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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动物生殖生理学是研究动物的发生、发育及其繁衍规律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是开展动物

繁殖生物技术的理论依据。近年来随着繁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生殖生理调控技术尤为重

要。为此，中国农业大学于２００３年将 《动物生殖生理学》课程列为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其建设的总目标是建设国内一流的课程，具体任务之一是编写出一本以细胞和分子水平相结合，

反映出新世纪动物生殖生理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的适宜研究生使用的高水平教材。

项目立项后，由主编朱士恩教授首先拟定教材编写大纲，并组织编者认真讨论和修改，按照

编者的专业特长分工撰写初稿，由主编和副主编初次修改后送主审北京农学院胡明信教授审阅，

并将修改后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编者进行修改和完善，然后送副主审河北农业大学桑润滋教授审

阅。经二审修改后编者互查，主审最后审定排版。

本教材共分１０章，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周虚编写第一章，朱士恩编写第二章，张忠诚和周

虚编写第三章，卢克焕和张明编写第四章，高建明编写第五章，刘国世编写第六章，谭景和编写

第七章，田见晖编写第八章，郑行编写第九章，杨利国编写第十章。

编者与审阅人来自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从事动物生殖领域研究和教学的知名教授和年轻学者，

他们绝大多数具有博士学位，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充分了解和掌握当前国内外本领域的

研究发展动态，而且所编写的章节内容是各自的擅长，这保证了写作上的广度和深度。但由于当

前生殖研究与相关理论发展极为迅速，错误和争议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提出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改和完善，全体编者将不胜感谢。

编　者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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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年来，随着动物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作为生物技术理论基础的动物生殖生理学，就显

得更为重要，特别是近些年来，且生物技术的研究方向逐步由细胞水平向分子水平发展，人们的

研究热点也逐步转向生殖与生殖调控。为此，在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论述动物

生殖生理的研究生用教科书。

为适应研究生培养改革的需要，推进教学改革，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

量，创立一流的研究生教学水平，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研究生第一批重点建设课程，其中 《动物

生殖生理学》教材的编写是被列入的重点课程内容之一。该教材由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朱

士恩教授为主编，是国内目前惟一的一本由动物胚胎的性别分化、配子的发生与发育、受精、胚

胎发育、妊娠、分娩、泌乳及生殖免疫调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研究生用教材。教材的写作特点

是内容全面系统、新旧观点结合、论述深入浅出、图表文字并茂。编委会成员、编者和审稿人基

本上是本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全部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所从事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方面颇

有造诣。

本教材适用于农业和综合性院校从事生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殖内分泌学、细胞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动物生理生化、动物细胞学、兽医产科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等专业的研

究生和教师参考用教材，同时也可为本科生和从事动物胚胎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科技人员提供参

考。

本教材的出版，无论是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生培养，还是对科研水平的提高，乃至我国的动

物生物技术相关学科的发展将会起促进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
　

２００５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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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动物生殖生理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动物生物技术的理论基础，是研究动物

的发生、发育及其繁衍规律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
动物生殖生理学的发展与家畜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动物细胞学、动物细胞遗传学、动物分

子遗传学、动物育种学、生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殖内分泌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动物生理生化、兽医产科学、动物繁殖学和动物繁殖生物技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动物生殖生理研究的主要宗旨是揭示动物生殖过程中的各种生理现象，分析其调节规律，探

索其发生与发育机理。从最初的形态学研究发展到细胞生物学阶段，进而深入到当今的分子生物

学阶段，使研究由个体和细胞水平，向群体和分子甚至基因水平深入。从最初的对现象和行为观

察与描述，发展到用解剖学和组织细胞学方法去认识生殖规律，如今已经提高到以现代科学仪器

手段去揭示生殖细胞的超微结构，并从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角度解释动物生殖过程中的启

动、抑制、调节和平衡等现象。
动物生殖生理学的主要内容分十章论述，包括生殖调节基础、雌性动物生殖生理、雄性动物

生殖生理、受精机理、早期胚胎发育生理、妊娠机理、性别决定与生殖器官发生、分娩发动、泌

乳生理和生殖免疫。重点阐述和讨论动物的性别分化、配子的发生与发育、受精、妊娠、分娩、
泌乳及生殖免疫等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调控机理。

第一章：生殖调节基础。生殖激素是调控动物生殖机能的关键物质，其作用贯穿于动物配子

的发生到繁殖机能丧失的全过程。其中一类直接作用于生殖活动，并以调节生殖过程为主要生理

功能的激素，称为生殖激素。生殖激素与其他相关的激素、体液的相互协调和一系列的生物化学

变化是引起各种生殖活动的物质基础。另一类是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质。重点阐述下丘脑 垂体 性

腺轴对动物生殖过程调节机制，其中以生殖激素为基础的内分泌调节生殖过程为主要机制，并辅

以生长因子为基础的旁分泌和自分泌调节。
第二章：雌性动物生殖生理。全面而系统地描述了卵泡的发生与发育过程，论述了不同激素

和因子对腔前和有腔卵泡的生长和分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调节机理，并从细胞、分子乃至基因水

平对卵母细胞的发育与成熟分裂机理进行分析。同时用卵泡波发生过程的动态模式解释卵泡波的

募集、选择、优势化、排卵或闭锁的调节机理。
第三章：雄性动物生殖生理。以几种家畜作对比，利用精子发生周期和精子发生波理论，详

细描述了精子发生过程中在时间及空间上的形态学变化和雄性生殖器官的结构特征及其生理功

能。并着重论述了下丘脑 垂体 睾丸轴对雄性的精子发生过程的调控作用。
第四章：受精机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配子 （精子与卵子）排出后，在母畜生殖道内的同步

运行规律和调节机制；受精前后发生的生物物理、生理生化和免疫学反应。同时，分析了输卵管

环境对受精的影响。本章的重点是从分子水平阐述精卵融合和受精对卵子激活的分子机制。
·１·



第五章：早期胚胎发育生理。总结了早期胚胎各阶段的发育过程和特点。系统地描述了受精

卵的卵裂、囊胚及原肠形成机制，重点论述早期胚胎的基因表达调控，其中包括母型基因表达调

控；母型调控向合子型调控过渡；合子型基因表达与调控的母源物质的转变调控过程。同时论述

了输卵管和子宫环境对胚胎发育调控的重要性。
第六章：妊娠机理。本章对反刍动物、单胃动物、啮齿动物、灵长类动物及其他动物 （如

犬、猫）的妊娠机理进行了阐述。其中主要论述了妊娠识别因子的种类和在动物妊娠过程中的分

子生物学作用机理。并对不同种动物的妊娠识别、胚泡附植时间、部位、过程和模式进行了比较

和描述。同时论述了类固醇激素、胚胎和子宫环境三者间互作关系。详细分析了光照控制、环境

温度、哺乳刺激和营养控制等各种因素对胚泡延迟附植的影响。
第七章：性别决定与生殖器官发生。阐述了哺乳动物生殖器官的发生过程及其三个明显的特

点。第一，在发生和结果上与泌尿器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作为性腺主质的生殖细胞并不起

源于性腺之内，而是由性腺外其他部位迁移到性腺定居的。第三，性腺最初处于性别未分化阶

段，于性别决定后才分化为睾丸或卵巢。随着性腺的分化，经初级和次级性别决定后，雄性的睾

丸和雌性的卵巢分别分泌雄激素和雌激素，在激素的调节作用下，最初存在的两套生殖导管中只

有一套发育，另一套退化。
第八章：分娩发动。详细阐述了母体妊娠后至分娩前的各种激素的调节与变化规律，特别是

雌激素、孕激素、松弛素、前列腺素、催产素等水平变化。分娩发动是母体和胎儿共同参与的生

理过程，在反刍动物中胎儿的内分泌系统对于分娩发动起着决定性作用。为此，本章对胎儿在生

长发育过程中，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激素调节与表达和胎儿发动分娩机理进行重点表述。
第九章：泌乳生理。泌乳是哺乳动物分娩后的一个重要的生殖阶段。泌乳包括乳汁的分泌和

排出两个既独立又互相制约调节的过程。本章除对乳腺的组织、结构功能进行描述外，重点论述

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对乳腺的生长发育、乳汁的合成、泌乳的发动、乳汁的排出和维持泌乳的调控

机制。同时还对环境因素与泌乳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十章：生殖免疫。动物的生殖免疫学又称免疫繁殖学，是动物繁殖学和动物生殖生理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动物生殖活动中的免疫现象及免疫学调节规律的科学。本章着重论述了动

物生殖免疫的基础知识和系列免疫调控。其中包括发情排卵、受精、细胞因子对胚胎与胚盘发

育、免疫异常与妊娠失败、分娩及泌乳的免疫调控。

（朱士恩）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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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殖调节基础

第一节　概　　述

一、内分泌学与动物生殖

内分泌学是研究激素及其受体的生化、生理、药理和分子生物学的一门学科。生殖内分泌学

是内分泌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内容包括与生殖有关的激素及其受体的结构和功能、生殖机能的

内分泌调节规律及其人工调控等。内分泌腺合成和分泌的激素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特异性的靶器

官，刺激或抑制某些功能活性，产生广泛的生理效应。动物的繁殖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雄性

动物的精子发生及性行为；雌性动物的卵子发生、卵泡发育、排卵和周期性的发情变化、受精、
妊娠、分娩及泌乳等，这些生理机能必须相互协调并按严格的顺序进行，使有关的器官和组织产

生相应的变化。所有这些机能，都受着内分泌激素的调控。
研究发现，有些器官或组织内一种类型的细胞分泌的活性因子不进入血液循环，只在器官或

组织内调节另一类型细胞的功能，这种现象被称为旁分泌 （ｐａｒａｃｒｉｎｅ）。旁分泌至少还包括两种

表现形式：隐分泌和邻分泌。隐分泌 （ｃｒｙｐｔｏｃｒｉｎｅ）指一个细胞分泌的因子对围绕在其周围的不

同类型细胞的功能起调节作用，如雄性动物睾丸曲精细管中足细胞对生殖细胞的调节作用。邻分

泌 （ｊｕｘｔａｃｒｉｎｅ）指某些因子以膜结合蛋白形式存在于细胞膜表面，这些因子与邻近细胞膜上特

异性受体结合而形成细胞间的联系，它们也可以从膜上脱离，起到旁分泌的作用。如表皮生长因

子、肿瘤坏死因子等就有这种作用。另一种调节方式是自分泌调节。由一个细胞分泌的调节因子

可再与这个细胞 （或同类细胞）自身的膜受体结合，并影响该细胞的功能，这种现象称为自分泌

（ａｕｔｏｃｒｉｎｅ）。如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可通过自分泌作用调节自身细胞的功能。
此后，还提出了胞内分泌的概念，最初是用于描述去睾丸大鼠模型中，某些外周组织将肾上腺来

源的雄激素前体物质转化为睾酮或脱氢睾酮的现象。这些局部合成的雄激素 （或雌激素）在合成

的细胞内发挥作用，而没有被释放到细胞间隙，故称为胞内分泌 （ｉｎｔｒａｃｒｉｎｅ）。后来发现，一些

生长因子在细胞内合成后也可与细胞内受体结合而影响自身细胞的功能。
概括而言，以生殖激素为基础的内分泌调节是调节生殖过程的主要机制，而以生长因子为基

础的旁分泌和自分泌调节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调节生殖机能的器官和组织

动物的生殖以性腺的活动为基础，即两性的性腺产生雌、雄配子，配子受精形成合子继而发

育成新的个体。同时，性腺还产生性腺激素，引起一系列有关的形态、行为、生理生化变化。性

腺的活动受垂体、下丘脑以及更高级神经中枢的调节，从而构成大脑 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相互

调节的复杂系统。此外，生殖过程还涉及其他外周器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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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脑边缘系统

动物生殖机能的发育和建立、生殖过程和繁殖行为等，都受外界环境因素 （如光照、温度

等）的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感受这些外界刺激并做出反应，从而调节动物体的内分泌机能和行为

变化。
大脑边缘系统包括大边缘叶的皮质及皮质下核、边缘中脑区、边缘丘脑核等部分。其中大边

缘叶皮质主要包括海马和齿状回等组成的古皮层、前梨状区和内嗅区等组成的旧皮层、扣带回和

海马回等组成的中皮层，以及新皮层。皮质下核有杏仁复合体、隔核、下丘脑诸核、丘脑上部缰

核、丘脑前核及部分基底神经节。
边缘系统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与行为、内分泌、血压、体温、内脏活动等均有关。对于繁殖

机能而言，边缘系统也是高级控制中枢，与性成熟、性行为、促性腺激素释放等都有密切关系。
（二）丘脑下部

丘脑下部又称下丘脑，也可算做边缘系统的组成部分。下丘脑包括第三脑室底部和部分侧

壁。在解剖学上，下丘脑由视交叉、乳头体、结节部和正中隆起组成，底部突出以漏斗柄和垂体

相连。
下丘脑的组织构造可分为两侧的外侧区和中间的内侧区，均含有许多神经核。外侧区的

神经核群统称为下丘脑外侧核；内侧区的神经核群包括前组的视前核、下丘脑前区神经核、
视交叉上核、视上核、室旁核等，结节组的背内侧核、腹内侧核、弓状核等，以及后组的乳

头体核等 （图１ １）。结节组又称促垂体区，是神经内分泌的主要区域。下丘脑是调节繁殖活

动的直接中枢。

图１ １　下丘脑神经核和垂体示意图

ＡＨ腺垂体　ＡＲＣ弓状核　ＡＨＡ下丘脑前区神经核　ＤＨＡ下丘脑背区　ＤＭＮ背内侧核　ＭＥ正中隆起

ＮＨ神经垂体　ＭＢ乳头体　ＰＭ乳头体前核　ＯＣ视交叉　ＰＶＮ室旁核　ＰＯＮ视前核

ＰＨＡ下丘脑后区　ＰＴ结节部　ＳＣＮ视交叉上核　ＳＯＮ视上核　ＶＭＮ腹内侧核

（方格部分为ＬＨ和ＦＳＨ排卵前峰控制中心，斜线部分为ＬＨ和ＦＳＨ持续分泌控制中心）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７ｔｈＥｄ．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ｄＷａｌｋｉｎｓ，２００１，３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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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垂体

１垂体的解剖特点　垂体是内分泌的主要腺体，它分泌的多种激素对繁殖活动发挥重要的

调节作用。
垂体位于大脑基部称为蝶鞍的骨质凹内，故又称为脑下垂体。垂体主要由前叶和后叶及两者

之间的中叶组成。不同动物垂体中叶发育程度不一，如牛、马垂体发育良好，猪则不很发达。垂

体前叶主要是腺体组织，又称腺垂体，包括远侧部和结节部；垂体后叶主要为神经部，称为神经

垂体。

图１ ２　下丘脑与垂体前叶的关系

１传入神经纤维　２下丘脑分泌细胞周围的毛细血管　３下丘脑动脉

４垂体上动脉　５垂体门脉系统　６垂体前叶　７血管窦

８嗜酸细胞　９嗜碱细胞　１０嫌色细胞　１１促性腺激素　１１′ＦＳＨ

１１″ＬＨ　１１ＬＴＨ　１２ＴＳＨ　１３ＡＣＴＨ　１４ＧＨ　１５糖尿因子

１６胰岛素　１７甲状腺素　１８肾上腺皮质素　１９睾酮　２０雌激素

２１孕酮　２２垂体后叶　２３垂体侧静脉

（注意：由下丘脑神经分泌细胞来的激素，通过门脉系统进入前叶）

（引自谢成侠．家畜繁殖学原理．南京：江苏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４１）

２垂体与下丘脑的解剖学关系

垂体通过漏斗柄与下丘脑相连。垂体

后叶为漏斗柄的延续部分，来自下丘

脑神经核 （神经内分泌细胞）的神经

纤维终止于垂体后叶，并和血管接

触，下丘脑合成的垂体后叶素在此释

放进入血液循环。
垂体前叶与下丘脑的关系要比垂

体后叶的复杂得多。过去一直认为，
下丘脑对垂体前叶内分泌活动的调

控只有体液途径，即进入垂体的血

管———垂体 上 （前）动 脉 和 垂 体 下

（后）动脉在下丘脑漏斗部形成毛细血

管网，然后组成垂体门脉，经漏斗柄

进入垂体前叶组织内。下丘脑各种神

经核及其他神经核发出的神经纤维分

布到漏斗部的毛细血管网，形成血管

神经突触，下丘脑合成的神经激素借

助于垂体门脉系统到达垂体前叶，调

控前叶的激素合成和释放 （图１ ２）。
然而，后来发现，在垂体前叶也

存在一些肽能神经纤维，其中有的来

自下丘脑，其他来源尚待进一步研

究。这些神经纤维与垂体前叶腺细胞

关系密切，并有突触联系。因此，有

学者提出了哺乳动物垂体前叶受神经

和体液双重调节的假说，使长期以来

认为下丘脑仅能通过门脉调节垂体前

叶分泌的观点受到冲击。
此外，垂体前叶还存在少量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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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感神经系统的神经纤维，它们控制腺体的血管收缩。
（四）性腺

雄性动物的睾丸和雌性的卵巢是重要的内分泌、旁分泌和自分泌器官。
（五）其他器官和组织

子宫、胎盘、松果腺、甲状腺、肾上腺、胰岛、免疫器官等器官和组织所分泌的激素或生长

因子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参与动物繁殖机能的调节。

三、调节生殖机能的物质种类

（一）神经递质

由神经末梢释放并在突触内起作用 （如引起膜电位或离子通透性变化）的物质称为神经递质

（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另有一些物质由突触或末梢释放出来，虽不直接改变神经细胞膜电位或离

子通透性，但可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或其效应，这种物质称为神经调质 （ｎｅｕｒ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有

