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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的性别控制是指通过对精子或胚胎的性别鉴定以达到调控子代性别的目的。基于在人类健康及 

畜牧业生产上的应用价值，动物的性别控制一直是人类期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介绍了性别控制的研究历史及最 

新进展，并着重就不同性别控制手段的理论基础、特点、实践应用价值及未来发展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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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殖生物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体的性别 

决定及控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人类健康及畜牧业 

生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对于x染色体关联的伴 

性遗传病高危家族，可以利用性别鉴定的方法进行 

产前诊断、选择雌性胎儿，以降低后代患病的几 

率；而在畜牧业生产中．性别控制能提高家畜繁殖 

效率，显著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随着 

分子遗传学及发育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使我 

们对于哺乳动物性别决定的分子调控机制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并促进了性别控制技术在人类辅助生殖 

及畜牧业生产上的应用。 

1 动物性别控制的意义 

哺乳动物的性别控制在人类医学健康及畜牧业 

生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知 500多种与x染 

色体关联的人类遗传疾病，如：血友病、Muscular 

dyslrophy及 Tay-Sachs disease等 (Jansen，1997； 

Sills et at．，1999)。通过合理实施性别控制，可以 

减少高危家族后代的患病机会，提高个体的健康水 

平 在畜牧业中显著的例子是，奶牛业为了提高产 

奶量，希望增加雌犊比例；而肉牛业由于雄犊生长 

快、产肉率高，则希望提高雄犊的比例。通过性别 

控制无疑可以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随着对哺乳 

动物生殖机理认识的逐步深人，性别调控也从一种 

理想转变为具备了可能性的现实。目前，性别控制 

的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配子水平的精子性别鉴定 

和胚胎水平的雌雄胚胎鉴别两个方向上。此外，还 

有人尝试通过控制受精时间或利用食物组成影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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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结合，以改变胚胎的性比 

2 精子性别鉴定 

在染色体水平上，哺乳动物个体的性别在受精 

时就已决定 除常染色体以外，雌雄配子的区别在 

于，卵子带有 x染色体；而减数分裂后的精母细胞 

则分别产生带x染色体或 Y染色体的精子，其比 

例各占50％。若 x精子与卵子结合，则胚胎性别 

为雌性 (XX)；若Y精子与卵子结合，则所产生的 

胚胎为雄性 (xY)。 

分选 x、Y精子并分别授精可以得到期望性别 

的子代。这样即经济又快速，具有很高的应用价 

值。x、Y精子在遗传上的首要差别是它们所含的 

性染色体不同。反映在 DNA含量上，依物种的不 

同，x精子 DNA含量高于 Y精子 2．8％～7．5％ 

(Johnsoi~，1996)。此外，x、Y精子在物理特性、 

运动特征及特殊表面抗原方面存在的差异也能成为 

分选 X、Y精子的基础。 

2．1 精子性别鉴定技术发展的历史 

早期报道认为x精子表面唾液酸含量较高，x、 

Y精子的表面电荷存在差异(Kaneko et ．，1984； 

Manger etO2．，1997)。因而 x、Y精子的表面电荷差 

异成为采用自由电泳技术分选 x、Y精子的理论依 

据(Sevinc，1968；Ishijima o2 ，1991)。然而，由于 

电泳溶液不适于精子在体外存活，分选后精子的活 

力极低，在实践上没有应用价值。此外，有人尝试过 

使用不同孔径的滤膜分离筛选x、Y精子。其依据 

是，x、Y染色体DNA含量的不同会导致x、Y精子 

体积上的差异。但由于精子的体积大小同时还受其 

成熟程度及溶液渗透压的影响，显然，这并不是区分 

x、Y精子的可靠指标。有数据表明x、Y精子的密 

度不同(x精子为1．1141 g／cm3，Y精子为 1、1134 g／ 

m] )(Gledhil．I．，1983)，理论上可 利用密度梯度离心 

来分选x、Y精子，并陆续发展了Percoll密度梯度及 

不连续白蛋白梯度等方法。分选后 x、Y精子的纯 

度可以分别达到94％及 73％(Kaneko et O2 ，1983； 

lizuka o2．，1987)。在精予性别鉴定早期发展过程 

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只能根据授精后子代的 

雌雄性比来判断其有效性，这使得大规模验证十分 

困难；同时由于没能实施有效的双盲实验，其实验结 

果也投有得到充分的认可(seidel＆Johnson，1999)。 

随着更为灵敏可靠的 PCR和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FIS~)应用于x、Y精子的鉴定，人们发现Permll密 

