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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洛四联症与ＦＯＧ２基因研究进展

邓展涛　章文文　综述　　易龙　审校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　法洛四联症（ＴＯＦ）是最常见的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为１／３０００，占所有先心病的１０％，

严重危害患儿健康。ＦＯＧ２基因编码一种富含锌指结构的蛋白，与转录因子ＧＡＴＡ４相互作用调控心脏

锥干的发育。ＦＯＧ２基因敲除的小鼠拥有类 ＴＯＦ样的心脏畸形，被认为是 ＴＯＦ的一种易感基因。

ＴＯＦ的形成和锥干发育异常有关，研究证实ＦＯＧ２基因突变可以导致ＴＯＦ。对ＺＦＰＭ２／ＦＯＧ２基因的

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法洛四联症的病因，也可能促进法洛四联症的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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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洛四联症（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ｏｆｆａｌｌｏｔ，ＴＯＦ）是最常

见的复杂先心病，新生儿发病率为１／３０００，占先心

病的１０％
［１］。ＴＯＦ包括４种最基本的病理改变：主

动脉骑跨、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和右心室肥大。

ＴＯＦ的临床表现严重，甚至导致死亡，随着医学的

发展，通过安置人工补片外科治疗大大提高了ＴＯＦ

患儿的生存率。然而，０．５％～６％的患儿术后由于

室性心动过速而猝死。事实上，即使缺口得到修复，

用于修复的补片可能会引起心脏变形，影响右心室

的正常收缩功能［２］。

组织学上，ＴＯＦ是胚胎心脏发育神经嵴细胞相

关的锥干发育缺陷，第二心区心前细胞增殖、迁移和

分化异常所致［３］。该区域含有表达ＧＡＴＡ４蛋白的

心前细胞，细胞迁移到原始心管的动脉极，影响锥干

的发育和心肌壁的形成［４］。

迄今为止，ＴＯＦ的病因仍然不清楚，一般分为

遗传类和非遗传类的。非遗传类的原因有环境致畸

因子、孕前感染以及感染性疾病［５］。尽管数十年来，

国际上专注于预防这些因素，但是这些非遗传类因

素种类越来越多而且更加多样化。先心病的基因研

究状况同样也发生了变化。最初的遗传研究方法只

有很低的分辨率，分析先心病的遗传形式受到了限

制。考虑到先心病高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的比例，故

早期的先心病的家系分析，都是偏向于简单的畸形，

比如室间隔缺损（ＶＳＤ）和房间隔缺损（ＡＳＤ）。但

随着先心病患者健康状况的改善和基因组研究技术

的发展，消除了对研究对象的局限。当代的技术为

先心病患者进行广泛的基因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机

会，研究发现一些基因的突变与ＴＯＦ的形成有关。

１　犣犉犘犕２／犉犗犌２基因的发现和结构以及编码蛋白

ＧＡＴＡ转录因子是在哺乳动物中造血（ＧＡ

ＴＡ１／２／３）和心脏发生（ＧＡＴＡ４）中重要的调节因

子。ＧＡＴＡ蛋白通过与其他转录因子的相互作用

共同调控ＧＡＴＡ蛋白的转录活性。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ＧＡ

ＴＡ４（ＦＯＧ）是一种能与ＧＡＴＡ１相互作用并能调

控 ＧＡＴＡ１ 的转录 活性的锌 指蛋 白，１９９９ 年，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等
［７］在小鼠中克隆出另外一种ＦＯＧ相关

蛋白基因（ＦＯＧ２基因）。他们发现ＦＯＧ２基因编码

的ＦＯＧ２蛋白位于８ｑ２２，含８个外显子，包含１１５１

个氨基酸，拥有８个锌指结构域，在结构上与ＦＯＧ

蛋白高度同源。在小鼠的胚胎中，ＦＯＧ２基因最先

在心脏和膈肌中表达，随后，该基因广泛表达于小鼠

的心脏、大脑和睾丸组织中。该研究组实验结果提

示小鼠ＦＯＧ２基因可以参与调节不同的中胚层细

胞谱系的分化，并且在心脏发育过程中起到明显的

调节作用。

２　犉犗犌２基因的表达和功能以及人类心脏的形成

１９９９年，Ｓｖｅｎｓｓｏｎ等
［７］研究发现小鼠ＦＯＧ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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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能在体内和体外与ＧＡＴＡ４的 Ｎ端锌指特异性

