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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体细胞移核胚胎发育影响因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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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脱膜后的泥鳅 (beh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受精卵置于不同孵化液中孵化，结果表明，孵化液1 x 

Helffreter中正常鱼苗和总鱼苗的孵化率最高，分别为54．8％和59．2％。1／2×HoLffreter、1／10×Holffreter、曝气 

冷开水和改变孵化液处理，正常鱼苗的孵化率差别不大，分别为48．0％、49．6％、如．0％和48_吕％。曝气玲开 

水畸形率最高，为 8I8％。PBS不适合用作孵化液。机械损伤对胚胎的孵化率无 明显影响 (73 39％ 

v8．75．70％)，但对胚胎发育有明显的致畸作用 (8．06％vS．0)。以雌核发育鳙 (Pcistid~thys nobilis)尾鳍培养细 

胞作供体，泥鳅未受精卵作受体，微卫星标记分析表明，移核胚胎的核来源于供体核，受体卵中未除去的核被 
排斥。供体细胞培养代数严重影响移核胚胎的发育率。随着培养代数的增加，移核胚胎的发育率逐渐降低。继 

代核移植可提高移核珏胎的发育率，尤其是第 1次体细胞继代核移植，晚期囊胚的发育率急剧上升 (43 84％ 

vS．7．69％)，说明继代核移植可促进受体卵对供体核的再程序化。泥鳅和大鳞副泥鳅 (Paramisgwvl“ 

~ rtus)未受精卵作受体，其移核胚胎发育率无明显区别 (7．69％vS．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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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移植技术是研究细胞核发育全能性、细 

胞核和细胞质的相互关系、动物克隆和纯系建立等 

理论问题和应用技术的最好方法之一(刘同明和吴 

清江，2000)。核移植的设想最初由Sperl-lRni1(1938) 

提出，随后由Ccrnandon＆Fondnme(1939)用单细胞 

动物变形虫进行尝试并获得成功 14年后 ，美国科 

学家 Bfiggs＆King(1952)又在两栖类中获得成功。 

但真正将细胞核移植技术应用于鱼类的还是我国的 

科学家童第周(童第周等，1963)。他们开拓性地用 

金鱼和鲭皱鱼进行实验，证明了鱼类同样可以进行 

核移植。 

自1997年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羊“多莉”(Dol— 

ly)诞生以来，克隆技术已在哺乳类得到广泛的应用 

(Wilmut et a1．，1997)，但克隆动物还面临很多问 

题，如成功率低、早衰、有生理缺陷等。而影响核移 

植成功率的因素很多，包括供体细胞和受体卵的质 

量、供受体细胞周期的配合、二者的遗传背景；供体 

传代数、细胞有害遗传突变积累、核的能力；受体卵 

对供体核的再程序化能力；操作者的技术熟练程度 

及机械损伤等(Rideout et a1．，2000)。克隆动物的 

低成功率大大限制了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硬骨鱼类具有产卵数量多；培养条件简单，易于 

在实验室饲养；胚体几近透明，易于观察以及产卵过 

程可人为控制等优点(刘同明和吴清江，2000)，因而 

不少种类常被选作核移植的材料。在我国，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一年四季均可产卵，是较为理想 

的实验材料。本文以泥鳅成熟受精卵为材料，探讨 

了孵化条件和机械损伤对胚胎发育的影响；并以雌 

核发育鳙(Aristichthys,mbilis)尾鳍培养细胞为供体， 

泥鳅成熟未受精卵为受体，研究了培养细胞的传代 

数和继代核移植对移核胚胎发育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泥鳅和大鳞副泥鳅成熟卵的准备厦相关实验 

成熟雌泥鳅每千克体重注射6 rng鲤鱼脑垂体， 

雄泥鳅剂量减半。催产后 9 h左右收集成熟的卵子 

和精子。受精卵和未受精卵用 0．25％ 胰酶脱膜。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采用受精率为 98％ 

