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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培养条件和卵母细胞来源对黄牛卵母细胞
第一极体排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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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生物育种省级实验室，合肥 230036；4. 安徽省羊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 230036)
摘 要：研究了培养液组分浓度、培养方法和卵母细胞来源对黄牛卵母细胞第一极体（PB1）排出的影响。从
屠宰场收集黄牛卵巢，使用抽吸法获取卵丘卵母细胞复合物（COCs）进行体外培养。结果表明，采用以下培养条
件能够显著促进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在培养液中添加 10 μg·mL-1 FSH 和 LH、1.0 μg·mL-1 17-β E2、33.0 μg·mL-1
丙酮酸钠；培养时间 24 h，培养密度每 50 μL 培养液培养 10~20 枚 COCs；卵巢储运温度 25～37 ℃，储运时间<3 h，
卵泡直径 3～6 mm，卵丘细胞包裹 2 层以上。选择最佳的培养液组分浓度、培养方法和卵母细胞来源可获得最大
PB1 排出量，为下一步利用 PB1 进行保护物种、扩大优良母畜遗传资源的来源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等研究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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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investigating PB1 extrusion of cattle’s oocytes under different component concentrations of
culture solution, culture methods in vitro and oocytes derivation, COCs suctioned from abattoir-derived ovarian
follicles were cultured under different situa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lture conditions in vitro promoted PB1
extrusion of cattle’s oocytes significantly (P<0.05). The optimized components added in the culture medium were
10 μg·mL-1 FSH, 10 μg·mL-1 LH, 1.0 μg·mL-1 17-β E2 and 33.0 μg·mL-1 sodium pyruvate, and the optimized culture time in vitro was 24 h; culture density was 10-20 COCs per 50 μL of the culture solution; temperature of ovarie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were at 25-37℃, and transportation time was less than 3 h; the ovarian follicle diameter was 3-6 mm; and the oocytes covered 2 layer cumulus cells would well matured. The maximum available
PB1 provided research basis for protecting species, improving genetic resources of excellent females and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attle; oocyte; polar body 1 (PB1); in vitro culture
极体（polar body，PB）是卵母细胞发生中产生
的自然状态下无任何生理功能的细胞，随着卵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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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或胚胎的发育而自然退化。研究表明，极体含有
与卵母细胞一样的染色体和线粒体、皮质颗粒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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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网等细胞器[1-3]。由于卵母细胞不可在体外培养增
殖且数量极为有限，另外现行的卵裂球活检进行植
入前遗传学诊断对胚胎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4]，因
此与卵母细胞具有同样遗传背景的极体为人们研究
卵母细胞发育、遗传物质冷冻保存和植入前遗传学
诊断等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目前，极体的生殖功
能已获证实。Wakayama 等[5]报道利用小鼠极体重组
卵母细胞获得了后代，He 等[6]成功利用玻璃化冻存
小鼠极体得到了具有正常繁殖能力的后代。在国内，
范必勤和刘文华等[7-9]探索了极体获取的时间、条件
和活性鉴定方法等，并通过体外受精和显微操作等
方法的研究明确了猪极体能够支持其胚胎发
育[10-11]。辅助生殖领域的研究表明，通过 PB1 活检
可以推测卵母细胞染色体异常，PB1 形态可作为选
择移植胚胎的指标之一，且对胚胎发育无不良影
响[12-15]。随着细胞核移植、辅助生殖和低温冷冻保
存等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极体在保护物种和生物
多样性、扩大优良母畜遗传资源的来源和植入前遗
传学诊断的应用上将发挥更大的特殊作用。探究
PB1 的采集时间和条件是研究和利用 PB1 的一个先
决条件。本研究以黄牛卵母细胞为实验对象，探究
培养液组分浓度、培养方法和卵母细胞来源对其
PB1 排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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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温度和时间分别进行培养。成熟培养后在体式显
微镜下置于 0.1%透明质酸酶中，用手持口吸管反复
吹打去掉卵丘细胞，拨动卵母细胞使 PB1 呈水平面
进行统计及形态观察。
1.2.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11.0 统计软件检验不
同处理组之间的水平差异，数据以平均数±标准误
(X±SEM)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每组试验重复
4 次以上（n≥4）。

2

结果与分析

卵母细胞形态及分级
在体式显微镜下观察不同处理条件下卵母细胞
中 PB1 形态变化，并对其进行活性分级。Ⅰ级：PB1
圆形或椭圆形，表面光滑；Ⅱ级：PB1 圆形或椭圆
形，表面粗糙；Ⅲ级：PB1 碎裂，不规则；Ⅳ级：
PB1 巨大或超小[17-18]。
2.1