些物质既可作为神经递质，又可作为神经调质。
主要的神经递质有如下几类。
１乙酰胆碱。
２氨基酸类　Ｌ 谷氨酸、Ｌ 天冬氨酸、甘氨酸、γ 氨基丁酸等。
３胺类　５ 羟色胺、组胺、儿茶酚胺 （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
４多肽类　类阿片肽 （内啡肽、脑啡肽、强啡肽）、神经肽Ｙ、神经肽Ｐ物质、降钙素基因

相关肽、血管活性肽等。
５无机分子　ＮＯ、ＣＯ等。
（二）激素

１神经激素　下丘脑激素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后叶激素 （催产素、血管加压素）、
松果腺激素等。
２促性腺激素　促黄体素、促卵泡素、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促乳

素等。
３性腺类固醇激素　雌激素、孕激素、雄激素等。
４性腺肽类激素　松弛素、抑制素、激活素等。
５前列腺素。
６外激素。
７其他激素　代谢激素如胰岛素、生长激素、甲状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瘦素等。
（三）肽类生长因子

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成纤维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

子等。

第二节　神经激素

中枢神经系统内有些细胞能合成和分泌一些肽类物质，并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远隔的靶器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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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这些细胞称为神经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神经肽称为神经激素。有的神经内分泌细胞

（如下丘脑某些细胞）既具有神经元的特征，又具有内分泌特征。但也有的神经内分泌细胞早已

不具备神经细胞的特征，而且它们所分泌的神经激素中还包括一些小分子的氨基酸衍生物。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神经分泌物既有神经激素功能，又具神经递质功能。

一、下丘脑激素

（一）下丘脑激素的种类

下丘脑的神经内分泌细胞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神经内分泌细胞，位于视上核和室旁核，
可分泌加压素、催产素等肽类激素，此类激素沿神经垂体束的长轴索下行，储存于垂体后叶，需

要时释放入血液；另一类是小型内分泌细胞，主要位于下丘脑结节组 （促垂体区），至少分泌９
种肽类激素，通过垂体门脉系统调节腺垂体的功能。这些激素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ｎ
ＲＨ）、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ＴＲＨ）、生长激素释放激素 （ＧＨＲＨ）、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

激素 （ＣＲＨ或ＣＲＦ）、促乳素释放因子 （ＰＲＦ）、黑素细胞刺激素释放因子 （ＭＲＦ）等６种释放

激素 （因子）和生长激素释放抑制激素 （ＧＨＩＨ）、促乳素抑制因子 （ＰＩＦ）和黑素细胞刺激素抑

制因子 （ＭＩＦ）３种抑制激素 （因子）。在此只讨论ＧｎＲＨ。
（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ｎＲＨ）合成和分布　ＧｎＲＨ
主要由下丘脑的特异性神经核合成。ＧｎＲＨ神经元的细胞体位于下丘脑的视前区、前区和弓状

核，其轴突集中于正中隆起，合成的ＧｎＲＨ在此处以脉冲方式释放到垂体门脉系统。此外，在

脑干、杏仁核等下丘脑以外的神经组织中也存在ＧｎＲＨ神经纤维。实际上，ＧｎＲＨ在整个脑区

均有分布。
研究还发现，松果腺、视网膜、性腺、胎盘、肝脏、消化道、颌下腺等多种器官组织存在

ＧｎＲＨ或ＧｎＲＨ样肽。说明这种激素的来源和分布十分广泛。

２ＧｎＲＨ的化学结构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分离哺乳动物的ＧｎＲＨ并确定其分子结构以来，
至今已在脊椎动物确定了十多种ＧｎＲＨ分子结构的变异型，其中哺乳动物１种，鸡２种，鱼类

多种，图１ ３列出了部分变异型。所有ＧｎＲＨ分子均为十肽，其中第１～４位氨基酸残基 （Ｃ
端）和第９、１０位氨基酸残基 （Ｎ端）高度保守，而第８位氨基酸残基变动最大，其次是第５、

图１ ３　部分脊椎动物的ＧｎＲＨ分子结构
　

·７·

第一章　生殖调节基础



７和６位。在ＧｎＲＨ分子中，Ｎ端的焦谷氨酸含有内酰胺键，因而没有游离氨基；Ｃ端的甘氨酸

形成酰胺结构，因而也没有游离的羟基 （Ｃａｒｏｌｓ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Ｋ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Ｐｏｗｅｌ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Ｌｏｖｅｊｏ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ＧｎＲＨ在体内极易失活，因为肽链中第６和７位、第９和１０位氨基酸残基之间的肽键极易

被裂解酶分解。此外，第５和６位氨基酸残基之间的肽键也不稳定。
用Ｄ 氨基酸 （如赖氨酸）置换第６位的甘氨酸，或去掉第１０位的甘氨酸后于９位的脯氨酸

后接上乙酰胺，即合成各种ＧｎＲＨ高活性类似物 （激动剂），如国产的ＬＲＨ Ａ３ 和国外的

Ｂｕｓｅｒｅｌｉｎ（又名Ｒｅｃｅｐｔａｌ或ＨＯＥ７６６）等，其生物活性比天然ＧｎＲＨ高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相

反，用Ｄ 氨基酸取代第６位以外的Ｌ 氨基酸，则合成ＧｎＲＨ颉颃类似物或颉颃剂 （Ｓｃｈａｉｓｏｎ，
１９８９）。

３ＧｎＲＨ的生物学作用及其机理

（１）ＧｎＲＨ的生物学作用　已知ＧｎＲＨ分布广泛，且除垂体外还在多种组织如交感神经系

统、视网膜、肾上腺、性腺、胎盘、乳腺、胰脏、心肌、肺和某些肿瘤细胞上存在ＧｎＲＨ受体，
说明ＧｎＲＨ的功能具有多样性。
ＧｎＲＨ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垂体前叶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其中以促ＬＨ释放为主，也

有促ＦＳＨ释放的作用，但ＦＳＨ分泌还有不同于ＬＨ分泌的调节机制。然而，长时间或大剂量

应用ＧｎＲＨ及其高活性类似物，会出现所谓抗生育作用，即抑制排卵、延缓胚胎附植、阻碍

妊娠甚至引起性腺萎缩。这种作用与ＧｎＲＨ本来的生理作用相反，故称为ＧｎＲＨ的 “异相作

用”。
已知分布在不同器官的ＧｎＲＨ，其作用也不同。如人胎盘绒毛膜的ＧｎＲＨ调节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等多种绒毛激素的释放；乳腺癌细胞可自分泌ＧｎＲＨ，对癌细胞生长起抑制性调节作用；
视网膜ＧｎＲＨ作为神经递质能增强节细胞对颜色刺激的敏感性；消化道和颌下腺产生ＧｎＲＨ可

能对消化生理起调节作用。ＧｎＲＨ对性腺也有直接的调节作用，例如ＧｎＲＨ抑制体外培养的黄

体细胞分泌孕酮。以上这些作用可称为ＧｎＲＨ的垂体外作用。
（２）ＧｎＲＨ作用于靶细胞的机理　肽类激素的受体存在于靶细胞的细胞膜上。在垂体促性

腺激素分泌细胞的细胞膜上存在着分子质量约１００ｋｕ的ＧｎＲＨ受体。当ＧｎＲＨ与受体结合后，
通过微聚作用激活２条途径 （图１ ４）：一方面促进细胞外Ｃａ２＋内流；另一方面激活与受体偶联

的鸟嘌呤核苷酸结合蛋白 （Ｇ蛋白），Ｇ蛋白激活磷脂酶Ｃ，磷脂酶Ｃ使肌醇磷脂水解为甘油二

酯 （ＤＡＧ）和三磷酸肌醇 （ＩＰ３），ＩＰ３可促使动物动用细胞内Ｃａ２＋库中的Ｃａ２＋。胞外Ｃａ２＋的内

流和胞内Ｃａ２＋的动用，使胞内Ｃａ２＋浓度上升，激活钙调蛋白 （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ＤＡＧ可激活蛋白

激酶Ｃ （ＰＫＣ）。ＰＫＣ和钙调蛋白活化激发一系列的蛋白质磷酸化作用，改变细胞功能，引起促

性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总之，ＧｎＲＨ作用机制十分复杂，但可肯定的是，Ｃａ２＋是其作用的第

二信使；ＤＡＧ起到Ｃａ２＋信息增强剂的作用；钙调蛋白和ＰＫＣ在Ｃａ２＋和ＤＡＧ对促性腺激素释

放中起介导作用。
４ＧｎＲＨ分泌的调节　下丘脑ＧｎＲＨ分泌细胞 （肽能神经元）活动的调节可分为两类，一

类属于神经调节，一类属于体液 （激素）调节。
内外环境的变化反映到高级神经中枢，其神经末梢与ＧｎＲＨ神经元的胞体或树突形成突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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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通过释放胺类、肽类神经递质 （参见本章第七节），调节ＧｎＲＨ的分泌活动。松果腺分泌

的褪黑素可影响ＧｎＲＨ分泌。
ＧｎＲＨ分泌的激素调节包括３种反馈机制。性腺类固醇通过体液途径作用于下丘脑，调节

ＧｎＲＨ的分泌，此为长反馈调节；垂体促性腺激素通过体液途径对下丘脑ＧｎＲＨ的分泌进行调

节，称为短反馈调节；血液中ＧｎＲＨ浓度对下丘脑的分泌活动也有自身引发效应，此称超短反

馈调节。

图１ ４　ＧｎＲＨ作用机理模式图

ＰＩ磷脂酰肌醇　ＰＡ磷脂酸　ＩＰ３三磷酸肌醇

（改自Ｃｏｗａｎ，Ｓｅｉｆ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Ｒａｖｅｎ，１９９７，２４）　

在下丘脑发现有两个调节ＧｎＲＨ分泌的中枢 （图１ １），一个为持续中枢 （ｔｏｎｉｃｃｅｎｔｅｒ），
位于下丘脑弓状核和腹内侧核，控制ＧｎＲＨ的基础分泌，雌激素对该中枢有负反馈调节作用；
另一个为周期中枢 （ｃｙｃｌｉｃｃｅｎｔｅｒ）或称排卵前中枢，位于视交叉上核及视前区内侧核及内侧视

前区，高浓度雌激素对该中枢有正反馈调节作用，控制排卵前中枢，位于视交叉上核及视前区内

侧核及内侧视前区，高浓度雌激素对该中枢有正反馈调节作用，控制排卵前的ＧｎＲＨ和ＬＨ峰

释放。高浓度孕酮则抑制周期中枢。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下丘脑ＧｎＲＨ神经元并没有雌激素受

体，表明雌激素的反馈作用不是直接作用于ＧｎＲＨ神经元，而是通过影响其他神经元的活动而

间接调节ＧｎＲＨ分泌。例如下丘脑弓状核β 内啡肽神经元存在雌激素、孕激素受体，又和

ＧｎＲＨ神经元有突触联系。
此外，近年来提出了ＧｎＲＨ脉冲发生器的概念。ＧｎＲＨ脉冲发生器位于下丘脑内侧基底部，

包括腹内侧核、弓状核和正中隆起等，相当于持续中枢的部位。这些部位的ＧｎＲＨ神经元自身

具有脉冲式释放ＧｎＲＨ的能力，并受来自其他神经元的多种神经递质调控，从而引起垂体促性

腺激素的脉冲式释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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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催 产 素

催产素 （ｏｘｙｔｏｃｉｎ）是由下丘脑合成经神经垂体释放进入血液循环的一种神经激素，是第一

个被测定出分子结构的神经肽。
（一）催产素的合成部位及转运

在下丘脑视上核和室旁核含有两种较大的神经元，一种合成催产素，一种合成加压素，这些

神经元被称为大型神经内分泌细胞或大细胞神经元。此外，在视上核和室旁核以外还存在一些附

属的神经元群，其中也含有合成催产素和加压素的大细胞神经元，由视上核、室旁核以及附属神

经元群发出的神经纤维共同组成下丘脑 神经垂体束，又因其中来自视上核的纤维较多而被称为

视上 垂体束，其末梢终止于垂体后叶。催产素和加压素在下丘脑的这些大细胞神经元胞体中合

成，以轴浆流动的形式经视上 垂体束转运到垂体后叶。在合成催产素和加压素的同时，视上核

和室旁核的大细胞神经元也合成此两种激素的运载蛋白。催产素运载蛋白专一性地运载催产素，
加压素运载蛋白也具有激素专一性。而且，这两种运载蛋白均存在种属特异性。

研究发现，在下丘脑以外的许多脑区、脑脊液以及脊髓中也存在催产素、加压素及其相关的

运载蛋白。在卵巢、子宫等部位也产生少量局部催产素。
（二）催产素的化学结构特性

图１ ５　催产素和加压素的分子结构
　

催产素和加压素都是含有一个二硫键

的九肽化合物，它们的结构有共同特点，
即在第１～６位氨基酸之间以二硫键相连形

成一个闭合的２０元环，在Ｃ端有一个三

肽尾巴。这两种激素结构的区别在于第３
位和第８位氨基酸残基：催产素分别为异

亮氨酸和亮氨酸，而加压素分别为苯丙氨

酸和精氨酸 （或赖氨酸）（图１ ５）。
（三）催产素的生物学作用

催产素和加压素虽然结构相似，但作用有很多的不同。加压素主要对血管平滑肌起收缩作用

（加压作用）和抗利尿作用 （又称抗利尿素）。催产素有如下功能：
１对子宫的作用　在分娩过程中，催产素刺激子宫平滑肌收缩，促进完成分娩。雌激素增

加子宫对催产素的敏感性。
２对乳腺的作用　在生理条件下，催产素的释放是引起排乳反射的重要环节，在哺乳 （或

挤乳）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催产素能强烈地刺激乳腺导管肌上皮细胞收缩，引起排乳。
３对卵巢的作用　卵巢黄体局部产生的催产素可能有自分泌和旁分泌调节作用，促进黄体

溶解 （与子宫前列腺素相互促进）。
４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催产素起着神经递质的作用，参与调节机

体的多种功能，例如促进动物觉醒、抑制动物的学习和记忆功能、兴奋运动神经元而增强全身运

动、抑制摄食、抑制胃运动和胃分泌、诱发镇痛作用、升高体温、促进性行为和母性行为、调节

心血管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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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大剂量催产素也有一定抗利尿作用。
（四）催产素分泌的调节

催产素分泌一般是神经反射性的。在分娩时，由于子宫颈受牵引或压迫，反射性地引起催产

素释放。在哺乳期间，幼畜吮乳对乳头刺激也能反射性引起垂体尽快释放催产素。此外，雌激素

能促进催产素及其运载蛋白释放，也可促进血液中催产素的分解代谢。

三、松果腺激素

松果腺 （ｐｉｎｅａｌｇｌａｎｄ）又名松果体，因形似松果而得名，位于下丘脑的下方。低等脊椎动

物 （如古爬行类）的松果体是由能感受光刺激、类似视网膜的细胞构成，因此这些动物的松果体

有 “第三只眼睛”之称。而哺乳动物的松果体已进化为腺体组织，是一个神经内分泌换能器。眼

睛把光照周期的信息通过一系列神经元传递给松果腺，影响其分泌活动，其神经通路如下：光→
视网膜→视束→视交叉→中脑→桥脑→延脑→脊髓→颈上神经节→交感神经节后纤维→松果腺。
交感神经末梢释放的神经递质是去甲肾上腺素。

（一）松果腺分泌的激素及其他物质

松果腺可以分泌吲哚类激素、肽类激素及其他一些物质。

图１ ６　褪黑素的化学结构

１吲哚类激素　松果腺分泌的主要激素是褪黑

素 （ｍｅｌａｔｏｎｉｎ）。褪黑素是由色氨酸转化而来的，其

过程大致如下：色氨酸→５ 羟色胺→Ｎ 乙酰 ５甲

氧基色胺 （即褪黑素）。褪黑素的结构见图１ ６。
５ 羟色胺是一系列同族化合物的共同前体。除

褪黑素外，松果腺分泌的吲哚类化合物还有５ 甲氧

基色醇、５ 羟氧基色醇、５ 甲氧基色胺等，均为５ 羟色胺的衍生物。生物活性最强的是褪黑

素。除松果腺外，在视网膜、副泪腺及肠道也能分泌少量褪黑素。
２松果腺肽类激素　松果腺能分泌一些短肽激素，主要有８ 精 （赖）加催素、ＧｎＲＨ、

ＴＲＨ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内皮素等。
（１）８ 精加催素 （ＡＶＴ）和８ 赖加催素 （ＬＶＴ）　从牛松果腺提取的８ 精加催素和猪松果

腺提取的８ 赖加催素是松果腺特有的肽类激素，其结构特征为在催产素的六肽环上加上加压素

的三肽侧链。两者的区别在于第８位氨基酸残基，一为精氨酸，一为赖氨酸 （图１ ７）。

图１ ７　两种松果腺肽类激素的结构

（２）ＧｎＲＨ和ＴＲＨ　松果体是ＧｎＲＨ和ＴＲＨ的补充来源。
３松果腺其他物质　除分泌神经激素外，松果腺还能分泌组胺、儿茶酚胺、氨基酸等化

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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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松果腺激素的功能

松果腺的分泌活动受光照周期的调节，即昼夜交替和每年中季节性日照时间的变换周期均影

响松果腺激素的分泌，褪黑素的浓度在夜间升高，白天降低；在长日照季节，褪黑素浓度较低，
短日照季节浓度较高。因而松果腺是调节动物季节性繁殖的主要器官。
１褪黑素的作用

