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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和激活剂作用时间对山羊核移植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
李 斌 1,2，曹陈冲 2，陈立子 2，汪存利 2，赵 焕 2，李东伟 2，陶 勇 2，章美林 2，章孝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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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电融合前对重构卵继续孵育及激活剂 6-DMAP 不同作用时间对山羊核移植胚胎体外发育的影
响。结果显示，重构卵在成熟液中继续培养后，9~10 h 组的融合后卵子死亡率(27.42%)显著低于 30 min 和 90 min
组(49.26%和 56.3%) (P<0.05)， 胚胎卵裂率(68.15%)则显著高于 30 min 和 90 min 组(55.6%和 54.24%) (P<0.05)；重
构卵用离子霉素激活后，再用 6-DMAP 激活 0 h、2 h、3 h、4 h、5 h 及 8～10 h，各组间的胚胎卵裂率均无显著差
异(P>0.05)，但均显著高于未用 6-DMAP 组的卵裂率(P<0.05)。本试验结果表明，电融合前，继续成熟培养重构卵
有利于降低电融合时的卵子死亡率，提高卵子利用率；联合使用离子霉素和 6-DMAP 有利于提高激活效果，而
6-DMAP 的作用时间(2～10 h)不影响核移植胚胎的卵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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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cubation time and activation time of 6-DMAP on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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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incubation time before the electrofusion and
activation time of 6-DMAP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at nuclear transplanted embryos in vitro. The reconstructed oocytes were continually cultured in a maturation medium for 30 min, 90 min and 9-10 h before the electrofusio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rtality of reconstructed oocytes of 9-10 h group after the
electrofu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30 min and 90 min groups (27.42% vs. 49.26% and 56.3%,
P<0.05), while the cleavage rate of 9-10 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30 min and 90 min groups
(68.15% vs. 55.6% and 54.24%, P<0.05). The nuclear transplanted embryos activated by ionomycin were activated with 6-DMAP for 0 h, 2 h, 3 h, 4 h, 5 h, and 8-10 h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leavage rat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groups (P>0.05), but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mbryos
without 6-DMAP (P<0.05). In conclusion, the continued incubation of reconstructed oocytes before electrofusion
may be helpful for lowing the mortality of fusion and increasing the rate of available oocyte; the combination of
ionomycin with 6-DMAP could improve the activation efficiency in goat nuclear transplanted embryos, and activation time of 6-DMAP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cleavage of goat nuclear transplanted embryos.
Key words: goat; reconstructed ooctye; nuclear transplanted embryo; chemical activation; 6-DMAP
目前，核移植操作时的卵母细胞来源主要是来
自于屠宰场采集的卵巢，但是因屠宰场的卵巢处于

不同时期、卵巢上的卵泡大小差异较大等问题造成
了收集到的卵母细胞在体外成熟上的不同步[1-2]。当

收稿日期: 2013-05-21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zzjdyx12106），安徽省“十五”重大科技专项(04003005)和“十
一五”科技攻关项目(06013051A)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 李 斌，博士。E-mail：libinliccc@163.com
* 通信作者: 章孝荣，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zxr@ahau.edu.cn

41 卷 1 期

李

斌等: 孵育和激活剂作用时间对山羊核移植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

前，卵母细胞体外完全成熟的判断标准为第一极体
的排出[3]，但第一极体的排出仅仅代表了细胞核的
成熟，而不能作为胞质成熟的标准[4]，细胞质也必
须要发生相应的改变，才能使卵母细胞具备进行受
精及胚胎阶段发育的能力[5]。为此，本研究推测这
些胞质未成熟卵母细胞的电击承受力可能会比较
弱，在电融合时重构卵易出现大量死亡，降低卵子
利用率，这样势必会影响核移植的总效率。以往的
研究多集中在卵母细胞的成熟效果上，而对电融合
前重构卵的再培养与重构胚胎早期发育关系的研究
报道不多。
在化学激活效果的研究上，人们多数集中在比
较离子霉素的单独使用和联合使用其他种类激活物
质后获得的激活效果上[6-8]，而对于 6-二甲基氨基嘌
呤（6-dimethylaminopurine, 6-DMAP）作用时间对
重构胚早期发育的影响尚缺少详细报道。本试验就
上面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进一步优化现有
核移植的程序，提高核移植的效率。

