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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CID Compass 
SCID Compass 面向全美提供各种教育材料、家庭人际网络和宣传，致力于改进 SCID 患儿的结局。 
 
SCID 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患这种疾病的婴儿天生没有正常的免疫系统。他们的免疫系统无法保护自己抵

抗感染。因此，SCID 患儿会一直复发危及生命的持续性疾病。 
 
SCID Compass 通过多种渠道提供有关 SCID 诊断、治疗和支持的信息，包括 www.scidcompass.org、印

刷材料以及经社交媒体和邮件列表提供的 SCID 社区链接。 
 
SCID Compass 是美国免疫缺陷基金会的一个项目，由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 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

以联邦补助金形式提供资助。 
 
HRSA 确认/免责声明：本项目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的卫生资源和 服务管理局 (HRSA) 提供
资助，隶属其总计 297 万美元资助计划的一部分，未接受任何非政府机构资金。本网站内容为其作者所
有，并不一定代表 HRSA、HHS 或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或支持。 

http://www.scidcompa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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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目前处于 SCID 
之旅的哪个阶段？ 

 
得知新出生的孩子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SCID) 可能会让您非常崩溃和焦虑。此时对这种疾病

感到困惑和恐惧是人之常情。毕竟，您可能从未听说过 SCID 这种疾病，而且也没有人会料到自己

的孩子会得这种病。 
 
请记住，您并不孤单。其他家庭也有患 SCID 的孩子，这些家庭和 SCID Compass 都在这里为您打

气加油。通过其互助小组和资源，SCID Compass 可以帮助您与这些家庭建立联系，让您从这些先行

者那里得到情感和信息上的支持。 
 
让我们与您分享什么是 SCID，以及如何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护理。 



了解 SCID 

 
何为 SCID？ 
SCID 是指孩子的免疫系统未正常运作的情况。

免疫系统由抵抗感染并保护孩子不生病的细胞

组成。而 SCID 患儿无法得到此保护。 
 
所有患有 SCID 的婴儿都有共同的问题：要么

出生时没有 T 细胞，要么 T 细胞太少。孩子

体内的正常 T 细胞数量极低或根本没有。 
 
T 细胞对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如

果您的孩子得了感冒或其他感染，他/她可能无

法像大多数人那样抵抗疾病。感冒可能会加重，

甚至危及生命。 
 
医生通过新生儿筛查和其他检测诊断出您的孩

子患有 SCID。新生儿筛查告诉医生，孩子体内

负责抵抗感染的 T 细胞数量极低。 
 
SCID 极为罕见。每年 58,000 名儿童中约有 1 

人被诊断为 SCID。在美国，每年大约诊断出 

76 例 SCID。 
 
SCID 可以影响任何婴儿，而无论其种族、性别、

民族或社会经济 

 
 

 
地位如何。但是，在某些群体中，这种疾病更为

常见，如纳瓦霍族人、亚米希人和门诺派教徒。 
 
尽管 SCID 患儿在出生时看起来可能很健康，但

他们极易受到病菌的侵害。如果患儿接触到病毒、

细菌或真菌，由于没有完备的免疫系统，患儿在

抵抗感染时很可能会生病。SCID 患儿的感染可能

是致命的。 
 



了解 SCID 

 

是什么导致了 SCID？ 
若儿童在出生时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免疫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免疫系统由体内保护人体免