（１）对繁殖系统的作用　褪黑素是对生殖机能作用最强的松果腺吲哚类激素。在长日照繁

殖动物体内，褪黑素对生殖系统表现明显的抑制作用，经典的资料来自叙利亚仓鼠。这种冬

眠动物在夏至后白昼变短期间松果腺分泌活性加强，生殖系统则进入不活跃期；在整个冬季，
白昼很短，生殖系统持续处于休止期。这是由于短白昼期间褪黑素为主的松果腺激素浓度高，
使血中促乳素浓度上升却抑制下丘脑ＧｎＲＨ、垂体促性腺激素释放，并使性腺萎缩。而在春天

以后白昼延长，性腺开始恢复，在整个长白昼期间处于生殖活跃期，这是由于褪黑素浓度降低，
使促乳素浓度也降低，而ＧｎＲＨ和促性腺激素浓度则上升，刺激性腺活动。所以在长日照动物，
褪黑素表现抗生殖作用。在一些非季节性动物 （如大鼠、牛等）体内，褪黑素对生殖也有抑制

作用。
在短日照动物 （如绵羊、山羊、红鹿）体内，在短白昼期间高浓度的褪黑素抑制促乳素释

放，刺激ＧｎＲＨ和促性腺激素释放增加，性腺活动增强，进入季节性繁殖期；而长白昼期间，
褪黑素浓度降低，促乳素浓度升高，性腺活动受抑制，进入季节乏情期。可见，对于短日照动

物，褪黑素具有促进繁殖的作用。实验表明，用外源褪黑素处理可促使绵羊、山羊、红鹿性成熟

提前、排卵率和产羔数增加。
（２）对毛纤维生长的作用　貂、狐、绒山羊等毛皮动物的换毛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也与光照

周期有密切关系。毛 （绒）的季节性生长与褪黑素的分泌有关。用外源褪黑素诱导毛皮动物在非

生产季节产毛皮 （绒）已获成功。
（３）褪黑素使鱼类和蛙等动物皮肤颜色变浅　这正是褪黑素得名的缘由。
（４）其他作用　最新研究表明，除下丘脑、垂体、视网膜、性腺等为褪黑素的主要作用部位

外，还在脾脏、胸腺、腔上囊 （禽）、肠道、肾脏等多种组织发现有特异性的褪黑素作用点，提

示这种激素可能有着广泛的作用。有人认为，各种有昼夜节律变化的生理机能均与松果腺和褪黑

素相关联。
２　８ 精 （赖）加催素的作用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分别来自牛和猪松果腺的这两种松果腺

肽类激素均具有抗生殖的作用。

第三节　促性腺激素

促性腺激素主要包括垂体前叶分泌的促黄体素和促卵泡素、胎盘分泌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以及垂体前叶和胎盘都能分泌的促乳素。

一、垂体促性腺激素

垂体前叶 （腺垂体）可分泌７种激素，即嗜酸性细胞分泌的生长激素 （ＧＨ）和促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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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Ｌ），嗜碱性细胞分泌的促黄体素 （ＬＨ）、促卵泡素 （ＦＳＨ）、促甲状腺激素 （ＴＳＨ）、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 （ＡＣＴＨ）以及黑素细胞刺激素 （ＭＳＨ）。其中ＬＨ和ＦＳＨ主要以性腺为靶器官，
被称为促性腺激素。ＰＲＬ因与黄体分泌孕酮有关也列为促性腺激素。

（一）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素的化学特性

１促卵泡素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的化学特性　ＦＳＨ是一种糖蛋白激素，
分子质量约３０ｋｕ。ＦＳＨ分子是由非共价键结合的α和β两个亚单位组成的异质二聚体。
ＦＳＨ的α亚单位和β亚单位上存在Ｎ连接的寡糖，即寡糖是与天冬酰胺的酰胺氮共价结合

的。还有一种不与β亚单位结合的游离α亚单位，在其４３位苏氨酸上有一个Ｏ连接的寡糖，即

寡糖与苏氨酸的羟基氧共价结合，这种寡糖不存在于αβ二聚体的α亚单位。另外，有的寡糖是

硫化的，有的则是唾液酸化的。
同一种动物各种糖蛋白激素 （如ＦＳＨ、ＬＨ、ＴＳＨ、ＰＭＳＧ、ｈＣＧ等）的α亚单位的氨基酸

序列均相同。不同动物的促性腺激素α亚单位氨基酸序列也有很大同源性，例如牛和绵羊的α亚

单位是同质的，牛和马的约８２％相同，牛和人的约７５％相同。各畜种α亚单位中均有１０个半胱

氨酸残基，其位置是高度稳定的，因而不同畜种α亚单位的二硫键也是相同的。

β亚单位决定激素的生物学特异性，但只有与α亚单位结合才有生物学活性。β亚单位包含

１２个半胱氨酸残基，形成６个分子内二硫键，这在不同动物种间是高度稳定的。但不同动物的

同种激素 （如牛ＦＳＨ与猪ＦＳＨ）或同种动物不同激素 （如猪ＦＳＨ与ＬＨ），β亚单位的Ｎ端长

短不一。因而，ＦＳＨ的种属差异较大。
对于同一种动物来说，体内存在着同一种激素的几种异构型 （同功激素），这是由于寡糖的

含量或类型不同所致。有报道称，初情期以前母羊或大鼠血清中强酸性的ＦＳＨ形式的比例较大，
而到达初情期，则朝弱酸性形式转变。ＦＳＨ酸性越弱，生物学活性越强。寡糖基因还与激素在

血液中的清除率 （半衰期）有关。
２促黄体素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的化学特性　ＬＨ是一种糖蛋白激素，分子质量约

为３０ｋｕ，由α和β两个亚单位组成。同一种动物α亚单位与ＦＳＨ亚单位氨基酸序列相同。β亚

单位则决定激素的特异性。与其他糖蛋白激素比较，人和马属动物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ＣＧ）及

马属动物ＬＨ的β亚单位最长，其羧基端多出若干个氨基酸 （伸展肽）。
ＬＨα亚单位的寡糖连接与ＦＳＨ一样。人和马的ＣＧ和马的ＬＨβ亚单位上存在Ｎ连接和Ｏ

连接两种寡糖类型。Ｏ连接存在于这种激素的伸展肽上。其他动物的ＬＨβ亚单位由于没有这段

伸展肽，故只有Ｎ连接寡糖。糖基化的类型也有硫化和唾液酸化或者两者相混合的。ＬＨ以硫化

寡糖为主，ＦＳＨ则以唾液酸化寡糖占优。
（二）ＦＳＨ和ＬＨ的合成、储存和释放

多数促性腺激素细胞ＦＳＨ、ＬＨ均可染色，但有２０％左右细胞只染ＦＳＨ或ＬＨ。促性腺激

素是在有节律的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ｎＲＨ）刺激下合成和释放的。
促性腺激素最初以较大的前体形式合成，然后酶解去掉不必要的氨基酸序列，然后再加上寡

糖，最后寡糖本身又被修饰。α和β亚单位组装成最终的激素产物。有趣的是，当α亚单位过量

产生时，最有利于α和β亚单位的组装，机理尚不清楚，但某些疾病情况下 （如人的滋养层细胞

病）和异常妊娠 （异位妊娠）时，α亚单位产量异常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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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垂体和胎盘促性腺激素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就不再被修饰，而是保持与合成和分泌

时同样的分子形式。促性腺激素清除的代谢途径不清楚。但８０％～９０％在体内降解，只有少量

从尿中排出。
（三）促性腺激素作用的机理

与类固醇相同的是，促性腺激素也是通过活化独特的受体对靶组织发挥特异性的生物学效

应。与类固醇受体不同的是，促性腺激素受体结合在靶细胞的膜上。膜受体与促性腺激素结合

后，刺激可溶性的细胞内第二信使ｃＡＭＰ产生。第二信使刺激细胞内反应。
糖蛋白激素的细胞表面受体都是细胞膜的内在蛋白，水溶液中不能溶解。被ＦＳＨ、ＬＨ或

ｈＣＧ激活后，这些膜结合受体诱导产生第二信使ｃＡＭＰ。激素介导的ｃＡＭＰ产生需要３种质膜

内在蛋白 （图１ ８ａ），它们是激素受体、腺苷酸环化酶调节组分 （Ｇ蛋白，即鸟嘌呤核苷酸调

节蛋白）、催化组分Ｃ，催化组分催化ＡＴＰ转化成ｃＡＭＰ。受体在细胞质膜与激素结合。激素与

高亲和力的受体结合，伴随着Ｇ蛋白的活化和Ｇ蛋白与ＧＴＰ的结合，活化的ＧＴＰ Ｇ蛋白再

刺激催化蛋白Ｃ。催化蛋白Ｃ与其生理底物ＡＴＰ的亲和力很低，但与活化的ＧＴＰ Ｇ蛋白结合

后，亲和力增加。催化蛋白Ｃ最后将ＡＴＰ转化成ｃＡＭＰ，ｃＡＭＰ发动一系列细胞内蛋白质磷酸

化，引起生理效应。

图１ ８ａ　腺苷酸环化酶依赖性膜结合激素受体系统

ＧＧ蛋白　Ｃ腺苷酸环化酶

（改自Ｃｏｗａｎ，Ｓｅｉｆ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Ｒａｖｅｎ，１９９７，２５）　

与上述刺激性过程类似，也存在独特的降低ｃＡＭＰ产量的膜蛋白。在抑制性级联反应中

（图１ ８ｂ），与刺激性反应的区别在于３种信号蛋白组分中的Ｇ蛋白。刺激性Ｇ蛋白 （Ｇｓ）与

抑制性Ｇ蛋白 （Ｇｉ）是不同的分子。细胞内反应取决于特异性受体所结合的配体是刺激性激素

还是抑制性激素。
（四）ＦＳＨ和ＬＨ的生物学作用

１ＦＳＨ的生物学作用　ＦＳＨ促进卵巢卵泡的生长；促进卵泡颗粒细胞的增生和雌激素合成

和分泌，刺激卵泡细胞上ＬＨ受体产生；促进睾丸足细胞合成和分泌雌激素，刺激生精上皮的发

育和精子发生 （在次级精母细胞及其以前阶段，ＦＳＨ起重要作用，此后由睾酮起主要作用）。
２ＬＨ的生物学作用　在雌性动物，ＬＨ促进卵泡的成熟和排卵；刺激卵泡内膜细胞产生雄

激素 （为颗粒细胞合成雌激素提供前体物质）；促进排卵后的颗粒细胞黄体化，维持黄体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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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８ｂ　刺激性或抑制性受体反应

Ｒｉ抑制性受体　Ｒｓ刺激性受体　Ｈｉ抑制性激素　Ｈｓ刺激性激素　ＰＤＥ环核苷酸磷酸二酯酶

（改自Ｃｏｗａｎ，Ｓｅｉｆ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Ｒａｖｅｎ，１９９７，２６）　

泌孕酮。在雄性动物，ＬＨ刺激睾丸间质细胞合成和分泌睾酮，促进副性腺的发育和精子最后

成熟。
（五）ＦＳＨ和ＬＨ分泌的调节

１ＦＳＨ分泌的调节　ＦＳＨ分泌是脉冲式的。ＦＳＨ的合成和分泌受下丘脑ＧｎＲＨ和性腺激

素的调节。来自下丘脑的ＧｎＲＨ脉冲式释放经垂体门脉系统进入垂体前叶，促进ＦＳＨ的合成和

分泌。而来自性腺的类固醇激素则通过下丘脑对ＦＳＨ的释放起负反馈抑制作用。ＦＳＨ基础分泌

对于性腺类固醇负反馈的反应性比ＬＨ更强。性腺抑制素则是抑制ＦＳＨ分泌的另一因素。许多

哺乳动物，在排卵后ＦＳＨ分泌突然上升，在黄体期也有ＦＳＨ小高峰出现，这是由于雌激素和抑

制素下降造成的。在雄性动物，睾酮和抑制素是主要的抑制性因素。
此外，激活素、卵泡抑素、转化生长因子β等性腺肽对ＦＳＨ分泌也有调节作用 （见本章第

四节和第八节）。
２ＬＨ分泌的调节　ＬＨ的基础分泌呈脉冲式。脉冲的频率和振幅增多有其生理意义，且因

动物种类和生理状态而异。
ＬＨ的脉冲式分泌首先受ＧｎＲＨ的调节。ＧｎＲＨ作用于腺垂体细胞引起ＬＨ的合成和释放。

下丘脑持续中枢控制ＬＨ的基础分泌。在多数生理条件下，ＬＨ脉冲与ＧｎＲＨ脉冲是一致的。然

而，当ＧｎＲＨ脉冲频率极高时，例如去势后、绝经期、排卵前ＧｎＲＨ峰或药理性刺激，ＬＨ脉

冲将由于基础浓度的增加而钝化。当垂体对ＧｎＲＨ的反应性低时，ＬＨ脉冲与ＧｎＲＨ脉冲的关

系也不明显。大剂量或连续注射ＧｎＲＨ导致垂体的反应性进行性下降，这种现象称为去敏作用。
自然生理条件下，不存在这种作用。

另一种调节ＬＨ分泌的机制是反馈调节。雌二醇 （Ｅ２）、孕酮和睾酮可降低下丘脑ＧｎＲＨ脉

冲释放频率，从而降低ＬＨ脉冲频率，形成负反馈。然而，在发情周期中，经过最初的抑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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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卵泡期的后期，雌激素作用于下丘脑周期中枢发挥正反馈作用，引起ＧｎＲＨ大量分泌，
产生排卵前ＬＨ峰。

此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可影响ＧｎＲＨ和ＬＨ脉冲。例如，在应激条件下，促皮质激素轴系

活化，导致生殖方面的功能下降；营养不足，身体的生长不良，ＬＨ脉冲频率下降，初情期延

迟。来自外界环境的信息也会影响ＧｎＲＨ、ＬＨ脉冲频率，季节性繁殖即是环境因素影响的例

子。中枢神经系统通过调节ＧｎＲＨ分泌而影响ＬＨ的分泌。

二、促 乳 素

促乳素 （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是垂体前叶腺特化的细胞———促乳素细胞合成和分泌的多肽激

素。最初发现，牛垂体腺抽提物可引起鸽子素囔生长、刺激素囔乳分泌，以及促进兔泌乳，因而

得名。现在知道，促乳素有３００种以上的生物学活性，因此，其名称已代表不了其功能。由于其

来源和功能的多样性，Ｂｅｒｎ和Ｎｉｃｏｌｌ提出重新命名它为 “全能素 （ｏｍｎｉｐｏｔｉｎ）”或 “多能素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ｎ）”（Ｆｒｅ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不过，目前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其为促乳素。
（一）ＰＲＬ的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特性

根据基因、结构、结合和功能特性，促乳素属于促乳素 生长激素 胎盘促乳素家族，它们由

共同的祖先基因进化而来。人促乳素ｃＤＮＡ长度为９１４个核苷酸，其中含６８１个核苷酸的开放阅

读框，编码含２２７个氨基酸残基的促乳素前体，其中有２８个氨基酸残基为信号肽，成熟的人促

乳素由１９９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绵羊、猪和牛促乳素也含１９９个氨基酸残基，分子质量２３ｋｕ。
大鼠、小鼠垂体促乳素含１９７个氨基酸残基。促乳素是单链分子，其中有６个半胱氨酸残基，它

们之间形成３个分子内二硫键。灵长类之间促乳素分子有９７％的同源性，灵长类与啮齿动物之

间有５６％的同源性。
已经发现了促乳素分子还有许多变体，例如垂体前叶有一种含１３７个氨基酸残基的促乳素变

体。这些变体是由于促乳素基因转录物 （ｍＲＮＡ）替换剪切、或翻译后进行蛋白酶裂解或二聚

化、多聚化、磷酸化、糖基化、硫化、脱氨化等修饰形成的。这些翻译后的修饰一般降低促乳素

的活性。
（二）ＰＲＬ合成和分泌部位

１垂体前叶腺　垂体前叶细胞中２０％～５０％为促乳素细胞，依细胞和生理状态而异。它们

与生长激素细胞和促甲状腺激素细胞来自共同的祖先细胞。此外，有一种中间型细胞称为促乳生

长激素细胞 （ｍａｍｍｏｓｏｍａｔｏｔｒｏｐｈ），可分泌促乳素和生长激素。在雌激素作用下，或在早期泌

乳期间母亲信号作用下，这种细胞分化为促乳素细胞。
促乳素细胞除上述形态异质性外，也有功能异质性：垂体前叶中不同区域的促乳素细胞对促

泌乳的反应不同。总之，促乳素细胞的形态、激素表型、分布、功能都是异质的。
２中枢神经系统　首先在下丘脑轴突出末端发现免疫活性促乳素，之后在脑皮质的终脑、

海马、扁桃核、中隔、尾壳核、脑干、小脑、脊髓、脉络丛、脑室周围组织等均发现了免疫活性

促乳素。
３胎盘、羊膜、蜕膜、子宫　大鼠、小鼠、仓鼠、牛、猪和人胎盘分泌一组促乳素 （ｌａｃｔｏ

ｇｅｎ），称为 胎 盘 促 乳 素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ｌａｃｔｏｇｅｎ，ＰＬ）或 促 乳 素 样 蛋 白 （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ｌｉｋ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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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Ｐ）。在大鼠胎盘分别鉴定出ＰＬⅠ、ＰＬ Ⅱ、ＰＬⅠｍ （镶嵌型）、ＰＬ Ⅰｖ（变体），或ＰＬＰ Ａ、
ＰＬＰ Ｂ、ＰＬＰ Ｃ、ＰＬＰ Ｄ、ＰＬＰ Ｅ、ＰＬＰ Ｆ、ＰＬＰ Ｇ。此外，胎盘还含有一种称为增殖蛋

白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ｉｎ，ＰＬＦ）或增殖蛋白相关蛋白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Ｐ）的促乳素。
人蜕膜产生与垂体促乳素相似的促乳素样分子，但大鼠的有些不相似。该家族还有一个新的