以上的同批未受精卵作为受体卵。 

在泥鳅正常脱膜受精卵的动物极中央，注入 5 

nIJ左右的 1× t6eter，与未注入的脱膜受精卵比 

较 ，通过孵化率和畸形率了解机械损伤对胚胎发育 

的影响 

以泥鳅和大鳞副泥鳅脱膜未受精卵作受体，雌 

核发育鳙尾鳍培养细胞为供体 ，在未受精卵动物极 

中央注射 5 nIJ左右的 1×Holffreter作对照，作为成 

熟未受精卵对移核胚胎发育影响的实验。 

以雌核发育鳙尾鳍培养代数分别为 5、10和 15 

代的细胞为供体，移核胚胎数分别为 76、7(】和 83 

个，进行培养细胞传代数对移核胚胎发育影响的实 

验 

移核胚胎发育至晚期囊胚时，分离胚胎细胞又 

作为下一代核移植的供体即为继代核移植。移核卵 

数至少在65枚以上。 

1．2 雌核发育鳙尾鳍细胞的培养和同步化 

雌核发育鳙尾鳍细胞参照文献(Pollard＆wa1k 

，1997)培养。具体操作如下：雌核发育鳙尾鳍经 

消毒后，用灭菌的弯头剪刀剪成 1 rflnl 大小的组织 

块。将组织块在 28℃的薄层培养基中贴壁 30 min， 

使其贴在培养瓶上。然后在没有组织块的培养瓶一 

面加 5 mL含 1O％胎牛血清的M199培养基，以避免 

冲掉组织块。翻转培养瓶继续培养 24 h，以后每 3 d 

换 1次培养基。参照文献(Mercer et a1．，1990)上的 

方法，并略加修改使培养细胞同步化 培养细胞经 

传代培养 3 d后，继续在含0．5％胎牛血清的M199 

培养基培养 3 d，使细胞同步在G0／lG1期 

1．3 核移植方法及显微操作 

核移植方法参照文献 (童第周等，1963)进 

行 将移核后的胚胎移到 1×Holffreter中孵化 以 

晚期囊胚的比率来统计移核胚胎的发育率。 

1．4 微卫星标记分析 

分离 20个左右的移核晚期囊胚，按文献(萨姆 

布鲁克等，1992)并略加修改提取 DNA 把分离的 

晚期囊胚加200止，抽提缓冲液，再加蛋白酶K至终 

浓度为 100 ug／mL。将裂解细胞的悬液置于 50℃中 

水浴3 h，然后加入等体积的平衡酚，缓慢地来回颠 

倒离心管 10次，静置 10 min使两相分开，取出 150 

止 有机相再离心(这一步对提取微量 DNA及减少 

损失非常重要)。其余操作步骤同参考文献 微卫 

星引物序列来源于斑马鱼(Dam'o ren'o)的报道序列 

(G40422)。引物 1：G0 c兀1 AA00 Tm G；弓 

物2：2F_A~ CTCAGT。反应条件为预变 

性 95℃，10min；9517，30s；5212，45 s；72'12，90s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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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个循环 终延伸 72℃，10 min。扩增产物进行 

8％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脱膜受精卵孵化条件的优化 

泥鳅受精卵用 0．25％胰酶脱膜后，分别置于不 

同的孵化液中孵化。孵化结果表明：孵化液为 1× 

Holtfi'eter，正常鱼苗和总鱼苗的孵化率最高。曝气 

冷开水虽然与 1 x Holffreter的鱼苗孵化率差别不大 

(59．2％ vs．58．8％)，但鱼苗畸形率高于 1 x Holt— 

freter(8．8％vs．4．4％)。通常采用的改变孵化液(童 

第周等，1980)，即将移核后的胚胎置于 1×Holt一 

[reter中；待胚胎发育到 2至4细胞期时，将孵化液 

冲淡为 1／2×Holffreter；胚胎发育到原肠胚时，再将 

它们移至曝气冷开水中孵化。这种改变孵化液处理 

的孵化率仅为 54．4％，其效果并不是很好。而 PBS 

孵化率最低，为 0，不适合用作移核胚胎的孵化液 

(表 1)。总之，受精卵在 1×Holtfi'eter中孵化效果最 

好(59．2％)，其次是曝气冷开水(s8_8％)。因而 1x 

I-lolffreter是最好的孵化液。 

2．2 机械损伤对胚胎发育的影响 

把胰酶脱膜后的正常受精卵动物极中央注入 1 

xI-lolffreter作为一种机械损伤。结果表明机械损伤 

对孵化率影响不大(73．39％vs．75．70％)，但对胚胎 

发育有明显的致畸作用(8．06％vs．0)(表 2)。 

2．3 不去核的未受精卵可以作为核移植的受体 

在未注射供体核的泥鳅和大鳞副泥鳅未受精卵 

的对照中，均没有一个胚胎发育到晚期囊胚 (表 

3)。表3还显示泥鳅和大鳞副泥鳅未受精卵作受体 

无明显的区别 (7．69％、Ts．7．02％)。微卫星标记分 

析表明，移核胚胎的核来源于供体核，受体卵中未 

除去的核不参与移核胚胎的发育 (图 1)。这个结 

果提示不去核的未受精卵可以作为核移植的受体， 

尤其是在供体和受体亲缘关系较远时。 

表 1 不同孵化液对泥鳅受精脱膜卵孵化率和畸形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incubation media oil hatching rate and abnormal rate of fertilized eggs without 

