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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综合征合并卵圆孔未闭1例
李姣姣1，江明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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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1 病例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未见明显异常。垂体磁共振平扫：未见异常改变，腺样体

女性患儿，2010-6-29出生，就诊时10岁，主因“体

饱满。骨龄检测：左侧腕骨骨龄相当于10岁左右，与实际

检发现心脏彩超异常1月余”入院。患儿智力正常，平时无

年龄相符合。复查心脏彩超（图4）：房间隔中部连续性中

胸闷气短，活动后无特殊不适，就诊1月余前体检发现心脏

断，缺口处宽6.1 mm，可见过隔血流；房水平左向右分流，

彩超显示房间隔小缺损（继发孔型），房水平左向右分流

流速1.10 m/s，压差4.9 mmHg。甲状腺功能：三碘甲腺原氨酸

（图1），遂来我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拟行房间隔缺损

143.80 ng/dl、甲状腺素7.94 μg/dl、促甲状腺素2.390 μIU/ml、

介入封堵术。患儿经足月剖宫产出生，产程顺利，出生时

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6.95 pmol/l、游离甲状腺素17.74 pmol/L；

身长50 cm，体重2.9 kg。父母非近亲结婚，患儿母系家族中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501.1 ng/ml；糖化血红蛋白5.7%。性腺

有21三体综合征、矮小症、习惯性流产、染色体异常病史。

激素：促卵泡激素（FSH） 97.35 IU/L，黄体生成素（LH）

入院查体：体温36.3℃，脉搏100 次/min，呼吸20 次/min，

26.83 IU/L，促甲状腺素（TSH）＜18.35 IU/L，血尿常规、

血压90/60 mmHg（1 mmHg=0.133kPa），身高132 cm，体

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血脂及心肌酶未见异常。

重35 kg。神志清，精神可，正常面容，发育正常，营养

拟诊断：①先天性心脏病 房间隔缺损；②Turner综合征。

良好，步入病房，自动体位，查体合作。全身浅表淋巴结

予以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5.3 IU皮下注射 qn，嘱其家长注

无肿大及压痛，眼睑无浮肿，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灵

意监测患儿的身高增长情况，增加跳绳等纵向运动，注意

敏，扁桃体无肿大，咽部无充血水肿，颈软无抵抗，未见

营养均衡，保证充足睡眠，择期行房间隔缺损封堵术。手

颈蹼及颈静脉怒张，气管居中，甲状腺正常，胸廓对称，

术当日再次复查心脏彩超（图5）示为卵圆孔未闭，分流量

盾状胸，乳核触诊欠佳，双肺叩诊呈清音，两肺呼吸音

小且患者无症状，暂无手术指征，建议保守治疗，定期心

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叩诊心界正常，心率100 次/min，

脏彩超检查。患儿出院后经儿内科随访，近3.5月身高增长

律不齐，心音有力，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明显杂音。腹部

4 cm，无第二性征发育。

平坦，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肝脾肋下未触及，肝区

2 讨论

叩击痛（-），双侧肾区叩击痛（-），肠鸣音正常。上肢

Turner综合征又称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由美国

肘外翻，双下肢无畸形，无水肿。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

医师Turner首次发现并命名。该病是由女性全部或部分体细

射未引出。外阴幼稚型，可见外阴着色，无阴毛，无阴道

胞中一条X染色体完全或部分缺失，或X染色体结构异常所

分泌物。入院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

致，发病率为1/2000~2500活产女婴，是常见的人类染色体

入院后行术前风险评估。根据中国2~18岁女童身高、
[1]

异常疾病之一[1]。Turner综合征以生长发育迟滞、第二性征不

体重百分位曲线图 ，患儿身高较同龄人矮小（H=132 cm，

良发育为主要特点，由于遗传物质改变，常合并桥本甲状腺

＜P3），体重大致正常（W=35 kg，P50-P75），结合患者

炎、溃疡性结肠炎、心血管异常，合并1型糖尿病、甲状腺

第二性征发育不良，上肢肘外翻、盾状胸，家族中有染色

功能减退、地中海贫血、银屑病、白癜风等亦有报道[2]。若

体异常病史等情况，请儿科及内分泌科会诊，考虑Turner
综合征可疑。完善相关检验及检查：染色体核型（图2）：
46，X，idic（X）（q10）。妇科彩超：反复探查未探及卵
巢回声、膀胱后方条状低回声。腹部彩超：脂肪肝 胆脾肾

图2 染色体核型[46,X,idic（X）（q10）]

图1 心脏彩超示房间隔小缺损（继发孔型），房水平左向右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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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妇科彩超反复探查未探及卵巢回声、膀胱后方条状低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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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升主动脉扩张是该综合征特有的血管病变。此
外，心外危险因素(如雌激素缺乏症、糖尿病、血脂异常和
超重)也可加重心脏负担。这一假说还包括由于左心缺陷引
起的肺床内血流阻塞，导致异常肺静脉的发展 [8,9]。卵圆孔
是人类胎儿时期房间隔上的生理性通道，即胎儿期左右心
房的血液是相通的。随着肺循环建成后，卵圆孔关闭。当
婴儿出生后5~7个月，大多数房间隔的继发隔和原发隔相互
黏连、融合形成永久性房间隔，若未融合则形成卵圆孔未