成员是促乳素样蛋白Ｊ，这是早期妊娠期间蜕膜产生的。这些促乳素样分子都可与促乳素受体结

合，其分泌受蜕膜局部调节，而不受下丘脑促乳素释放因子 （ＰＲＦ）调节。蜕膜促乳素可扩散到

羊膜。
未孕子宫也是促乳素来源。未孕子宫肌层产生与蜕膜促乳素一样的、与垂体促乳素无区别的

促乳素。孕酮对蜕膜促乳素的产生有刺激作用，但对子宫肌层促乳素的产生都是潜在的抑制剂。
４乳腺　泌乳的乳腺上皮和乳汁本身可检测到促乳素。乳汁中的促乳素相当一部分是垂体

产生，通过血液循环被乳腺吸收而来。血液中的促乳素首先通过乳腺上皮细胞基底膜，与上皮细

胞上特异性促乳素结合蛋白结合，然后通过胞吐作用从顶端膜运输到腺泡腔。
泌乳乳腺上皮细胞也能合成促乳素。乳腺也可能是促乳素翻译后加工的部位，因为在乳汁中

的促乳素变体比血清中多。
５免疫系统　淋巴细胞也是促乳素来源。胸腺、脾、外周淋巴细胞均含有促乳素ｍＲＮＡ，

并释放生物活性促乳素。
（三）ＰＲＬ的生物学作用

如前所述，ＰＲＬ具有十分广泛的作用，在此只讨论其主要与繁殖有关的作用。最清楚的是

ＰＲＬ对乳腺的多种效应。在有的哺乳动物尤其是啮齿类，ＰＲＬ对黄体的维持和分泌活性有重要

作用。交配、母性行为等生殖活动也有ＰＲＬ的作用。
１泌乳　ＰＲＬ对乳腺的作用包括乳腺的生长和发育、乳的合成、乳分泌的维持等。乳生成

显然需要垂体ＰＲＬ。产乳 （泌乳维持）也绝对需要ＰＲＬ。乳腺小叶泡生长和发育需要ＰＲＬ、雌

激素、孕激素和糖皮质激素。妊娠期，导管的分支和腺泡的发育是孕酮和ＰＲＬ或胎盘促乳素的

作用。ＰＲＬ对乳生成的作用是刺激氨基酸摄取、乳糖及乳脂合成。
２黄体功能　ＰＲＬ对黄体功能的影响随动物种类和周期阶段而异。在啮齿动物体内，交配

刺激后ＰＲＬ有促黄体作用，缺乏交配刺激时则起溶黄作用。在犬、灵长类 （包括人）体内，
ＰＲＬ也是促黄体因子队伍中的一员。除此之外，ＰＲＬ受体还有介导卵泡颗粒细胞和卵母细胞的

许多功能。
３繁殖行为　ＰＲＬ对雌性动物的性行为作用还不是很确定。相反，在大鼠和绵羊体内，

ＰＲＬ对雄性性行为却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ＰＲＬ诱导和维持双亲行为，对哺乳动物的母性行为研

究最多，包括筑巢、聚堆、成群、清洁、蹲伏 （抱窝）、哺育幼仔等；父亲行为也需要ＰＲＬ，这

在鱼和鸟类体内更有说服力，而在进化高的动物 （包括哺乳动物）体内这一作用可能较弱。
４稳态　ＰＲＬ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渗透压平衡和血管生成而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ＰＲＬ是

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的共同媒介，在这个网络中，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相互交流。在生理和

病理 （如自体免疫疾病）状态下，ＰＲＬ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有显著作用。ＰＲＬ可能是渗透压

调节激素。例如，ＰＲＬ刺激豚鼠和绵羊的羊膜运输水分，但在人羊膜则起抑制作用。小肠上皮

细胞液体、钠、氯和钙的运输有ＰＲＬ作用。天然ＰＲＬ的蛋白酶裂解片段抑制血管生成。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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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人ＰＲＬ、胎盘促乳素具有促血管生成作用。
（四）垂体ＰＲＬ释放的方式

从单个细胞而论，ＰＲＬ分泌方式有性别差异。雌性大鼠一半以上的促乳素细胞以连续方式

分泌ＰＲＬ，而雄性大鼠则以间歇性方式分泌。
１昼夜节律　在动物体内，ＰＲＬ分泌随不同生理条件而异。人睡眠时ＰＲＬ最高，清醒时最

低，女性比男性高。ＰＲＬ释放节律反映了由下丘脑视交叉上核产生的昼夜节律。实验表明，高

浓度的ＰＲＬ可能是睡眠型式变化的原因而非结果。眼球快速运动睡眠的持续时间和频率与高浓

度ＰＲＬ有关。下丘脑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活性也呈昼夜节律变化，它对促乳素分泌呈抑制作用。
下丘脑催产素是潜在的促乳素释放因子 （ＰＲＦ），在内源性的ＰＲＬ刺激节律中有作用。还有其他

一些中枢来源的因子调节垂体ＰＲＬ昼夜节律变化。
２不同繁殖状态ＰＲＬ分泌方式

（１）泌乳期间　众所周知，幼仔吮乳刺激ＰＲＬ分泌。吸吮开始后１～３ｍｉｎ内，ＰＲＬ上升，
１０ｍｉｎ达高峰并随吸吮继续而保持稳定水平，终止吸乳后下降。泌乳期终止后导致ＰＲＬ分泌终止。

（２）发情周期　对大鼠发情周期中ＰＲＬ分泌的研究得最多。发情周期中大部分时间内ＰＲＬ
稳定在低水平，从发情的当天晚上到下一个发情前期的上午保持不变。在发情前期的下午，出现

排卵前ＰＲＬ峰，与ＬＨ峰时间相似。但ＬＨ峰是对称的，而ＰＲＬ峰是快速、陡峭的，接下来是

一个延长的平台期和延伸的终止期。在灵长类体内，月经中期 （卵泡期晚期）有一个小的ＰＲＬ
峰。血液雌二醇的浓度上升为发情前期下丘脑 垂体释放ＰＲＬ峰提供信号。

（３）交配和妊娠　如前所述，ＰＲＬ在大鼠体内是促黄体因子。未交配大鼠黄体期极短，因

为缺乏足够的ＰＲＬ来维持黄体。交配引起每天２次ＰＲＬ峰。如果交配受孕，这些峰重复出现

１０ｄ；如果是不育性交配或模拟交配形成假孕，则这些峰持续１２ｄ。
（五）垂体ＰＲＬ的分泌调节

促乳素分泌受体内和体外环境多种因素影响。最重要的生理刺激是吮乳、应激和卵巢类固醇

（主要是雌激素）水平上升。这些刺激由下丘脑一系列促乳素释放因子 （ＰＲＦ）和促乳素抑制因

子 （ＰＩＦ）传导信号。在哺乳动物体内，下丘脑对垂体ＰＲＬ分泌发挥的控制作用主要是抑制性

的，但也通过去除抑制或超强输入短暂的刺激信号而参与ＰＲＬ分泌的急性刺激作用。此外，
ＰＲＬ分泌也受许多促乳素细胞本身分泌的各因子 （自分泌）或垂体其他细胞分泌的因子 （旁分

泌）调控。多巴胺是主要的ＰＩＦ，去甲肾上腺素 （ＮＥ）、乙酰胆碱、神经降压肽、γ 氨基丁酸

（ＧＡＢＡ）、生长激素抑制素 （ＳＳＴ）等也是ＰＩＦ；５ 羟色胺、组胺、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ＴＲＨ）、催产素、血管紧张素Ⅱ （ＡＮＧⅡ）、Ｐ物质、神经肽Ｙ （ＮＰＹ）等是ＰＲＦ。
（六）ＰＲＬ释放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１光照　光照是调节ＰＲＬ分泌的重要因素。反映光照变化的ＰＲＬ峰值，除有昼夜节律外，
还有季节模式的变化。在季节性哺乳动物体内，ＰＲＬ分泌受白天长度变化的影响。成年雄性仓

鼠，暴露于短光照期 （５ｈ光照，１９ｈ黑暗）２个月，引起睾丸萎缩及ＰＲＬ释放的骤降。在母绵

羊体内，白天缩短导致ＰＲＬ分泌减少。对公羊，缩短光照１周内就出现这种效应。光照的效应

由松果腺分泌的褪黑素介导。绵羊和仓鼠调节ＰＲＬ分泌的光照信息可以从母亲传递到胎儿，使

其出生后拥有这些信息，其中包括褪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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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听觉　在控制ＰＲＬ分泌的环境因素中，特异性的声音是反应最强烈而研究得最少的因素

之一。饥饿幼仔的超声波录音刺激雌性大鼠ＰＲＬ释放，但成年鼠超声波或录音带背景噪音都不

影响ＰＲＬ释放。
３嗅觉　嗅觉刺激在ＰＲＬ分泌中有强烈的作用。对小鼠，妊娠鼠不熟悉的雄鼠所产外激素

可导致妊娠早期失败。这种现象称为Ｂｒｕｃｅ效应。外激素信号通过犁鼻神经传递到副嗅球。这暗

示，妊娠的失败是由多巴胺抑制ＰＲＬ分泌及其促黄体效应导致。幼仔的气味刺激泌乳大鼠ＰＲＬ
分泌。
４应激　应激显著影响ＰＲＬ分泌。研究过乙醚应激、束缚应激、热应激、出血、群体冲

突、甚至人的学术应激。不同繁殖状态下大鼠对乙醚应激引起的ＰＲＬ分泌反应不同。在间情期，
乙醚应激增加ＰＲＬ分泌，发情前期的反应报道不一。在发情前期ＰＲＬ峰之前束缚应激增强峰

值，但在峰值发生期间施加束缚应激则降低峰值。也有报道在假孕和妊娠期间，束缚应激抑制

ＰＲＬ夜间峰值。考虑到ＰＲＬ在体液和细胞免疫中的作用，ＰＲＬ分泌对应激的反应可能作为一种

免疫调节功能，保护机体免受应激的严重后果。

三、胎盘促性腺激素

胎盘是保证胎儿正常发育的重要器官。它具有极为复杂的功能，其中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它

可以分泌多种激素，包括ＧｎＲＨ、促性腺激素、雌激素、孕激素、松弛素、抑制素和激活素、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生长激素、促乳素等。事实上，胎盘存在着一个内分泌

旁分泌 自分泌的复杂调节体系。马属动物胎盘分泌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ＰＭＳＧ或ｅＣＧ）和

灵长类胎盘分泌的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是两种特殊的胎盘激素，这里做重点介绍，
其他胎盘激素在有关内容中介绍。

（一）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１孕 马 血 清 促 性 腺 激 素 的 产 生 部 位 及 其 浓 度 变 化　一 般 认 为 孕 马 血 清 促 性 腺 激 素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ｍａｒｅｓｅｒｕｍ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ＰＭＳＧ；又称ｅｑｕｉｎｅ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ｅＣＧ）是

由妊娠母马子宫内膜杯组织 （母体胎盘）产生，其理由是该组织的形成和退化恰好与ＰＭＳＧ在

血液中的出现和消失时间一致。然而，有人证明ＰＭＳＧ是由尿膜绒毛膜 （胎儿胎盘）细胞产

生的。
ＰＭＳＧ主要存在于血清中，从妊娠第３８～４０ｄ即可测出，第６０～１２０ｄ间浓度最高 （高峰浓

度可达２５０ＩＵ／ｍＬ），此后逐渐下降，到第１７０ｄ时至检测不出的水平。血清中ＰＭＳＧ浓度与孕

马体格大小有关，轻型马中浓度较高，重型马较低。此外，其他马属动物妊娠期间也有ＰＭＳＧ
产生，且不同的杂交类型，血清中浓度不同。一般地，公马配母驴时浓度最高，其次是母马怀马

胎，再次是公驴配母马，最低是母驴怀驴胎。
２ＰＭＳＧ的化学和生物学特性　ＰＭＳＧ是一种糖蛋白激素，分子质量约５３ｋｕ，由α亚基和β

亚基组成。α亚基与其他糖蛋白激素 （ＦＳＨ、ＬＨ、ＴＳＨ、ｈＣＧ）相似；而β亚基兼有ＦＳＨ和ＬＨ
两种作用，但只有与α亚基结合才表现生物学活性。ＰＭＳＧ分子的特点是含糖量很高 （４１％～
４５％），远远高于马的垂体ＬＨ和ＦＳＨ的糖基部分的含量 （２５％左右）。这种含糖量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β亚基上。在ＰＭＳＧ的糖基组成中，包括中性己糖、氨基己糖和大量的唾液酸。唾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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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高使得ＰＭＳＧ表现酸性特点 （ｐＨ１８～２４），也使得ＰＭＳＧ半衰期长 （４０～１２５ｈ）。
ＰＭＳＧ制剂具有ＦＳＨ和ＬＨ两种激素的生物学作用，以ＦＳＨ活性占优势，但其ＦＳＨ∶ＬＨ

活性比例在不同个体、不同采血时间存在差异。
（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１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产生部位和分布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
ｔｒｏｐｈｉｎ，ｈＣＧ）由人类胎盘绒毛膜的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合成和分泌，大量存在于孕妇尿中，血

液中亦有。采用灵敏的放射免疫测定法，在受孕后第８ｄ的孕妇尿中即可检出ｈＣＧ。妊娠第６０ｄ
左右尿中ｈＣＧ浓度达高峰，妊娠第１５０ｄ前后降至低浓度。其他灵长类胎盘也有类似于ｈＣＧ的

促性腺激素产生。
２ｈＣＧ的生化特性　ｈＣＧ也是一种糖蛋白激素，分子质量约３６７ｋｕ，由α亚基和β亚基组

成。其中α亚基含９２个氨基酸残基，β亚基含１４５个氨基酸残基。在ｈＣＧ分子中，糖的含量较

高 （２９％～３１％）。α亚基含有两个体积较大的糖链，通过Ｎ糖苷键分别结合在５２位和７８位的

天冬酰胺上；β亚基除了在１３位和３０位的天冬酰胺上有Ｎ糖苷键结合糖链外，还在Ｃ末端附近

含有４个与丝氨酸 （分别在１２１、１２７、１３２和１３８位）结合的Ｏ糖链。

α亚基在ｈＣＧ与受体结合中起主要作用，但α和β亚基形成完整的ｈＣＧ分子是其与受体专

一性结合的重要前提。β亚基决定激素的特异性。
糖链对于血液循环中的ｈＣＧ分子有保护作用，而且对于激素生物学功能的表达是必需的。

另外α亚基和β亚基中各有２个Ｎ糖链，但α亚基上的糖链对于ｈＣＧ功能的表达比β亚基上的

糖链更重要，其中糖链末端的唾液酸是影响激素活性的重要糖基。

第四节　性腺激素

动物的性腺除产生配子 （精子或卵子）以外，另一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内分泌腺合成和分泌

性腺激素。性腺激素包括两大类：性腺类固醇激素和性腺肽类激素。

一、性腺类固醇激素

（一）类固醇激素概述

类固醇 （ｓｔｅｒｏｉｄ）激素又称甾体激素，是具有甾核基本结构的一类物质，主要包括三大类：

①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包括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②由性腺分泌的性腺类

固醇激素，简称性激素，包括孕激素、雌激素和雄激素；③由维生素Ｄ３ 经肝脏和肾脏２次羟化

而成的１，２５（ＯＨ）２Ｄ３。１９８７年，科学家们又提出了 “神经类固醇”这一概念，它指在脑等神经

组织内合成的具有特异功能的类固醇，包括孕烯醇酮、别孕烯醇酮、２０α 羟孕烯醇酮、脱氢表

雄甾酮硫酸盐、孕酮、雌激素等。此外，外周内分泌组织 （如性腺等）产生的类固醇激素也能进

入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因而称为神经活性类固醇。神经类固醇和神经活性类固醇广泛存在于神

经组织和神经内分泌组织，包括大脑皮质、小脑、中脑、丘脑、下丘脑、垂体前叶和脊髓。
类固醇激素对细胞的生长、分化以及机体的发育、代谢、免疫、生殖和行为等生理过程具有

重要的调节作用。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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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类固醇激素的化学结构　为命名类固醇，人为设计了一个 “环戊烯菲”代表 “类固醇框

架”。该结构含４个环Ａ、Ｂ、Ｃ和Ｄ，互相邻接。其中Ａ、Ｂ和Ｃ环组成 “菲”的化学结构并与

５碳 （环戊烷）的Ｄ环紧密连接。２１个碳原子按图１ ９中顺序描述，在Ｃ环与Ｄ环之间的谷底

加入第１８个碳，Ａ环与Ｂ环之间的谷底 （鞍部）加入第１９个碳，２０和２１碳接在Ｄ环的１７位

置。类固醇取代主要发生在３、１１、１７位的碳上。额外的 “异聚化作用”发生在４ ５位置，酶

去掉Ｃ１９后完成芳香化作用。
该类固醇核形成一个几何平面，如此可为许多位置的取代基团提供所需要的空间构象。在平

面下方的基团称为α，绘图时用黑线或点线表示；平面上方的取代基团称为β，用实线表示。这

样的注解在化学上和生物学上均很重要。例如，天然的１７β 雌二醇具有雌激素活性，而１７ 羟

基取代使该分子失去生物学活性。胆固醇及几种主要的性腺激素的化学结构模式见图１ ９。

图１ ９　几种主要性腺类固醇激素的化学结构
　

不同类固醇激素之间的差异包括Ｃ１７位和Ｃ１０位的Ｒ和Ｒ′基团性质、附着在核环的羟基数和

位置、核环的立体结构及双键的数目和位置等的不同。
２类固醇激素的生物合成　类固醇激素结构相似，来自于共同前体和代谢途径 （图１ １０）。

胆固醇是一个２７碳的类固醇，进行侧链裂解产生２１碳的前体化合物孕烯醇酮。一般盐皮质激

素、糖皮质激素和孕激素含２１碳，雄激素含１９碳，雌激素则失去Ａ环与Ｂ环之间的第１９碳形

成充分饱和的 （芳香化的）１８碳结构。产生醛固酮的类固醇生物合成途径称为盐皮质激素途径，
而在孕烯醇酮１７ 羟化后产生皮质醇称为糖皮质激素途径。去除碳２０和２１（Ｐ４５０Ｃ１７）使前体转