受疾病侵袭的细胞组成。而 SCID 患儿无法得到此保护。 
 
尽管 SCID 患儿在出生时看起来可能很健康，但他们极易受到病菌的侵害。如果患儿接触到病毒、

细菌或真菌，由于没有完备的免疫系统，患儿在抵抗感染时很可能会生病。SCID 患儿感染是致命的。 
 
大多数 SCID 病例是由父母遗传给孩子的基因错误引起的。基因存在于细胞中，决定我们身体所有

不同部位的生长。例如，有许多基因参与了心脏或大脑的形成。健康的免疫系统需要大量基因。 
 
免疫系统的一部分由 T 细胞、B 细胞和自然杀伤 (NK) 细胞组成，这些细胞都是白细胞。每种细胞

都以特定的方式帮助人体抵抗感染。但是，如果没有 T 细胞，我们无法存活。T 细胞对于免疫系统

抵抗感染是不可或缺的。T 细胞数量极低或缺失是引起 SCID 的原因。 
 
制造 T 细胞需要几种不同的基因。这些基因中的任何一个存在缺陷都可能引起 SCID。有时，我们

会根据受损的基因来命名 SCID 的类型。例如，在 ADA SCID 中，受损基因是 ADA，即腺苷脱氨酶

基因。 
 
有时，我们会根据白细胞计数对 SCID 进行分类，特别是 T、B 和 NK 细胞的数量。例如，会将 T 

细胞和 B 细胞数量较少但 NK 细胞数量正常的 SCID 写作或描述为 T-B-NK+（即 T 细胞阴性、B 

细胞阴性、NK 阳性）SCID。 
 
无论哪个基因受损，或者是否存在或缺失 NK 细胞或 B 细胞，所有形式的 SCID 都表现为正常 T 

细胞极少甚至没有。在鉴别 SCID 患儿的新生儿筛查检测中，就是检测 T 细胞数量是否极低或缺乏。

因此该检测可以识别所有类型的 SCID，而无论受损基因为何。 



了解 SCID
SCID 的类型

SCID 有 20 多种不同类型，每一种类型都由受影响的基因决定。最常见的类型是 X 连锁 SCID，通

常只影响男孩。SCID 类型决定了其治疗方法，所以了解孩子的确切诊断结果非常重要。SCID 的类

型包括：

• X 连锁 SCID • Coronin-1A 缺陷型 SCID

• ADA SCID • CD 45 缺陷型 SCID

• RAG-1 和 RAG-2 缺陷型 SCID • DNA 连接酶 4 缺陷型 SCID

• IL7R SCID • DNA 连接酶 4 缺陷型 SCID

• DCLRE1C 或 Artemis SCID • LAT 缺陷型 SCID

• JAK3 缺陷型 SCID • 网状组织发育不全型 SCID

• CD3 复合成分缺陷型 SCID • Cernunnos-XLF 缺陷型 SCID

为何隔离很重要？

由于您的孩子没有办法抵御细菌，因此您和医生必须共同努力，让孩子在治疗前处在一个细菌尽可

能少的环境中。减少孩子接触细菌的方法之一是限制探视孩子的人数。这称为隔离。隔离可在家或

医院进行。目标是防止孩子接触到会让其生病的细菌。

以下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帮助预防感染的其他注意事项：

• 您的孩子不应接种活疫苗。

• 输血设备应经过辐照。

• 在进行母乳喂养之前，孩子母亲应接受巨细胞病毒 (CMV) 检测。

• 您应遵守隔离要求并限制探视。

• 严格遵守洗手程序。

• 您的孩子极易受到感染，所以任何生病的人都不应探视孩子。例如，水痘对 SCID 患儿来说

是致命的。



 

 
 
 
 
 
 
 
 
 
 
 
 
 
 

探索治疗方案 
 

在您家庭的 SCID 之旅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寻求治疗。尽早诊断和治疗对于挽救 SCID 患儿的生命

至关重要。 
 
在生下来头几个月接受治疗的患儿，成功恢复的几率会更高。如果孩子在还未发生严重感染时便得

到诊断和治疗，他们的长期生存率将超过 90%。通过尽早治疗，大多数 SCID 患儿都能建立自身正

常的免疫系统。 
 
SCID 患儿的最佳治疗方案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 SCID 的类型、患儿的健康状况和医生的建议。大

多数 SCID 患儿都会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 进行治疗，也称为骨髓移植 (BMT)。另一个不太

常用但前景很好的治疗方案是基因治疗。这种疗法目前尚处在临床试验阶段。第三种治疗方法是酶

替代疗法，其只能用于 ADA-SCID 患儿，且为一种接受 HSCT 或基因治疗之前的临时性疗法。 



治疗方案
HSCT 概述

目前标准的 SCID 疗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也称为骨髓移植 (BMT)。在 HSCT 中，医生会从

供体身上取出健康的造血细胞，然后将其输注给您的孩子。这些造血细胞将繁殖并为您的孩子提供

免疫系统。

HSCT 是一个多步骤的医疗流程，需要长期住院几个月。在医院里，孩子要接受几项检测和其他程序，

为 HSCT 做准备。重要的是，医生将确定谁是为孩子 HSCT 捐献造血细胞的最佳配型。另外，患儿

还将接受药物治疗，以减少感染的机会并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患儿接受骨髓细胞的过程类似于输血，只需要几个小时。完成 HSCT 后，医生会监测孩子的免疫系

统数月，以确定 HSCT 是否成功。接受 HSCT 可能会引起一些并发症，有时还需要再次进行 HSCT。

有些健康计划可能规定了您可以使用哪个移植中心进行 HSCT，而有些可能会允许您选择在哪里执行

手术。

基因治疗概述

与 HSCT 可用于治疗所有类型的 SCID 不同，基因治疗是为治疗特定基因而量身定制，并且针对特

定类型的 SCID 进行，包括 X 连锁 SCID、ADA-SCID 和 Artemis SCID。此外，基因治疗仍处于临

床试验阶段，尚未取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在临床试验中，医生仍在试验如何最好

地完善这种疗法，以取得批准用于常规使用。

在基因治疗中，医生会从患儿体内取出具有错误基因拷贝的干细胞，并将矫正后的基因拷贝放入这

些细胞中。然后再将这些细胞输回给患儿。含有矫正基因的细胞会自行拷贝并在患儿体内建立免疫

系统。

目前，美国各地的儿童医院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正在开展多项临床试验。相关研究临床试

