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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胚胎移植中受体牛妊娠率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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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一羹灵长娄生物学联合实验室 昆明 650223) 

摘要 胚胎的质量和受体牛的质量是影响胚胎移植受体牛妊娠率的两个非人为因素。近年来 

人们在提高胚胎的质量和建立旨在提高受体牛质量的受体牛选择标准方面傲了大量的工作，使胚 

胎移植工作中受体牛的妊娠率有了很大提高。本文从超数排卵，体外受精两种胚胎生产方挂中如 

何提高胚胎的质量以及受体牛质量控制等方面介绍 了有关研究概况和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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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现代生殖技术加速品种改良及扩大种群是目前国际上推动畜牧业，尤其是养牛业发 

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生殖技术涉及到对种质细胞——精子、卵和胚胎在体外进行细胞或 

遗传水平的操作，再通过胚胎移植产生人们所需要的个体乃至群体。而移植后胚胎在母体子 

宫的着床率直接影响着生殖技术应用的效率。因而，受体牛妊娠率一直是各国从事生殖技术 

研究的科学家所关洼的焦点之一。胚胎着康涉及到胚胎和受体牛子宫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 

种高度进化和完善的生理过程。胚胎的质量、受体牛的生理状况、子宫内环境、母牛的健康 

状况、年龄以及胚胎与子宫生理状态的同步程度等方面都影响着这一过程。目前认为影响牛 

胚胎移植的 3个关键因素为：胚胎的质量、受体牛的质量及管理和胚胎移植操作人员的技术 

水平。本文着重对近年来国际上在胚胎质量、受体牛选择标准及管理等影响牛胚胎移植的非 

人为因素方面的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作一简要概述。 

l 提高胚胎质量的研究 

研究如何提高胚胎质量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较多的可用于胚胎移植和供体外 

操作的高质量胚胎。移植用胚胎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胚胎能否在受体子宫内着床 (Sreenan 

等，1975)，因此如何提高胚胎的质量是胚胎生产工作中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 

胚胎的来源主要有 3条途径：1)超教排卵，自然交配或人工授精}2)超教排卵后，取卵 

进行体外受精}3)从屠宰场取卵巢，收集卵后进行体外受精。不难看出，前一条途径的 

胚胎是在体内发育的，而后两条途径所获得的胚胎是在体外发育的。因而，胚胎质量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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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着不同的途径和方法。 

通过注射外源促性腺激素使牛进行超数排卵是获得大量牛胚胎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 

早期研究工作显示，在超数排卵过程中，有 15％一2O％的供体牛产生的胚胎不能用于移 

植 (Foote等， 1988)。而未经超排处理过的牛胚胎几乎垒是可移植的有活力胚胎 

(Sreenan等，1986)。这说明外源促性腺激素影响了体内发育胚胎的质量。大量的研究表 

明，注射的外源促性腺激素影响着卵母细胞的成熟和早期胚胎的发育，包括卵子的最后成 

熟、卵泡甾体激素的合成、精子在体内的运动、受精及早期胚胎在输卵管和子宫里的发育 

(Greve等，1995)。 

早期的研究工作着重从超排的效果与超排所用激素种类和剂量的关系研究提高超数排 

卵效率的方法。包括：1)提高卵巢对外源激素的反应和排卵率。目前认为除了牛的个体 

差异外，通过在牛所处的性周期的不同阶段注射外源促性腺激素，抑制优势卵泡 (domi— 

nant follicle)，提高次级卵泡对超排的反应以及在超排前一个发情期之后，提高血液内促 

滤泡激素的水平等措施，均可提高卵巢对外源激素的反应，使更多的卵母细胞成熟并排卵 

(Armstrong，1993)；2)提高受精率和胚胎的活力。低受精率常常是由于卵母细胞成熟 

过程 中的异常，激素 作用下的卵母细胞和滤泡成熟，包括排卵的不同步 (Loos等， 

1991)，以及精子在超排动物生殖道内的运动力减弱，而使受精时到达输卵管受精部位的 

精子数减少 (Hawk，1988)。但 目前旨在克服超数排卵中低受精 率问题的研究进展不 

大。胚胎活力的丧失，一方面是由于外源激素扰乱了超排动物的正常内1分泌，从而导致输 

卵管和子宫的内环境与胚胎的正常发育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滤泡在外源激素作用下的快速 