度梯度离心分选 x、Y精子的效率不高。分选后 X： 

Y精子的比例大约为55．1：41 1，这种统计学上的显 

著差异对生产实践无实际应用价值 此外，白蛋白 

密度梯度和精子上游实验也不能有效分选 x、Y精 

子，但可 提高精子的质量，如括力上升，畸形率下 

降。所以仍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Chen＆Bo*~oo， 

1999) 

2．2 根据 x、Y精子表面抗原的差异进行精子性别 

鉴定 

根据x、Y精子特异的表面抗原，可以利用免疫 

学手段进行精子的性别鉴定。在组织移植试验中， 

雌性排斥来自基因型相同雄性的移植体，这表明雄 

性存在某种特异的细胞表面抗原，被命名为雄性特 

异性弱组织相容性 Y抗原(male specific minor histo— 

cc~npatibility—Y antigen)，简称 H Y抗原。除 了所有 

异配子型物种的体细胞外，H Y抗原还表达于多种 

动物的早期胚胎中(Gtedhitt，1988；Veerhuis el：O2．， 

1994)。Zaborski(1979)报道：H Y抗原特异表达于 

Y精子细胞膜上 这为利用抗 H Y抗原的抗体，分 

选H—Y抗原阳性精子(Y精子)与H—Y抗原阴性精 

子(x精子)提供了依据。据报道，精液经 H-Y抗血 

清处理后进行人工授精，74％牛犊为雌性(Hi d 

nf．，1990)，显示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基于同样的原 

理 ，还有人尝试过利用亲和柱或磁性小球 的方法对 

精子进行性别鉴定。 

随着对H—Y抗原研究的深入及检测手段的改 

进，人们发现H—Y抗原并非只存在于Y精子 精子 

带有的H—Y抗原来自于足细胞 ，是精母细胞时期的 

残留物。因此，理论上x精子与 Y精子均带有 H—Y 

抗原 近来的研究表明 Y精子细胞膜表面 H-Y抗 

原的水平仅略高于x精子(Hendfiksen Ⅱ，．，1993； 

sills O2 ，1998)。为了寻找其他 x、Y精子特异的 

表面抗原，Hendriksen et O2．(1996)利用高效双向电 

泳技术比较了 x、Y精子表面抗原的异同。但在双 

向电泳图谱上的1 000余种蛋白斑点中，没有发现x 

或 Y精子的特异抗原。此外，虽然在 mRNA水平 

上，精子发生过程中的确有x或Y染色体特异基因 

的表达。如 x染 色体 特异 的 Dbe1l工、．,Vg4~6A、 

AKAP82及 N4P-X，Y染色体特异的 、功 一1、 

{ 一2、b~ely及Y353．／B等，但由于在生精过程中． 

x、Y 精 子细胞之 间存在 细胞 问桥 (intercellular 

dge)相互连接，导致不同精子问基因转录及表达 

产物的相互交换(如t-emwlex protein一1、prot0mJn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马 螋等：哺乳类性别控制的实践与进展 

TB—RBP等)。因此，在本质上 x、Y精子之间会共享 

抗原。这就提示我们，利用免疫手段分选 x、Y精子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还很难取得突破(Hendrlksen， 