验请见 https://clinicaltrials.gov/。选择基因治疗的患儿家庭必须参加临床试验。

https://clinicaltrials.gov/


治疗方案 
 

治疗前调节概述 
调节是指在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 或基因治疗前患儿可能接受的预先治疗。调节意味着您的孩子

可能接受化疗和/或服用其他药物，为其接受新的干细胞做准备。目标是提高孩子获得成功预后的几

率。 
 
调节可以降低潜在治疗并发症的发生几率，并改善孩子短期和长期健康预后。调节可减少这些潜在并

发症的影响： 
 

• 移植物/移植排斥：您孩子的免疫系统，即使运作并不良好，也会发现新的干细胞与自身细胞不

同，并杀死它们。 
• 新的干细胞无法移植：新的干细胞无法在您孩子的骨髓中找到落脚点，因此，不会产生一个完

整的免疫系统所需的不同类型的免疫细胞。 
• 新的干细胞部分移植：新的干细胞可移植，并开始工作，在胸腺的帮助下制造 T 细胞，但无法

在制造 B 细胞的骨骼中移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的孩子可能仍然需要终身进行免疫球蛋白 

(IG) 替代疗法、服用抗生素或接受其他不间断治疗来帮助免疫系统运作。 
 

酶替代疗法概述 
ADA-SCID 患儿可接受被称为 PEG-ADA 的酶替代疗法。ADA-SCID 患儿缺乏一种重要的酶来帮助其免

疫系统正常运转。在 PEG-ADA 疗法中，患儿每周至少通过肌肉注射接受一次给药，该药物含有缺失

的酶，即腺甙脱氨酶 (ADA)。注射此药物可帮助免疫系统发挥作用。 
 
PEG-ADA 的使用是治疗 ADA- SCID 患者的一个重要临时步骤，即使他们计划很快接受更持久的治

疗，比如 HSCT。这是因为即使短期使用 PEG-ADA 也能迅速降低体内某些毒素的水平，这些毒素是

在缺乏 ADA 酶的情况下在体内累积起来的。这些毒素会杀死包括 T 细胞在内的白细胞，并导致 

SCID。 
 
在进行 HSCT 之前给患儿进行 PEG-ADA 治疗，可以增加患儿体内的 T 细胞数量，因此在正式治疗之

前，患儿的感染会减少。 

https://primaryimmune.org/scid-compass/complications-hsct
https://scidcompass.org/understanding-scid
https://scidcompass.org/scid-overview


 

 
 
 
 
 
 
 
 
 
 
 
 
 
 
 

入院治疗 
 
 
 

医院温馨提示 
治疗 SCID 通常需要住院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此期间，孩子必须被隔离。隔离是为了减少病菌

传播，并降低感染风险。 

患儿家庭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充分利用住院时间，并尽最大努力减轻压力。以下是一些在医院生活的温

馨提示。 

• 离开病房休息一下。可考虑通过锻炼、户外散步、冥想或拜访家人来缓解压力。 
• 饮食均衡并保证充足睡眠。 
• 携带笔记本，随时记录孩子的病情、医疗信息，以及要咨询医护人员的任何问题。 
• 在日记中记录您的切身感受。 
• 和孩子一起遵循日常作息。活动包括喂食、玩耍、给孩子读故事以及练习俯趴。 
• 联系医院的社工或骨髓移植协调员，探讨诸如经济援助、就业问题以及临时住房的话题。 



住院 
 

互助 
由于访客不能进入患儿病房，身体上的隔离也可能导致情感上感到孤立。只有父母等主要照料者才能 
进入孩子的病房。考虑采取以下步骤来保持您的心理健康。 

• 通过 SCID Compass 寻找在线互助小组和咨询会，并通过访问 www.scidangelsforlife.org 中

的 SCID, Angels for Life 联系其他父母。 
• 联系一位在创伤领域受过培训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或向医院的社工寻求帮助。 
• 寻求祖父母或其他家人朋友，帮助您接送家里其他孩子上下学及参加课外活动。 

此外，让家人和朋友知道孩子被确诊为 SCID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新确诊孩子的父母可 
引导亲友登录 SCID Compass 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以下是患儿父母可以向其他人传达的一些要点，让他们知道孩子为什么要隔离。 

• SCID 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患病的孩子没有免疫系统。 
• 虽然孩子目前可能没有生病，但孩子发生任何一种感染都可能是致命的。 
• 只有父母和医务人员才可以与孩子互动，以减少带入室内的病菌。 
• 孩子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接受治疗，包括为孩子建立新的免疫系统。治疗结束后，只有当

孩子产生自己的免疫系统后，家人和朋友才可以去探望。 

http://www.scidangelsforlife.org/


住院 

 
 