增长，使颗粒细胞和卵丘细胞数量低于正常发育的滤泡，从而影响卵母细胞在成熟过程中 

的营养状况及排卵后的运动和受精 (Armstrong，1993)。 

近年来对卵巢动力学的研究使人们对卵巢的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推动了对牛超 

数排卵的研究。目前人们认识到牛的情期中有 2或 3个滤泡发育波。在一个滤泡发育波中 

卵巢上的许多小滤泡同时发育，紧接着是一个优势滤泡继续发育而其他滤泡退化到原来的 

状态。优势滤泡的存在不但抑制其他滤泡的发育，而且还抑制下一个滤泡发育波的产生。 

通过采用孕酮或者雌激素抑制优势滤泡的发育来诱导下一个滤泡发育波的产生，并在第一 

个滤泡发育波发生的当天 (St情当天)，或第二个波泡发育波发生的当天 (St情后第十 

天)对牛进行超排处理，促使更多的滤泡同时发育，可以大大地提高供体牛的超排效果 

(Adams． 1994)。 

随着对牛生殖机理 尤其是对卵巢功能认识的深入，超数排卵技术将 日趋完善，将有 

可能解决目前存在的超排结果的不可预期性和可移植胚胎获得率低的问题。 

牛的体外受精研究是在实验动物，如小鼠等的体外受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早期哺 

乳动物体外受精研究中，发现体外成熟的卵母细胞的发育潜力比体内成熟的卵母细胞低 

(Leibfried—Rutledge等， 1987)；受精卵在体外发育时存在着“体外发 育阻 滞”问题 

(wright等，1981；Bavister，1988)。不同种类动物的胚胎“体外发育阻滞”发生在不同的 

细胞时期，如小鼠胚胎在 2一细胞期j大鼠胚胎在 8一细胞期}仓鼠胚胎在 2一细胞期和 8一 

细胞期；猪胚胎在 4一细胞期；羊胚胎在 8一细胞期至 16一细胞期。而且胚胎的卵裂球数目 

比同期体内发育的胚胎要少 (Sakkas等，1989)。牛的体外受精也同样存在着以上问题， 

如牛胚胎的“体外发育阻滞”期在 8一细胞期至 16一细胞期。这些问题反映了体外培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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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胚胎在体内发育环境之间的差异。而体外受精技术和胚胎的其他体外操作技术，如核移 

植、基因转移等，都需要受精卵在体外能发育到囊胚期而不丧失继续发育能力。因此，如 

何提高囊胚期胚胎的质量和数量便成为体外受精技术研究的焦点。以下3个领域的重要研 

究进展推动了牛体外受精研究及其他家畜体外受精研究的快速发展。 
一 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Bavister实验室发现，通过去除培养基中的葡萄糖和 

磷酸盐，可以克服仓鼠胚胎的早期发育阻滞问题。同时他们还首次提出了培养基成分的潜 

在毒性问题 (Schini等，1988)。此发现使人们重视研究胚胎体外发育对营养物质如能量 

物质和氨基酸等的需求。这个在实验动物上的发现极大地影响着后来对家畜、包括牛体外 

受精的研究。后期的研究发现不同种类的胚胎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对能量物质的需求是不一 

样的 (Kane等，1992)，例如葡萄糖阻滞仓鼠胚胎的早期发育，但对牛早期胚胎的体外 

发育却投有类似的作用。对不同种类动物胚胎在体外发育时的营养需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体外受精技术的发展。 

其次是目前大量采用的共培养系统 (Co—culture)的发展。虽然辅助培养早在本世纪 

60年代就有人报道 (Whittingham，1968)，但直到本世纪 8O年代，一些研究证实辅助培 

养不但能支持胚胎在体外的发育，克服早期胚胎体外发育阻滞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提高体 

外产生胚胎的质量 (Rexroad，1989；Goto等，1992)，辅助培养才得以普遍应用。尤其 

是在牛的体外受精研究中，辅助培养的应用更为广泛 (Kane等，1992)。目前在牛的体 

外受精研究中，辅助培养常用牛卵泡颗粒细胞和输卵管上皮细胞作为共培养。这些细胞能 

支持胚胎体外发育并提高体外发育胚胎质量的原因，可能是这些细胞能分泌一些胚胎发育 

所需的因子，或者能除去培养环境中的抑制因子，或是两种作用都存在 (Bavister等， 

1992)。虽然这些系统目前还不能说已近完善，但它们确能支持胚胎在体外发育，并产生 

有活力的胚胎。 

再就是多肽生长因子对早期胚胎体外发育和分化所起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通过逆转录 