1999)。 

2．3 根据X、Y精子 DNA含■的差异进行精子性 

别鉴定 

不同的物种中，x精子 4A含量高于 Y精子 

2．8％～7．5％(Johnson，19％)，这种差异可以成为对 

精子进行性别鉴定的基础 利用活体 DNA荧光染 

色结合流式细胞技术，根据检测到的荧光强弱(反映 

精子 DNA含量 的高低)分选猪、兔、羊及牛的x、Y 

精子，都达到了 90％以上的纯度(Johnson，1995)。 

传统的流式细胞仪分选x、Y精子的速度较慢，仅约 

100个 ，致使操作时问过长，而不利于保持精子的 

授精能力。同时，由于筛选的精子数少，也不能适用 

于常规的人工授精技术；且设备昂贵，很难在农场得 

到普遍应用。但通过将精子直接输送到子宫角，或 

利用微滴培养进行体外授精，或单精子胞浆内注射 

方法，有望克服其分选精子数少的缺点。目前流式 

细胞筛选技术已成功地应用于牛、猪、羊等重要的家 

畜品种。而对流式细胞仪的改进也使精子性别鉴定 

的速度大幅度提高，在保持 90％纯度的前提下可以 

达到600万个精子／h的分选速度(Johnson＆Welch， 

1999)。这进一步提高了流式细胞筛选技术在精子 

性别鉴定中的应用价值。 

此外，还有人试图利用 x、Y精子在头部体积 

上的差别进行精子的性别鉴定。认为这样可以避免 

流式细胞技术 中 4A活体染色及紫外线激发对精 

子的潜在损害，据称理论上可以达到 80％的纯度 

(Munster et a1．，1999)。由于这种方法还没有用于 

实践，所以目前无法确定其效率。 

3 胚胎的性别鉴定 

通过鉴定胚胎的性别结合胚胎移植，同样可以 

得到预定性别的后代。过去曾采用过鉴定早期发育 

阶段胚胎巴氏小体或x、Y染色体的核型分析，利 

用抗雄性胚胎特异抗原的抗血清进行免疫分析，及 

根据雌雄胚胎在代谢速率方面的差异，或DNA分 

析等鉴别雌雄胚胎，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1 与x染色体相关的酶活力检测 

最早采用的检测手段是依据雌雄胚胎在酶活性 

方面存在差异来进行的。已知一些特定的酶(如 6 
一 磷酸果糖脱氢酶)是由x染色体编码的。在胚胎 

基因组激活后的一定时期内，由于 XX胚胎含有双 

倍的相应编码基因，导致这些酶在雌性胚胎中的活 

性往往高于 XY雄性胚胎。通过在培养液中加入 6 
一 磷酸果糖底物、辅酶NADP及指示染料，即可以根 

据染色程度的深浅鉴定雌雄胚胎。采用此方法，小 

鼠雌性胚胎的鉴别率为72％(Williams，1986) 根据 

另一个由x染色体编码的次黄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 

的活性，鉴定胚胎性别正确率也分别达到了91％ 

(雌性，11／12)与 100％(雄性，3／3)(Monk＆Handy— 

side，1988) 但由于不同物种胚胎基因激活与 x染 

色体失活(X—inactivation)发生的时间前后有差异，且 

受检胚胎活力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检测到的酶活性， 

并影响对结果的判定，因此，酶活力检测目前已不再 

采用。 

3．2 免疫检测与性别相关的胚胎特异抗原 

通过免疫检测与性别相关的胚胎特异抗原为胚 

胎的性别鉴定提供 了另一种可能性 如 H—Y抗原 

在胚胎发育早期就特异性表达于雄性胚胎的细胞膜 

表面，是雄性胚胎特异的表面抗原。目前，已出现一 

系列根据H—Y抗原鉴别雌雄胚胎的方法，其中包括 

胚胎的细胞毒性分析(陈元明，1995)、H_Y抗原的间 

接免疫荧光分析和囊胚形成移植法等(vHet et a1．， 

1989)。我们实验室曾采用间接免疫荧光的方法鉴 

定小鼠桑椹胚及囊胚的性别，其 中雄性胚胎正确率 

为75．50％，而雌性为 82．97％(门红升等，1992)，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必须注意的是，H—Y抗原的抗原性相对较弱， 