 
 
 
 
 
 
 
 
 
 
 
 
 
 
 

发声 
父母和照料者必须为孩子发声，提出其对孩子所接受的护理存有的任何疑问。在与许多会接触孩子

的医务人员交流时，父母和照料者应谨记以下技巧。 

• 询问医生问题。就诊时随身携带笔记本和笔做笔记并记下稍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 要求医院为孩子提供最佳隔离的病房。孩子应单独住一个病房。 
• 确保进入病房的医务人员按照主治医生的指示行事。这可能包括洗手、为手消毒、戴口罩和手套，

以及穿长袍。 
• 态度坚决。大多数医务人员，包括医生，都很欢迎提问，并将父母和照料者视为孩子医疗团队的

一部分。 

 

父母还应将医疗记录保留在一个文件夹或其他类型的归档系统中。这些记录，包括检测结

果、信息表和医疗程序的副本，便于将来其他的医务人员以及学校的教职工能够了解孩子

的病情。 医疗文件夹可包含实验室结果、住院资料、专家说明、病理报告、X 光片、静

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医嘱和急诊室就诊资料。 



自我护理温馨提示 

哪些感受是正常的 
SCID 患儿的父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入院治疗前后和治疗过程中的孤立无援；对病情的担忧；日

复一日对孩子健康和康复情况的担忧——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对父母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但您不必

孤军奋战。找一位经过培训的创伤治疗师，帮助您管理情绪压力，并根据症状了解诊断情况。 

照顾 SCID 患儿时感到苦闷非常正常，也是预料之中的。如果需要其他支持，您可以随时寻求帮助。

有以下情绪时，您可以向治疗师倾诉以获得帮助。 

• 感到害怕和不确定 
• 对孩子的健康保持高度警惕 
• 感觉无法放松或濒临崩溃 
• 感觉疲惫不堪 
• 难以专注于其他事务 
• 每日甚至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很大的情绪波动 
• 感觉与家人和朋友变得疏离 
• 感觉与另一半的关系变得紧张 

需要引起关注的迹象 
如果出现以下迹象，则表明您需要更及时和/或更细致的帮助： 

• 情绪低落，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闷闷不乐 
• 对以前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 
• 大多数时候感到烦躁或不安 
• 感到绝望或无助 
• 感到过分内疚、孤独或孤立无援 
• 难以入睡或食欲不振 
• 无法完成日常自理活动 
• 有想要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想法 
• 与另一半意见不合 
• 无法与家人或朋友和平相处 



自我护理温馨提示 
 

保持心理健康 

• 请您的团队将您转诊给儿科心理医生或健康心理医生。这些专家通常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

儿童及其父母应对创伤性、长期性和/或危及生命的疾病。 
• 您可以考虑接受个人治疗、婚姻咨询以及全家治疗（若孩子的岁数够大）。 
• 尤其是当您出现创伤应激症状时，如做噩梦、想摆脱不想要的记忆、逃避、反应加剧、焦虑或情

绪低落等，您可能需要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治疗师。 
• 请联系您的保险公司，询问您所在地区有哪些承保的心理健康医疗机构。请务必询问所提供的福

利，以及承保/不承保的服务范围。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要通过孩子的保险和医疗诊断

进行结算。 
• 请与您的初级保健医生 (PMD) 讨论转诊治疗事宜。如果合适的话，您也可以选择询问您的 PMD 

是否有可以帮助您缓解情绪或焦虑的药物。他们可能会将您转诊给精神科医生——专门治疗情绪

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医生。很多重症患儿的父母通常会接受心理辅导，以帮助自己管理低落的情绪。 
• 社会支持：向朋友和家人寻求帮助。诚实地说出您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不必觉得自己必须立

即回复电话或留言。 
 

遗传咨询 
有 SCID 患儿的家庭可能会决定与遗传咨询师会面。遗传咨询师可以帮助家庭了解遗传疾病（比如 

SCID）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的。 

遗传咨询师可以提供关于孩子被诊断出的 SCID 类型的信息，他们也可以为父母提供家庭规划方面 
的指导。当父母考虑建立他们的家庭时，遗传咨询师在促进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治疗后 
康复 

HSCT 康复是孩子在经历多周之后到达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医生会测量不同类型免疫细胞的产生情况，

这些免疫细胞有助于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统。 
 
部分（但不是所有）患者可能会出现 HSCT 的副作用或并发症。其中包括： 
 
感染 
患儿可能在移植时或移植之后出现感染。通过化疗或其他药物对患儿进行预处理将会进一步削弱患儿

的免疫系统，令其更容易发生感染。 
 
在移植前、移植中和移植后，医生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对患儿进行治疗。患儿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产

生足够的白细胞来抵抗感染，所以有时医生会给孩子注射药物，以加快白细胞的产生。此外，医生还

会在移植过程中进行免疫球蛋白 (lg) 抗体替代疗法，以帮助防止感染。 



 