相结合。通过特异性结合，ＦＯＧ２能调节 ＧＡＴＡ４

的转录活性，因为在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和大鼠的

心肌细胞中，ＦＯＧ２基因的表达能抑制Ｇａｔａ４依赖

性的转录过程。２０００年，该研究组运用基因定位突

变的方法来探究ＦＯＧ２基因在正常心脏发生中的

作用。研究显示ＦＯＧ２基因缺陷的小鼠在胚胎期

的第１３天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而死亡，表现为一种

三尖瓣闭锁综合征，包括三尖瓣的缺失、严重的房间

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左心室流出道的延长、主动脉

瓣向右移位和肺动脉狭窄。这些ＦＯＧ２基因缺陷

的小鼠在发育中同时也存在着左心室发育不全。该

研究展示了ＦＯＧ２在正常心脏的瓣膜发育中的重

要作用以及提示了三尖瓣闭锁综合征的遗传学

基础。

２０００年，Ｔｅｖｏｓｉａｎ等
［８］通过敲除小鼠的ＦＯＧ２

基因来获得ＦＯＧ２／小鼠，敲基因小鼠在胚胎形成

的中期死亡，表现出严重的心血管畸形，包括共同房

室通道、心室肌发育不良、冠状动脉缺失和法洛四联

征。另外，在ＦＯＧ２／小鼠的心脏中，冠状动脉发生

非常明显的缺失。而使ＦＯＧ２在心肌细胞中重新

表达能修复ＦＯＧ２／小鼠的血管表型，进一步展示

了ＦＯＧ２基因在心肌中的作用以及在冠状动脉的

发育中至关重要。

２００１年，Ｃｒｉｓｐｉｎｏ等
［９］建立了使ＧＡＴＡ４蛋白

单个氨基酸被取代的小鼠模型，削弱其与ＦＯＧ２蛋

白的相互作用。这些小鼠在胚胎期的第１２天死亡，

表型与ＦＯＧ２／小鼠相似，除了ＧＡＴＡ４突变小鼠

还存在半月瓣的畸形和双右室流出道。此项研究提

示ＧＡＴＡ４的功能依赖于ＦＯＧ２蛋白和另一种心脏

特异性ＦＯＧ蛋白间的相互作用。

３　犉犗犌２基因突变与犜犗犉的关系

３．１　ＦＯＧ２基因突变的研究　ＦＯＧ２基因突变大

多是外显子的错义突变、同义突变、移码突变，以及

５’ＵＴＲ区的变异、非编码的外显子的变异、内含子

剪接异常、外显子无义突变形成额外的终止密码子

和起始密码子造成蛋白的截短或延长等。它的单个

或多个基因的突变或异常表达均会导致心血管发育

异常，影响心脏畸形的发生。

２００３年，Ｐｉｚｚｕｔｉ等
［１０］对４７个 ＴＯＦ 患者的

ＦＯＧ２基因进行测序，在其中２个患者中各发现了１

个突变（Ｓ６５７Ｇ、Ｅ３０Ｇ）。２０１１年，ＤｅＬｕｃａ等
［１１］在

１个散发的双右室流出道的患者中，同样发现了

ＦＯＧ２基因上Ｅ３０Ｇ这一突变。２００５年，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等［１２］在３０个死亡的膈肌有缺陷的儿童中，在４号

外显子上发现了一个突变（Ｒ１１２Ｘ），尸体解剖显示

患者具有肺发育不良和先天性膈疝。该研究提示

ＦＯＧ２基因这个突变可能会引起原发性的肺部和膈

肌缺陷。２００７年，Ｂｌｅｙｌ等
［１３］在９６个先天性膈疝的

患者中发现了ＦＯＧ２基因７号外显子上的２个突变

（Ｍ７０３Ｌ、Ｔ８４３Ａ）。２０１２年，Ｔａｎ等
［６］在１个双右

室流出道患者中发现了同样的突变（Ｍ７０３Ｌ）。

２０１１年，ＤｅＬｕｃａ等
［１１］在１个散发的双右室流出道

的患者中发现了ＦＯＧ２基因６号外显子的一个突变

（Ｉ２２７Ｍ），另外，在１个散发的 ＴＯＦ 患者中，在

ＦＯＧ２基因８号外显子上发现了另外一个突变

（Ｍ５４４Ｉ）。２０１２年，Ｔａｎ等
［６］在１个双右室流出道

合并室间隔缺损的新生儿中发现了ＦＯＧ２基因８号

外显子上的一个突变（Ｋ７３７Ｅ）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主要报道了１３种导致先天