因而导致抗H_Y抗原的抗血清及抗体特异性不强， 

会与其他细胞表面的非特异性抗原发生交叉反应， 

导致假阳性，致使基于H—Y抗原的鉴别手段难以 

达到9o％或更高的正确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 

寻找新的与胚胎性别相关、且特异性更强的抗原， 

以提高免疫检测手段的准确率。 

3．3 胚胎的染色体及 DNA分析 

通过组织取样鉴定雌雄胚胎的染色体核型或 

x、Y染色体特异的 4A片段，为胚胎的性别鉴定提 

供了另一条思路。传统的核型鉴定最早成功地应用 

于兔、牛、猪胚胎的性别鉴定，其理论上的准确性为 

100％。但往往由于难以得到高质量的中期染色体， 

在实际操作中只能达到60％的准确度，不够理想。 

若通过鉴定多个胚胎细胞来提高准确性，又不利于 

胚胎的进一步发育，因而 目前也不再采用 新的进 

展包括根据 x、Y染色体特异的 n、 序列利用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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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杂交(FlsH)及P(IK技术对胚胎性别进行鉴定。 

越来越多实验证明，采用改进后的细胞取样技术，胚 

胎的组织取样对胚胎的后继发育没有显著影响，这 

更促进了胚胎I)NA分析在性别鉴定领域的应用。 

3．3．1 FISH技术用于胚胎的性别鉴定 FISH技术 

采用荧光标记的性染色体 DNA特异探针与组织取 

样得到的胚胎细胞进行原位杂交以确定胚胎的性 

别，目前多同时采用 x、Y染色体特异的DNA探针 

对胚胎细胞进行双重染色以提高 FISH检测的灵敏 

度(S~ sen ．，1999)。采用删 技术进行胚胎 

的性别鉴定只需 1～2个来自于胚胎的分裂球，并可 

以在2 h内完成。其方法简单、快速、灵敏，并适用 

于从 4细胞到囊胚 的各个发育时期 目前采用 

FISH技术对猪胚胎进行性别鉴定可以达到 91％～ 

92％的准确度，已具备了很高的实用价值(Veiga et 

nf．．1999)。 

3．3．2 FCR技术用于胚胎的性别鉴定 FCR技术 

具有的简单、灵敏、高效的特点也使其成为进行胚胎 

性别鉴定的有力手段。早期多采用扩增Y染色体特 

异的DNA序列以判断是否为雄性胚胎，如 、Y染 

色体特异的重复序列等(Utstrai＆Irltani，1993；Kon— 

tcgiarmi etat．，1996)。以后为了避免 PCR扩增失败 

导致对结果的误判 ，多采用多重PCR同时扩增 x、Y 

染色体特异的序列(如x染色体上的D2~ds3与Y 

染色体上的S-y序列)(Greenlee d at．，1998)；或x、 

Y染色体限制性酶切多态位点(如 ZFX／ZFY)(Hot— 

vat et a1．，1993；Gutierrez—Adall et oJ，，1997)；或x、Y 

参考文献： 

l JI．Etdridge FE，Km GC，et 1990 E ch“ler of bovine X．and 

Y chra'aes~ae bearir蜒 印㈣ with menccl~ a【H-y antibedy-flucres 

0ence—activated cell m~erj J Arch 讲 ，24：235 245 

ChenMJ，13ongsoA 1999 Cb邮 i eva[uati~-Jof densi．ty gradient 

preparations far spem~separati~ ￡盯 medically assisted 0∞ce呻 on 

【J J飓 卸 ．14(3j：759 764 

(2hen C M ．Hu C L．W ang C H al 1999 Gender detemairm6on in sin 

gle boviDe blastcr~res by 9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npllhc8[L[̈l of 

sex-specific 9o[~ hin fragments in the maelngenin gene J] 