康复 
 

预处理副作用 
在某些病例中，患儿在接受 HSCT 之前会接受药物，包括化疗，这一过程称为预处理。有时患儿会

因为预处理而出现并发症。有些并发症是近期的，有些则可能是远期的。 
 
对于近期而言，化疗药物可能会影响口腔、咽喉及肠道等处的组织。患儿的这些部位可能出现溃疡，

导致疼痛、流涎、恶心、呕吐和腹泻。 
 
由于化疗可导致口腔内出现严重的水疱，患儿可能会拒绝进食。如果患儿无法通过奶瓶喂食，则需

要插入鼻饲管，或者临时通过静脉注射营养液。将鼻饲管插入患儿鼻腔内，然后通过该管道向患儿

提供配方奶。 
 
此外，化疗药物还可杀死骨髓中的所有细胞，导致患儿容易发生感染。患儿可能会出现贫血和出血

问题。 
 
化疗药物可能引起的远期并发症包括损伤大脑、肺、肾和肝等重要器官。有时，这些并发症可通过

药物治疗逆转。其他远期并发症包括生育能力下降以及患癌风险增加等。 
 
植入失败 
移植之后，医生会定期检测患儿的血液，检查捐献的免疫系统细胞是否生长和分裂。有时，新细胞

无法在患儿体内存活，这种并发症称为“植入失败”。医生通常会重复移植，有时会在移植前对患

儿进行预处理，以提高第二次移植的成功率。 
 
移植物抗宿主病 
移植后，患儿可能会患上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当来自供体的免疫系统细胞（“移植物”）攻击

患儿（“宿主”）时，即会发生 GVHD。这是因为来自供体的新的 T 细胞会将患儿体内的器官和组

织视为“异物”。攻击可能发生在皮肤、胃肠道、粘膜和肝、肺等特定器官处。这种疾病可使用类

固醇和其他药物治疗。 



 

 
 
 
 
 
 
 
 
 
 
 
 
 
 
 

返家 

医生批准你们返家后，你们既会感到高兴，也会觉得焦虑。离开医院之前，请确保您知道需要怎样

护理。 
 
离开医院可能是整个旅程中最令人恐惧的部分，因为从现在起，孩子的护理完全由您负责。考虑到

孩子脆弱的健康状态，一些父母可能会觉得前途莫测。 
 
如果您不得不紧急返回医院，要有一个适当的计划，并确保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按计划进行随

访预约。在治疗后，医疗服务提供机构会定期监测孩子的健康状况，以确保他们的免疫系统健康，

且治疗后没有出现副作用。 



 

返家 
将孩子带回家之前，要通过表面消毒、除尘

和吸尘等方式清洁房间。孩子仍然很容易受

到细菌、病毒和真菌的感染。 
 
除了清洁，另一个重要的保护孩子安全的方

式是洗手。每次接触孩子之前，用温水彻底

洗手至少 20 秒，这是防止细菌传播的最佳

方法。您也可以在每次触碰孩子之前使用洗

手液清洁双手。 
 
以下是当您的孩子仍处于治疗后的隔离阶段

时，一些在家的其他技巧： 
 
 
 

• 除了家里人之外，不要让访客来家里。 
• 在取得医生的允许之前，不要带 SCID 患儿走出家门到任何封闭的公共场所，如教堂、购物中

心或托儿所。 
• 不应让其兄弟姐妹接触患儿。如果其兄弟姐妹在托儿所、宗教学校或学术学校上学，则可能将

病菌带入家中，这会对患儿构成最大的威胁。 
• 不要让任何生病的人靠近患儿，即使只是感冒。 
• 提醒其兄弟姐妹所在的学校，家中有一个没有免疫系统的孩子，如果学校爆发任何传染性疾病，

则务请联系家长。 
• 如果可能，请重新安置宠物。 
• 用消毒剂擦拭表面，保持家居清洁。 

 
询问医生的 
问题 

 
离开医院之前，请确保您知道需要怎样护理

并提出问题。 

• 需要服用哪些药物？剂量为多少，需多久服

用一次？ 
• 这些药物有什么副作用？ 
• 哪些症状或体征值得关注？ 
• 什么时候应该联系医生？在上班时间和下班

时间如何联系医生？ 

出院前咨询孩子的个案管理员或社工，他们

或许能提供有用的建议和资源。 



 

 
 
 
 
 
 
 
 
 
 
 
 
 
 
 