酶多聚酶链式反应 (RT-PCR)技术，在输卵管、子宫和胚胎本身都发现有生长激素及 

其受体。虽然这些生长因子在母体和胚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尚不十分清楚，然 

而体外发育的胚胎在细胞数量、许多生化参数及移植后的活力都不如体内发育的胚胎。这 

说明早期胚胎在体外发育离不开生长因子。近年来的研究证明，一些多肽生长因子，如表 

皮生长因子 (EGF)、群落刺激因子一1(CSF-1)、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一1(IGF一1)、类 

胰岛素生长因子 2(IGF一2)和白血病抑制因子 (LIF)等，虽然对体外发育的胚胎并不 

是必需的，但它们能促进体外发育胚胎的发育和分他，从而提高体外发育胚胎的质量 

(Kane等。1992)。这些生长因子业已应用于牛的体外受精研究，并证实确能促进牛卵母 

细胞的体外成熟及早期胚胎的体外发育 (Flood等，1993)。 

另外对影响牛早期胚胎体外发育的其他因素也都进行了研究，如培养基内添加激素成 

分对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的影响}培养系统的改善——温度、光线、pH值、培养基、渗透 

压、离子和能源物质的浓度、血清组分 (大分子及其他未知生长因子)、气相组成、培养 

用水的质量以及培养容器的质量等对卵母细胞体外成熟、体外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的影响 

(Bavister，1987)。 

通过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牛体外受精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率和 

受精率已分别达到 80％和 70％；囊胚发育率为 30％以上；体外受精所获囊胚的非手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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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成功率为 50％；产犊率为 75％ (Reichenbach等，1990)。目前体外受精研究的焦点是 

应用已知成分培养液来阐明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的调控机理和影响体外受精、体外发育的各 

种生理生化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2 胚胎质量的评估 

胚胎质量的正确评估对于提高移植胚胎的着床率也起着关键的作用。胚胎活力的最终 

测试方法为将其移植给性周期同步化的受体牛，来观察受体牛怀孕和产犊结果。而在实际 

工作中，需要在移植前对胚胎的质量有较为正确的估计，这对提高胚胎移植的效率有着重 

要的意义。目前，体外胚胎质量的最常用的评估方法为形态观察 (Lindner等，1978； 

Shea，1981)。评价标准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胚胎的形态j另一方面是胚胎的发育阶 

段与受精后的时r日J。胚胎形态标准包括胚胎的形状，细胞质的颜色、细胞数量和紧缩程 

度，卵局隙的大小、受挤压或遗化细胞数、细胞质囊的多少和大小等 Lindner等 

(1978)提出胚胎分级的四级形态标准：1)优级胚胎——具有匀称的细胞体积、颜色和结 

构的圆形胚胎；2)良级胚胎——有非常微小缺陷的胚胎，如有少数退化的卵裂球，不太 

规范的彤状和投少的细胞质囊；3)合格胚眙——有故挤压的卵裂球，少数退化分裂球囊 

泡化．但没有其他严重的问题；4)差缎胚胎——有许多退化的卵裂球．细胞体积不均 
一

， 许多囊泡化但看起来仍存活的胚胎。业已证明此标准可以较准确地预测胚胎的活力 

(Wright等，l995)。在受精后一定的时间内，胚胎的实际发育阶段和应i麦发育到的阶段 

吻合与否，是鉴定胚胎活力的更可靠的形态学标准 (But~r等，1989)。其他评价方法还 

有染料排除试验、在体外培养条件下的发育、酶活性测定、葡萄糖吸收和染色方法 (But． 

1er等，1989；Wright等，l995)等。 

3 胚胎移植受体牛的选择和管理 

受体牛是移植胚胎的受体，移植后的胚胎要在其体内完成着柬及生长发育直至产出体 

外的过程。因此，受体牛的选择及饲养管理对于提高受体牛在移值胚眙岳的妊娠率及产犊 

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选择受体牛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1) 

