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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言语和语言障碍是流行率很高的儿童交流障碍，迄今为止其发生机制尚不明确。 行为遗传学研究显示常见

的言语和语言障碍是多基因遗传疾病。 近十年来分子遗传学研究已成为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主流，一系列言语和语言

障碍相关基因座甚至基因得到鉴定，为研究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发生机制和治疗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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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 are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for children with high prevalence, and the un-
derlying causes are unclear until now. Behavior genetic studies show that language and speech disorders are multifactorial
inherited disor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lecular genetic technology in the last decade enabl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associated gene loci even genes, which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mecha-
nism and treatment of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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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language）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

言语(speech)是指个体利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活动、过程。 儿童

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发生率较高，但由于不同调查者使用的定

义标准、调查目标及使用的测查工具不同，因 此 所 获 得 的 数

据有很大的差异，一般估计这一人群大约占人口的 10%或更

高[1]，且覆盖面广, 既可见于正常儿童, 表现为语言发育迟缓，

也继发于其他疾患, 例如孤独症，学习障碍，听力损伤等[2]。 我

国因缺乏这门专业分支，临床常误诊为智能迟 缓、发 育 障 碍

等其他疾病，且又无有效的干预，影响这些儿童的学习、交流

和社会能力的发展，从而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质量 [2]。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 理 学、行 为 学 和 医 学 等 学 科

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 它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行

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其研究的根本目标， 探讨行为的起源，

基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在行为形成 过 程 中，遗 传

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3]。 近二十年来研究者对言语和语言

障碍进行了行为遗传学研究，考察了遗传因素对言语和语言

障碍的影响。 家族聚集研究、双生子研究发现言语和语言障

碍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 [4]，同卵双生子 的 同 病 一 致 率 高 于

异卵双生子 [5]，语言的不同能力有中等以上 的 遗 传 度 [6]，而 各

种言语和语言障碍的遗传度通常都很高 [7]。 世纪之交随着人

类和其他生物的基因组全序列被相继测定，积累了大量的基

因组学数据，分子遗传技术得以飞速发展，成 为 行 为 遗 传 学

研究的主要工具。 它将试图揭示遗传因素影响言语和语言障

碍的程度和机制，并发现直接影响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基因。

1 言语和语言障碍

1977 年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学会将语言障碍定义为：个体

在语言系统的知识上未能与预期的常模相称的情形，特别是

一个儿童在语言的运用技巧上有缺陷，未能达到同龄儿童的

预期水平时，就称其有语言上的缺陷。 这类个体往往在词汇、

语句、语法的理解和运用等方面存在明显错误。 而言语障碍

是指个体的言语过分异常，引起交际对方的 注 意，出 现 厌 烦

等情绪，甚至所说的话完全不为听话人理解 [1]。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IV）把言语和语言障碍分

为五大类：表达型语言障碍、表达-感受混合型语言障碍、构

音障碍、口吃和其它或待分类的交流障碍。 其中构音障碍和

口吃属于言语障碍，而语言障碍为“语言运 用 障 碍”，即 大 脑

中语言符号转换（编码、解码）的言语行为障碍，既 可 发 生 于

言语表达过程，也可发生于语言理解过程 [8]。

虽然许多言语和语言障碍在临床上有区分，然而它们在

临床上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 许多患儿不会纯粹属于某种诊

断类别， 且在语言发育过程中诊断类别可能会相互转换，如

约 15%的永久性言语障碍患儿同时患有语言障碍， 约 5%的

特殊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SLI)患儿同时也

有言语障碍 [9]，言语障碍和语言障碍之间、言语和语言障碍与

其他发育问题之间的确切关系也颇有争议，这些都导致了鉴

定病因的困难。

2 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2.1 孟德尔遗传言语和语言障碍

FOXP2 是在调查一个患有言语失用症的大家族 （KE 家

族）后鉴定的第一个言语和语言障碍相关基因。 该家族的 24
名成员中，约半数无法自主控制唇舌的协调，从 而 在 组 织 词

汇、运用语法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困难，并 将 该 家 族 患 者 的

这种严重的语言理解和表达缺陷称为发育性言语失用症 [10]。

引人注意的是 KE 家族的言语和语言障碍具有的遗传模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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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疾病可能是由于单基因突变引起的 [11]。Fisher 等[12]通过全