规划未来 

照顾 SCID 患儿是有挑战性的。它可能会让您感到疲惫和压力，但也会让您更有韧性。SCID 是一场

旅行，需要您一天一天庆祝小成就带来的快乐，并与您的孩子一起经历这些时刻。 
 
对医疗预约和评估进行长期定期的随访对您孩子的健康至关重要。治疗后，孩子可能会建立一个健

康、正常运作的免疫系统。但也可能孩子的免疫系统依旧如故，需要定期接受免疫球蛋白治疗。 
 
您的孩子也可能需要教育干预，从蹒跚学步到小学和中学阶段。尽早为您的孩子协调服务将有助于

他们过渡到学习环境，并为他们以后的教育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规划未来 
尽早干预 
由于您的孩子会花很长时间在医院里，以及在家隔离，因此，他或她的技能发育可能会落后，如语

言和运动技能，或者可能会患认知障碍，如注意力缺陷障碍 (ADD)。此外，一些类型的 SCID 会导

致残疾。例如，ADA-SCID 与听力缺损有关。询问医生孩子是否会从早期干预服务中受益，如言语疗

法、作业疗法和物理疗法。 
 
除了私人疗法外，您所在的学区可能会为符合条件的孩子提供早期干预项目。这些项目（有时被称

为 Child Find、Bright Beginnings 或 Infant and Toddler Connection）提供资源，帮助因任何

原因出现发育迟缓的儿童。 
 
学校 
当您的孩子开始接受公共或私人教育项目时，他们应该被纳入 504 计划或 IEP（个性化教育项目）。

与学校领导会面，以确定哪种计划适合您的孩子。 
 
IEP 是一份法律文件，它是为美国每一个需要特殊教育的公立学校孩子而制定的。IEP 是由孩子的

父母和了解孩子的地区人员组成的特定团队创建的。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特殊教育，在这种情况下，504 计划可能是合适的。504 计划要求学校提供

特殊便利，确保孩子保持健康。这些便利可能包括，如果学校爆发了流感或水痘等疾病，可以联系

您，或者因医疗原因缺课几天可以取消处罚。对于需要这两种计划的 SCID 患儿，一个合适的标签

可能是“其他健康受损”。 
 

遗传咨询 
有 SCID 患儿的家庭可能会决定与遗传咨询师会面。遗传咨询师可以帮助家庭了解遗传疾病（比如 

SCID）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的。 
 
遗传咨询师可以提供关于孩子被诊断出的 SCID 类型的信息，他们也可以为父母提供家庭规划方面

的指导。当父母考虑建立他们的家庭时，遗传咨询师在促进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家庭规划指南



收养 

考虑： 

考虑哪种收养方式适

合您的家庭的需要和

偏好 

为等待过程中长短不

一的时间提前做好准

备 

体外受精 

考虑： 

联系您的保险公司，

了解保险承保的服务

范围 

寻找满足您独特需求

的生育诊所 

自然受孕 

考虑： 

与遗传咨询师讨论产

前基因检测的选择 

对出生后不久的新生

儿筛查结果进行随访 

家庭规划： 
考虑未来 

 
 
 
 
 
 
 
 
 
 
 
 
 

在孩子的 SCID 旅程中，许多改变生活的决定和经历可能会

让您感到难以承受和压力重重。当孩子要终身与 SCID 做抗

争时，您可能已经准备好思考您家庭的下一步打算。 

请记住，关于生孩子的决定是您私密的个人选择，重要

的是要认识到，现在您对未来的思考可能会有所不同。

无论您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对您和您的家庭来说都是
正确的选择。 

 

不同的家庭规划选择 

现在有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您的家庭。在您的孩子患有 SCID 后，您可能正处于考虑如何发展家庭的早期阶段，

或者您可能正在考虑不要生育更多的孩子了。无论您的决定是什么，重要的是咨询您的医疗团队，了解根据

您个人的健康状况和您家庭的健康状况需要采取的一切措施。以下是您在考虑和评估利益和风险后可能做出

的选择。 

 

 

 
考虑： 

• 与您孩子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讨论关于 SCID 患儿的建议健康预防措施

（例如，隔离） 
• 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帮助 
• 考虑与每个选择相关的经济成本 

 
 

完整的家庭 

决定不再生育孩子可能是

对您的家庭最好的选择。 

考虑： 

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

机构讨论避孕方法 

建立 SCID 家庭支持

体系 

在您的孩子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SCID) 后，有不
同的方式来看待您的家庭。不管您是否决定让您的家庭
继续壮大，您自己的决定才是最好的决定。在孩子患有 
SCID 后，使用本资源帮助您考虑不同的家庭规划选择和
特殊考量。 

“不要让那些不知道您生活和医疗状况的人妨碍您思考是否要
孩子。” 

— 三个孩子的母亲 
 

关键考虑事项 
为了帮助您与您的医疗团队和家人就是否要多

生孩子进行知情讨论，知道并了解孩子的 

SCID 类型以及您或您的伴侣是否是这种遗传

病的携带者很重要。 
• 我的孩子患有何种类型的 SCID？ 
（X 连锁、ADA、RAG 1 或 2、IL7R 等） 

• 我是携带者吗？ 

• 我的伴侣是携带者吗？ 



您的决定最终将取决于您家庭本身的个人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以下是一个问题列表，可以帮助您想清楚什么对
您的家庭是最好的。在空白处记录您的想法，做笔记，或者当您与您的伴侣或您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交谈时，
把它作为一个向导。