1

材料与方法

卵母细胞的采集与成熟培养
用切割法从黄淮白山羊卵巢（采集自安徽凤台
县集中屠宰户）上收集含有 3 层以上完整致密的卵
丘－卵母细胞复合体（COCs），将 COCs 移入成熟
培养液（M199，10 μg·mL-1 或 1 IU·mL-1 FSH/LH，1
μg·mL-1 E2, 0.3 mmol·L-1 丙酮酸钠，10% FCS，75
IU·mL-1 青霉素和 75 IU·mL-1 链霉素）中，每 50 μL
液滴培养 10 枚 COCs，置于 38.5℃、5% CO2、饱和
湿度的培养箱条件下培养。
1.1

图 1 组织块法培养的山羊原代皮肤成纤维细胞
Figure 1 Primary fibroblast cells of Bore goat by the method
of explanted tissue culture

供体细胞培养
自波尔山羊耳部剪取一块组织，用 75％酒精浸
泡 60 s 后用无菌生理盐水洗 3 遍，置于 4℃生理盐
水中带回实验室。无菌条件下，将组织块充分剪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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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9]描述方法进行细胞原代和传代培养后，
得到的山羊耳皮肤成纤维细胞用于核移植（图 1）。
1.3 核移植程序
1.3.1 供体细胞的准备 核移植前 30 min 用 0.25%
的胰蛋白酶消化分离 10 代内波尔山羊耳成纤维细
胞，制备细胞悬液，然后分装到 0.5 mL 离心管中置
于 2~8℃冷藏待用。
1.3.2 受体卵母细胞的准备 卵母细胞在成熟培养
19～22 h 时，用 0.1%的透明质酸酶处理并配合玻璃
细管的吹打除去卵丘颗粒细胞，在体视显微镜下挑
出有第一极体排出的卵母细胞，移入 M199 培养液
中，置于培养箱中备用。
1.3.3 核移植重构卵的制备 将供体细胞和受体卵
母细胞移入 100 μL 显微操作液（含细胞松驰素 B 7.5
μg·mL-1 的 M2 培养基）中，置于培养箱中孵育 15～
30 min 后，在显微操作仪上用固定针固定卵母细胞，
使其第一极体位于 12:00～1:00 处，将注射针从
2:00～3:00 位置进针刺破透明带，吸除第一极体及
周围部分胞质完成去核操作。随后，用注射针吸取
边缘光滑、形态较圆的供体细胞，经原切口处将其
注入透明带下，轻压透明带，使供体细胞与受体胞
质贴紧，完成核移植重构卵的构建。
1.3.4 电融合 电融合操作前，将重构卵置于体视
显微镜下检查，以质膜是否破裂为卵子死亡标准，
剔除死亡的重构卵，可用的重构卵在 37℃预热的电
融合液（甘露醇 0.28 mol·L-1，醋酸钙 0.1 mmol·L-1，
醋酸镁 0.5 mmol·L-1，Hepes 0.5 mmol·L-1，BSA 1
μg·mL-1）中洗 3 遍。将重构卵移入融合槽，在体视
显微镜下用实心玻璃针轻轻拨动重构卵，使供核细
胞膜与胞质质膜的接触面与两电极平行，施以一个
250 v·mm-1、10 μs 的直流电脉冲，然后用培养液洗
3～5 遍后移入培养皿，置于培养箱中平衡培养，等
待激活处理。
1.3.5 重构卵的激活 将融合后的重构卵平衡培养
30 min～1 h 进行镜下检查，剔除死亡的重构卵子，
存活的重构卵用 5 μmol·L-1 离子霉素激活 4～5 min
后，移入预先平衡好的含 2 mmol·L-1 6-DMAP 的胚
胎培养液中继续激活。
1.3.6 重构胚的培养 核移植重构胚胎(即重构卵
子完成激活)在 50 μL 的微滴中，38.5℃，5% CO2，
饱和湿度下培养。每滴培养液中培养 10 枚为宜，培
养液为 CR1aa。培养到 48 h 时检查卵裂率。
1.5 试验方案
1.5.1 重构卵的电融合前孵育 供体细胞注入去核
的卵母细胞后，分别移入成熟液中继续培养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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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min、3～4 h 和 9～10 h 后再进行细胞电融合操
作。统计电融合后的死亡率、48 h 后的卵裂率以及
卵子利用率。
1.5.2 6-DMAP 的激活 重构卵用离子霉素激活后，
再用 6-DMAP 分别处理 0、2、3、4、5 h 和 8～10 h，
对重构卵进行激活。各组在 48 h 后统计卵裂率。
1.6 统计分析
实验中所得的结果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孵育时间对重构胚发育的影响
重构卵在电融合操作前于成熟培养液中分别培
养 30 min、90 min、3～4 h 和 9～10 h 后进行电融