性心脏病的ＦＯＧ２基因突变，其中大多数都发生在

多个不相干的家庭。而导致法洛四联症的突变有３

种：Ｅ３０Ｇ、Ｓ６５７Ｇ、Ｍ５４４Ｉ。其中Ｓ５６７Ｇ和 Ｍ５４４Ｉ仅

见于ＴＯＦ患者，Ｅ３０Ｇ除了见于ＴＯＦ患者外，还可

以见于双右室流出道的患者中。

２０１２年，我国赵明等
［２１］通过对１０６例ＴＯＦ患

者ＦＯＧ２基因编码区的突变或单核苷酸多态性位

点的检测，在１６例不同患者ＦＯＧ２基因的２、６、８号

外显子上，分别发现多个位点基因的改变，并将新发

现的基因改变位点在１１０名健康人中进行验证，证

实其改变位点均为突变位点。Ｖ６０Ｅ、Ｅ４４Ｖ突变点

位于Ｎ端转录表达结构域上，Ｖ３３９Ｉ突变点位于第

３锌指结构域上，Ｎ８６８Ｓ突变位点位于第７锌指结

构域上。另外，在外显子８上还发现５个已知的

ＳＮＰｓ： ｒｓ１１９９３７７６、 ｒｓ１６８７３７３２、 ｒｓ１６８７３７３２、

ｒｓ３５９９８７１３、ｒｓ１４４２３２０。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ＦＯＧ２基因与法洛四联症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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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开始发生停滞，原因是虽然确定ＦＯＧ２基因