基因组连锁分析(Genome-Wide Linkage Analysis，GWLA)将该

基因初步定位于 7q31 处，Lai 等 [13]通过基因精确定位发现所

有 KE 家庭患者的 FOXP2 基因都有突变，而未患病家庭成员

没有。 紧接着研究者又发现一位患有类似言语障碍的非 KE
家族儿童，他的染色体重排导致了 FOXP2 基因的断裂，从而

FOXP2 基因和言语失用症的相关性得到支持 [13]。 此后一些独

立的 FOXP2 基因筛查研究鉴定出了另外几例 FOXP2 基因断

裂的病例，他们都有言语失用症状 [14，15]。 KE 家族携带 FOXP2
基因的杂合性错义突变，从而改变了 FOXP2 蛋白的 DNA 结

合区域。 另有研究表明 FOXP2 基因的另一处杂合性无义突

变也和言语和语言障碍有关，这种无义突变严重地截短了蛋

白，剪除了必需的功能模序，包括蛋白质相互作用区、DNA 结

合区和可能的核定位信号 [16]。

FOXP2 蛋白由锌指结构、叉头 DNA 结合区（叉头框） 和

多聚谷氨酸富集区三部分组成，充当转录抑制 因 子，有 四 种

选择性亚型[17]，调控 300 至 400 个神经系统基因，其中许多在

功能上被认为是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候选基因 [18]。 FOXP2 基因

的鉴定开启了覆盖语言学、神经影像学，动物模型学（主要是

小鼠和鸣禽）、分子生物学、人类学和进化学等广泛学科领域

的研究。 虽然 FOXP2 基因在言语失用症中的真正作用有待

明晰，但可以确定的是该基因对于负责精细动作控制的大脑

区域（运动皮层、纹状体、小脑）的发育非常重要。 它的断裂对

于言语发育有着极其严重的后果 [8]。

在 FOXP2 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者认为其他的 FOX 基因

也是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候选基因。人类 FOX 基因家族有超过

40 个成员， 根据 DNA 结合区域的特定模序分成 19 个亚族

（命名为 FOXA 到 FOXS）[19]。 FOXP 亚族包含 4 种功能各异的

基因（FOXP1-4）。 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彼此结合形成活跃的

DNA 结合异源二聚体。 如 FOXP1 和 FOXP2 在调节组织发育

中彼此密切配合，FOXP1 断裂可能导致运动发育缺陷和言语

迟缓[20]。 受 FOXP2 调控的基因包含 7 号染色体上的 CNTNAP2
基因。 最近研究显示该基因与语言障碍易患性有关。 该研究

发现 CNTNAP2 基因的 9 种常见变异和一组语言障碍家庭在

语言测试（包括语言理解和表达测试、语音短时记忆测试等）
中的得分低下有显著相关性 [21]。 另发现该基因的选择性变异

（包含常见变异和罕见断裂或突变） 也参与一系列的神经发

育障碍，如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癫痫，ADHD 和学习障碍等[22]。

CNTNAP2 基因编码轴突蛋白，负责发育神经元钾离子通

道的定位，为轴突-胶质细胞相互作用提供便利 [23]。 大脑表达

研究显示该基因在啮齿目动物大脑中均匀表达，然而在雄性

鸣禽发声控制核团中呈现特异性表达 [24]，在人脑前额叶（与智

力密切相关的脑区）富集 [25]。 MRI 研究表明携带两个拷贝的

CNTNAP2 变异基因的孤独症病人， 在多个脑区域 （如前额

叶、梭状脑回、额枕皮质、小脑）的灰白质显著减少，这些均认

为和孤独症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26]。 由于语言障碍是孤独症

患 儿 的 三 大 主 要 症 状 之 一 [27]，这 也 佐 证 了 CNTNAP2 基 因 突

变在语言障碍方面的作用。

2.2 多基因遗传言语和语言障碍

2.2.1 功能性构音障碍 功能性构音障碍（functional articu-

lation disorder）是儿童期最常见的言语障碍，又称为发育性发

音障碍（developmental articulation/phonological disorder），也称

作功能性发音障碍、发育性语音不清等。 近年来国外文献多

倾向于应用 Speech Sound Disorder(SSD)[28]。 根据日本听语协

会的规定，SSD 的诊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构音器官的形态

无异常；有正常范围的听力，语言发育达到四岁以上水平，构

音错误呈固定状态 [1]。 SSD 与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有部分共同的临床表现，特别当 SSD 伴随着语言障

碍时，SSD 是日后发展为阅读障碍的显著风险因素 [29]。 这些研

究提示 SSD 可能与发展性阅读障碍有共同的易感基因。 发展

性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也成为研究 SSD 的重要候选基因。 连

锁 分 析 发 现 发 展 性 阅 读 障 碍 的 基 因 区 域 在 染 色 体 1p、3、6p
和 15q 位点， 这些区域也成为研究 SSD 相关基因的位点，此