2.1

孵育时间
Incubation time
30 min
90 min
3~4 h
9~1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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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果显示，孵育 9～10 h 组和 3～4 h 组重构卵
的融合后死亡率(分别 27.42%和 31.25%)显著低于
30 min 和 90 min 组(49.26%和 56.30%)(P<0.05)；平
衡 9～10 h 的重构胚卵裂率(68.15%)显著高于 30
min 和 90 min 组(55.60%和 54.24%) (P<0.05)；9～
10 h 组卵子的利用率(49.46%)显著高于 30 min 和 90
min 组(28.21%和 23.70%)(P<0.05) (表 1)。
2.2 6-DMAP 激活时间对重构胚卵裂率的影响
经电融合后获得的重构卵先用离子霉素激活
4～5 min，再移入含 6-DMAP 的培养液中进一步激
活。结果发现，用 6-DMAP 激活处理的胚胎各组间
的卵裂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但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 (表 2)。

表 1 孵育时间对重构胚发育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incubation tim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constructed embryos
融合后死亡率/%
卵裂率/%
卵子利用率/%
Mortality of post-electrofusion
Rate of cleavage
Rate of available oocyte
49.26 (234/475)a
55.60 (134/241)a
28.21 (134/475)a
a
a
56.30 (76/135)
54.24 (32/59)
23.70 (32/135)a
b
ab
31.25 (20/64)
52.27 (23/44)
35.94 (23/64)ab
27.42 (51/186)b
68.15 (92/135)b
49.46 (92/186)b

注：卵裂率，卵裂数/培养胚胎总数；卵子利用率，卵裂胚胎数/融合操作重构卵数。a, b, c：同栏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
著(P<0.05)。下同。
Notes：Rate of cleavage，number of cleavage /total of embryo；Rate of available oocyte, number of cleavage/total of fusional reconstructed oocyte. a, b, c: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P<0.05). The same below.
表 2 6-DMAP 激活时间对重构胚卵裂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activation time of 6-DMAP on cleavage
rate of reconstructed embryos
6-DMAP
激活处理的
卵裂率/%
激活时间/h
重构卵数
Rate of
Activaton time
No. of activated
cleavage
of 6-DMAP
reconstructed oocytes
0
43
34.88 (15/43)a
2
61
59.02 (36/61)b
3
64
54.69 (35/64)b
4
174
59.2 (103/174)b
5
42
59.52 (25/42)b
8~10
115
57.39 (66/115)b

3

讨论

电融合前孵育时间对核移植重构卵的影响
在试验的前期发现，按正常的核移植操作过程
进行核移植时，在细胞电融合时重构卵的死亡率非
常的高（50%左右），这样势必造成核移植总效率的
降低。我们推测主要原因可能是显微操作时卵母细
胞的核虽然已经成熟（第一极体排出）
，但是此时的
部分卵母细胞胞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成熟，这些胞
质未能成熟的卵母细胞，电击承受能力可能较低，
更容易因为电击造成卵母细胞裂解而死亡，所以在
3.1