突变与ＴＯＦ的发病具有相关性，但是其中的机制

却缺乏一个能得到普遍认同的解释，加上近年来的

研究也没有对ＦＯＧ２基因对ＴＯＦ的作用有新的提

示与猜测。另一方面也增加ＦＯＧ２基因与ＴＯＦ关

系与作用的可研究性。

３．２　ＦＯＧ２基因突变导致法洛四联症的可能机制

随着人们对ＦＯＧ２基因结构以及在心脏发育中的

表达有了一定的了解，更多的研究方向转向ＦＯＧ２

基因的功能和调控机制。

１９９９年，Ｐｅｈｌｉｖａｎ等
［１４］通过ＦＩＳＨ分析发现一

些基因型为ｄｅｌ（８）（Ｄ２３．１）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患

者，而８ｐ２３、ｌ的中段缺失包括ＦＯＧ２基因。这提示

ＦＯＧ２基因单倍体功能不全可能是一些先天性心脏

畸形的病因学基础。

２００１年，Ｃｒｉｓｐｉｎｏ等
［９］运用基因定点突变技术

改变ＧＡＴＡ４的氨基端和ＦＯＧ２结合的氨基酸，表

现如基因敲除小鼠。研究发现在ＴＯＦ患儿中存在

ＦＯＧ２基因突变，在正常对照人群中没有发现。推

测ＦＯＧ２／ＧＡＴＡ４转录复合物的变异在ＴＯＦ患者

心脏发育过程心前细胞的异常迁移和行为发挥作

用。了解心脏前体细胞的行为，可以对以后不影响

心脏血液动力学的外科修复提供临床支持。

２００３年，Ｐｉｚｚｕｔｉ等
［１０］在４７例 ＴＯＦ患者中发

现２个ＦＯＧ２基因编码区的突变（Ｓ６５７、Ｅ３０Ｇ）。为

了检测突变是否改变ＦＯＧ２蛋白的功能，运用谷胱

甘肽Ｓ转移酶ＧＳＴｐｕｌｌｄｏｗｎ试验结合ＴＮＴ系统

体外转录和翻译突变蛋白（Ｐｒｏｍｅｇａ，Ｍａｄｉｓｏｎ，

ＷＩ），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ＦＯＧ２ＧＡＴＡ４复合物。研

究证明，ＦＯＧ２突变蛋白并没有影响 ＧＡＴＡ４与

ＦＯＧ２蛋白的结合。随后，为了研究突变的ＦＯＧ２

蛋白是否保留影响ＧＡＴＡ４转录活性的能力，利用

荧光报告基因试验检测 ＧＡＴＡ４ 的表达，发现

Ｅ３０Ｇ突变的ＦＯＧ２蛋白与野生型的ＦＯＧ２蛋白对

ＧＡＴＡ４的抑制作用并无明显差别，而Ｓ６５７Ｇ突变

的ＦＯＧ２蛋白与野生型的ＦＯＧ２蛋白相比，对ＧＡ

ＴＡ４的抑制作用则有所降低。研究提示ＦＯＧ２基

因突变，虽然不影响ＦＯＧ２蛋白与ＧＡＴＡ４蛋白的

结合，但却可能通过降低ＦＯＧ２蛋白对ＧＡＴＡ４的

抑制作用，影响ＧＡＴＡ４的转录活性，而ＧＡＴＡ４基

因是一种在早期心脏发育过程中起作用的锌指转录

因子，ＧＡＴＡ４基因敲除小鼠不能形成腹侧心管。

通过这样的机制，最终导致 ＴＯＦ和其他心血管畸

形的形成。

类似的，２００６年，Ｎｅｍｅｒ等
［１５］在２６例ＴＯＦ患

者中发现了１个ＧＡＴＡ４第一个锌指区域上的突变

（Ｅ２１６Ｄ），这个突变同样不影响 ＧＡＴＡ４与ＦＯＧ２

蛋白的结合，以及ＧＡＴＡ４与ＤＮＡ的结合，但却降

低了下游目标基因的转录活性。

无论是ＦＯＧ２基因的突变还是ＧＡＴＡ４基因氨

基结合区域的突变，都不影响两者的结合，但却降低

了ＦＯＧ２基因对ＧＡＴＡ４的调节作用，可能通过这

样的机制，最终影响了心脏的发生，导致了ＴＯＦ的

形成。当然，现在对于ＦＯＧ２和ＧＡＴＡ４基因的研

究还不够深入，需要更多的研究与实验进一步阐述

ＦＯＧ２基因的变异导致ＴＯＦ发生的机制。

４　犉犗犌２基因拷贝数量变化（犆犖犞）与犜犗犉的关系

４．１　拷贝数量变化（ＣＮＶ）与人类疾病　拷贝数量

变化（ｃｏｐｙｎｕｍｂｅ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ＮＶ）是由于基因组

重排导致的主要结构变异类型，包括亚显微结构下

大于１ｋｂ基因片段的缺失和重复。ＣＮＶ被认为是

影响人类疾病的主要遗传因素之一，突变频率比单

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高的多。ＣＮＶ证实与孟德尔

遗传疾病、散发性疾病和复杂疾病的易感性有关，通

过改变相关基因的剂量产生临床表型［１６］。各种机

制参与ＣＮＶ的形成，主要分为２大类：以ＤＮＡ重

组为基础和ＤＮＡ复制为基础。

２０１０年，美国 ＷＴＣＣ（Ｔｈｅ ＷｅｌｌｃｏｍｅＴｒｕｓｔ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协会运用全基因组关联

研究（ＧＷＡＳ）对８种常见病的１６０００例患者进行

拷贝数量变化（ＣＮＶ）的检测。发现并证实克罗恩

病、１型糖尿病的患者中存在拷贝数量变化（ＣＮＶ）

的改变［１７］。类似的，先天性心脏病也极有可能与拷

贝数量的变化存在极大的关系。

４．２　Ａｌｕ序列介导的外显子缺失和重复常常导致

疾病的发生　Ａｌｕ序列是哺乳动物基因组中短分散

重复序列家族（ＳＩＮＥ）的一员，约有５０万份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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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平均４～６ｋｂ中就有１个Ａｌｕ序列。灵长