ch orion of loach 

胚胎数 鱼苗总数 孵化率 正常鱼苗 畸形鱼苗 畸形章 
lXtm~ber ~nnbrycs To~aIfries Hatchingt-~tte(％)Nomudflies Abt~nmlfries Abr~nmli,d．tf-(％ 

正常脱膜受精卵 107 81 75．70 81 0 n 

Fertilized eggs wjdnn c})0 0n 

注射Hultfi'eter的脱膜受精卵 124 91 73．39 81 l0 8．06 

Fertilized eggs withc~t c} ∞ 

aftca-injectlca~ofHotffreter 

为适应显徽操作对较高质量卵子的要求，选卵的标准不一．导致表 2中的孵化率较表 1高 

Better eggs resultedin hl劬 hatching t-~tteinTable 2thaninTable1 

表 3 泥鳅和太鳞高0泥鳅成熟未受精卵对移核胚胎发育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nlatLlre unfertilized eggs of loach and large scak loach on development of nuelc~ar teansfer embr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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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培养细胞传代数对移核胚胎发育的影响 

结果显示培养5代的细胞作供体，移核胚胎发 

育至晚期囊胚的比率最高，为13．16％；培养 l5代 

的细胞作供体，发育至晚期囊胚的比率最低，仅为 

4．65％ (图2) 这个结果表明随着培养代数的增 

加，移核发育至晚期囊胚的比率逐渐降低。我们推 

测在传代过程中随着传代数的增加，培养细胞逐渐 

累积了遗传突变，这些突变不利于受体卵对供体核 

的再程序化。 

1 2 3 4 

置 
圉 1 移核肛胎的微卫星标记分析 

Fig l IV~crusatellite ris ker analysis cf embryos 

from nudear tzansfer 

1 pGEM一 (+)／／-heⅢ；2 培养细胞DNA (供体) 3 移 

棱混台晚期囊胚 DNA；4．泥鳅 DNA (受体)。 

1．p( 一7d (+)／HaeⅢ；2．DNA cultured cells(dora )； 

3．DNA mixed late blastulae nuclear~ans[er；4．DNA 

I册ch(recipient 

2．5 继代移植对移核胚胎发育的影响 

继代移植即移核胚胎发育至晚期囊胚时，分离 

胚胎细胞作为下一代核移植的供体 结果显示，继 

代核移植可提高移核胚胎的发育率。尤其是体细胞 

第 1次继代核移植，晚期囊胚的比率急剧上升 

(43．84％ ．7．69％)(图3)，说明继代核移植可促使 

受体卵对供体核的再程序化 

3 讨 论 

鱼类传统建立纯系的方法是应用两代连续的雌 

核发育并结合人工转性 (吴清江等，1981)来完 

成。如果将单性发育 (如雌核发育等)、细胞培养 

和核移植技术结合起来，仅 1代即可建立纯系，育 

种时间至少可以缩短 1个世代。这对于一些生长周 

期比较长，又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四大家鱼纯系 

的建立，是十分快捷实用的。 

童第周等(1963)曾将囊胚中期的细胞核移人未 

去核的卵子中，也曾得到正常的幼鱼。不去核的移 

核胚胎的发育过程及幼鱼的形态与去核的无明显区 

别。余来宁等(1989)用核型和同工酶进一步比较了 

去核和不去核的核移植，分析表明二者无明显的区 

别，都获得了二倍体核质杂种鱼，说明卵子中未挑去 

的单倍体核被排斥了。我们以雌核发育鳙尾鳍培养 

细胞为供体 ，泥鳅未受精卵为受体，微卫星标记分析 

也表明，受体卵中未除去的核被排斥，不参与移核胚 

胎的发育。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报道。 

供体细胞的传代数严重影响移核胚胎的发育。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随着传代数的增加，移核胚 

