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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因组印记是令一对等位基因仅表达父源或母源基因的一种表观遗传性修饰ꎬ 多在胎盘中存在ꎬ 对胎盘和
胚胎发育至关重要ꎮ 在对小于胎龄儿发病机制的研究中ꎬ 印记基因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ꎮ 但相关研究争议很大ꎬ 尚未得
出统一的结论ꎮ 本文就近些年印记基因与小于胎龄儿的研究予以综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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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印记是一种表观遗传学修饰ꎬ 使得一对等
位基因中的父亲或母亲来源的基因失活ꎬ 从而使得该
基因在功能上为单倍体ꎬ 且更易受到基因突变及表观

Ｍｅｄ Ｊ ＰＵＭＣＨꎬ ２０２０ꎬ１１(２):１８６－１９０

基化调控印记是最常见的基因组印记方式[２] ꎮ 目前已
知印记基因 １００ 余种ꎬ 且数量在逐年增加ꎮ 其中大部
分在胎盘中表达ꎬ 且部分基因组印记只存在于胎盘细

遗传变异的影响ꎮ 基因组印记主要可通过胞嘧啶甲基

胞中[３] ꎬ 对于胎盘和胚胎的发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化发生在富含 ＣｐＧ 双核苷酸的基因控制区 (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突而产生ꎬ 即父源基因组促进胚胎汲取母源能量、 最

化、 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 ＲＮＡ 实现ꎬ 其中胞嘧啶甲基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ＩＣＲ)

[１]

ꎮ 在 ＩＣＲ 中ꎬ 通过差异甲基化区

域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ＤＭＲ) 的 ＤＮＡ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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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无

１８６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用[４] ꎮ 印记基因被认为是为解决父源及母源基因组冲
大限度生长ꎬ 而母源基因组限制胚胎生长而自我保护ꎬ
并使能量在后代均匀分配[５] ꎮ 基因组印记调节失控将

印记基因与小于胎龄儿研究进展

可能导致胚胎和胎儿的生长发育异常ꎮ

的 ＣｐＧ 岛 完 全 甲 基 化 而 导 致 该 基 因 位 点 沉 默 [７] ꎮ

种常见的妊娠并发症ꎬ 是围产期胎儿死亡和致病的主

水解酶ꎬ 与中胚层来源细胞的发育相关ꎬ 异常表达会

小于胎龄儿 (ｓｍａｌｌ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ꎬ ＳＧＡ) 是一

要原因ꎮ 在新生儿期ꎬ ＳＧＡ 患低血糖、 坏死性小肠结
肠炎、 高直接胆红素血症、 低血压等危及生命的疾病

ＭＥＳＴ 的转录产物可能是对胎儿发育起到调节作用的
导致胎儿宫内和产后生长受限 [１５] ꎮ

该基因印记的消失将导致基因过表达ꎬ 而引起胎

的风险更高ꎻ 约 １０％ 的患者终身高偏矮ꎻ 在青春期ꎬ

儿体重增加 [１６] ꎮ Ｋａｐｐｉｌ 等 [４] 对比了 １３０ 例 ＳＧＡ、 ３８７

ꎮ ＳＧＡ 的发生与多因

ＬＧＡ) 足月胎盘的 ＭＥＳＴ 表达量ꎬ 发现 ＭＥＳＴ 表达增

ＳＧＡ 人群的代谢综合征、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卒中、 骨质疏松等发病率更高

[６]

素相关ꎬ 包括疾病、 饮食、 遗传因素等ꎮ 胎盘中印记
基因的表达量和甲基化程度亦与 ＳＧＡ 的发生密切相
关[４] ꎬ 但相关研究较少且争议较大ꎮ 本文就印记基因
与 ＳＧＡ 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综述ꎮ

１

例 ＡＧＡ、 １６０ 例大于胎龄儿 ( ｌａｒｇｅ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ꎬ
加可降低 ＳＧＡ 风险ꎬ 且 ＳＧＡ 组中 ＭＥＳＴ 甲基化程度
较高ꎮ Ｋａｇａｍｉ 等 [１７] 研 究 了 一 体 外 受 精 Ｓｉｌｖｅｒ￣Ｒｕｓｓｅｌｌ