Md 脚  Dev，54(3)：209 214 

ChenY M 1995 Sex G~trd Mzmn~l[M]．Beiji~：A c tuml Sci— 

ertce Publishing Heuse 陈元明 】995哺乳动物的性别控制 北 

京：农业科技出版社 ] 
Gareia-Metmier P． nn L Chevalier G 2001 Rapid determit~a． 

fion of s inM眦 础 coypas r邺 inthefirstff~ge。f gcsmti~ 

【J J C R A ／／／，324(4)：321—325 

Gtedhit[BL 1983 Cat~[。f rnatrmMian sex ratio by semng sponn[J] 

Fete／／ ，4O(5)：572 574 

edKⅡB L 1988．Selection and separati~ X—and y-dlH r口s唧 e— 

being~ [ian sp叫n【J] m咄 ／L--s ，2O(3)：377 395 

染色体特异 的多态片段 (如 amelogenin)(Chen 

， ，1999)，并同时扩增常染色体序列作为正控制的 

方法(Garcia-Meunier et a／，，2001)。目前采用多重 

阳  进行胚胎性别鉴定的准确率已达到 95％的 

水平，并可以在 2 h内完成。这样就避免了其他检 

测手段，如检测胚胎特异抗原、胚胎酶活性差别等因 

耗时长而需要对胚胎进行冷冻保存而导致胚胎移植 

后妊娠率低的弊病，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4 结 论 

哺乳类性别决定机制的研究近年来已取得了很 

大进展，并相继推出一些现实可行的精子及胚胎性 

别鉴定方法。在 曾采用过的 x、Y精子分选技术 

中，如自由电泳、密度梯度离心、免疫法等，目前 

只有流式细胞术是唯一有效的精子性别鉴定手段。 

而 FISH 及 PCR技术由于具有简单、准确 、高教的 

特点，成为首选的胚胎性别鉴定方法，并为发展新 

的精子／胚胎性别鉴定方法提供了验证手段。虽然 

上述手段能满足医学领域的应用，但对于生产实践 

依然不够理想，如流式细胞仪的分选速度还不能满 

足大规模人工授精的需要，且价格昂贵，难以得到 

普遍应用。FISH 及PI2R检测只能在实验室中进行， 

无法在胚胎移植的现场完成。尚需要发展一种简单 

易行的手段以满足大规模生产实践的需要，通过寻 

找新的胚胎特异性的抗原，制备高效价的抗体，有 

可能提供一种简单、准确、低成本的方法，以促进 

性别控制技术在畜牧业的广泛应用 

C&-ee eeA R Krisher R L．Plorka E D．et al 1998 Rapid sexing 

murine prelmplantati~'J ∞ using a n嘟 cd，multiplex 口a 

chain reaction(FL'R)[J]川  删  ，49(3)：261 267 
Gutiesr~-AdanA Cu~]wvaW T．AndersonG B．et al 】997 Ovane sp~wif- 

ic Y-chT[I【瑚m 1L~ -)-S( nmrl~er lot田1b帅 sexing[J]Atom 

(2enet ．28(2)：1 35 l38 

He~dfiksen P J 1999 13o x and Y spem a differ in pra 1怂[J： 
Thoing~obNy 52(8j：1295—1307 

Hendriks蜘 P J、 舢 M．L~．adeT啪 d口．el al 1993 Rnding anti． 

H-Y rt~ e／a'ud antibodies∞ separat。d X and Y chrrmus~rne—bea- 

irg p~rcine and bovine spem~[J] Re,a．vd 胁  35(2】：189 
】96 

HendriksenP J we【chGR， ∞唑bed J A a／ 1996( a力 

detergent-so[ubilized u~mbrane and∞luble proteins from flow c~'to 

n~etrica[[y sorted X-and Y qn be￡nng parcine sp口maK蚴  

hy hte,h rezdu~m 2 13dem。p}Ⅱ s：J 南̂f 舡d ，4-$ 

(3)：342 350 

H S，Ml~atlo J F，Behboodi E． a／1993 SeaJng 卸d detection of 

gene 12rx~llllet in rr~croinjected b口 ne b【as∞cvsb using the~oly- 

m se chin rea?6m[Jj T~ sgen／c ，2(3)：134 ld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马 螋等：哺乳类性别控制的实践与进展 