您认为您的家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考虑让您的伴侣、您的孩子以及您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与众不同的特质
或特点。

对于您家人的整体健康和幸福，您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考虑您的人际关系、财务状况以及身心健康。

当您考虑这些优先事项时，您对家庭规划的目标有哪些担心或顾虑？

您预想您的家庭在五年后是什么样子？想想您可以采取哪些步骤，需要哪些支持才能达到目标。

本项目资金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的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 (HRSA)，属其总计 297 万美元资助计划的一部分，未接受任何非政府机构资金。本网站内容为其作者所有，并不
一定代表 HRSA、HHS 或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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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SCID？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SCID) 是一类以 T 淋巴细

胞和 B 淋巴细胞缺失或功能障碍为特征的遗传性

疾病。患有 SCID 的新生儿面临着严重、危及生命

的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的风险。没有及时的诊断

和适当的治疗，SCID 患者无法存活。SCID 是一种

罕见疾病，其发病率在新生儿中估计为 5.8 万分

之一。

是什么导致了 SCID？

SCID 可能以 X 连锁隐性遗传或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方式遗传。SCID 最常见的类型与 X 染色体上 

IL2RG 基因的突变有关，并且几乎只发生在男性身

上。另一种常见的 SCID 类型由编码腺苷脱氨酶 

(ADA) 的基因突变所致。

其他类型的 SCID 由编码 IL-7R 受体 α 链、

Janus 激酶 3 酶、RAG1 和 RAG2 的基因突变以及

其他不太常见的突变所致。某些类型的 SCID 在特

定群体中更为常见，如亚米希人和美国原住民纳瓦

霍人。

如何识别 SCID？

SCID 通过检测 T 细胞受体切除环 (TREC) 的检定

来识别，TREC 可通过新生儿足跟采血获得的干血点

进行检测。患有 SCID 的新生儿 TREC 的数量较低

或无法检测到。TREC 检测也被用于识别其他非 

SCID 疾病，这些疾病也具有 T 细胞缺陷的特征。

截至 2018 年 12 月，美国所有州都实施了新生儿 

SCID 筛查。

如何处理新生儿 SCID 筛查异常？

• 让其家人知道国家统计局 (NBS) 结果。强调需

要进行诊断性测试来确认婴儿是否患有 SCID。

向他们解释，孩子被诊断为免疫缺陷的风险增

加了。为预防起见，患儿家庭应将患儿隔离。

• 咨询儿童免疫科医生，他们可以提供更多关

于确认性检测的信息。

• 在未得到免疫科医生的批准之前，不要给孩子注

射疫苗。

• 许多母亲的母乳中携带巨细胞病毒 (CMV)。告诉

患儿母亲停止母乳喂养，并强调成人随时都可能

感染 CMV。

• 建议家长用开水代替瓶装水喂配方奶粉，以

确保患儿不会接触到微量的细菌。奶瓶（包

括奶嘴）也应该煮沸。液态配方奶无需准备

或混合即可使用。

• 如果 SCID 诊断得到确认，请将其家人转诊

给有治疗 SCID 经验的儿童免疫科医生，并

进行遗传咨询。

• 向家庭提供有关社会或心理健康服务的信息。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SCID)： 
医疗服务提供机构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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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 (HRSA) 新生儿筛查信息中心 (HRSA Newborn Screening Information Center)

• 美国免疫缺陷基金会：SCID 概述 (Immune Deficiency Foundation: SCID Overview)

• 美国免疫缺陷基金会：TREC 和新生儿筛查 (Immune Deficiency Foundation: TRECs and Newborn

Screening)

• SCID Compass：低 T 细胞计数和 TREC 筛查 (SCID Compass: Low T Cell Counts and TRECs

Screening)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遗传病和罕见病信息中心 (NIH: Genetic and Rare Disease Information

Center)

请联系

scidcompass.org

scidcompass@primaryimmune.org

如何治疗 SCID？

大多数 SCID 患儿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 治疗。理想的供体是具有相同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的同

胞。如果没有 HLA 相合同胞供体，可以使用非亲属供体或父母。基因治疗也成功地治疗了某些类型的 

SCID，包括 ADA 缺陷型 SCID、X 连锁 SCID 和 Artemis SCID。大多数的 SCID 基因治疗目前都处于临床试

验阶段。可以用酶和免疫球蛋白替代疗法进行治疗，但它们不能完全恢复免疫功能。在 SCID 患者接受 HSCT 

或基因治疗之前，应进行隔离，并给予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的支持治疗，以防止感染。由于这些预防措施只