综合征患儿的 ＭＥＳＴ 甲基化程度ꎬ 发现 ＭＥＳＴ 的高甲
基化可能与低出生体重相关ꎮ 然而ꎬ Ｑｉａｎ 等 [７] 和 Ｌｉｕ

等 [１８] 的研究中ꎬ 均未发现 ＳＧＡ 与 ＡＧＡ 的 ＭＥＳＴ ＤＭＲ

印记基因对小于胎龄儿的影响

甲基化程度存在差异ꎮ

１ ３

印记基因的异常表达或调控会影响胎盘发育和胎

ＰＨＬＤＡ２

ＰＨＬＤＡ２ 是主要在胎盘中表达的母源表达印记基

儿发育ꎬ 从而影响 ＳＧＡ 的发生ꎮ 研究较多的印记基

因ꎬ 对胎盘中的糖原贮存至关重要ꎮ ＰＨＬＤＡ２ 表达过

１ １

受限 [１９] ꎮ

因包括如下几类ꎮ
Ｈ１９ / ＩＧＦ２

Ｈ１９ / ＩＧＦ２ 是最早发现、 研究最多的印记基因之

多会导致 胎 盘 发 育 抑 制ꎬ 而 导 致 孕 晚 期 小 鼠 生 长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ｄｏｕ 等 [２０] 的研究显示ꎬ ＳＧＡ 足月 胎 盘 中

一ꎬ Ｈ１９ 和 ＩＧＦ２ 的位点非常相近 ( 仅相差 ９０ ｋｂ) 且

ＰＨＬＤＡ２ 的表达较 ＡＧＡ 高ꎬ 且新生儿出生体重与该

达父源基因 [７] ꎮ 在母源染色体上ꎬ 未甲基化区域被

宫内发育 受 限 (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ꎬ ＩＵＧＲ)

受相同的 ＩＣＲ 调控ꎬ 前者仅表达母源基因而后者仅表
ＣＴＣＦ 结合ꎬ 从而阻碍转录因子与 ＩＧＦ２ 启动子的结
合ꎬ 最终阻止转录

[８￣ ９]

ꎮ Ｂｅｃｋｗｉｔｈ￣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 综 合 征

和 Ｓｉｌｖｅｒ￣Ｒｕｓｓｅｌｌ 综合征就是因该位点的异常调控引
起

[１０]

ꎮ Ｈ１９ 表达非编码 ＲＮＡꎬ 发挥抑癌因子的作用ꎬ

且对胚胎发育和生长调控起到重要作用ꎻ ＩＧＦ２ 可以
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代谢

[７]

ꎮ

关于该位点与 ＳＧＡ 发生的关系ꎬ 不同研究结果

不一ꎮ Ｑｉａｎ 等 [７] 对比了 ３９ 例 ＳＧＡ 和 ４９ 例适于胎龄

基因表达量呈负相关ꎮ ＭｃＭｉｎｎ 等 [２１] 对比了胎儿是否
出生时胎盘组织 ＰＨＬＤＡ２ ｍＲＮＡ 水平ꎬ 发现 ＩＵＧＲ 胎
儿中 ｍＲＮＡ 表达较高ꎮ 然而ꎬ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ｕ 等 [２２] 对比了
ＳＧＡ 与 ＡＧＡ 在孕 １１ ~ １３ 周时绒毛中 ＰＨＬＤＡ２ 的表达
量ꎬ 未发现明显差异ꎮ 在小鼠的研究中ꎬ 表达缺失会
导致巨大胎盘ꎬ 但对出生 体 重 影 响 不 大 [２３] ꎮ Ｋａｐｐｉｌ
等 [４] 的 大 样 本 ( ６７７ 例 足 月 胎 盘 ) 研 究 和 Ｍｕｋｈｏ￣

ｐａｄｈｙａｙ 等 [２４] 的 研 究 中ꎬ 亦 未 发 现 ＰＨＬＤＡ２ 与 ＬＧＡ
或 ＳＧＡ 发生风险的相关性ꎮ

儿 (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ꎬ ＡＧＡ) 脐带血白细

１ ４

风险ꎮ 类 似 的 是ꎬ Ｂｏｕｗｌａｎｄ￣Ｂｏｔｈ 等

不确切 [２] ꎮ Ｂｅｎｓ 等 [２] 和 Ｂｒｉｇｇｓ 等 [２５] 分别报道过 ２ 例

胞的甲基化程度ꎬ 发现 Ｈ１９ 的高甲基化会增加 ＳＧＡ
[１１]