类动物基因组中的许多 Ａｌｕ序列为不等同源重组

事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Ａｌｕ序列也就成为了重组

的热点。这些重组事件如果发生在染色体内，导致

１个基因中外显子的删除或复制，当它们发生在染

色体间时，会引起更复杂的染色体异常如易位或重

排。现已发现人类许多疾病由 Ａｌｕ重复序列之间

的不等同源重组引起的，如ＲＢ１基因缺失引起的神

经胶质脑瘤、Ｄｙｓｔｒｏｐｈｉｎ基因重复引起的Ｄｕｃｈｅｎｎｅ

肌营养不良。Ａｌｕ介导的突变大概占了人类遗传病

的０．３％
［１８］。

４．３　ＴＯＦ患者中存在ＦＯＧ２基因拷贝数量变化

（ＣＮＶ）的猜测　１９９１年，Ｇｅｌｂ等
［１９］发现大约３８％

的８号染色体重组综合征患者患有ＴＯＦ，其中１个

染色体断裂点位于８ｑ２２，ＦＯＧ２基因所在区域。

２００５年，Ａｃｋｅｒｍａｎ等
［１２］在１位先天性膈疝和肺发

育不良的患者中发现一个无义突变（Ｒ１１２Ｘ），突变

位于锌指结构功能区前，由于生物体内存在无义突

变导致的ｍＲＮＡ降解，该突变相当于缺失一份等位

基因。虽然从国内外的报道中，ＴＯＦ患者中ＦＯＧ２

基因的拷贝数量变化（ＣＮＶ）都还没有阳性发现，但

从人类基因组数据库中，发现ＦＯＧ２基因也富含

Ａｌｕ序列，据此，推测ＦＯＧ２基因的ＣＮＶ 在 ＴＯＦ

患者中是存在的，但是占的比例为多少，需要进一步

研究。

４．４　ＴＯＦ患者中拷贝数量变化（ＣＮＶ）的检测方法

目前，主要作为检测点突变而开展的方法，如测序和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法，一般不能检测拷贝数的变化。

目前发展了很多检测ＣＮＶ的方法，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ｏｔ

分析将揭示许多畸变，但不能发现小缺失，并且不是

理想的常规技术；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可以检测特

点良好的缺失和扩增，但由于１个反应只能针对１

个位点，要准确地定位缺失位点还很麻烦；荧光原位

杂交技术（ＦＩＳＨ）使用特异性探针同细胞中期分裂

相的染色体 （或ＤＮＡ纤维）杂交，能显著提高结构

变异的清晰度，但由于工作量巨大，且不能检测到较

小缺失重复片段的单一基因畸变；比较基因组杂交

技术（ＣＧＨ）适用于整个基因组的研究筛选，但成本

高，技术复杂；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ＭＬＰＡ）是最

早由荷兰学者Ｄｒ．ＳｃｈｏｕｔｅｎＪＰ
［２０］于２００２年提出，

是一种高通量、针对待测核酸中靶序列进行定性和

定量分析的新技术，它利用简单的杂交（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

ｔｉｏｎ）、连接（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及ＰＣＲ扩增（ＰＣ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反应，于单一反应管"

可同时检测４０个不同

的核苷酸序列的拷贝数变化。ＭＬＰＡ在检测ＣＮＶ

变化尤其是基因内的缺失和重复具有很大的优势，

检测从ＤＮＡ提取、反应至结果分析仅需２天。此

外，因为所使用的反应条件都相同，所以在相同的操

作条件下 ＭＬＰＡ技术有不同的应用，可以平行处理

不同的检测项目。

５　检测犉犗犌２基因变异的临床意义

２０１１年，Ｔａｎ等
［６］通过对ＦＯＧ２基因与 ＴＯＦ

发生的特异性和敏感度分析显示，虽然其灵敏度不

高，但有较高的特异性，据此可以为ＦＯＧ２基因在

ＴＯＦ的产前诊断和基因治疗提供依据。

ＦＯＧ２基因是心脏发育过程中较早表达的转录

因子，与ＧＡＴＡ４相互作用贯穿心脏发育的全过程，

在心脏的发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该基因发生变异

将可能导致先天性膈疝、法洛四联症（ＴＯＦ）或双右

室流出道（ＤＯＲＶ），对于妊娠期的妇女，特别是带有

明显家族史的妇女，通过抽取产前绒毛组织或羊水，

进行ＦＯＧ２基因筛查，结合胎儿超声心动图的检

查，提早发现心脏发育异常的胎儿，争取早期治疗和

终止妊娠的机会，减轻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

６　结　语

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对ＦＯＧ２基因的结构、

功能和在心脏发育中的表达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发现了多种ＦＯＧ２基因的变异。但ＦＯＧ２基因

导致突变的机制仍未得到普遍的认可。预测ＦＯＧ２

基因中存在拷贝数量变化（ＣＮＶ）至今也还没有阳

性报道。而且国内对ＦＯＧ２基因的研究由于研究

样品小，所发现的突变是否为我国 ＴＯＦ的功能性

致病位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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