Ⅱ叫 ka R，Kanek。S．A幽 R．d 1987 Se~xing hm~an spem~by dis 

oom[nuous PeJvoll de~iw~radient and its cLinical印plicatic~[J j 

岛 R ．2(7j：573 5 

IslfijiroaSA Ok,anoM．Mahn H l991 Zeta potentiaI cf human x—and 

Y．beating spem：[J]胁 J Ardrd ，14(5)：340 347 

Jansen R P l 7 Evidence—hased ethics and the regu]adon cf reproduc— 

tic~3[J] ReOr~／，12(91：2068—2075 

JoNism L A．1995 Sex presdect~3 bv flaw cy~mvetric separation cf X 

and Y d砒 咖 1 —beanng  sperm hased oil Im  difference：a 

[J]Re／~,vd Fer／*2 ．7(4)：893 9'：33 
Johnaen I A l996 Gend Pr pre~elecdon in manmmls：Rrl ovc~iew

．J J 

ck 唧 砒 enschr，103(8 9)：288 291 

John~nL A．wldchG R 1999 Sex preselectic~l：high speedflow cm — 

meti'ic sorting cfX Y spermforM Ⅻm叽 effici~cy【』1 7)lm 

ogeno／ngy．52(8j：1323—1341 

KarIek。S．yamnguchi Y．Kobayashi T． ag 1983 Separation cf human 

X—and Y-beating sperm using  pereofl density~'adient cenmfugauon 

[J]Fertil Slen'l，帅(5)：66l 665 
KanekoS，OsNo S，KobayaslfiT， o2 1984 Human X- Y bearing 

sperm differ in eell surface sialic acid elYat~lt J 商 Bio 

ys Res ( ．124(31：950—955 

l<xmtqgiarmi E H ．Griffin D K．Handyside A H l帅6 Idendfylng the sex 

of human preimPlantafion邸 lb 。s in X—linked disease：ampllficatic~l 

efficiency a Y—sDecific alphoid repeat hom single bl~tomeres啪th 

twolysls protocols【j J Assist Ret~M ( ，13【2j：l25 

132 

Mang erM ．B嘲 ed【H，SchiIIW B．“al 1997 Effect spelrn㈣ lity oil 

separadm of bovine X and Y—beating 印啪  by tRo~ s cf free 

decⅡDph。惝 ．J]+A ，29(1)：9 1 5 
b％nH S，[k nY H．ZhouXL． al l 2 Identifieation sexin[rlOUg4TM 

preimplm~ladon ry瞄 by indirectⅡTm1m1onu esc盯 assay【J J 

A伽Geneti~a S#~ira，19(2)：11 7—121[门红升，陈云鹤 ，周理良． 

等 1992间接免疫荧光法鉴~II14,鼠早期胚胎性别的研究 遗传 

学报，19(2)：l17 l21] 
lVtmkM，FhndysideAH 1988 Sexing of preimplantadonlllODse~nbo'os 

bymeasLffel~ea'lt。fX-linkedgene dosagein a singte bla~omere[J] 