发 现 ＳＧＡ 与

ＩＧＦ２ ＤＭＲ 低 甲 基 化 程 度 相 关ꎬ Ｍｕｒｐｈｙ 等 [１２] 发 现
ＳＧＡ 的 ＩＧＦ２ ＤＭＲ０ 甲基化程度较低ꎮ Ｈｅｉｊｍａｎｓ 等

[１３]

对 ３７２ 对双胞胎的研究提示ꎬ Ｈ１９ ＤＭＲ 的甲基化程
度和体重呈正相关ꎮ 相反的是ꎬ Ｂｏｕｗｌａｎｄ￣Ｂｏｔｈ 等 和
Ｍｕｒｐｈｙ 等的研究中 [１１￣ １２] ꎬ Ｈ１９ 的甲基化与 ＳＧＡ 的发
生无关ꎬ 可能与 ＳＧＡ 样本量较小、 检测方法不能区
别较微小 的 甲 基 化 差 别 有 关ꎻ Ｇｕｏ 等

[１４]

的 研 究 中ꎬ

ＳＧＡ 的 Ｈ１９ 表达量与正常胎儿基本无差异ꎮ

１ ２

ＭＥＳＴ

ＭＥＳＴ 是父源表达的印记基因ꎬ 其母源染色体上

ＭＥＧ３

ＭＥＧ３ 为母源表达印记基因ꎬ 但该基因的作用尚

ＭＥＧ３￣ＤＭＲ 甲基化缺失导致的 Ｔｅｍｐｌｅ 综合征ꎬ 表现

为 ＳＧＡ、 面 部 畸 形、 羊 水 过 多、 喂 养 困 难 等ꎮ
ＭｃＭｉｎｎ 等 [２１] 发现相比正常幼儿ꎬ ＩＵＧＲ 组 ＭＥＧ３ 表
达量更低ꎮ Ｋａｐｐｉｌ 等 [４] 的研究中ꎬ ＭＥＧ３ 表达增加会

增加 ＬＧＡ 的风险ꎬ 但与 ＳＧＡ 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ꎬ
且 ＭＥＧ３ 甲 基 化 程 度 与 出 生 体 重 无 关ꎮ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ｎｉ

等 [２６] 对大 量 印 记 基 因 表 达 量 的 研 究 中ꎬ 亦 未 发 现
ＭＥＧ３ 表达量与 ＳＧＡ 的相关性ꎮ

１ ５

ＤＬＫ１

ＤＬＫ１ 是父源表达的印记基因ꎬ 基因产物在晚孕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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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母体外周血中达到较高浓度ꎬ 是一个内分泌信号因

ＡＧＡ 和 ２２ 例 ＬＧＡ 足月胎盘中筛查了 ２２ 个与妊娠异

力及腹围增长慢相关ꎬ 且 ＤＬＫ１ 水平可能对于区分是

达) 表达量 与 新 生 儿 头 围 呈 正 相 关ꎬ 即 促 进 生 长ꎻ

子ꎬ 主要由胎儿产生 [２７] ꎮ 低 ＤＬＫ 水平与脐带血高阻
否为健康 ＳＧＡ 幼儿具有重要帮助

[２７]

ꎮ Ｋａｐｐｉｌ 等

[４]

常相关的基因表达量ꎬ 发现其中 ＳＬＣ２２Ａ１８ ( 母源表
而 ＺＮＦ３３１ ( 父源表达) 表达量与新生儿头围、 体重

发

现 ＤＬＫ１ 表达增加与 ＬＧＡ 相关ꎬ 但与 ＳＧＡ 无明显相
关性ꎮ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ｎｉ 等

[２６]