图4 房间隔中部连续性中断，缺口处宽6.1 mm

闭[10]。该患者卵圆孔未闭可能与胎儿时期左心流出道压力稍
高有关，卵圆孔未融合。
99%的Turner综合征的胚胎或胎儿会在怀孕的前3个月
和后3个月自然流产，产前核型分析（绒毛取样或羊膜穿刺
术）可以鉴定Turner综合征妊娠[3]。胎儿颈部呈半透明的程
度超过正常范围、肾主动脉缩窄异常、生长迟缓是Turner综
合征的典型表现。母体血清中的几个标记物与其有关，包
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未结合雌二醇和抑制素。但产前
染色体核型分析及胎儿临床表型资料更加重要，可促使胎

图5 心脏彩超提示卵圆孔未闭

儿选择性流产。即使产前已经诊断，仍需通过出生后的核
能早期发现，尽早予以生长激素及性激素干预，可增加患者

型分析、体征最终确诊。
Turner综合征的治疗以促进生长、诱导维持第二性征发

终末身高、促进第二性征发育，提高其生活质量。
Turner综合征的发生是由于胚胎期细胞减数分裂或有丝

育及心理治疗为主[8]。若患者出现生长落后，与家属充分沟

分裂时，完全或部分丢失了1条X染色体，或X染色体结构异

通潜在风险及获益，及时启动生长激素治疗，目前推荐起

常。目前已发现的染色体核型大致分4种：①单体型（45，

始治疗量为0.15 IU/kg·d 皮下注射qn，根据其生长速度、胰

XO），占50%；②嵌合体型，占20%~30%，包括45XO/

岛素样生长因子水平进行调整。患者雌激素替代治疗的起

46XX，45XO/46XX/47XX等。③X染色体结构异常：包括

始年龄为12~13岁，目前国内广泛应用口服戊酸雌二醇，起

等臂、缺失、环形等，46，X，del(Xp) 、46，X，del(Xq)、

始剂量为0.25~0.5 mg，每6个月增加0.25~0.5 mg，剂量根据血

46，X，i(Xq)、46，X，i(Xp)、46，X，r(X)；④含Y染色体，

清雌二醇水平、LH/FSH水平调整，最大剂量不超过2 mg/d。

。

在雌激素应用2~4年后，可增加孕激素建立月经周期，常用

Turner综合征的矮小与一个关键染色体区域（Xp22.2远端）

口服戊酸雌二醇1~2 mg/d，服用21 d，在最后5~7 d内每天加

的单倍体缺陷有关，该区域逃避失活，而矮小同源盒SHOX

用10 mg甲羟孕酮。服用21 d后停药7 d。第29 d起为下一个

基因存在于Xp22.33。在人类胚胎发生过程中，SHOX基因在

疗程。此外，心理问题不容忽视，患者常因身材矮小、发

四肢特别是肘部、膝盖及咽弓起主导作用，该基因缺失可引

育不良而导致焦虑、孤立人格，应予以心理支持。

[3,4]

该核型较少见，主要为45 XO/46 XY、45 XO/47 XYY等

起的骨骼缺陷包括小颌畸形，肘外翻，高颚弓，短掌骨等。

Turner综合征患者多以矮小和不孕等症状就诊于儿

USP9X基因位于Xp11.4，是Turner综合征性腺发育不良基因

科、妇产科或内分泌科，首诊于心内科的较少。本例患儿

相关基因，与卵巢功能衰竭有关。此外，RPS4X基因位于淋

10岁，社会性别女性，未见男性化特征，未见明显异常躯

巴水肿相关Turne综合征表型的关键区域，与子宫存活率差有

体不适，因体检发现房缺首诊于心血管内科，查体：颈璞

[5]

关。DIAPH2位于X染色体上，是正常卵巢功能所必需的 。

（-），盾状胸，肘外翻，心脏查体未见心脏扩大，未及

Turner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染色体异常程

各瓣膜杂音。入院后经详细询问病史、家族史及仔细查体

度，但多以身材矮小、性腺发育不良、特殊的躯体特征为

后发现异常，检验结果提示染色体核型46，X，idic（X）

典型特征 。患者身材矮小，宫内生长发育即滞后，出生后

（q10），为X染色体等臂型结构异常，性激素水平增高，

生长缓慢，身高明显低于标准曲线。原始性腺发育异常，

妇科彩超未见卵巢及子宫，结合患儿发育迟缓及特殊体

外阴幼稚型，乳腺无发育，第二性征发育不能正常启动。

征，考虑Turner综合征。生长激素水平及垂体MRI未见异

患者面、颈部皮肤常有黑痣，眼距过宽，内眦赘皮，易发

常，基本排外垂体生长激素缺乏型矮小。患儿甲状腺功能

生中耳病变，导致听力下降。患者胸部呈盾形，常有肘外

未见异常，骨龄与实际年龄相符合。经3次心脏彩超修正

翻，第四掌骨短、脊柱侧弯等畸形。17%~45%的Turner综

诊断卵圆孔未闭，最终明确诊断特纳综合征合并卵圆孔未

合征患者合并心血管畸形，最常见的是主动脉狭窄、二尖

闭，无介入封堵指征，目前患儿以生长激素治疗，增加纵

瓣和主动脉瓣病变。30%~40%的患者存在泌尿系统先天畸

向运动，关注心理健康，儿内科随诊，定期复查心脏彩

[6]

[7]

形，彩超常见集合系统畸形、马蹄肾 。
Turner综合征心血管缺陷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此
前，人们认为左心流出道缺陷是由胎儿淋巴压力增加和血

超。本病例旨在为心血管内科医生提供参考，在面对小儿
先心病患者时应注意病史家族史、严格查体，考虑到染色
体异常可能性，提高对Turner综合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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