胎的发育率急剧下降。其原因可能是，部分培养细 

胞的染色体组成偏离正常的染色体数，发生异倍化 

(Rio at．，1973；Wa~labe et ．，1978；陈敏容 

等，1985)。以异倍化的细胞作为供体，这样的移 

核胚胎必然败育。 

继代数也是影响核移植成功率的一个重要因 

素。成功的继代核移植仅有少数报道 (Willadsen， 

1989；Westhus{n et at、，1991；Cheong et at．，1993； 

Kwon＆Kc~1o，1996)。在两栖类，继代核移植能够延 

长移植核的再程序化时间，因而有利于移核胚胎的 

发育(DiBerardino et at．，1984)。对哺乳动物的研究 

表明，继代核移植有利于移核胚胎 的发育(St[ce＆ 

Rob[，19勰)。陈宏溪等(1986)以鲫鱼肾组织的短期 

培养细胞为供体，移植到同种鱼的去核卵内得到囊 

胚 ，再将它的囊胚细胞核第 2次移植到同种鱼的去 

核卵内，最后得到 1尾成鱼。它的染色体为 150，外 

观像雌鱼，但实际上它的性腺发育不良。余来宁等 

(1996)用电融合法，先将草鱼肝细胞株的细胞核与 

草鱼的未受精卵融台，获得了囊胚细胞，再将此囊胚 

细胞核进行第 2次继代移人草鱼的未受精卵内，最 

后在继代核移植胚胎中获得 1尾 1年龄的移核鱼。 

但并未检查移核鱼的染色体。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继代核移植可改善移核胚胎的发育，尤其供体细胞 

是体细胞的核移植。但 Piotmwska et a／．(2000)以同 

步化的供体细胞研究发现，继代核移植对移核胚胎 

发育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甚至影响移核胚胎的发育。 

是否因使用材料的不同而形成如此截然相反的结 

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无论是体细胞核移植还是胚胎细胞核移 

植，核移植的成功率都很低。有很多因素影响核移 

植的成功率，如：①供体细胞不合适的细胞周期；② 

移核胚胎的倍性能否正确地保持；③供体细胞周期 

和受体卵细胞周期是否协调；④不合适的受体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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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2 不同培养代数的供体细胞对移棱胚胎发育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D cells of different passage nm~ber on 

development of nuclear nansf embryos 

能使供体核充分的再程序化 在这些因素中，研究 

最多的仍是细胞周期。Kc~1o et a1．(1992)和 Cheong 

a／．(1993)的研究表明，供体细胞周期严重影响移 

核胚胎的发育。Prather et a1．(1992)和 Campbell et 

at．(1994)的研究表明，供体细胞处于 G【1或 G1期有 

利于移核胚胎的发育。Mercer et a1．(1990)研究发 

现培养细胞长到满瓶后，再在含 0．5％胎牛血清的 

培养基中培养 3 d，可抑制细胞发育并处在 或 G． 

期 本文正是参照了这一方法，获得 了同步 Go 。 

期的供体。Zakbartchenko et ．(1999)研究发现体 

细胞经血清饥饿后的移核胚胎的发育率明显好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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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志(张孚允 ，1987)。1994年6月，马鸣等(1997) 

在沙雅对黑鹳(Ciconia nigra)进行了环志。1997～ 

1999年“中国一阿联酋项目组”利用卫星跟踪技术首 

次揭示了波斑鸨(C／dam3dotis macqueeni)东西方 向 

迁徙的过程 (Launay，1999)。2000年全国鸟类环志 

中心在富蕴环志猛禽 19只。2001年 8月 14～26日 

笔者在阿勒泰和吐鲁番两地进行了鸟类环志工作， 

这是新疆规模最大的一次环志活动。以下是 2001 

年的工作简报。 

1 方 法 

用化纤粘网、竹竿、布袋等作为捕鸟工具。使 

用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提供的 A、B、c、D 4种型号 

的合金鸟环。通常在早晨或下午张网，每 15～2O 

min巡视 1次 对上网的小鸟依规程 (楚国忠等， 

1998)先上环，测量体重、翼长、尾 长等基本数 

据，拍摄和鉴定鸟种，记录环号、种名、年龄、性 

别、肥满度和换羽状况等。环志和测量之后立即原 

地释放。 

表 2 1976~2001年在新I回收到的邻国鸟环资料 

Table 2 Reeoveri~ of the birds those banded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1976 tO 2,001 in Xi ni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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