呈负相关ꎬ 即与 ＳＧＡ 的发生相关ꎻ 其余印记基因表
达量与 ＳＧＡ 无关ꎮ

对大量印记基因表达量的研究

中ꎬ 未发现 ＤＬＫ１ 表达量与 ＳＧＡ 的相关性ꎮ

１ ６

虽然印记基因被认为与 ＳＧＡ 关系密切ꎬ 但以上

关于印记基因与 ＳＧＡ 关系的研究结果相差较大ꎬ 难

其他

除了上述被广泛研究的影响 ＳＧＡ 发生的印记基

以得出一致的结论ꎮ 这可能与印记基因的表达具有时

因外ꎬ 在几项针对大量印记基因与 ＳＧＡ 关系的筛查

间和空间差异有关 [１] ꎮ 例如ꎬ 多数人体组织中父源

研究中ꎬ 发现了其他与 ＳＧＡ 相关的印记基因ꎮ Ｋａｐｐｉｌ
等

[４]

染色体上的 ＩＧＦ２ ＤＭＲ２ 被甲基化ꎬ 但胎盘中的甲基

对比了 １３０ 例 ＳＧＡ、 ３８７ 例 ＡＧＡ、 １６０ 例 ＬＧＡ 足

化程度低ꎬ 而在新生儿血 ＤＮＡ 中甲基化程度与其余

月胎盘中 １４４ 个印记基因的表达量ꎬ 发现其中 ９ 个基

组织一致 [１４] ꎮ 结论的不一致也可能是由甲基化程度

因的 表 达 增 加 与 ＬＧＡ 风 险 增 加 相 关ꎬ １ 个 基 因

或基因表达量检测方法、 ＳＧＡ 定义、 人群等不同以

( ＭＥＳＴ) 的表达增加与 ＳＧＡ 风险降低相关ꎬ １ 个基

及样本量小而导致ꎮ 为此ꎬ 笔者总结了对比 ＳＧＡ 和

因 ( ＮＮＡＴꎬ 父源表达) 的表达增加与 ＳＧＡ 风险增加

ＡＧＡ 各印记基因甲基化程度或基因表达量的相关研

相关ꎮ 但除了 ＭＥＳＴ 外ꎬ 所有基因的甲基化程度均与
出生体重无关ꎮ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ｎｉ 等

[２６]

究ꎬ 列出了测 试 基 因、 样 本 来 源、 样 本 量 及 其 结 果

在 ３３ 例 ＳＧＡ、 ５１ 例

( 表 １) ꎮ

表 １ 可能与 ＳＧＡ / ＩＵＧＲ 相关的印记基因
基因
ＩＧＦ２ (父)

部位
脐带血
胎盘

研究样本 (例)

甲基化程度

－

－



无关

无关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

无关

ＳＧＡ: ８０ꎬ ＡＧＡ: ７３ [１２]



－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４７５ [１８]

ＩＵＧＲ: １４ꎬ 非 ＩＵＧＲ: １５



[２１]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外周血
Ｈ１９ (母)

脐带血
胎盘

ＭＥＳＴ (父)

胎盘

ＰＨＬＤＡ２ (母)

胎盘

早孕期绒毛膜
ＭＥＧ３ (母)

ＳＧＡ: ５０ꎬ ＡＧＡ: １４５ꎬ ＬＧＡ: ６５
ＳＧＡ: ６９ꎬ ＡＧＡ: ４７１
ＳＧＡ: ３９ꎬ ＡＧＡ: ４９

胎盘

[７]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

－



－



无关

－



－

无关

无关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

无关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

无关

无关

无关

ＳＧＡ: ２４ꎬ ＡＧＡ: ２０

[１４]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

无关

无关



ＳＧＡ: ３９ꎬ ＡＧＡ: ４９ [７]

无关

ＩＵＧＲ: １４ꎬ 非 ＩＵＧＲ: １５ [２１]

无关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

ＳＧＡ: ５０ꎬ ＡＧＡ: １４５ꎬ ＬＧＡ: ６５

－

ＳＧＡ: ３６ꎬ ＡＧＡ: ４１ [２４]

[２２]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ＩＵＧＲ: １４ꎬ 非 ＩＵＧＲ: １５ [２１]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１８８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２２]

[１１]

ＩＵＧＲ: １４ꎬ 非 ＩＵＧＲ: １５ [２１]
脐带血

基因表达量



ＳＧＡ: ６９ꎬ ＡＧＡ: ４７１ [１１]

ＳＧＡ: ２４ꎬ ＡＧＡ: ２０ [１４]