受体牛的遗传型。由于不同遣侍型的种群在对疾病的抗性、对营养的需求，对环境的适应 

能力、繁殖能力以及价格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选择受体牛时必须进行多方面综 

合考虑。通常认为杂种牛优于纯种牛，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和更强的生命力 青 

年牛优于经产牛，因为青年牛具有易于操作、繁殖力强、生殖系统疾病较少、脂肪含量 

低、胚胎移植过程更容易完成等优点 (Broadbent等，1991)。2)受体牛的营养状况。受 

体牛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着受体牛的繁殖机能。配种和产犊期间受体牛机体状况变化将影 

响牛的情期、怀孕率、产犊率及产犊间隔。通常标准为产犊时牛的膘情指数应为 2．5，胚 

胎移植时应为 2 低于此标准的受体牛在移植至产犊过程 中应加强营养以达到此标准 

(Lowman，1985) 3)受体牛的健康状况。大多数危及健康的疾病都会影响牛的生殖过 

程，尤其是生殖系统疾病。供胚胎移植用的受体牛必须无如下疾病：结核病、布氏杆菌 

病、地方性牛白血病、牛病毒性或牯膜性疾病。同时应该免疫过牛鼻气管炎、钩端螺旋体 

病等传染性疾病 (Broadbent等，199I)。4)受体牛的生理状况。甩于l匝胎移植的受体牛 

必须有正常和明显的发情周期 5)卵巢黄体检查。多年的经验证实，胚胎移植前受体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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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黄体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着移植的效果 将胚胎移植到有明显黄体一侧的子宫角，可 

得到最好的受孕率 (Newcomb等，1980) 6)对性周期同步化处理的反应。性周期的同 

步化是胚腑移植中受体牛受孕率高低的关键。胚胎发育阶段与受体牛子宫内环境的生理和 

生化状态的准确同步，有利于移植胚胎的着床。对性周期同步化处理不敏感的牛不能用作 

受体牛 (Hasler等，1987)。另外还有人从黄体维持妊娠的功能出发，尝试提高受体牛妊 

娠率的研究。一是提高促黄体信号以刺激孕酮分泌，如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或长效孕 

酮；二是依据胚胎着床后黄体的继续维持 (这种黄体的维持是由于怀孕后第 l6天母体接 

收了来自胚胎的信号)。I匝胎移植时，和I匝胎一起再移人 1个滋养层泡或同时移 2枚I匝胎 

以维持黄体，但这种尝试收效不大 (Thibier等，1992)。 

基于上述 6个方面的因素考虑，须建立牛群的遗传背景、免疫、健康状况、年龄、产 

犊史和动情期等方面的档案j建立受俸牛监测制度；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体的要求适当 

调整受体牛的饲料组合、活动空间，最终制定有效和适用的选择标准和饲养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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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ADVANCES lN ATTEM PTS To IM PRoVE 

REClPlENT S PREGNANCY RATE FoLLoW ING 

BoVlNE EM BRYo TRANSFER 

MEN Hong—sheng JI Wei—zhi YANG Shang—chu an ZOU Ru—jin 

W EN Ji-kun MA Jun H E Yi—mel TIAN Bao-ping 

(Chin口 US 口te Biology Laborat0ry口t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thP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23) 

Abs act 

Recent attempts to improve the recipients pregnancy Fates via the improvement of em— 

bryo quality and the proper se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cipients WCFe discussed in this re- 

view．Embryo quality can be improved by two distinct pathways with regard to their 

origin The quality of embryos produced by superstimuladon can be improved by optimizing 

the dosage regimens and types of gonadotropin preparations and， recently， by monitoring 

the folfica lar dynamics and the quality of embryos produced by／n vitro maturation， fertiliza— 

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be improved by co—culture with oviductal or granulosa cells， pro— 

viding necessary nutrients， growth factors as well as optimizing the in vitro culture environ— 

ment．The quality of the reciF'ients can be guaranteed by following current guidelines Fe— 

garding the gcnotypes， health， nutrition and physiology for proper selection and manage— 

ment of recipien ts．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in this endeavor were also considered in this Fe— 

view． 

Key words Embryo trans~r，Embryo quality，Quality of recipient，Pregnanc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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