J Releud Ferry ．82：365 368 

MunsterEB van．‰ p J．Hoebe RA． al 1999 Difie⋯  in LⅡne of 

X．and Y，chromc~rae．bearing hn~4ne sperm heads matches diff盯一 

ertceinDNA content[J]Cyto~m．ccy，38(2)：125 l28 

Seidel G E．Jct~v-xm L A 1999 Sexing rrtarnc~．1ima spem~：0 n cwlJ J 

Thin ngentdogy．52(8j：1267 1272 

Sex4nc A l968 Bmerlm oil sex cm trd by electrophorefie separation 

of spewnatceoainthe rabbit[J]J Repvd Fertil，16(1 ：7一】4 

SiLLsES．KiⅡ I．Col~nbem LT． a／ 1998 H Y ?mtigen expression 

patterns in b X and Y ∞， 一 -bearing spenmt~ ．J 

m 』 ReOr~l htonunc~ ，帅 (11：43—42 

SiLLs E S，Gddschlag D．Lew D P．el al 】999 Preitrolmataticrt gencti c 

dingnr~is：considerationa r L Ln elcctive human mabI3．'o ~-lec 

tinn[J J J ~4ssist Re／*~M ( l ．16(101：509 51l 

Siae~en C，Asschc E 啪 ．J0m H． “ I999 C1l1ll阻 f experience of s 

demn'rt~nation by fluorescent in H“ hytm dization preEnplantalion 

generic diagnosis[J]Me／ ／-~*t ．5t41：382—389 

U*sumi K．Iri*an L A 1993 Emb~．o sexing by male specific m／tilxxty and 

by眦 using r『1aJe specific(SRY)pri l Jl Mol 脚  ． 

36(2)：238—241 

Veerhuis RP，Hend riksen J，Hengst A M，et a／】994 1 c prcducdon 

anti—HIYmenoelona】antibodies：their pot~tiaI n a 忙 for 

hnv~ne embo~[J] b~umc4 Mmmao~thd ．42(3 4 ：3I 7 

330 

VeigaA． IY，IkedaM ． 1999 Confi rmation of diagnosi~in preim 

plantation gmedc diagnosis(PC4))thragh ble．~tocyst eu!mre：1) 一 

Iiminar；．．'experience[J J f ．19(13)：1242 l247 

】etRA，VenlnderAM，Wahon J S 】989 fJvest~．k elllb )~xlng：A 

redewof current m甜 ．Ⅵda emplmsls oft Y rspcci6c T A pa4aes 

[J]27~eringeao!ogO,，32(3)：421 437 

WiliiamaT J 1986 A technique for sexing e阿『 n憾 by a~sual 

eolodmetric assay ofthe X linked enzyme， uoDse 6一 h鼬pha de 

}1yd删 nasell1]TneriogenoloKv．25：733 739 

Zabo*ski P 197勺 Detection H—Y antigen 0n rllouse sperm by the L of 

L‰  HⅢ Ⅱ∞瑚 LJ．Tmn．@b2ntati~1．27(5)：348 350 

《新疆鸟类名录》近期出版 

为了迎接 2002年北京第二十三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召 

开，近 日在 垒球绿色资助基金 (GLOBAL GREEN~RAN'IS 

FUND／HDESFOJNDATION)和国家科技部973项 目组等的 

帮助下，新疆动物学会与中国鸟类学会理事马鸣先生将《新 

疆鸟类名录》(A checklist of birds in Xinjiang，c}Iina)一书付 

梓出版。该书内容包括新疆 422种另 tOO多个亚种的鸟类 

名称(中文、拉丁文、英文)、分布(至少到县)、生态习性等。 

是目前较为完整的一个地区性的分布资料。目的是为了回 

答“什么鸟—何时一在 哪里出现?”的问题。并注明亚种名 

称和文献出处。对于有疑问的种类单独附录列出(约有 7口 

种)，并一一讨论；最后还附有 320多篇参考文献(1876～ 

2001年) 该书大 l6开本，约 100页。定价20元。以《干旱 

区研究》第 18卷增刊的形式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愿意用该书与读者的鸟类图书或文章进行免费交 

换。作者近年正参与《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鸦形目的编 

写工作，特别期望征集到各地大学学报和会议文集上的鸟 

类分布名录、论文，以及各地方鸟类志、动物志等的相关内 

容(复印件即可 )。对于所有采用的文献，我们会严格按照 

著作权的相关规定及依照《中国动物志》编写规则，作相应 

处理。免费交换的有救期截止到2002年 6月： 

联系方式： 

地址：乌鲁末齐市北京路40号附 3号 邮编：830011 

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联系人：马鸣 

电话：0991—3840369；E—mail：n1柚 ng@r壕．xj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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