能暂时使用，SCID 患儿必须接受 HSCT 或基因治疗，以恢复正常的免疫功能。SCID 患者如在 HSCT 或基因

治疗前被早期诊断且无感染，其存活率约为 95%。

在何处获得更多的信息？

临床护理

•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治疗联盟 (PIDTC)：参与临床中心 (PIDTC: Participating Clinical Centers)

• 轮状病毒疫苗指南 (Rotavirus Vaccine Guidance)

• ACMG SCID ACT 表 (ACMG SCID ACT Sheet)

父母支持

• SCID 天使基金会 (SCID Angels Foundation)

• SCID Compass：为 SCID 患儿的父母提供的信息材料、家庭网络和宣传资源 (SCID Compass:

Informational Materials, Family Networking, and Advocacy Resources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Born with SCID)

• SCID Compass：父母互助小组 (SCID Compass: Parent Support Groups)

https://newbornscreening.hrsa.gov/
https://primaryimmune.org/disease/severe-combined-immunodeficiency-and-combined-immunodeficiency
https://primaryimmune.org/treatment-information/newborn-screening
https://primaryimmune.org/treatment-information/newborn-screening
https://scidcompass.org/scid-compass/video/low-t-cell-counts-babies-part-scid-compass-series
https://scidcompass.org/scid-compass/video/low-t-cell-counts-babies-part-scid-compass-series
https://rarediseases.info.nih.gov/diseases/7628/severe-combined-immunodeficiency
https://rarediseases.info.nih.gov/diseases/7628/severe-combined-immunodeficiency
http://scidcompass.org/
mailto:scidcompass@primaryimmune.org
https://www1.rarediseasesnetwork.org/cms/pidtc/Learn-More/Participating-Clinical-Centers
https://primaryimmune.org/sites/default/files/Live%20Rotavirus%20Vaccines.pdf
https://www.acmg.net/PDFLibrary/SCID.pdf
http://www.scidangelsforlife.com/
https://primaryimmune.org/scid-compass-home
https://primaryimmune.org/scid-compass-home
https://scidcompass.org/scid-support-groups


重症综合性免疫缺陷（SCID）：父母须知 

新生儿筛查结果表明，您的孩子可能患有一种名为 SCID 的疾病。您的孩子需要尽快接受

后续检查，确认是否患有 SCID。 

立即与医生沟通后续检查事宜。 

  何为 SCID？ 

SCID 指重症综合性免疫缺陷。SCID 患儿表现出免疫系统功能低下

或缺失，感冒或流感等常见病即可能导致重症。SCID 是一种遗传

病，这表明该病通过基因由父母遗传给子女。 

SCID 是否可医治？ 

SCID是可以医治的。如果医生在早期诊断出 SCID，就能够更好地

对 SCID 患儿进行治疗。尽早咨询医生有关于后续检查的事宜。 

新生儿筛查结果意味着什么？ 

您的孩子接受常规新生儿筛查，查看其有无严重疾病。您的孩子的

检查结果显示免疫细胞水平低下，而免疫细胞有着对抗传染病的作

用。筛查为初步检查，并非诊断。新生儿筛查出现异常结果时，并

不一定表明您的孩子患有 SCID。筛查还可发现与免疫系统有关的其

他病症，但此类病症的严重程度通常不及 SCID。但让您的孩子接受

后续检查非常关键。 

如何判断孩子是否患有 SCID？ 

要确诊是否患有 SCID 或其他可能导致免疫系统缺陷的病症，孩子需

要接受另一项检查。若此类检查 

确诊您的孩子患有 SCID，则医生可能会帮您联系一位 SCID 专业医

生。SCID 患儿需要接受特殊护理，以尽可能保持健康。 

目前我需要怎么做，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您的孩子免

疫系统功能低下或缺失，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防止其患病。 

若要防止孩子患病，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 防止孩子接触其他人，尤其是可能患病的人。

• 在接触或靠近孩子之前先洗手。

• 咨询医生母乳喂养是否安全。母乳有时携带一种名为 CMV 的

病毒。冲制配方奶粉时应使用开水而非瓶装水。瓶装水可能仍

含有一些对孩子有害的细菌。

• 咨询医生孩子是否需要注射某些疫苗。您的孩子或家中其他人

员不要接种活疫苗。活疫苗携带活的、减毒病毒。免疫系统功

能低下或缺失的孩童可能因注射活疫苗而患病。新冠疫苗为灭

活疫苗。

从哪里了解更多信息？ 

访问 scidcompass.org 

电子邮箱 scidcompass@primaryimmune.org 
本项目资金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的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HRSA），属其总计 297 万美元资助计划

的一部分，未接受任何非政府机构资金。本网站内容为其作者所有，不一定代表 HRSA、HHS 或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见

或意味着上述机构对其内容作出背书。 

mailto:scidcompass@primaryimmu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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