变为雄激素 雌激素。从胆固醇到脱氢表雄酮 （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ＨＥＡ）的途径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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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５途径，因为这些前体的双键将５ ６碳连接。右侧３β 羟类固醇脱氢酶 （３β ｈｙ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ｄ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ＨＳＤ）／异聚酶的类固醇生物合成途径称为Δ４途径，在该构象中，所有类固醇均

有双链连接４ ５碳。一般认为，Δ４构象的类固醇有生物活性，Δ５类固醇是前体，只有很弱的

终端器官生物活性。

图１ １０　肾上腺和性腺类固醇生物合成的主要过程和酶

（改自Ｃｏｗａｎ，Ｓｅｉｆ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Ｒａｖｅｎ，１９９７，１３）　

（１）孕酮的生物合成　孕酮是产生盐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和雄激素必需的代谢前体。作为

一种激素，只有排卵后卵巢黄体细胞和妊娠期间胎盘的滋养层细胞能够产生孕酮。卵巢产生孕酮

需要促性腺激素介导的卵泡成熟、颗粒细胞转化成黄体细胞，以及持续的ＬＨ或ｈＣＧ刺激。在

卵巢或胎盘，孕酮不会发生２１ 羟化 （产生盐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和雄激素），因为这些内分

泌组织缺乏Ｐ４５０Ｃ２１酶。
（２）雄激素的生物合成　雄激素的生物合成在肾上腺和性腺 （卵巢、睾丸）进行。ＤＨＥＡ

及其硫化代谢产物ＤＨＥＡ Ｓ，还有雄烯二酮是肾上腺分泌的主要雄激素，而睾酮和雄烯二酮是

性腺的主要雄激素。性腺的雄激素产量取决于个体的性别。睾丸的雄激素分泌量大约比卵巢的多

５倍。睾丸的雄激素以睾酮为主，卵巢的雄激素以雄烯二酮为主。
（３）雌激素的生物合成　雌激素来自于雄激素。Ｐ４５０ＡＲＯＭ （芳香化酶）的一次反应将雄烯二

酮转化成雌酮，或将睾酮转化成１７β 雌二醇。
３类固醇的清除　Ａ环的还原、氧化，含氧残基的还原，羟基的偶联，或者这些过程的组

合都可完成类固醇的清除。在清除之前，类固醇的所有修饰都降低其生物活性，增强其亲水性从

而增加肾排出量。肝主要负责代谢和偶联，失活的、可溶性的产物由肾排出。只有小量的糖皮质

激素、雄激素和雌激素经由胆囊系统分泌出去。在肝代谢之后，大部分 （８５％）由肾清除。肾清

除类固醇代谢物有主动 （肾小管运输）和被动 （肾小球过滤）２种方式，取决于类固醇种类。
皮质类固醇、雄激素、孕激素通常在Ａ环发生显著代谢，双键被还原，Ｃ３ 酮基被还原成羟

基。然后，羟基与硫或葡糖苷酸分子偶联。雌激素代谢很独特，有２条羟基化途径修饰它，降低

其活性、增加其可溶性和肾清除率。一条途径是，在Ａ环的Ｃ２ 羟基化 （称为儿茶酚雌激素代

谢，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另一途径在Ｃ１６羟基化产生雌三醇。然后羟基被偶联，激素

被排出。
·２２·

动物生殖生理学



４类固醇激素作用机理　类固醇激素在内分泌组织中合成后不储存，而是立即释放进入血

液循环，并以游离、与血清白蛋白结合以及与特异性结合球蛋白相结合３种形式运输到靶组织。
类固醇激素通过扩散进入靶细胞，然后穿过细胞质，进入细胞核，被核内特异性受体结合。在类

固醇与受体结合后，类固醇 受体复合物被活化，活化的复合物与另一个被称为接纳体 （ａｃｃｅｐ
ｔｏｒ）、存在于ＤＮＡ上的核蛋白结合，这种结合改变基因表达 （图１ １１）。一般认为，类固醇刺

激后细胞活化导致转录形成新的ｍＲＮＡ，最后ｍＲＮＡ翻译成特异性蛋白质，改变细胞的功能、
生长或分化。

图１ １１　类固醇激素对靶细胞作用的机理模式图

（改自Ｃｏｗａｎ，Ｓｅｉｆ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Ｒａｖｅｎ，１９９７，１９）　

（二）雄激素

雄激素的主要作用形式是睾酮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和双氢睾酮。在分泌雄激素的细胞中，雄

烯二酮在１７β 羟脱氢酶催化下转化成睾酮，该反应是可逆的。５α 还原酶催化睾酮转化为双氢

睾酮。雄激素在组织内不存留，很快被利用或被降解而通过尿液或粪便排出体外。
双氢睾酮与睾酮共有同一种受体，且双氢睾酮与受体的亲和力远大于睾酮，所以认为双氢睾

酮是体内活性最强的雄激素。实际上，双氢睾酮是睾酮在靶细胞内的活性产物。但更高浓度的睾

酮与双氢睾酮一样可与受体结合形成激素 受体复合物。虽然它们能与同一种受体相结合，但发

挥的生物学作用不完全相同，双氢睾酮一方面可扩大或强化睾酮的生物学效应，另一方面调节某

些特殊靶基因 （对睾酮 受体复合物无反应）的特异性功能。
雄激素的生物学作用包括以下７个方面。

① 在雄性胎儿性分化过程中，睾酮刺激沃尔夫氏 （Ｗｏｌｆｆｉａｎ）管发育成雄性内生殖器官 （附
睾、输精管等）；双氢睾酮刺激雄性外生殖器官 （阴茎、阴囊等）发育。

② 睾酮启动和维持精子发生，并延长附睾中精子寿命；双氢睾酮在促进雄性第二性征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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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中起不可替代的作用。

③ 雄激素刺激副性腺的发育 （双氢睾酮对前列腺的分化形成起主要作用）。

④ 睾酮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与雄性性行为有关。

⑤ 睾酮对下丘脑或垂体有反馈调节作用，影响ＧｎＲＨ、ＬＨ和ＦＳＨ分泌。

⑥ 睾酮对外激素的产生有控制作用。

⑦ 睾酮对生殖系统以外的作用，如增加骨质生成和抑制骨吸收；激活肝酯酶，加快高密度

脂蛋白的分解，脂质沉积加快。
（三）雌激素

１雌激素的来源　卵巢、胎盘、肾上腺、睾丸以及某些中枢神经元是雌激素的来源。其中

卵巢的雌激素产量最高，其主要作用形式是雌二醇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卵巢内雌激素是卵泡颗粒细

胞产生的 （但已证实，猪卵泡膜细胞也可直接产生雌激素）。在ＬＨ作用下，卵泡内膜细胞产生

睾酮，睾酮转移到颗粒细胞中；ＦＳＨ刺激颗粒细胞芳香化酶活性，在该酶的催化下睾酮转化成

雌二醇。在睾丸中，ＬＨ刺激间质细胞产生睾酮，部分睾酮进入精细管中的足细胞内，在ＦＳＨ
刺激下足细胞内的睾酮转化成雌二醇。在卵巢和睾丸中产生雌激素的这种模式称为双细胞 双促

性腺激素模式。
卵巢中产生的雌激素包括雌二醇和雌酮，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１７β 羟类固醇脱氢酶催化）。

雌酮又可以转化成雌三醇。在母马的尿中，有马烯雌酮和马萘雌酮这２种特殊的雌激素降解产

物。除天然雌激素外，已人工合成了许多雌激素制剂，如己烯雌酚 （ｄｉｅｔｈｙｌｓｔｉｌｂｅｓｔｒｏｌ乙 酚）、
己雌酚 （ｈｅｘｏｅｓｔｒｏｌ）、苯甲酸雌二醇等。
２雌激素的生物学作用　雌激素是促使雌性动物性器官发育和维持正常雌性性机能的主要

激素。雌二醇是主要的功能形式，有以下主要生物学效应。
（１）促进雌性动物的发情表现和生殖道生理变化　例如促使阴道上皮增生和角质化；促使子

宫颈管道松弛并使其黏液变稀薄；促使子宫内膜及肌层增长；刺激子宫肌层收缩；促进输卵管的

增长并刺激其肌层收缩。这些变化有利于交配、配子运行、受精。刺激子宫内膜ＰＧＦ２α的合成和

分泌，使黄体溶解，发情期到来。诱导输卵管上皮的分泌活性。
（２）促进建立妊娠　有的动物 （如猪），胚泡产生雌激素作为妊娠信号，有利于妊娠的建立。
（３）乳腺导管发育　雌二醇与促乳素协同作用，促进乳腺导管系统发育。
（４）通过对下丘脑的反馈作用调节ＧｎＲＨ和促性腺激素分泌　雌二醇的负反馈作用部位在

下丘脑的持续中枢，正反馈作用部位在下丘脑的周期中枢 （引起排卵前ＬＨ峰）。因此，在促进

卵泡发育、调节发情周期中起重要作用。
（５）少量雌二醇促进雄性动物性行为　在雄性动物的性中枢神经细胞中，睾酮转化成雌二

醇，是引起性行为的机制之一。但大量的雌激素使雄性动物睾丸萎缩、副性器官退化，造成

不育。
（６）对骨代谢的影响　肠、肾、骨等组织有雌激素受体。雌激素作用于这些组织，促进钙的

吸收、减少钙的排泄、抑制骨吸收，强化骨形成；促使长骨骨骺部软骨成熟，抑制长骨增长。
（７）对胰岛素的影响　刺激胰岛素分泌，提高胰岛素在靶组织的作用。增加细胞对胆固醇的

利用和清除，抑制脂质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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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已证实，雌三醇也有生物活性，可调节子宫肌运动；抑制ＰＧＦ２α合成；对子宫颈、
阴道和外阴增生活性的刺激作用比雌二醇和雌酮明显；可降低血液促性腺激素含量；有抗附植

作用。
（四）孕激素

１孕激素的来源　孕激素主要作用形式是孕酮 （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Ｐ４），来源于卵巢的黄体细

胞，此外，肾上腺、卵泡颗粒细胞、胎盘、中枢神经元等也是孕激素的来源。睾丸中也曾分离出

孕酮，这主要是雄激素合成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孕酮是活性最高的孕激素。孕酮是雌激素和雄激

素的共同前体。
２孕激素的生物学作用　孕激素和雌激素作为雌性动物的主要性腺激素，共同作用于雌性

生殖活动，两者的作用既相互抗衡，又相互协同。两者在血液中的浓度是此消彼长。孕酮的主要

靶组织是生殖道和下丘脑 垂体轴。总体说来，孕酮对生殖道的作用是使之为开始和维持妊娠做

准备。孕酮对生殖道的作用需要雌激素的预作用，雌激素诱导孕酮受体产生。相反，孕酮降调雌

二醇受体，阻抗雌激素作为促有丝分裂因子的许多作用。孕激素的主要生物学效应有以下几

方面。

① 在黄体期早期或妊娠初期，促进子宫内膜增生，使腺体发育、功能增强。这些变化有利

于胚泡附植。

② 在妊娠期间，抑制子宫的自发活动，降低子宫肌层的兴奋作用，还可促进胎盘发育，维

持正常妊娠。孕酮阻抗雌二醇诱导的输卵管分泌蛋白产生，使输卵管上皮分泌活性退化和停止。

③ 大量孕酮抑制性中枢使动物无发情表现，但少量孕酮与雌激素协同作用可促进发情表现。
动物的第一个情期 （初情期）有时表现安静排卵，可能与孕酮的缺乏有关。

④ 生殖周期的长度由孕酮控制。在卵泡期，血中孕酮浓度低。在此期间，上升的雌二醇作

用于下丘脑和垂体，刺激低幅度、高频率ＬＨ脉冲释放，导致血中ＬＨ浓度上升，驱动卵泡发育

至排卵。排卵后，随着黄体发育，血中高浓度的孕酮限制着ＬＨ以高幅度、低频率释放，使ＬＨ
平均浓度降低。孕酮的这一效应是在下丘脑和垂体２个水平起作用的结果。在下丘脑，孕酮阻止

ＧｎＲＨ峰；在垂体，高浓度的孕酮通过降调ＧｎＲＨ受体ｍＲＮＡ使ＧｎＲＨ受体数量减少，也导

致编码ＬＨ、ＦＳＨ的β亚单位和α亚单位的基因表达降低，因而，使ＧｎＲＨ引起的ＬＨ释放量

降低。

⑤ 与促乳素协同作用促进乳腺腺泡发育。

⑥ 调节中枢γ 氨基丁酸 （ＧＡＢＡ，抑制性神经递质）受体的功能，具有催眠和麻醉作用。

⑦ 通过抑制糖皮质激素作用、加强雌激素作用而抑制骨吸收，促进骨形成，是一种骨营养

激素。

二、性腺肽类激素

（一）松弛素

松弛素 （ｒｅｌａｘｉｎ，ＲＬＸ）被发现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２０多年，对ＲＬＸ的研究才有了质

的飞跃。不仅从许多种动物提取了松弛素，而且弄清了其分子结构、基因结构并且人工合成取得

成功。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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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ＲＬＸ的组织来源　体内许多组织分泌ＲＬＸ，有的进入血液循环作为全身性激素，有的不

进入循环只作为局部激素起自分泌或旁分泌作用。黄体是松弛素的主要产生部位，血液中的

ＲＬＸ即来自黄体。此外，卵泡内膜、子宫内膜 （蜕膜）、胎盘、乳腺、前列腺都可产生松弛素。
最新证据表明，还可能有其他产生部位 （如消化道、呼吸道等）。
２ＲＬＸ的分子结构　ＲＬＸ是一个由二硫键连接而成的二聚体肽链分子。二硫键包括Ａ链Ｂ

链的链内和链间二硫键，其位置与胰岛分子的二硫键相似。实际上，ＲＬＸ在结构上与胰岛素和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有很大同源性 （与胰岛素氨基酸序列有７０％的同源性），据认为在分子进化上

它们可能来自同一祖先基因，更有人把ＲＬＸ看成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家庭的一个成员。猪ＲＬＸ
分子由含有２２个氨基酸残基的Ａ链和由２９ （２８～３２）个氨基酸残基的Ｂ链组成 （图１ １２）
（Ｂｒｙａｎ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１９７４；周虚等，２００３）。

图１ １２　猪松弛素分子结构
　

天然ＲＬＸ的氨基酸序列种间差异很大，生物学活性也有差异。大鼠与猪ＲＬＸ有５４％的同

源性，但猪的比大鼠的更具活力：鲨鱼ＲＬＸ生物活性很低，其初级结构与猪ＲＬＸ有４８％～
５０％不同。迄今已弄清灵长类 （含人）、啮齿类、大家畜及鱼类等近２０种动物的ＲＬＸ分子结构

（包括已测氨基酸序列的和根据ＤＮＡ推知的）。半胱氨酸是Ａ链中的共同结构。Ａ链Ｎ末端的

长度在不同动物变化很大。就二级结构而言，Ａ链Ｎ末端形成α螺旋，这对于ＲＬＸ分子结构完

整性和活性很重要。猪ＲＬＸ的Ａ链Ｎ末端选择性除去氨基酸导致进行性失活，从去除第３残基

开始，直至去除第５残基完全失活。当去掉第１个半胱氨酸前所有７个残基后，不仅失去生物学

活性，而且圆二性色谱也显著改变；若用戊 丙氨酸或精 蛋 戊 丙氨酸换这些残基，又恢复

ＲＬＸ活性，ＣＤ光谱又恢复正常。该实验说明只要不是螺旋结构断裂者 （脯氨酸和甘氨酸），此

区域为何种氨基酸并不重要。Ａ链可能不参与受体结合，其作用是使整个分子保持活性构象。
与Ａ链不同，Ｂ链在Ｎ末端和Ｃ末端长度上均有变化。Ｂ链Ｃ末端的长短不同可形成不同

的异构型。Ｂ链中有些位置的氨基酸残基似乎是固定的，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猪ＲＬＸ的

Ｂ１２和Ｂ１６（人ＲＬＸ２为Ｂ１３和Ｂ１７）两位的精氨酸是ＲＬＸ分子受体识别位点的重要部分。还

有一些次级部位对于与受体相互作用也是重要的，但迄今尚未鉴明哪些是次级部位。

３ＲＬＸ的生物学作用　经典学说认为，ＲＬＸ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抑制妊娠期间子宫

肌的收缩，以利妊娠维持；另一是作用于靶器官的结缔组织，使骨盆韧带扩张、子宫颈变松软，
以利分娩。然而，最新研究表明，ＲＬＸ不仅仅是一种妊娠激素，它在卵泡发育和排卵、妊娠期

间乳腺生长、胎儿附植以及发动分娩时间等方面都有作用；而且，为了发现重组ＲＬＸ产品的药

理作用的需要，人们不断研究寻找ＲＬＸ新的作用靶组织 （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１９９４，２００４；Ｂａｇｎｅｌｌｅ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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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１９９３；Ｂｒｙａｎ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４）。
（１）对胶原的作用　不仅循环系统ＲＬＸ，而且生殖道局部产生的ＲＬＸ都对胶原的改变有作

