积冠状缝

进而造成综合征型颅缝早闭症，畸形严重者可出现

三叶草状头颅和突出的颞突；眼距可增大或者缩小，

合并突眼、眼眶变浅、内眦赘皮折叠（ｅｐｉｃａｎｔｈａｌ
ｆｏｌｄｓ）［２９］，其他眼部畸形有视盘水肿、角膜浑浊、小
角膜和眼睑下垂，耳部发育不全，鼻背低平，上颌骨

弓背抬高，手指短胖弯曲，并指（趾）为指（趾）间软

组织粘连成蹼，非骨性融合，常累及第３、４指（趾），
同时伴有多指（趾）畸形［３０］，智力发育受阻［３１］。

六、Ｍｕｅｎｋｅ综合征
Ｍｕｅｎｋｅ综合征首次由 Ｍｕｅｎｋｅ医生报道，是一

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发病率约为１／３００００，
所有患者都有 ＦＧＦＲ３基因突变，突变使 ＦＧＦＲ３蛋
白的２５０位脯氨酸被精氨酸取代［３２］。

Ｍｕｅｎｋｅ综合征患者有的表现为单侧冠状缝早
闭，有的表现为双侧冠状缝早闭，有研究表明，约

１２５％的患者可无颅缝早闭，而表现为巨脑症［３３］，

患者有不同程度的面中部发育不全、眼距增宽，并常

见中枢性听力障碍、斜视，无并指（趾）、多指（趾）现

象，但可有腕骨和跗骨融合，约１／３的患者出现生长
发育迟缓和智力障碍［３４］。

综上所述，目前对常见综合征型颅缝早闭已经

有了一些分类以及鉴别诊断要点，由于综合征型颅

缝早闭临床表型复杂多变，常合并有面中部畸形以

及下颌骨畸形，四肢末端畸形也常出现，严重者合并

有内脏畸形、生长发育迟缓和智力障碍，甚至夭折，

确诊仍然存在困难。以上综合征型颅缝早闭只是常

见的一些类型，还有一些少见的类型难以归类，更加

难以鉴别诊断。因此，面对复杂的颅缝早闭合并颅

面部畸形的病例仍需慎重考虑诊断。

参 考 文 献

１　ＪｅｚｅｌａＳｔａｎｅｋＡ，ＫｒａｊｅｗｓｋａＷａｌａｓｅｋＭ．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ｃｒａｎｉｏｓｙｎｏｓｔｏｓｅｓ［Ｊ］．Ｅｕｒ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Ｎｅｕｒｏｌ，
２０１３，１７（３）：２２１—２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ｊｐｎ．２０１２．０９．
００９．

２　ＷｉｌｋｉｅＡＯ，ＳｌａｎｅｙＳＦ，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Ｍ，ｅｔａｌ．Ａｐｅｒ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ＧＦＲ２ａｎｄｉｓａｌｌｅｌｉｃｗｉｔｈ
Ｃｒｏｕｚ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Ｎａｔ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５，９（２）：１６５—１７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ｇ０２９５—１６５．

３　ＳｌａｎｅｙＳＦ，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Ｍ，ＨｕｒｓｔＪＡ，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ＦＧＦＲ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ｙｎｄａｃｔｙｌｙａｎｄｃｌｅｆｔｐａｌａｔｅｉｎＡｐｅｒ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ｍ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６，５８（５）：９２３— ９３２．
４　ＦｅａｒｏｎＪＡ，ＰｏｄｎｅｒＣ．Ａｐｅｒ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Ｐｌａｓ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１３１（１）：１３２
—１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ＰＲＳ．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７２９ｆ４２．

５　ＣｏｈｅｎＭＭＪｒ，ＫｒｅｉｂｏｒｇＳ．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ａｎｉｏｆａ
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Ａｐｅｒ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ＩｎｔＪＯｒａｌ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
Ｓｕｒｇ，１９９６，２５（１）：４５—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９０１—５０２７
（９６）８００１１—７．