材料与方法

试剂
TCM199、透明质酸酶、石蜡油、Hepes 和丙酮
酸钠购自 Sigma 公司；FBS 购自 Gibco 公司；FSH、
LH 和 17-βE2 购自宁波第二激素厂。
1.2 实验方法
1.2.1 卵母细胞获取 卵巢收集自合肥市黄牛定点
屠宰场。母牛屠宰后，立即取出卵巢，置于适当温
度的生理盐水里，4 h 内运送至实验室，即使用一次
性注射器抽吸卵巢表面卵泡液，而后使用口吸管在
体式显微镜下捡取卵丘卵母细胞复合体（cumulus
oocyte complexes, COCs）进行实验。
1.2.2 体外培养与 PB1 检测 将捡取的 COCs 用
TCM199 漂洗 3 遍，然后移入成熟培养液里，上覆
石蜡油，置于 38.5℃、5% CO2 和饱和湿度的培养箱
里培养。卵母细胞基础培养液为 TCM199 添加 10%
FBS，FSH、LH、E2 和丙酮酸钠依照浓度从低到高
均分为 4 组加入基础培养液进行培养，其他培养条
件参照文献[16]。再使用最佳浓度组分的培养液，
设计不同的培养时间和培养密度，以及按照不同的
卵母细胞包裹卵丘细胞的层数、卵泡大小、卵巢储
1.1

A, B, C 分别为 PB1 Ⅰ级、Ⅱ级和Ⅲ级；D,E,F 为 PB1 Ⅳ级
图 1 PB1 形态活性分级
Figure 1 PB1 morphologic biopsy classification

培养液组分浓度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影响
如表 1 所示，0～5 μg·mL-1 FSH 和 LH、0.0～
0.5 μg·mL-1 17-β E2 和 0.0～0.1 μmol·mL-1 丙酮酸钠
体 外 培 养 的 卵 母 细 胞 PB1 的 排 出 显 著 低 于 10
μg·mL-1 FSH 和 LH、1.0 μg·mL-1 17-β E2 和 0.3
μmol·mL-1 丙 酮 酸 钠 试 验 组 (80.18%±1.74% 、
80.00%±8.16% 、 76.67%±8.61% 和 77.50%±5.00%,
P<0.05），且低浓度组卵丘细胞扩散不完全；20
μg·mL-1 FSH 和 LH、1.5 μg·mL-1 17-β E2 和 0.5
μmol·mL-1 丙酮酸钠试验组 PB1 排出率亦显著低于
上述后者，但卵丘细胞扩散比较完全。因此认为，
10 μg·mL-1 FSH 和 LH、1.0 μg·mL-1 17-β E2 和 0.3
μmol·mL-1 丙酮酸钠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实验数据显示 PB1 排出率最高可达
94.5%），后续实验培养液均为在基础培养液里添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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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3 种浓度的组分。
2.3 培养方法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随着 COCs 体外培养时间的适当
延长，紧密包裹卵母细胞的卵丘细胞呈现辐射状扩
散，PB1 排出率随之升高，显著高于培养时间不足
20 h 的卵母细胞 PB1 排出率(80.00%±8.16% vs.
42.50%±9.57%，P<0.05)，但高活性的 PB1 排出率
明显下降(本实验室未公开数据：体外培养 16 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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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4 h 和 28 h 后，形态学判断为Ⅰ和Ⅱ级的第一
极体排出率分别为 91.56% vs. 88.46% vs. 54.15% vs.
58.18%)。每 50 μL 培养微滴内放置 10 枚 COCs，其
PB1 排出率最高，且与放置 5 枚 COCs 的培养微滴
相 比 ， 具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76.67%±5.77% vs.
33.33%±11.55%, P<0.05)。结果表明，10～20 枚
COCs 放入 50 μL 培养微滴内培养 24 h 左右，PB1
排出显著增高。

表 1 培养液主要组分浓度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 of medium components on the percent of PB1s extrusion of cattle’s oocytes
PB1 排出率/%
组分
供试卵数/枚
组分浓度/μg·mL-1
Component concentration
Extrusion rate of PB1
Ingredient
Number of oocyte
FSH
80
0
51.25±8.54c

LH

E2

丙酮酸钠 Sodium pyruvate

390

5

63.65±4.06b

609

10

80.18±1.74a

435

20

69.00±9.30b

40

0

40.00±8.16b

40

5

52.50±9.57b

40

10

80.00±8.16a

40

20

25.00±12.91c

60

0.0

18.33±6.39c

60

0.5

41.67±6.39b

60

1.0

76.67±8.61a

60

1.5

56.67±8.61b

40

0.0

37.50±9.57c

40

11.0

42.50±9.57c

40

33.0

77.50±5.00a

40

55.0

65.00±5.77b

表 2 培养方法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in vitro culture methods on the percent of PB1s extrusion of cattle’s oocytes
PB1 排出率/%
培养方式
供试卵数/枚
处理水平/h·枚-1
Treatment level
Extrusion rate of PB1
Cultivation method
Number of tested oocytes
40
16
42.50±9.57b
培养时间 Time