早孕期绒毛膜

ＳＧＡ / ＩＵＧＲ

[２６]

－



无关

－

无关

无关

无关ꎬ 但表达增加与 ＬＧＡ 相关

－
－

无关


无关
(待续)

印记基因与小于胎龄儿研究进展
(续表 １)

表 １ 可能与 ＳＧＡ / ＩＵＧＲ 相关的印记基因

基因

部位

ＤＬＫ１ (父)

胎盘

ＮＮＡＴ (父)

胎盘

ＧＮＡＳ

胎盘

ＰＬＡＧＬ１ (父)

胎盘

研究样本 (例)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ＳＧＡ / ＩＵＧＲ 的甲基化程度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

[４]

胎盘

ＳＬＣ２２Ａ１８ (母)

胎盘

ＺＮＦ３３１ (父)

胎盘

无关


无关
－

无关

无关

无关

－

[４]



－

ＩＵＧＲ: １４ꎬ 非 ＩＵＧＲ: １５ [２１]



－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ＣＤＫＮ１Ｃ (母)

ＳＧＡ / ＩＵＧＲ 的基因表达量

无关ꎬ 但表达增加与 ＬＧＡ 相关

无关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ＩＵＧＲ: １４ꎬ 非 ＩＵＧＲ: １５ [２１]

结果

无关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无关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无关

无关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

无关



ＳＧＡ: １３０ꎬ ＡＧＡ: ３８７ꎬ ＬＧＡ: １６０

[４]

无关

ＩＵＧＲ: １４ꎬ 非 ＩＵＧＲ: １５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ＳＧＡ: ３３ꎬ ＡＧＡ: ５１ꎬ ＬＧＡ: ２２ [２６]

无关

－

[２１]



无关

－



无关

ＳＧＡ: 小于胎龄儿ꎻ ＩＵＧＲ: 宫内发育受限ꎻ ＡＧＡ: 适于胎龄儿ꎻ ＬＧＡ: 大于胎龄儿ꎻ : 增加ꎻ : 降低ꎻ －: 未测

２ 通过改变环境降低印记基因对小于胎龄儿
的影响

生长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以 Ｈ１９ / ＩＧＦ２ 和 ＭＥＳＴ 为代表
的印记基因可能对 ＳＧＡ 的发生有重要影响ꎮ 环境亦
可能通过改变印记基因而影响 ＳＧＡ 的风险ꎮ 今后研
究应严格选择方法和条件ꎬ 才能最终揭示印记基因与

印记基因作为一种表观遗传性修饰ꎬ 会受到外界
环境如母亲饮食、 疾病、 压力、 精神状态等的影响ꎬ

ＳＧＡ 的关系ꎮ

从而影响 ＳＧＡ 的发生 [７] ꎮ

参

母亲在围孕期的复合维生素或叶酸摄入可降低

ＳＧＡ 的发生率 [２８￣ ２９] ꎮ Ｓｔｅｅｇｅｒｓ￣Ｔｈｅｕｓｏｍ 等 [３０] 发现孕前
补充叶酸 (４００ μｇ / ｄ) 可增高 ＩＧＦ２ ＤＭＲ 甲基化ꎬ 且
ＩＧＦ２ ＤＭＲ 甲基化程度与出生体重呈负相关ꎮ Ｅｌ Ｈａｊｊ

等 [３１] 发现妊娠期糖尿病会降低 ＭＥＳＴ 的甲基化程度ꎬ

[１]
[２]

胎儿的出生体重在该组也最高ꎮ 怀孕前母亲的饥饿情

况亦会影响 ＩＧＦ２ ＤＭＲ 甲基化情况[３２] ꎮ 体外受精者中ꎬ

[３]

常甲基化 (如 ＭＥＳＴ 过甲基化) 相关

发

[４]

ＩＧＦ２ 的甲基化程度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ꎮ Ｎｙｅ 等[３３]

[５]

低出生体重儿的比例增加ꎬ 这被认为与印记基因的异
[１７]

ꎮ Ｌｉｕ 等

[１８]

现ꎬ 孕期的抑郁状态与低出生体重相关ꎬ 且 ＭＥＧ３ 和
对母亲铅暴露的研究中ꎬ 发现若母亲铅水平高ꎬ 则其
孩子 ＭＥＧ３ ＤＭＲ 印记区域的甲基化程度高ꎬ 同时铅水
平高还与低出生体重相关ꎮ