６　ＫｒｅｉｂｏｒｇＳ，ＢａｒｒＭＪｒ，ＣｏｈｅｎＭＭ，Ｊ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ｐｉｎｅｉｎｔｈｅ
Ａｐｅｒ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ｍＪＭｅｄ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２，４３（４）：７０４—
７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ａｊｍｇ．１３２０４３０４１１．

７　ＴａｙｌｏｒＷＪ，ＨａｙｗａｒｄＲＤ，ＬａｓｊａｕｎｉａｓＰ，ｅｔａｌ．Ｅｎｉｇｍａｏｆ
ｒａｉｓｅｄ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ｒａｎｉｏ
ｓｙｎｏｓｔｏｓｉ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ｖｅｎｏｕｓ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０１，９４（３）：３７７—８５．ＤＯＩ：１０．３１７１／
ｊｎｓ．２００１．９４．３．０３７７．

８　ＦｅｒｒａｒｏＮＦ．Ｄｅｎ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ｄｏｎｔｉｃ，ａｎｄｏｒａｌ／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ｐｅｒ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ＣｌｉｎＰｌａｓｔ
Ｓｕｒｇ，１９９１，１８：２９１—３０７．

９　ＣｒｏｕｚｏｎＯ．Ｄｙｓｏｓｔｏｓｅｃｒａｎｉｏｆａｃｉａｌｅ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ｉｒｅ［Ｊ］．Ｂｕｌｌ
ＭｅｍＳｏｃＭｅｄＨｏｐＰａｒｉｓ，１９１２，３３：５４５—５５５．ＤＯＩ：１０．
３４０６／ｂｍｓａｐ．１９３５．９３３１．

１０　ＧａｌｖｉｎＢＤ，ＨａｒｔＫＣ，ＭｅｙｅｒＡＮ，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ｙＣｒｏｕｚ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ＦＧＦＲ）２ａｎｄＦＧＦＲ２／Ｎｅｕｃｈｉｍｅｒａｓ
［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１９９６，９３（１５）：７８９４—

７８９９．
１１　ＧｏｒｌｉｎＲＪ，ＣｏｈｅｎＭＪＪｒ，ＬｅｖｉｎＬ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

ａｎｄＮｅｃｋ［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２　ＲｅａｒｄｏｎＷ，ＷｉｎｔｅｒＲＭ，ＲｕｔｌａｎｄＰ，ｅｔａｌ．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２ｇｅｎｅｃａｕｓｅＣｒｏｕｚｏ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Ｊ］．Ｎａｔ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４，８（１）：９８—１０３．ＤＯＩ：１０．
１０３８／ｎｇ０９９４—９８．

１３　ＭｅｙｅｒｓＧＡ，ＯｒｌｏｗＳＪ，ＭｕｎｒｏＩＲ，ｅｔａｌ．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３（ＦＧＦＲ３）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ｒｏｕｚ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ｉｓ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Ｊ］．ＮａｔＧｅｎ
ｅｔ，１９９５，１１（４）：４６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ｇ１２９５—４６２．

１４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ＤＮ，ＧｒａｈａｍＪＭＪｒ，ＬａｃｈｍａｎＲＳ，ｅｔａｌ．Ｓｕｂｔｌｅ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ａｃｈｏｎｄｒｏ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Ｃｒｏｕｚ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ｉｓ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ｄｕｅｔｏａｎ
Ａｌａ３９１Ｇｌｕ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ＧＦＲ３［Ｊ］．ＡｍＪＭｅｄＧｅｎｅｔ，
２００１，９８（１）：７５— ９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１０９６— ８６２８
（２００１０１０１）９８：１３．０．ＣＯ；２—６．

１５　Ａｒｎａｕｄ—Ｌｏ′ｐｅｚＬ，ＦｒａｇｏｓｏＲ，Ｍａｎｔｉｌｌａ—ＣａｐａｃｈｏＪ，ｅｔａｌ．
Ｃｒｏｕｚｏｎｗｉｔｈ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ｉｓ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Ｃｌｉｎ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７，７２（５）：４０５—４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９９—０００４．２００７．００８８４．ｘ．