用。假说认为，生殖道局部ＲＬＸ以自分泌和 （或）旁分泌方式参与胶原的重构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而且，ＲＬＸ也改变这些细胞的胶原分泌类型。ＲＬＸ对胶原的作用也表现在卵泡，ＲＬＸ可能作为

调节胶原溶酶局部产量的诸激素之一，胶原溶酶的作用是在卵泡破裂之前破坏卵泡壁的胶原，因

而参与排卵。ＲＬＸ对胶原的作用还表现在子宫颈和胎膜，这与分娩时子宫颈扩张直接相关。
（２）对卵泡发育的作用　卵泡ＲＬＸ的另一个作用是作为生长因子，促进颗粒细胞增生。
（３）对子宫和子宫颈平滑肌的收缩有抑制作用。
（４）对子宫内膜、蜕膜的作用　ＲＬＸ可能对子宫内膜细胞向蜕膜细胞转化有重要作用。
（５）对乳房的作用　不论在妊娠期间乳房的正常发育中还是在乳房病理中，ＲＬＸ都起着一

种生长因子的作用。
（６）前列腺和精液中的ＲＬＸ　前列腺分泌的ＲＬＸ不进入循环系统，而是进入精浆，对精子

活力有影响。有人认为ＲＬＸ对精子穿过子宫颈黏膜可能有影响。
（７）新的作用部位　近年来有些证据表明，脑垂体前叶、心血管、脂肪细胞等也是ＲＬＸ作

用的靶组织。
（二）抑制素及其相关肽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人们以为脂溶性的类固醇激素是惟一调节垂体前叶腺体分泌的性腺

激素。直到１９３２年，ＭｃＣｕｌｌａｇｈ在牛睾丸提取物中发现一种水溶性物质对垂体ＲＬＸ的分泌具有

反馈性抑制作用，从而提出了 “抑制素”的概念。１９７６年从卵巢卵泡液中分离出了与睾丸液抑

制素类似的物质。为了区别，曾称为卵泡抑制素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ｏｓｔａｔｉｎ），后来统称为抑制素 （ｉｎｈｉｂｉｎ）。
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７年从卵泡液或睾丸网液中又先后发现了２种抑制素相关肽：激活素 （ａｃｔｉｖｉｎ）和卵

泡抑素 （ｆｏ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Ｗｅ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Ｒｉｓｂｒｉｄ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Ｍａｔ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ｄｅＫｒｅｔ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１抑制素

（１）抑制素的产生部位　性腺是抑制素的主要来源。卵泡液中的抑制素主要由卵泡颗粒细胞

产生，睾丸内的抑制素主要由足细胞产生，间质细胞也可少量产生抑制素。在黄体组织中也检测

到了抑制素活性及其亚单位ｍＲＮＡ，提示黄体细胞可分泌抑制素 （主要是灵长类）。
此外，前列腺、胎盘、脑、垂体、骨髓、脊髓、肾和肾上腺等多种组织内存在抑制素的α和

β亚单位ｍＲＮＡ，证明这些组织可能是抑制素的性腺外来源。
（２）抑制素的分子结构和特性　抑制素是一种糖蛋白激素，由α和β两个不同的亚单位通过

二硫键联结而成。从不同动物卵泡中分离出的抑制素分子质量均为３２ｋｕ，包括１８ｋｕ的α亚单

位和１４ｋｕ的β亚单位。其中β亚单位有两种，分别称为βＡ和βＢ，相应地抑制素也有抑制素Ａ

图１ １３　抑制素α和β亚单位Ｎ端氨基酸序列

Ｘａａ任一种氨基酸

和Ｂ两种。已经弄清了２个亚单位Ｎ末

端的１０个氨基酸序列 （图１ １３）。
在抑制素Ａ和Ｂ分子中，除异亮氨

酸、组氨酸和赖氨酸的含量有明显差别

外，其他氨基酸的含量基本相同。不同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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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来源的抑制素缺乏种属特性。
（３）抑制素分泌的调节　抑制素的分泌主要受ＦＳＨ调节。体内和体外实验均表明，ＦＳＨ刺激

抑制素的分泌，这种作用是通过ｃＡＭＰ来实现的。ＬＨ对抑制素的分泌是否有影响，尚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ＬＨ不影响抑制素分泌，也有实验表明ＬＨ刺激抑制素分泌，还有报道称ＬＨ促进ＦＳＨ
引起的抑制素分泌，而对抑制素基础分泌无影响。在人体内，ｈＣＧ可刺激胎盘抑制素的分泌。
ＧｎＲＨ通过调节ＦＳＨ和ＬＨ的分泌而间接影响抑制素的分泌，但也可能直接作用于卵泡颗

粒细胞。外源性ＧｎＲＨ可使特异性促性腺激素低下性性功能减退患者血清抑制素水平明显增加。
但离体培养颗粒细胞时，ＧｎＲＨ抑制ＦＳＨ引起的抑制素分泌。所以ＧｎＲＨ对抑制素分泌的调节

作用是复杂的。
性腺类固醇激素也影响抑制素的分泌，雄激素和雌二醇起促进作用，而孕酮则有抑制作用。
除上述激素外，前列腺素、胰岛素、某些生长因子以及神经机制也参与抑制素的分泌调节。
（４）抑制素的生物学作用

① 对促性腺激素分泌作用：抑制素对基础的和ＧｎＲＨ刺激的ＦＳＨ分泌都有抑制作用，且

呈剂量依赖关系。抑制素对ＦＳＨ分泌的抑制作用有两种可能途径：一是直接作用于腺垂体，对

抗下丘脑释放的ＧｎＲＨ对垂体的作用；另一是直接作用于下丘脑抑制ＧｎＲＨ合成和释放。
雌二醇和抑制素都能抑制ＦＳＨ的分泌，但在生理条件下哪个因素起主要作用，目前还有争

议。通过观察猪发情周期内雌二醇、抑制素和ＦＳＨ的变化，发现无论在黄体期还是卵泡期，抑

制素和ＦＳＨ都表现明显的负相关，而且，在卵泡期抑制素维持较高水平的时间远比雌二醇维持

较高水平的时间长，因而认为抑制素是ＦＳＨ分泌的主要抑制因素。但另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假

设抑制素和雌二醇协同作用调节ＦＳＨ浓度，而ＦＳＨ分泌的方式主要由雌二醇调节。
抑制素对ＬＨ分泌的影响尚无统一看法。有的报道表明抑制素促进ＬＨ分泌，有的报道则认

为抑制素对ＬＨ分泌也有一定抑制作用，还有的报道无作用。
对性腺类固醇激素分泌的作用：抑制素增加ＬＨ刺激的培养卵泡膜细胞的雄烯二酮产量，但

降低颗粒细胞芳香化酶活性，从而抑制ＦＳＨ刺激的雌激素产生。此外，抑制素能增强颗粒细胞

中３β 羟类固醇脱氢酶 （３β ＨＳＤ）的活性，使孕烯醇酮加速转化为孕酮。

② 在配子发生中的作用：抑制素除作为内分泌激素，除抑制ＦＳＨ分泌而间接影响配子发生

外，在睾丸或卵泡中还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作用，直接影响配子发生。据报道，抑制素抑制大鼠

卵母细胞的成熟分裂，抑制卵泡生长和排卵。抑制素处理成年雄性大鼠使其精原细胞数量减少，
可能是由于抑制素抑制了精原细胞中ＤＮＡ合成的结果。给未成年雄性大鼠注射睾丸或卵巢提取

物将减少睾丸足细胞增殖。

③ 在妊娠中的作用：啮齿类动物证实，抑制素可抑制胚泡附植。在人体内，内源性抑制素

对ｈＣＧ分泌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部分需要胎盘ＧｎＲＨ的存在。说明抑制素和ＧｎＲＨ在调节胎

盘ｈＣＧ生成中有旁分泌作用。从胎盘水平看，抑制素和ｈＣＧ之间存在着一个反馈环，可能在妊

娠中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

④ 其他作用：抑制素具有生长因子的作用 （与ＴＧＦ β结构类似），能调节特异性类型细胞

的生长和分化。
（５）抑制素的应用　通过抑制素主动或被动免疫可提早动物性成熟和增加排卵率。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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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活化素 （ａｃｔｉｖｉｎ，又称激活素）　１９８６年由两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分别从猪卵泡液中纯化抑

制素时，几乎同时发现了由抑制素的２个β亚单位组成的二聚体，βＡβＡ、βＢβＢ和βＡβＢ，１９８７
年分别命名为活化素Ａ、活化素Ｂ和活化素ＡＢ，分子质量为２４ｋｕ。

除卵巢和睾丸外，还有多种组织是活化素和抑制素的共同来源，也是它们共同的靶组织。活

化素对ＦＳＨ的合成和释放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ＬＨ分泌无影响。此外，活化素在卵巢内

还有自分泌和旁分泌功能。在卵泡颗粒细胞上有特异性活化素受体，活化素可引起颗粒细胞

ＦＳＨ受体表达，在ＦＳＨ存在下还可促进ＬＨ受体表达。活化素能增加颗粒细胞产生抑制素

能力。
活化素对ＬＨ刺激的培养卵泡膜细胞雄烯二酮的产生起抑制作用。在ＦＳＨ存在下，活化素

可增加颗粒细胞ｃＡＭＰ产量。活化素Ａ可刺激ＧｎＲＨ受体的形成。还有证据表明，活化素促进

卵母细胞成熟。活化素还具有促进红细胞分化、诱导胰岛素分泌、维持神经细胞存活、诱导中胚

层形成等生物学功能。
３卵泡抑素 （ｆｏ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
（１）卵泡抑素的分子结构和特性　卵泡抑素是１９８７年由２个实验室分别从牛和猪的卵泡液

中分离出来的富含半胱氨酸的单链糖基化多肽，又称为ＦＳＨ抑制蛋白 （ＦＳＨ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ｏ
ｔｅｉｎ），其至少有３种分子质量形式：３２ｋｕ、３５ｋｕ及３９ｋｕ。单一的卵泡抑素基因在表达中由于

剪切不同而形成２种ｍＲＮＡ，编码２种Ｃ末端长度不同的蛋白 （分别含３１５个和２８８个氨基酸

残基）。翻译后糖基化程度不同导致不同形式卵泡抑素的产生。
（２）卵泡抑素的组织分布　卵泡抑素具有广泛的组织分布，它的ｍＲＮＡ已在１０多种不同组

织中检测到，如卵巢、睾丸、垂体、肾上腺、脑皮质、骨髓、心脏、肺、胸腺、肠、子宫、肾、
胰等。但是，卵泡抑素的蛋白仅在卵巢和垂体前叶有显示。其他表达卵泡抑素基因的组织是否也

存在卵泡抑素蛋白尚需进一步研究。
（３）卵泡抑素的生物学作用

①ＦＳＨ抑制蛋白：卵泡抑素选择性地抑制ＦＳＨ释放，但其效力只有抑制素的１／３左右。

② 活化素结合蛋白：卵泡抑素通过结合活化素、调节活化素的效应而在垂体和卵巢发挥自

分泌或旁分泌作用。因此卵泡抑素的生物学作用就与活化素的生物学作用连在了一起，可以中和

或抵消活化素的作用，表现为抑制芳香化酶活性，抑制ＦＳＨ引起的抑制素产生，阻止活化素刺

激的ＦＳＨ受体增加。此外，卵泡抑素可影响孕酮的合成与代谢，但这一点与其活化素结合活性

无关。
卵泡抑素除上述主要作用外，还参与许多其他生理功能的调节，如调节胚胎发育和分化、调

节神经细胞分化、与活化素相互作用调节成骨细胞功能和红细胞生成等。
（三）促性腺激素峰抑制 （减弱）因子

在１９８３和１９８４年间，研究者们用ＦＳＨ或人类绝经期促性腺激素 （ｈＭＧ）刺激猴卵巢多卵

泡发育时，发现虽然血液雌激素水平正常或上升，但通常不表现自发的排卵前ＬＨ峰。在单用

ＦＳＨ处理的妇女也观察到类似结果。另外，使用雌激素颉颃物克罗米酚 （ｃｌｏｍｉｆｅｎｅ）处理正常

妇女后再用ｈＭＧ或ＦＳＨ处理，虽然ＬＨ峰出现，但与未处理者相比，峰值明显减弱。这些实

验结果显示，被刺激的卵巢产生一种能对下丘脑 垂体轴起反馈作用，从而减弱或完全抑制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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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ＬＨ峰的物质。在猴，这种因子被称为促性腺激素峰抑制因子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ｓｕｒｇｅｉｎｈｉｂｉ
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ＧｎＳＩＦ），而在妇女表现出的这种因子被称为促性腺激素峰减弱因子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
ｓｕｒｇ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ＧｎＳＡＦ）。后来在猪和大鼠卵泡液中也证明存在一种既不是雌激素，也

不是抑制素，对ＬＨ分泌有选择性抑制作用的物质。其作用部位在垂体，能使垂体腺保持在对

ＧｎＲＨ低反应性状态。
在不同动物 （或人类）观察到的这种因子到底是同一种分子，还是存在种间差异，尚不清

楚。至于其化学结构，一般认为是一种肽，推测的分子质量从不足１２ｋｕ到７０～１００ｋｕ不等。关

于ＧｎＳＩＦ／ＧｎＳＡＦ的纯化鉴定、理化性质等，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第五节　前列腺素

１９３０年，科学家首先从人和动物精液中发现了一种能引起平滑肌强烈收缩的类脂物质并以

为来源于前列腺，故名前列腺素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ＰＧ）。后研究证明，ＰＧ广泛存在于体内多种

组织，如子宫内膜、胎盘、卵巢、下丘脑、肾、消化道等，并具有广泛的生物学作用。ＰＧ属类

花生烯酸家族的成员，花生四烯酸是哺乳动物细胞中最主要的类花生烯酸前体。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类花生烯酸领域的有关学者们获得诺贝尔奖。

一、前列腺素的化学结构和种类

前列腺素在体内多数细胞均有合成，起自分泌和旁分泌脂类介质作用。它们不储存，而是当

细胞受到机械创伤，或特异性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及其他刺激 〔例如血小板中的胶原、二磷酸腺

苷 （ＡＤＰ），内皮细胞的缓激肽和凝血酶〕时由细胞膜释放的花生四烯酸从头合成。一组酶精确

地调节细胞内花生四烯酸水平，使其在被磷脂酶Ａ２ （ＰＬＡ２）动用前保持酯化。近年来，关于花

生四烯酸自细胞膜释放的控制的理论几经变迁，因为不断有新的ＰＬＡ２成员被鉴定出来。尽管如

此，Ⅳ型胞液ＰＬＡ２ （ｃＰＬＡ２）始终是生产类花生烯酸的关键成员，因为缺乏ｃＰＬＡ２的细胞一般

不能合成类花生烯酸。细胞特异性和激动剂依赖性事件协调ｃＰＬＡ２在核膜、内质网 （ＥＲ）和高

尔基体的翻译。在内质网和核膜，ｃＰＬＡ２释放的花生四烯酸受到前列腺素Ｈ合成酶 （ＰＧＨＳ，俗

称ＣＯＸ，即环氧化酶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作用，代谢成中间前列腺素ＰＧＨ２。ＰＧＨＳ以２种同工酶

形式存在，ＰＧＨＳ １（ＣＯＸ １）和ＰＧＨＳ ２（ＣＯＸ ２）。简言之，ＣＯＸ １负责基础的、构成

性的前列腺素合成，而ＣＯＸ ２对各种炎性及 “诱导的”前列腺素合成是重要的。ＰＧＨ２代谢酶家

族是异质的，随细胞类型不同形成ＰＧＥ２、ＰＧＤ２、ＰＧＦ２α、ＰＧＩ２ （前列环素）和ＴｘＡ２ （血栓烷）
等。血栓烷合成酶发现于血小板和巨噬细胞，前列环素合成酶发现于内皮细胞，ＰＧＦ合成酶发现于

子宫，ＰＧＤ合成酶发现于脑和肥大细胞；微粒体ＰＧＥ合成酶 （ｍＰＧＥＳ）负责ＰＧＥ２的合成。

二、前列腺素的作用机理

前列腺素从细胞中释放，主要是通过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多肽家族中的前列腺素转运蛋白

（ＰＧＴ）转运而实现，也可能通过其他未知的转运蛋白转运。
由于血栓烷和前列环素迅速消失 （半衰期为数秒至数分钟），这些化合物在其合成部位附近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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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前列腺素有进入细胞核的潜力，与核内受体结合发挥生物学作用。在小鼠和人类体

内，至少有９种已知的前列腺素受体形式，以及几种带不同Ｃ末端的剪切变异体。４种受体亚型

结合ＰＧＥ２ （ＥＰ１～ＥＰ４），２种受体结合ＰＧＤ２ （ＤＰ１ 和ＤＰ２），而结合ＰＧＦ２α、ＰＧＩ２ 和ＴｘＡ２ 的

各有一个单一受体 （分别为ＦＰ、ＩＰ和ＴＰ）。
根据同源性和信号转导属性，前列腺素受体属于Ｇ蛋白偶联受体 （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ＧＰＣＲ）超家族中一个有不同成员的亚家族内的３个组，惟一例外是ＤＰ２，它是化学趋化物

受体亚组的成员。“松弛型”受体ＩＰ、ＤＰ１、ＥＰ２ 和ＥＰ４ 组成一组，通过Ｇｓ 介导的胞内ｃＡＭＰ
水平上升进行信号转导；“收缩型”受体ＥＰ１、ＦＰ和ＴＰ组成第二组，通过Ｇｑ介导的胞内钙浓

度上升进行信号转导。而ＥＰ３ 受体被认为是 “抑制型”受体 （第三组），与Ｇｉ偶联，减少ｃＡＭＰ
形成。尽管多数前列腺素受体ＧＰＣＲ位于质膜，但也有一些位于核膜。