重构操作结束后将重构卵放入培养液中继续培养以
期获得卵母细胞胞质的进一步成熟而增加卵母细胞
的电击承受力，从而降低电融合时的融合死亡率。
试验结果表明，在核移植后将重构卵再孵育 3～4 h，
重构卵在融合时的死亡率降到了 31.25%，显著低于
孵育 30 min 和 90 min 组的死亡率；孵育 9～10 h 后
融合死亡率进一步降到 27.42%，这一结果初步证实
了试验的前期推测。试验中，孵育 9～10 h 组的核
移植重构胚卵裂率为 68.15%，显著高于 30 min 和
90 min 组，但与 3～4 h 组相比差异不显著，原因可
能为试验中 3～4 h 组处理的样本数较少造成的。
Web 等认为，随着卵母细胞成熟时间的延长和卵母
细胞胞质的老化，维持减数分裂阻滞的物质的降解，
卵母细胞就越易被活化[10]。目前研究的结果表明卵
母细胞成熟到 28～30 h 进行激活，获得的卵裂率和
囊胚率最高[11-12]。本研究的结果也间接证明了卵母
细胞的活化率与卵龄有关。统计卵子利用率时，我
们发现继续培养 9～10 h 组的卵子利用率为 49.5%，
显著高于 30 min 和 90 min 组，与 3～4 h 组虽未达
到差异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后者样本数少造成。总
之，本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在核移植操作时，在电

41 卷 1 期

李

斌等: 孵育和激活剂作用时间对山羊核移植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

融合前对重构卵进行继续培养有利于降低融合时的
死亡率，提高核移植的总效率。
3.2 6-DMAP 激活时间对重构胚胎卵裂率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卵母细胞内游离钙离子浓度的变
化在卵母细胞受精激活和人工激活过程中起重要的
作用[13-15]。离子霉素(ionomycin)是一种高效的化学
激活剂，在卵母细胞激活时可以动员卵母细胞内的
钙离子来触发钙离子内流，形成钙震荡，从而启动
卵母细胞的活化[16-17]。但是，单独使用离子霉素并
不能很好的活化卵母细胞。有研究发现单独使用离
子霉素不能使激活的卵母细胞形成原核[18]。本实验
中单独使用离子霉素激活仅得到 35％的核移植胚
胎卵裂率，显著低于联合使用 6-DMAP 组，试验结
果与已报道的研究结果一致[11]。单独使用离子霉素
激活卵母细胞后，成熟促进因子(MPF)水平下降一
段时间后，由于蛋白质合成和特殊蛋白磷酸化的作
用，水平又会升高，所以难以获得较好的激活效果。
但如果在激活时联合使用蛋白酶抑制剂 6-DMAP 就
能够有效的抑制蛋白质合成和磷酸化而抑制 MPF
和细胞静止因子(CSF)的活性，同时抑制了第二极体
的排放，启动有丝分裂和加速原核的形成，进一步
改善卵母细胞的激活效果。本研究结果证实这一点，
结果充分显示离子霉素与 6-DMAP 联合使用的激活
效果要显著好于离子霉素的单独使用且激活效果稳
定，试验结果与已有报道一致[6,12,19]。目前，对于
6-DMAP 作用时间的研究缺少详细报道，本试验对
此进行了探讨。试验结果显示，山羊核移植胚胎用
离子霉素激活后，再用 6-DMAP 激活 2～5 h 甚至
8～10 h 后，48 h 后的核移植胚胎卵裂率，各组间没
有显著性的差异，均接近 60%。有研究在对牛卵母
细胞孤雌激活的研究中发现，用 6-DMAP 处理牛卵
母细胞 4 h、6 h 和 8 h 后，胚胎的卵裂率和囊胚率
均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卵裂率与囊胚率均显著的
高于 2 h 组[20]。这一结果与本试验的结果有细微差
别，其原因可能在于所处理的卵母细胞质量和试验
对象有差异造成。本研究结果表明，6-DMAP 作用
2～10 h 后，核移植胚胎的早期卵裂率没有表现出明
显差异，其对胚胎的早期卵裂发育作用可能有限，
它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在于胚胎的后期发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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