１６　许震宇，鲍南，张臻，等．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的临床和遗传学

·１１４·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１６卷第４期ＪＣｌｉｎＰｅｄＳｕｒ，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６，Ｎｏ．４

研究［Ｊ］．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６）：５９２—５９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２３４６．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６．
ＸｕＺＹ，ＢａｏＮ，Ｚｈ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Ｃｒｏｕｚ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ｈｉｎＪ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３０（６）：５９２
—５９５．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２３４６．２０１４．０６．
０１６．

１７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ＥＲ，ＲａｔｉｓｏｏｎｔｏｒｎＣ，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ＭＬ．Ｓａｅｔｈｒｅ
Ｃｈｏｔｚｅ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Ｉｎ：ＰａｇｏｎＲＡ，ＢｉｒｄＴＤ，Ｄｏｌａｎ
Ｃ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Ｋ，ｅｄｓ．Ｇｅ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Ｓｅａｔｔｌｅ，Ｗａｓｈ：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ｅａｔｔｌｅ；１９９３．

１８　ＭａｉａＡＭ，ｄａＳｉｌｖａＪＨ，ＭｅｎｃａｌｈａＡＬ，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ＨＬＨ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ＴＷＩＳＴ１ａｎｄＲ１１８Ｃ，Ｓ１４４ＲａｎｄＫ１４５Ｅｍｕｔａｎｔｓ［Ｊ］．
ＢＭＣ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３（１）：１—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１４７１—２１０５—１３—１８４．

１９　Ａｌｌａｎｓｏｎ，Ｊｕｄｉｔｈ，Ｃａｓｓｉｄｙ，Ｓｕｚａｎｎｅ（２０１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ｌｉｓｓ，２０１０：２３０—

２３５．
２０　ＰａｎｔｋｅＯＡ，ＣｏｈｅｎＭＭＪｒ，ＷｉｔｋｏｐＣＪＪ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ａｅｔｈｒｅ

— Ｃｈｏｔｚｅ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ｒｉｇＡｒｔｉｃＳｅｒ，
１９７５，１１（２）：１９０—２２５．

２１　ＪＴＤｅ，ＮＢａｎｎｉｎｋ，ＨＨＢｒｅｄｅｒｏｂｏｅｌｈｏｕｗｅｒ，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１６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ｃｒａｎｉｏ
ｓｙｎｏｓｔｏｓｉ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ｉｓｋｐｒｏｆｉｌｅ［Ｊ］．Ｊ
Ｐｌａｓ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ｅｓｔｈｅｔＳｕｒｇ，２０１０，６３（１０）：１６３５—１６４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ｊｐｓ．２００９．１０．０２９．

２２　ＷｏｏｄｓＲＨ，ＵｌＨａｑＥ，ＷｉｌｋｉｅＡＯ，ｅｔａｌ．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ＷＩＳＴ１—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Ｓａｅｔｈｒｅ
Ｃｈｏｔｚｅ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１５—ｙｅａｒ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ｌａｓ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１２３（６）：１８０１—１８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ＰＲＳ．
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１ａ３ｆ３９１．

２３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ＲＡ．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ｙｎｄａｃｔｙｌｉａ
（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Ｊ］．ＺＫｉｎｄｅｒｈｅｉｌｋｄ，１９６４，９０：３０１—３２０．

２４　ＲｏｂｉｎＮＨ，ＦａｌｋＭＪ，ＨａｌｄｅｍａｎＥｎｇｌｅｒｔＣＲ．ＦＧＦ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ｒａｎｉｏｓｙｎｏｓｔｏ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ｔ
ＧｅｎｅＴｅｓｔ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ｏｎｌｉｎｅ）．Ｓｅａｔｔｌｅ，Ｗａｓ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ｅ
ａｔｔｌｅ；１９９３— —２０１７．

２５　ＣｏｈｅｎＭＭＪｒ．Ｐｆｅｉｆｆ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ｕｐｄ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Ｊ］．ＡｍＪＭｅｄ
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３，４５（３）：３００— ３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ａｊｍｇ．
１３２０４５０３０５．