方法也被证明行之有效 [30]。 如 3 号染色体的DYX5 位点和 SSD
家族的构音记忆和构音解码特征呈显著相关 [30]。 1 号染色体

的 DYX8 位 点、6 号 染 色 体 的 DYX2 位 点 和 15 号 染 色 体 的

DYX1 位点也发现有意义的相关性 [31]。 对以上位点进行目标

性关联分析鉴定了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候选基因，如 3p12.3 的

的 ROBO1 基因。 ROBO1 基因是与脑发育有关的轴突导向受

体基因，该基因与语音缓冲 缺 陷（phonological buffer deficits）
相关[28]。 再如 15q21.3 位的候选基因 EKN1。 该基因是发展性

阅读障碍、阅读的各种成分过程以及与阅读有关的能力的易

感基因[32]。 在 SSD 人群中对以上风险因子进行直接评估将对

两种障碍之间的病因重叠关系给出答案。

2.2.2 特 殊 语 言 障 碍 (SLI) SLI 是 概 括 性 术 语，通 常 用 来 指

表达型语言障碍和表达-理解混合型语言障碍， 有时也包含

语音障碍 [8]。 它是指在正常语言学习环 境 下，在 没 有 听 力 缺

陷、智力迟钝、神经或精神损伤的情况下言 语 能 力 得 不 到 正

常发展[33]。 运用 GWLA 分析已发现和 SLI 相关的三个主要位

点，它们分别位于 13 号染色体(SLI3)，16 号染色体(SLI1)和 19
号染色体（SLIC）。 目前 16 号染色体的 SLI1 区是研究得最为

深入的。 在此区域进行关联分析发现 ATP2C2 和 CMIP 两基

因的常见变异与 SLI1 有显著而独立的相关性，它们都与语音

短期记忆相关[34]。 ATP2C2 编码钙离子 ATP 酶，负责细胞钙离

子和镁离子的运输。 钙离子是重要的胞间信使，参与许多包

括短期记忆的神经过程 [35]。 镁离子在高浓度时对神经细胞有

致毒性，镁离子缺失与自闭症相关 [36]。 CMIP 蛋白是细胞骨架

的适配蛋白，在大脑中有大量表达 [37]。细胞骨架重建在突触形

成和神经迁移中起关键作用 [38]。 CMIP 蛋白和 FilaminA 相互

作用，后者的突变与神经元移行障碍的脑室周围灰质异位有

关。其他研究发现它也和 ReIA（转录因子 NF-KappaB 的亚单

位）、P13 激酶蛋白相互作用 [39]，说明 CMIP 在多种生物途径中

发挥作用。

2.2.3 口吃 口吃是语畅障碍，其特征是连续语流的打断和

不自主地重复或延长音节 [40]。 GWLA 分析和连锁分析发现染

色体 12q 处与口吃有稳定而显著的相关性 [41]。 Kang 等 [42]通过

对此位点的 45 个基因测序显示口吃患者的 GNPTAB 基因的

4 个编码区突变，这些突变在对照组中未被发现；对口吃患者

的 GNPTG 基因和 NAGPA 基因编码区测序发现有突变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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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 在 对 照 组 中 也 没 有 。 之 前 有 研 究 显 示 GNPTAB 和

GNPTG 基因突变分别会导致代谢疾病—粘脂糖症 II 型和粘

脂糖症 III 型。 它们是一种溶酶体贮积病， 是溶酶体酶 Glc-
NAc-PT 活性缺失使得溶酶体酶不能正常进入溶酶体的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病。 GlcNAc-PT 蛋白以复合体形式存在，其中