图１ １４　前列腺素的基本结构式及几种前列腺素结构特点示意图
　

三、前列腺素的生物学作用

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ＰＧ具有不同的生物学作用。在动物繁殖过程中有调节作用的主要是

ＰＧＦ和ＰＧＥ。
（一）溶解黄体的作用

１ＰＧＦ２α溶解黄体的机理　子宫内膜产生的ＰＧＦ２α引起黄体溶解，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并为

大量研究结果所证实。在黄体开始发生退化之前，子宫静脉血中的ＰＧＦ２α或循环血中ＰＧＦ２α的代

谢物 （ＰＧＦＭ）浓度明显升高；在黄体溶解发生时，ＰＧＦ２α的分泌呈现出逐渐明显而增强的分泌

波；在黄体期，从子宫静脉或卵巢动物灌注ＰＧＦ２α可诱导同侧卵巢黄体提前溶解；在黄体发生溶

解时，从子宫内膜组织分离出的ＰＧＦ２α含量最高。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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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研究来自绵羊。在解剖构造上，卵巢动脉十分弯曲而紧密地贴附在子宫 卵巢静脉，
从而形成子宫 卵巢静脉与卵巢动脉之间的对流系统，使得子宫内膜产生的ＰＧＦ２α不经全身循环

而就近转移到卵巢引起黄体溶解 （图１ １５）。ＰＧＦ２α在外周血中很快就转化成代谢产物ＰＧＦＭ。

图１ １５　绵羊子宫前列腺素进入卵巢的途径

（改自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Ｌｅａ＆Ｆｅｂｉｇｅｒ，１９７５，２７９）　

近年来发现，由卵泡颗粒细胞黄体化而来的大黄体细胞上存在ＰＧＦ２α受体，而由卵泡内膜细

胞黄体化形成的小黄体细胞上不存在ＰＧＦ２α受体。因此，ＰＧＦ２α可直接作用于大黄体细胞使之变

性、自溶，并产生细胞毒素而间接引起大黄体细胞变性。ＰＧＦ２α引起大黄体细胞变性的机制，可

能是由于ＰＧＦ２α抑制ＬＨ的促ｃＡＭＰ增加和孕酮产生的作用。另一种解释是ＰＧＦ２α促进血管收

缩，使流进黄体组织的血流量减少，进而毛细血管变性，出现动静脉吻合枝，导致黄体组织功能

和结构发生改变。但学术界对此观点有分歧。
２影响子宫内膜分泌ＰＧＦ２α的因素　子宫ＰＧＦ２α的分泌受雌激素、孕激素和催产素及其受体

的影响。黄体期末，卵泡雌激素产量增加，雌激素促进ＰＧＦ２α的合成和释放。而黄体期孕酮的先

期作用对于雌激素诱导的ＰＧＦ２α释放是必需的。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大黄体细胞能够分泌催

产素和催产素结合蛋白。催产素对子宫内膜ＰＧＦ２α的分泌有促进作用。ＰＧＦ２α又可刺激催产素从

大黄体细胞释放。这种正反馈回路有助于ＰＧＦ２α的渐增阵发性释放，以致引起黄体溶解。
子宫内膜催产素受体数量在黄体期中期最低，在黄体期末迅速增加，在发情时达高峰，在排

卵后降低。催产素受体浓度的变化也是影响ＰＧＦ２α释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的影响

下丘脑产生的ＰＧ参与ＧｎＲＨ分泌的调节，ＰＧＦ和ＰＧＥ能刺激垂体释放ＬＨ。同时，ＰＧ
对卵泡发育和排卵也有在直接作用。

（三）对子宫和输卵管的作用

ＰＧＦ２α促进子宫平滑肌收缩，有利于分娩活动。分娩后，ＰＧＦ２α对子宫功能恢复有作用。ＰＧ
对输卵管的作用较复杂，与生理状态有关。ＰＧＦ主要使输卵管口收缩，使受精卵在管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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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ＧＥ使输卵管松弛，有利于受精卵运行。
（四）其他作用

ＰＧ对生殖系统以外的生理功能具有广泛的调节作用。如ＰＧＥ２和ＰＧＡ２具有扩张血管的作

用，ＰＧＦ有收缩血管的作用，因而参与调节血压。ＰＧ可影响血小板的凝集，调节肾小管水和电

解质的吸收从而具有利尿作用。此外，对呼吸、消化、神经系统及炎症反应均有作用，这取决于

ＰＧ的种类。

第六节　其他激素

前面所描述的激素均以调节动物繁殖机能为主要功能，因而通常被称为生殖激素。但有的激素，
其主要功能是调节新陈代谢，但对繁殖机能有次要的或间接的调节作用，因而可称为次级生殖激素。

一、生长激素

垂体前叶分泌的生长激素 （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Ｈ）是一种具有种属特异性的蛋白激素，在

化学结构、免疫特性和生物活性上都存在很大的种属差异。ＧＨ分子结构是一条单肽链，有的动

物 （如牛和羊）的ＧＨ有侧链，各种动物的ＧＨ氨基酸序列不同，分子质量在２２～４８ｋｕ之间。
ＧＨ的主要生物学效应是调节蛋白质、糖和脂肪的代谢以及促进生长。而近年来发现ＧＨ与

繁殖机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已在卵巢 （黄体）、子宫、睾丸、精囊腺、前列腺等生殖系统组织上

发现了ＧＨ受体。大量证据证明，ＧＨ与性激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性激素调节

ＧＨ的合成和释放及其促生长和代谢效应，调节生长激素结合蛋白 （ＧＨＢＰ）的浓度和ＧＨ受体

的浓度。另一方面，ＧＨ对性激素的功能也有调节作用，例如对于睾酮刺激第二性征发育的作

用，ＧＨ是重要的。性别分化、性成熟都需要ＧＨ；ＧＨ还参与性腺类固醇合成、配子发生、排

卵；在妊娠期间ＧＨ是胎儿营养和发育所需要的。此外，ＧＨ与乳腺的发育和泌乳有很大关系

（Ｈｕ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

（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其释放激素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ＣＴＨ）也是垂体前叶分泌的多肽激素，
由３９个氨基酸残基组成。不同动物的ＡＣＴＨ的生理作用相同，但氨基酸序列稍有差异。ＡＣＴＨ
的生物学作用较广泛，除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以外，还具有调节代谢和免疫的功能，在中枢

有多种功能，包括学习记忆、行为、体温调节、心血管功能调节等。由于ＡＣＴＨ与黑素细胞刺

激素 （ｍｅｌａｎｏｃｙｔ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ＭＳＨ）起源于共同前体———阿黑皮素原 （ｐｒｏｏｐｉｏｍｅｌ
ａｎｏｃｏｒｔｉｎ，ＰＯＭＣ），而且与ＭＳＨ结合于共同的受体，因此这２种激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已经发现，胎盘、睾丸和卵巢上可产生ＡＣＴＨ。ＡＣＴＨ在精子发生和卵泡发育中可能有作

用。胎盘产生的ＡＣＴＨ对于分娩和泌乳活动有重要作用。
ＡＣＴＨ的分泌受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ＣＲＨ）调

控。近年来发现，不仅下丘脑可分泌ＣＲＨ，而且胎盘也可产生ＣＲＨ。特别是妊娠中晚期，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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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大量ＣＲＨ进入母体和血液循环，与下丘脑ＣＲＨ一起调节垂体ＡＣＴＨ的分泌。而且，胎盘

ＣＲＨ还以旁分泌或自分泌方式影响胎盘ＡＣＴＨ和其他激素 （如ＰＧＦ２α），这些激素共同作用参

与分娩过程。ＣＲＨ与糖皮质激素协同作用，可抑制妊娠母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有人认为这与防

止胎儿排斥反应有关。
（二）肾上腺皮质激素

肾上腺分泌３类肾上腺皮质激素 （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ｈｏｒｍｏｎｅ），分别是２１碳、１９碳和１８碳皮

质类固醇。其中１９碳皮质类固醇包括脱氢表雄酮、睾酮、雄烯二酮等；１８碳皮质类固醇包括雌

酮、雌二醇等 （这２类皮质类固醇已在性腺激素论及）。
２１碳皮质类固醇可分为以影响糖代谢为主的糖皮质激素和以影响Ｎａ＋、Ｋ＋代谢为主的盐皮

质激素。前者有皮质酮、皮质醇、可的松和１１ 脱氢皮质酮４种；后者有１１ 脱氧皮质酮、１７
羟 １１ 脱氧皮质酮和醛固酮３种。

皮质激素的主要作用是调节代谢。但在繁殖机能调节上亦有作用。正常分娩有赖于胎儿完好

的垂体 肾上腺皮质功能 （详见本书第八章）。

三、胰 岛 素

胰岛素 （ｉｎｓｕｌｉｎ）是胰岛β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种可溶性蛋白质激素，由Ａ、Ｂ两条多肽链

经二硫键联结组成，Ａ链内还有一个链内二硫键。胰岛素是调节机体各种营养物质代谢的重要

激素之一，主要促进糖和脂肪的储存及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因此，对于维持正常代谢和生长，
胰岛素是不可缺少的。近年来发现，胰岛素与正常卵巢功能的维持有关。

研究证明，卵巢上和睾丸上存在特异性胰岛素受体。体外培养试验发现，胰岛素对于ＦＳＨ
诱导的猪颗粒细胞上ＬＨ／ｈＣＧ受体是必不可少的；颗粒细胞培养液中加入胰岛素能显著增加

ＦＳＨ和ｈＣＧ促进的孕酮分泌。在人卵泡颗粒细胞的离体培养环境中加入ＦＳＨ可以明显地提高

芳香化酶活性；若再加入胰岛素，则进一步加强ＦＳＨ对芳香化酶活性的促进作用。睾丸细胞体

外培养时加入胰岛素，也可明显加强由ｈＣＧ诱导的睾酮生成。在人类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引

起的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临床上即伴有卵巢功能低下，如原发闭经、初潮延迟、无排卵、妊娠

率低及早绝经。高胰岛素血症则伴有卵巢功能过度，表现为高雄激素血症。这些体内外证据均表

明胰岛素具有促性腺功能。已经证明，胰岛素是介导营养对繁殖功能影响的媒介。

四、甲状腺素

甲状腺素 （ｔｈｙｒｏｘｉｎｅ）是一种含碘激素，是重要的代谢激素。但近年来也有证据表明，甲

状腺素与繁殖机能有关。特别在炎热时期，甲状腺的分泌量减少对繁殖的影响几乎与摘除甲状腺

或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相似，血液中促性腺激素浓度趋于降低，性腺活动减弱。甲状腺机能异常

时，发情周期紊乱，有的甚至完全停止发情。甲状腺素对繁殖机能的调节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五、瘦　　素

瘦素 （ｌｅｐｔｉｎ），是白色脂肪细胞特异性的肥胖基因 （ｏｂ基因）表达的产物，最初表达的是

１６７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分泌蛋白，去掉Ｎ末端２１个氨基酸残基的信号肽成为成熟蛋白 （１４６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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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氨基酸残基），分子质量１６ｋｕ，单链分子，链内有２个半胱氨酸组成二硫键。由于该蛋白调节

体内脂肪含量，使动物和人变瘦，故被命名为ｌｅｐｔｉｎ（来自希腊语ｌｅｐｔｏｓ，意为瘦），也有人译为

瘦蛋白、瘦因子、消瘦激素。由于是ｏｂ基因表达产物，又称ＯＢ蛋白。研究发现，ｏｂ基因突变

导致肥胖和不育。近年来证实，瘦素与繁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下丘脑、垂体、性腺、子宫均发

现有瘦素受体。瘦素可能是连接营养状态与生殖过程的代谢信号，在启动初情期和维持生殖功能

方面起重要作用。瘦素能刺激ＧｎＲＨ、ＬＨ、ＦＳＨ、Ｅ２分泌，影响性腺功能 （图１ １６）。在人体

内，胎盘滋养层可分泌瘦素，被认为是一种胎盘局部激素，促进胚胎发育和附植，促进胎儿的发

育，对妊娠的维持有重要作用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Ｈｏｕｓｅｋｎｅｃｈ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图１ １６　瘦素与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相互关系的假设模式

　　来自脂肪组织的瘦素是通过神经肽Ｙ调节摄食量的分子信号。瘦素作用于下丘脑，神经肽Ｙ合成减少，降低食

欲，增加体能消耗，体重降低。因此，瘦素将体脂储存的信息传给下丘脑。卵巢也产生瘦素，与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

功能相关。ＧｎＲＨ和ＬＨ脉冲与瘦素功能有关。瘦素可能直接调节生殖器官功能，也通过旁分泌作用调节雌二醇合

成。雌二醇浓度也可影响瘦素合成。瘦素可能是向生殖系统反映代谢状态的信号

［改自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ｅｔａｌ．Ｌｅｐｔｉｎ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００（６）：２９０～３００］　

六、外 激 素

外激素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ｅｃｔｏｈｏｒｍｏｎｅ）是动物不同个体间进行化学通讯的信使。即动物体向

外界释放有特殊气味的化学物质，同类动物通过嗅觉或味觉接受其刺激，可引起行为或生理上的

反应。动物进行化学通讯的外激素可以是单一的化学物质，也可以是几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可

以由专门的腺体所分泌，也可以是一种排泄物。外激素可诱导动物多种行为，诸如识别、聚集、
攻击、性活动等。其中诱导性活动的外激素称为性外激素。

性外激素可引诱配偶或刺激配偶进行性交配，加速青年动物到达初情期，对动物的繁殖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猪的睾丸中可以合成有特殊气味的化学物质５α 雄甾 １６ 烯 ３ 酮 （５α ａｎｄｒｏｓｔ １６

ｅｎ ３ ｏｎｅ），这种物质可储存在公猪的脂肪组织中，并可由包皮腺和唾液腺排出体外。公猪的

颌下腺可合成一种具有麝香气味的物质，即３α 羟 ５ 雄甾 １６ 烯 （３α ｈｙｄｒｏｘｙ ５α ａｎｄｒｏｓｔ
１６ ｅｎｅ），经由唾液排出体外。公猪释放出的这些特殊气味物质可以刺激母猪表现强烈的发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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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此，公猪尿液或包皮分泌物可用于母猪试情，人工合成的公猪外激素类似物被用于进行母

猪催情、试情、增加产仔数。此外，公猪外激素对初情期的影响非常明显。将成年公猪放入青年

母猪群，５～７ｄ后即出现发情高峰，比未接触公猪的青年母猪提早初情期３０～４０ｄ。
所谓 “公羊效应”在畜牧生产中引起广泛注意。其实，在牛、马等也存在类似的公畜效应。

公牛的尿液中存在一种能加速青年母牛初情期的外激素。公骆驼在交配季节枕腺肿大并流出异臭

的分泌物；鹿尾腺也是外激素分泌腺；灵猫会阴腺分泌灵猫酮 （顺式 ９ 酮 环 １７ 烯）；麝分

泌麝香酮 （３ 甲基环 １５ 烷酮）。以上物质均起外激素作用。雄性鼠类的尿中含有一种雄激素

依赖性蛋白质，起外激素作用。
母性行为和母 仔联系的建立也有外激素的作用。
外激素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许多外激素的性质和结构尚不清楚，仍需要深入的研究。

第七节　神经递质

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系内各种激素的相互作用是动物繁殖周期的主要调节者。其中，下丘脑

的作用极为重要，它能将中枢神经系统内的信号转变为内分泌信号，并接受性腺激素的反馈调

节。此外，在性腺或其他生殖器官上均有外周神经分布，这些神经末梢也通过神经递质影响生殖

器官的功能。神经递质的作用是复杂的，有的神经细胞内，两种或两种以上神经递质共存，有的

神经递质又可作为神经激素或神经调质起作用。本节介绍几种调节繁殖机能的主要的神经递质。

一、胺类神经递质

（一）儿茶酚胺

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统称为儿茶酚胺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 （单胺类）神经递质。
它们对ＧｎＲＨ分泌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１去甲肾上腺素 （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　来自中枢神经系统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纤维不仅在

下丘脑弓状核和正中隆起区域与ＧｎＲＨ轴突末梢发生密切的联系，而且与下丘脑的肽能神经元

（如β 内啡肽神经元）形成突触联系，这些肽能神经元是调节ＧｎＲＨ分泌的中间神经元。因此，
去甲肾上腺素通过２条途径影响ＧｎＲＨ分泌：通过直接突触联系控制ＧｎＲＨ神经元的活动，或

者改变中间神经元的活动而间接影响ＧｎＲＨ分泌。实验证明，去甲肾上腺素对下丘脑ＧｎＲＨ分

泌具有刺激作用，而这种调节作用与体内性腺类固醇激素水平有关。性激素水平正常时，去甲肾

上腺素促进ＧｎＲＨ分泌，排卵前ＧｎＲＨ和ＬＨ峰与去甲肾上腺素有密切关系。而性激素水平低

下时，则起抑制作用。兴奋作用是通过α受体实现，抑制作用是通过β受体实现。
此外，外周神经末梢释放的去甲肾上腺素对性腺功能也有调节作用。例如，卵泡发育和自发

性排卵需要儿茶酚胺，卵巢发育期间获得儿茶酚胺受体是儿茶酚胺、类固醇激素和促性腺激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
２肾上腺素 （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ａｄｒｅｎａｌｉｎｅ，ａｄｒｅｎｉｎｅ）　肾上腺素能纤维分布在下丘脑内侧前

区、弓状核、室管膜和正中隆起。在间情期和发情前期，肾上腺素是惟一刺激ＬＨ释放的单胺类

递质。有人推测，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在调节ＧｎＲＨ分泌中有不同的作用：去甲肾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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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正中隆起神经末梢ＧｎＲＨ积累有关，而肾上腺素只与正中隆起末梢ＧｎＲＨ释放到垂体门