培养密度 Density

40

20

75.00±5.77a

40

24

80.00±8.16a

40

28

77.50±9.57a

30

5

33.33±11.55b

60

10

76.67±5.77a

90

15

71.11±3.85a

120

20

68.33±2.89a

卵母细胞来源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的影响
卵母细胞来源指的是卵巢储运、卵泡大小及
COCs 卵丘层数。如表 3 所示，卵巢储运温度和时
间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有显著影响，低于 25
℃ 时 ( 未 冷 冻 ) PB1 排 出 率 较 低 (73.33%±5.77%,
63.33%±5.77% vs. 43.33%±5.77%，16.67%±5.77%,
2.4

P<0.05)，运输时间超过 6 h 后 PB1 排出显著下降
(73.33%±5.77% vs. 53.33%±5.77%，P<0.05)。直径
3~6mm 卵泡 COCs 卵丘包被较好，达 2～4 层以上，
其 PB1 排出率为 73.08%±2.17%，显著高于其他卵
泡(53.12%±2.50%，45.00%±14.7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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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体是卵母细胞在减数分裂产生的细胞，并不
参与受精及胚胎发育，其功能长期被人们忽视。然
而随着现代胚胎工程技术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
包含有卵母细胞全部遗传信息的极体可能会被赋予
全新的功能，如将优良种畜的卵母细胞极体移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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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代孕母畜的去核卵母细胞中受精即可获得优良种
畜后代，或者通过极体活检进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等，这些都将会产生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
探讨适合获取极体的卵母细胞培养体系就彰显其意
义，相信随着生物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对极体功
能也将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表 3 卵母细胞来源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oocytes derivation on the percent of PB1s extrusion of cattle’s oocytes
PB1 排出率/%
卵源
供试卵数/枚
处理水平/℃·h-1·mm-1·层-1
Treatment level
Extrusion rate of PB1
Oocyte
Number of tested oocytes
50
4
16.67±5.77c
储运温度 Transportation temperature

储运时间 Transportation time
卵泡大小 Oocyte size

卵丘层数 Cumulus cell layer

50

15

43.33±5.77b

50

25

63.33±5.77a

50

37

73.33±5.77a

90

3

73.33±5.77a

60

6

53.33±5.77b

170

<3

53.12±2.50b

285

3~6

73.08±2.17a

65

>6

45.00±14.72b

60

5

78.33±6.39a

60

2~4

76.66±3.85a

60

<2

38.33±6.39b

60

0

0.00±0.00c

卵母细胞体外培养成熟是获取极体的前提条
件。实验用牲畜卵母细胞通常采集自屠宰场，其培
养结果不仅取决于培养条件，还受到牲畜体况、卵
巢采集和储运条件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其中，培
养液是实验研究卵母细胞体外培养的主要对象，多
以 TCM199 中添加性激素、能量物质和血清等配制
而成。在体内，卵泡的生长发育主要受促性腺激素
和性腺类固醇激素调节，其中 FSH、LH 和 E2 相互
协调，发挥关键作用[19]。Real-time PCR 检测体外培
养 COCs FSH receptor (r)和 Cx43 mRNAs 表达在卵
母细胞成熟 0~6 h 最强，而 LH(r) mRNA 表达则在
卵母细胞成熟 6~24 h 内逐渐增强，且均高于裸卵相
应 mRNA 表达(显示出卵丘细胞在卵母细胞成熟过
程中的重要性)[20]，然而高浓度 FSH (>2000 ng/mL)
会显著增加卵母细胞第一次减数分裂错误，导致其
非整倍性升高[21]。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显示，雌
激素受体(ER-alpha36)在小鼠卵母细胞成熟期内始
终表达，将雌激素受体特异抗体注入小鼠 GV 期卵
母细胞发现，多数 PB1 提前排出[22]。FSH 和 LH 能
够促进内源性雌激素的分泌，而外源性雌激素有降
低内源性雌激素作用的趋势[23]。同时外源激素也会