[６]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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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

[１１]

Ｂｏｕｗｌａｎｄ￣Ｂｏｔｈ ＭＩꎬ ｖａｎ Ｍｉｌ ＮＨꎬ Ｓｔｏｌｋ Ｌꎬ ｅｔ ａｌ. ＤＮＡ ｍｅｔｈ￣
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ＧＦ２ＤＭＲ ａｎｄ Ｈ１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ｐ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１９ ａｎｄ ＫＣ￣

ＮＱ１０Ｔ１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ｏｒｎ ｓｍａｌｌ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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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 [Ｊ]. ＢＭＣ Ｍｅｄ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５: ６７.

Ｈｅｉｊｍａｎｓ ＢＴꎬ Ｋｒｅｍｅｒ Ｄꎬ Ｔｏｂｉ ＥＷꎬ ｅｔ 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ｂｌ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１４]

Ｇｕｏ Ｌꎬ Ｃｈｏｕｆａｎｉ Ｓꎬ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１１ 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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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Ａꎬ Ｒａｖｉｋｕｍａｒ Ｇꎬ Ｄｗａｒｋａｎａｔｈ Ｐꎬ ｅｔ ａｌ. Ｐｌａ￣

[Ｊ]. Ｄｅｖ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２０: ７９￣ ９１.

Ｍｏｏｎ ＹＳꎬ Ｐａｒｋ ＳＫꎬ Ｋｉｍ Ｈ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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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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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ꎬ ８５: ３７９￣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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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ｈｙｐｏ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ｑ３２

２０１６ꎬ １７０ａ: １７０￣ １７５.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ｎｉ Ｌꎬ Ｍａｒｓｉｔ ＣＪꎬ Ｓｈａｒｍａ Ｐ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３: ４８０￣ ４８６.

Ｃｌｅａｔｏｎ ＭＡꎬ Ｄｅｎｔ ＣＬꎬ Ｈｏｗａｒｄ Ｍꎬ ｅｔ ａｌ. Ｆｅｔｕ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ＤＬＫ１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ｅｇ￣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８: １４７３￣ １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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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ｍｉｎ 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ｏｒ ｓｍａｌｌ￣ｆｏｒ￣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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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 Ｓꎬ Ｊａｄｄｏｅ ＶＷꎬ Ｈｏｆｍａ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ｉｃｏｎｃｅ￣
ｐｔｉｏｎ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 Ｓｔｕｄｙ

[３０]

[Ｊ].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０２: ７７７￣ ７８５.

Ｓｔｅｅｇｅｒｓ￣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 ＲＰꎬ Ｏ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ｏｒｓｔ ＳＡꎬ Ｋｒｅｍｅｒ Ｄ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ｕｓｅ ｏｆ ４００ ｍｉｃｒｏｇ
ｐｅｒ ｄａｙ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ＧＦ２ ｇｅ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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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４: ｅ７８４５.

Ｅｌ Ｈａｊｊ Ｎꎬ Ｐｌｉｕｓｈｃｈ Ｇꎬ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Ｅ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ＳＴ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Ｊ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３２]

Ｔｕｎｓｔｅｒ ＳＪꎬ Ｔｙｃｋｏ Ｂꎬ Ｊｏｈｎ Ｒ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ｈｌｄａ２ ｇｅｎｅ
２０１０ꎬ ３０: ２９５￣ ３０６.

ｇｅｎｄｅｒ [Ｊ].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６: １２２５￣ １２３０.

Ｂｒｉｇｇｓ ＴＡꎬ Ｌｏｋｕｌｏ￣Ｓｏｄｉｐｅ Ｋꎬ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ＫＥ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ｌｅ

ａｇｅ ｂｉｒ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 Ｊ]. Ａｍ Ｊ

ＭＥＳＴ [Ｊ]. Ｊ Ａｓｓｉｓｔ Ｒｅｐｒｏｄ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４: １３１￣ １３６.

Ｌｉｕ Ｙꎬ Ｍｕｒｐｈｙ ＳＫꎬ Ｍｕｒｔｈａ ＡＰ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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