２６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Ｇ．Ｃａｓｅｏｆ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ｙ，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Ｊ］．ＰｒｏｃＲＳｏｃＭｅｄ，１９０９，２：４５—５３．

２７　ＢｅｎＳａｌｅｍＳ，ＢｅｇｕｍＭＡ，ＡｌｉＢＲ，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ａｂｅｒｒａｎｔ
ｓｐｌｉｃｅｓｉｔ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Ｂ２３ｌｅａｄｓｔｏａｎｅｉｇｈｔ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ＲＮＡａｎｄ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ｉｎａｃｏｎ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ｏｕｓＥｍｉｒａｔｉｆａｍｉｌｙ［Ｊ］．ＭｏｌＳｙｎ
ｄｒｏｍｏｌ，２０１３，３（６）：２５５—２６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９／０００３４５６５３．

２８　白珊珊．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综合征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Ｊ］．
组织工程与重建外科杂志，２０１７，１３（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
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０３６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４．
Ｂａｉ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Ｃａｒｐｅｎ
ｔ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１７，１３（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０３６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４．

２９　ＣｏｈｅｎＤＭ，ＧｒｅｅｎＪＧ，ＭｉｌｌｅｒＪ，ｅｔａｌ．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ｌｙｓｙｎ
ｄａｃｔｙｌｙｔｙｐｅⅡ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ｄａ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ａｔ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ｍａｎａｎｄＳｕｍｍｉ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Ｊ］．ＡｍＪＭｅｄＧｅｎｅｔ，１９８７，２８（２）：３１１—３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ａｊｍｇ．１３２０２８０２０８．

３０　ＴｅｍｔａｍｙＳＡ．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 ｌｙ
ｓｙｎｄａｃｔｙｌｙ．Ａｎ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Ｐｅｄｉ
ａｔｒ，１９６６，６９（１）：１１１—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２２— ３４７６
（６６）８０３６８—２．

３１　ＦｒｉａｓＪＬ，ＦｅｌｍａｎＡＨ，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ＡＬ，ｅｔ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ｔｗ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ｍＪ
ＭｅｄＧｅｎｅｔ，１９７８，２（２）：１９１—１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ａｊｍｇ．
１３２００２０２１０．

３２　ＫｒｕｓｚｋａＰ，ＡｄｄｉｓｓｉｅＹＡ，ＡｇｏｃｈｕｋｗｕＮＢ．Ｍｕｅｎｋｅｓｙｎｄｒｏ—
ｍｅ［Ｊ］．ＣｈｉｌｄＳ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９３，２０（５）：２９７—３０１
（５）．

３３　ＲｅｎｉｅｒＤ，ＥｌＧｈｏｕｚｚｉＶ，Ｂｏｎ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Ｊ，ｅｔａｌ．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ｃｏｒｏｎａｌ
ｓｙｎｏｓｔｏｓ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ｏｕｔ
ｃｏｍｅ［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９２（４）：６３１—６３６．ＤＯＩ：１０．
３１７１／ｊｎｓ．２０００．９２．４．０６３１．

３４　ＭｕｅｎｋｅＭ，ＧｒｉｐｐＫＷ，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ＭｃＧｉｎｎＤＭ，ｅｔａｌ．Ａｕ
ｎｉｑｕｅｐｏｉｎｔ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３ｇｅｎｅ（ＦＧＦＲ３）ｄｅｆｉｎｅｓａｎｅｗｃｒａｎｉｏｓｙｎｏｓｔｏ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Ａｍ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７，６０（３）：５５５—５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２３，修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９）

（本文编辑：仇　君）

本文引用格式：孙守庆，鲍南．综合征型颅缝早闭的临床
表现及基因诊断［Ｊ］．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１６（４）：
４０９—４１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３５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２３．
Ｃｉｔｉｎｇ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ＳｕｎＳＱ，Ｂａ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ｃｒａｎｉｏｓｙｎｏｓｔｏｓｅｓ
［Ｊ］．ＪＣｌｉｎＰｅｄＳｕｒ，２０１７，１６（４）：４０９—４１２．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３５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２３．

·２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