α/β 亚基由GNPTAB 基因编码，γ 亚基由GNPTAG 基因编码 [43]。

位于染色体16q 位点的 NAGPA 基因编码，为 GlcNAc-PT 的下

游酶[44]。 这些研究暗示了言语障碍的另一种生物学机制———

溶酶体信号通路[42]。

3 小结与展望

FOXP2 基因的发现开启了言语和语言 障 碍 分 子 遗 传 学

研究的新时代， 未来对 FOXP2 上下游生物学通路的研究将

鉴定出更多言语和语言障碍相关候选基因和机制。 SSD 研究

预示着它可能与发展性阅读障碍有某些相同的遗传机制，而

SLI 的 研 究 鉴 定 出 了 16 号 染 色 体 上 的 两 个 候 选 基 因———

ATP2C2 和 CMIP。 口 吃 研 究 发 现 溶 酶 体 通 路 (GNPT-
AB\GNPTA\NAGPA) 可能是言语和语言障碍发生的另一条候

选途径。 然而同一种基因可能参与不同的生物学途径，在不

同疾病中发挥作用。 因而需要对上述基因进一步进行功能上

的鉴定，如采取在细胞或动物模型中进行基因 操 作（如 基 因

敲除或过表达等方法）， 以梳理出这些基因对言语和语言障

碍的确切功能。

目前已经完成的 大 量 分 子 遗 传 研 究 表 明 常 见 的 言 语 和

语言障碍是复杂的多基因遗传疾病，由许多微效基因相互作

用，并由环境因子诱发，共同导致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发生。 然

而相比于其他发育障碍的遗传机制研究，言语和语言障碍研

究相对落后。 研究中包含的样本较小，需进行大样本量验证。

且言语和语言障碍的表型异常复杂，每个独立研究群体的表

型界定多不一致。 如何恰当处理各验证群体间的异质性, 也

是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过去科学家通过传统的 GWLA 和候选基因关联分析寻

找到了如上所述的言语和语言障碍相关基因。 然而连锁分析

的成功依赖于几个重要条件：遗传因素完全或接近完全决定

疾病的发生，致病基因具有很高的外显率等 [45]。在单基因遗传

疾病的研究中 GWLA 是非常实用的方法，而且成功地鉴定了

很多单基因疾病基因，如 FOXP2 基因。 然而单基因言语和语

言障碍相对比较罕见，而常见的言语和语言障碍多为复杂多

基因疾病。 因而连锁分析在寻找复杂疾病的致病基因的过程

中收效甚微。 关联分析可以检测一个比较短的基因组区域是

否包含致病基因，但研究的基因非常有限。 近几年来随着人

类 基 因 组 测 序 计 划 和 人 类 基 因 组 单 体 型 图 (HapMap)计 划 的

完 成 为 全 基 因 组 关 联 分 析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提供了条件，全世界众多研究小组开展了大量复杂疾

病/性状易感基因的 GWAS 研究， 发现了近 3，000 个疾病/表
型相关变异[46]。 依赖 GWAS 技术有望检测出更多的言语和语

言障碍相关微效基因。 然而决定 GWAS 是否能成功的因素主

要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样本量，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统计效能

来 检 测 中 等 效 能 的 遗 传 变 异 。 目 前 基 于 HapMap 设 计 的

GWAS 的研究对象主要是 SNPs，对 SNPs 以外的其它变异（如

拷贝数变异、基因表达、表观遗传修饰）检出效能非 常 微 弱，

容易造成遗传遗失(missing heredity)，因而需要一些新的策略

和方法应用到复杂疾病/性状 GWAS 的后续研究中。 言语和

语言障碍的候选基因的数目往往较大，因而一一确定它们的

意义和作用相当艰巨。 近年来随着功能基因组技术的发展，

许多高效率、大通量的基因功能平行分析技术不断提出和运

用，如 cDNA 微 阵 列 或 芯 片 技 术、基 因 表 达 系 列 分 析 ( Serial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SAGE) 技术等。

关于言语和语言相关基因研究动物模型的选择，除了来

源有限的黑猩猩外，在啮齿类动物和鸣禽以及其它发声学习

者身上也可以开展分子、解剖、发育和行为等多水平的研究。

如前所述， 人类中 FOXP2 基因的突变将导致严重的言语语

言障碍，如口头及书面语言的理解和表达障 碍、发 育 性 言 语

失用、口面部精细运动障碍等。 而在小鼠中也发现 FOXP2 的

突变使得小鼠超声发音系统受到损害、生理功能发生极大的

变化以及探索性行为发生改变和运动学习能力降低 [47]。 通过

比较 FOXP2 基因在人和鼠发育过程的脑组织中时间及空间

上 的 表 达 模 式 发 现 FOXP2 基 因 在 人 和 鼠 的 基 底 神 经 节、丘

脑 、下 橄 榄 体 和 小 脑 均 有 表 达 ，且 表 达 模 式 相 似 [48]，说 明 了

FOXP2 基因在与感觉运动有关神经回路的表达上高度保 守

性。 Scharff 等在各发育阶段检查鸟脑中 FOXP2 的表达水平，

发现其在各脑区的分布表达与人胚胎脑一致，包括同种细胞

如 纹 状 体 内 侧 的 棘 神 经 元 等 ； 而 鸣 禽 斑 胸 草 雀 与 人 类 的

FOXP2 的 DNA 结合区氨基酸序列完全一致。 这种高度的保

守性提示它们发挥相同的作用，从而从基因水平上将鸟鸣与

人类语言联系起来 [49]。 然而以动物为对象的研究也面临着挑

战，相同的基因在不同的物种身上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或者在

不同的发育阶段被表达。 而且，不同的物种所处的环境有很

大差别，将动物身上得到的结果外推到人类需要十分小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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