由于生产厂家及批次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价。本
试验结果表明，10 μg·mL-1 FSH、10 μg·mL-1 LH 和
1.0 μg·mL-1 E2 对黄牛卵母细胞 Pb1 排出是有利的。
有报道，在培养液里添加少量丙酮酸钠可显著
促进牛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24]，丙酮酸盐可以作为
卵母细胞发育成熟的主要能量底物[25]，极体排出时
丙酮酸盐摄入量和乳酸盐生成量较 GVBD 阶段显
著减少，提示卵母细胞对能量底物的利用是一个动
态过程。通过在猪卵母细胞体外培养液里添加丙酮
酸钠，结果发现添加 0.3 mmol·L-1 丙酮酸钠的培养
效果最佳，添加 0.6 或 0.9 mmol·L-1 丙酮酸钠的培养
效果不理想[26]，可能是由于高浓度丙酮酸钠超过了
卵母细胞对其吸收利用的阈值并破坏了培养液自身
的离子平衡。本试验结果表明，培养液里添加丙酮
酸钠浓度在猪与牛上是相一致的。
不同哺乳动物极体排出时间有很大差异，黄牛
卵母细胞体外培养中 PB1 排出高峰出现在 16 h，24
h 排出率可达 73.5%[27]，然而利用含不同形态 PB1
的卵母细胞进行 ICSI 辅助生殖实验显示，不同 PB1
形态的卵母细胞其发育潜力显著不同，通过评估其
形态可推断卵母细胞的异常 [28] 。通过彗星试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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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山羊卵母细胞培养时间在 24 h 时 PB1 排出率最
高，此后 PB1 逐渐退化，其 DNA 损伤程度明显增
加，卵母细胞凋亡和老化的现象加重[29]。本试验结
果也表明，随着体外培养时间的延长，PB1 形态异
常率增高。因此，黄牛卵母细胞 PB1 采集时间在体
外培养 24 h 内较佳。
卵母细胞在卵泡微环境内生长，其自/旁分泌因
子有利于卵母细胞发育成熟。在体外培养中，培养
液为卵母细胞提供成熟的环境和所需的营养物质。
早前有研究认为，培养液体积对卵母细胞的成熟有
影响[30-31]，过多的卵母细胞聚集则易造成营养物的
匮乏和代谢废物的积累[15]，可以推测卵母细胞生长
有一定的密度限制。有试验表明，在 4 µL 培养液含
有 1 枚 COC 的比例条件下，宜使用 100～250 µL
培养液进行卵母细胞体外培养，其 PB1 排出率可达
78.10%左右[32]。本试验结果表明，在 50 µL 培养液
里放入 10～20 枚 COCs，PB1 排出率较高。
目前，实验用牲畜卵母细胞主要来源于屠宰场，
通常需要采摘卵巢运输至实验室。因此，有必要研
究卵巢质量和储运条件对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的影
响。一般使用无菌生理盐水短时间内运送卵巢，卵
巢离体运输时间过长，会因代谢障碍引起缺氧及有
害物质积累等，导致卵泡内卵母细胞生物活性降低
或退化甚至死亡。而卵巢的保存温度过高也会使卵
母细胞出现热应激，如 hsp70 蛋白合成增加，影响
卵母细胞遗传物质的稳定[33]。目前普遍认为卵巢适
宜的保存温度范围在 25～37℃[34]。有试验表明，牛
与羊卵巢保存在 20～25℃可获得较高的 PB1 排出
率[35]，牛卵巢在 37～39℃保存 8 h，卵母细胞 PB1
排出率将明显下降[36]。本试验结果表明，离体卵巢
在 25~37℃短时程(<3 h)运输对 PB1 排出无明显影
响，而超过 6 h 后会大幅下降。
然而上述实验结果的取得都有一个前提，就是
必须选择合适的卵母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卵巢表面
有大黄体或超大卵泡、颜色发紫及质地较硬，其卵
母细胞较少包裹卵丘细胞，往往不适合进行体外培
养，体外成熟较差；而卵巢质地柔软、色泽淡红、
鲜亮饱满，卵泡突出表面且大小均等，其卵母细胞
较为理想地包裹着卵丘细胞，在体外成熟的效果较
好，PB1 排出率也较高[37-38]。多数实验已表明，卵
丘细胞对卵母细胞成熟排出 PB1 至关重要[39-40]。卵
丘细胞与卵母细胞间广泛存在的缝隙连接是进行小
分子物质如 cAMP 等转移的必要条件[41- 42]。本试验
结果表明，抽取自直径 3~6 mm 的卵泡包裹有 2 层
以上卵丘细胞的 COCs 进行体外培养， 其 PB1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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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率较高。
综上所述，本实验成功探讨了利用黄牛卵母细
胞体外培养获取 PB1 的多种影响因素，为深入开展
哺乳动物极体发育功能的研究，通过极体冻存以保
护物种遗传资源等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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