脉血管有关。肾上腺素的作用也受体内性激素水平调节。
３多巴胺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　多巴胺纤维投射到下丘脑前区、视前区、隔核和室旁核。多巴胺可

能通过突触联系直接影响ＧｎＲＨ神经元活动，并在正中隆起影响ＧｎＲＨ释放；这种影响也与性

腺激素浓度有关。有的试验表明，多巴胺抑制ＧｎＲＨ释放；另一些人认为多巴胺刺激ＧｎＲＨ释

放。这与剂量有关，小剂量时引起释放，大剂量时抑制释放。此外，与受体类型 （α或β）也有

关系。多巴胺还能起促乳素释放抑制因子的作用。脑内多巴胺可引起性行为。
（二）５ 羟色胺

５ ＨＴ （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神经纤维在下丘脑的分布以视交叉上核、弓状核及乳头体

前核较丰富，在正中隆起也有。５ ＨＴ对下丘脑 垂体多种激素的分泌具有调节作用。５ ＨＴ可

增加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ＣＲＨ）及垂体前叶ＡＣＴＨ、ＰＲＬ及垂体后叶加压素和

催产素的分泌。实验表明，５ ＨＴ对ＧｎＲＨ和ＬＨ的释放有抑制作用。但也有人报道５ ＨＴ对

排卵前ＬＨ释放是必要的。在卵巢水平，５ ＨＴ可抑制卵泡肾上腺素能神经递质的释放。５ ＨＴ
可促进绵羊黄体细胞孕酮的生成。

（三）组胺

组胺 （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神经元在下丘脑的分布以正中隆起为最多。中枢和全身灌注组胺能刺激

ＰＲＬ、ＡＣＴＨ、α 促黑激素的释放。这种作用可能由儿茶酚胺、β 内啡肽所介导。组胺促ＰＲＬ
释放的作用可能通过增加５ ＨＴ和精氨酸加压素 （ＡＶＰ）等而间接实现。中枢灌注组胺，可促

进去卵巢、雌激素和孕激素预处理的大鼠以及发情前期的大鼠ＬＨ释放，但不影响ＦＳＨ分泌。
组胺还间接抑制ＧＨ的分泌。组胺在垂体后叶激素的释放中也有调节作用。在性腺水平，组胺

参与卵泡的收缩。

二、胆碱类神经递质

乙酰胆碱 （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是最古老的神经递质之一，不论在中枢系统还是在外周神经，均

有胆碱能纤维。中枢胆碱能纤维与下丘脑弓状核多巴胺神经元形成突触，通过乙酰胆碱刺激多巴

胺神经元兴奋，释放多巴胺，刺激ＧｎＲＨ释放继而导致ＬＨ释放。乙酰胆碱还通过激活多巴胺

系统而抑制ＰＲＬ分泌。胆碱能系统还参与调节卵巢功能。

三、氨基酸类神经递质

研究最多的氨基酸类神经递质是γ 氨基丁酸 （ＧＡＢＡ）对繁殖机能的影响。它是一种广泛

分布于脑内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在中枢系统中，ＧＡＢＡ抑制ＡＣＴＨ分泌。ＧＡＢＡ对ＰＲＬ的分

泌有双重效应，小剂量时抑制，可能是直接作用于垂体；大剂量时促进ＰＲＬ分泌，可能通过抑

制多巴胺系统而间接实现。第三脑室灌注ＧＡＢＡ，可引起下丘脑ＧｎＲＨ释放增加，继而导致

ＬＨ释放增加。但ＧＡＢＡ对垂体无直接作用。ＧＡＢＡ对ＧｎＲＨ的促进作用是在雌激素和去甲肾

上腺素的中介下完成的。此外，ＣＲＨ可抑制ＧｎＲＨ释放，ＧＡＢＡ则抑制ＣＲＨ释放，因而间接

促进ＧｎＲＨ释放。然而，有人根据对妇女的研究推测，在黄体期中期，ＧＡＢＡ可能参与卵巢激

素对下丘脑的负反馈抑制作用，从而降低ＧｎＲＨ和ＬＨ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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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肽类神经递质

（一）类阿片肽

类阿片肽 （ｏｐｉｏｉ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ＯＰ）或称阿片样肽 （ｏｐｉａｔｅｌｉｋ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ＯＬＰ）是一类作用与

阿片类物质相似的神经递质。１９７５年首次从猪的脑组织中分离出２种具有阿片样活性的多

肽———甲硫氨酸 脑啡肽和亮氨酸 脑啡肽以来，已先后发现２０多种这类物质。它们共分为内啡

肽、脑啡肽和强啡肽三大家族。它们不仅广泛存在于脑组织中，而且也存在于许多外周组织，如

生殖系统的睾丸间质、卵巢的颗粒细胞、黄体细胞和间质细胞、胎盘，以及肾上腺髓质、肾脏、
肺脏、消化道等。在中枢神经系统，β 内啡肽神经元主要集中在下丘脑弓状核及其周围区域，
轴突较长，终止于正中隆起等部位。脑啡肽神经元分布较广，在端脑、边缘系统、下丘脑、脑

干、脊髓均有分布，轴突很短。部分脑啡肽神经纤维延伸到正中隆起外带中央区。强啡肽神经元

轴突集中在正中隆起内带，其纤维穿过正中隆起到达垂体后叶。在正中隆起偶尔也能观察到阿黑

皮素原 （ＰＯＭＣ）衍生物ＡＣＴＨ的轴突。ＰＯＭＣ是β 内啡肽、ＡＣＴＨ、促黑素细胞素的共同前

体。这些解剖构造提示，类阿片肽可能与下丘脑正中隆起ＧｎＲＨ神经元末梢调节有关。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已发现吗啡有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分泌的作用。近年来大量实验表

明，类阿片肽通过抑制下丘脑ＧｎＲＨ脉冲发生器和正中隆起ＧｎＲＨ的释放来抑制垂体促性腺激

素的释放。有人认为类阿片肽对ＧｎＲＨ分泌的抑制作用是直接的，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抑制作用

是间接的，胺类神经递质可能在其中起了中间调节作用。类阿片肽能否在垂体水平上直接调节促

性腺激素分泌尚需进一步研究。
脑内类阿片肽神经元的活动受类固醇激素 （如雌激素、孕酮和睾酮）的调节。这种调节不仅

包括类阿片肽的合成、分泌，又包括类阿片肽受体的数量及其与类阿片肽的结合。例如，垂体门

脉血液中β 内啡肽的水平随发情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变化，在黄体期最高，卵泡期最低。怀孕大

鼠的下丘脑β 内啡肽的含量和阿片肽受体的密度最大，泌乳大鼠最低，去卵巢大鼠居中，去卵

巢后经Ｅ２和Ｐ４处理的大鼠与怀孕大鼠相似。这说明性激素的周期性变化可通过对丘脑下部的

ＧｎＲＨ和β 内啡肽的含量及其与受体的结合而影响垂体前叶功能。另一方面，类阿片肽参与性

腺激素对下丘脑ＧｎＲＨ的负反馈机制。在性腺中也有类阿片肽存在，有些证据已经表明它们与

卵泡发育和精子发生有关。
（二）神经肽Ｙ
神经肽Ｙ （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Ｙ，ＮＰＹ）是３６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类神经递质，１９８２年首

先从猪脑分离出来。ＮＰＹ属于胰多肽 （ＰＰ）族的结构相关肽，其氨基酸序列与ＰＰ和ＹＹ肽

（ＰＹＹ，主要存在于胃肠道）具有很高同源性，并具有ＰＰ类共有的二级结构。ＮＰＹ广泛存在于

中枢和外周神经组织。下丘脑弓状核含有丰富的ＮＰＹ细胞体。ＮＰＹ可与去甲肾上腺素共存于同

一神经元中。正中隆起部位ＮＰＹ的释放与ＧｎＲＨ的脉冲释放密切相关。实验表明，ＮＰＹ可加

强雌激素引起的排卵前ＬＨ峰。ＮＰＹ增加ＧｎＲＨ刺激的ＬＨ分泌，但在缺乏ＧｎＲＨ时，ＮＰＹ
对ＬＨ分泌无影响。还有实验证明，ＮＰＹ对垂体有直接作用，ＮＰＹ使ＧｎＲＨ刺激的发情前期的

大鼠垂体ＬＨ和ＦＳＨ分泌增加，但对发情后期大鼠垂体没有同样的效应。说明发情前期孕酮的

作用对于垂体对ＮＰＹ的反应很重要，换言之，ＮＰＹ促进ＬＨ和ＦＳＨ分泌的作用受此前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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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尤其是Ｐ４的调节，发情后期似乎对ＮＰＹ的作用有抑制性。在雄性动物体内，睾酮浓度对正

中隆起ＮＰＹ的释放有调节作用。
ＮＰＹ还参与卵巢功能的调节。分布于卵巢的交感神经末梢，与去甲肾上腺素共存。局部生

成的ＮＰＹ可调节卵巢血流，抑制黄体细胞和经促性腺激素刺激的颗粒细胞孕酮分泌。
（三）Ｐ物质

Ｐ物质 （Ｐ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ＰＳ）是最早 （１９３１年）发现的神经肽，为十一肽。在脊髓、脑干、
间脑及端脑水平均可见到含Ｐ物质的神经细胞体，含Ｐ物质的神经末梢分布更为广泛。最近研

究表明，在垂体前叶也有含Ｐ物质的神经纤维存在，并与垂体腺细胞有突触接触，暗示垂体前

叶的激素分泌除了受传统的体液途径调节之外，还可能受包括Ｐ物质纤维在内的直接神经调节。
Ｐ物质作为递质或中枢调质，在繁殖机能调节中的作用近来受到重视并取得很大进展。Ｐ物

质纤维在下丘脑与ＧｎＲＨ神经元形成突触联系，Ｐ物质可以促进ＧｎＲＨ释放，继而导致ＬＨ和

ＦＳＨ的释放增加。下丘脑 垂体轴内Ｐ物质的组织水平与性周期是协调的，并可受血液循环内雌

激素水平影响。Ｐ物质含量随发情周期而变，尤其在发情后期变化显著。雌激素能使垂体Ｐ物质

含量降低。Ｐ物质在垂体水平上对ＬＨ和ＦＳＨ的作用却与下丘脑水平上不同；有报道，Ｐ物质抑制

了离体培养的垂体前叶细胞经ＧｎＲＨ刺激的ＬＨ释放 （但不抑制ＦＳＨ），而另一研究报道Ｐ物质对

垂体前叶在离体或在体时都无作用。看来，Ｐ物质对下丘脑和垂体的调节存在复杂的机制。
Ｐ物质促进ＧＨ、ＰＲＬ和促甲状腺激素 （ＴＳＨ）释放，而抑制ＡＣＴＨ释放。Ｐ物质对ＰＲＬ

的调节可能在垂体前叶有直接效应，而ＧＨ、ＴＳＨ和ＡＣＴＨ的调节除经中枢途径外是否对垂体

前叶有直接作用，尚未确定。
在垂体后叶，Ｐ物质与儿茶酚胺递质在神经细胞共存。Ｐ物质可促进后叶激素如精氨酸加压

素 （ＡＶＰ）和催产素释放。
Ｐ物质对性腺功能也有调节作用。例如Ｐ物质与ＮＰＹ都能抑制猪黄体细胞和经促性腺激素

处理的颗粒细胞分泌孕酮。在卵巢基质、卵泡膜存在Ｐ物质。卵巢受到过度刺激会增加血液中Ｐ
物质浓度。

（四）其他神经肽

除上述神经递质外，还有许多神经肽以神经递质或神经调质或神经激素的角色对繁殖机能起

调节作用。例如，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ＣＧＲＰ）、血管活性肠肽 （ＶＩＰ）、精氨酸加压素 （ＡＶＰ）、
心钠素 （ＡＮＰ）、生长抑素 （ＳＯＭ）、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ＴＲＨ）、神经降压肽 （ＮＴ）等，
在此不详细描述，仅列简表１ １。

表１ １　部分肽与繁殖机能调节

名　称 缩写 在繁殖调节中的主要作用

精氨酸加压素 ＡＶＰ 促进ＰＲＬ和ＡＣＴＨ释放；调节睾丸ＬＨ受体及类固醇合成

血管活性肠肽 ＶＩＰ 调节性腺和性器官血流；促进卵巢类固醇合成、卵母细胞成熟和排卵

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 ＲＡＳ
　调节ＧｎＲＨ和ＬＨ分泌；性腺和子宫局部的ＲＡＳ以旁分泌和自分泌方式调节性

腺激素合成、卵泡发育和排卵及血管生成

神经降压肽 ＮＴＮ 促进ＬＨ和ＦＳ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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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名　称 缩写 在繁殖调节中的主要作用

心钠素 ＡＮＰ 与儿茶酚胺系统相互作用，控制ＧｎＲＨ分泌，继而抑制ＬＨ释放；抑制ＰＲＬ分泌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ＴＲＨ 促进ＰＲＬ释放降钙素基因相关肽ＣＧＲＰ抑制ＧＨ和催产素释放

甘丙肽 Ｇａｌ 促进下丘脑正中隆起神经末梢ＧｎＲＨ释放，促进垂体细胞ＧＨ和ＰＲＬ释放

垂体腺苷酸环化酶激活肽 ＰＡＣＡＰ 促垂体激素作用，自分泌调节生精细胞发育和精子形成

第八节　生长因子

近年来研究表明，动物的繁殖机能不仅受激素的调节，而且受到在体内广泛存在的生长因子

的调节。
多肽类生长因子，在内分泌学上可以认为是不同于经典激素的亚组，它们通过自分泌、旁分

泌或内分泌的方式作用于靶组织或靶细胞，促进细胞增殖和 （或）分化。已经研究的生长因子达

数十种，根据其作用，可分为广谱性和特异性生长因子两大类。前者指作用于种类广泛的细胞，
主要包括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ＩＧＦ）、表皮生长因子 （ＥＧＦ）、转化生长因子 （ＴＧＦ）、血小板衍

生生长因子 （ＰＤＧ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ＦＧＦ）等。后者指专一性地作用于某些特异类型

的细胞，例如神经生长因子 （ＮＧＦ）、集落刺激因子 （ＣＳＦ）、白细胞介素 （ＩＬ）等。生殖系统的

睾丸、卵巢、输卵管、子宫、胎盘以及胚胎等组织可产生多种生长因子或有生长因子的受体。本

节重点阐述几种主要的调节繁殖机能的生长因子。

一、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ＩＧＦ）包括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 Ⅱ，二者的结构

和功能与胰岛素相似，分子质量为７５ｋｕ。ＩＧＦ Ⅰ由７０个氨基酸残基组成，ＩＧＦ Ⅱ由６７个氨

基酸残基组成。ＩＧＦ在血液中与６种ＩＧＦ结合蛋白 （ＩＧＦＢＰ１～ＩＧＦＢＰ６）相结合，ＩＧＦＢＰ负责将

ＩＧＦ运送到靶组织，因而血液中的ＩＧＦ受结合蛋白的结构和功能调节，使ＩＧＦ能够表现内分泌

的作用方式。在靶组织，ＩＧＦⅠ和ＩＧＦⅡ分别与各自受体ＩＧＦⅠＲ和ＩＧＦ ⅡＲ结合。ＩＧＦⅠ的产生

及作用受生长激素 （ＧＨ）调节。ＧＨ的分泌和血液的ＩＧＦ Ⅰ浓度密切相关，使ＩＧＦ Ⅰ浓度在

新生畜处于低水平，以后渐增，性成熟时达高峰，随后便下降。除内分泌作用方式外，自分泌和

旁分泌也是ＩＧＦ的重要作用方式。ＩＧＦ的主要作用与胰岛素一样，是促进细胞生长和调节细胞

对葡萄糖的摄入。对生殖系统有广泛的作用，介绍于下。
（一）ＩＧＦ对卵巢的作用

除外周血ＩＧＦ作用于卵巢外，卵巢内部产生的ＩＧＦ也对卵巢卵泡发育起作用。卵泡颗粒细

胞能够产生ＩＧＦ，同时，颗粒细胞上又有ＩＧＦ受体。ＩＧＦ Ⅰ可促进颗粒细胞代谢、增生和分化，
加强促性腺激素对颗粒细胞的作用。颗粒细胞产生的ＩＧＦ Ⅰ可对卵泡内膜和间质细胞起旁分泌

作用，影响雄激素的分泌。卵巢卵泡产生ＩＧＦ的种类 （ＩＧＦ Ⅰ或ＩＧＦ Ⅱ ）及存在的受体种类

（ＩＧＦ ⅠＲ或ＩＧＦ ⅡＲ）有种间差异。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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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ＩＧＦ对睾丸的作用

睾丸组织中存有ＩＧＦ Ⅰ，而且在睾丸间质细胞、足细胞、生殖细胞及精细管周肌细胞上发

现有ＩＧＦ Ⅰ受体。睾丸局部产生的ＩＧＦ Ⅰ可以增加间质细胞上ＬＨ受体数，促进ＬＨ刺激的

睾酮产生。ＩＧＦ Ⅰ除调节自身功能外，还可刺激未成熟足细胞分化、增加足细胞的ＤＮＡ合成、
纤维酶原激活因子 （ＰＡ）和转铁蛋白的产生，增加精细管周细胞ＤＮＡ合成和细胞总蛋白量。足细

胞分泌的ＩＧＦ Ⅰ除发挥自分泌作用，还对生殖上皮发生旁分泌作用，促进生殖细胞有丝分裂。
睾丸组织上ＩＧＦ Ⅱ基因的表达没有达到可以检测的水平，说明对睾丸发生作用的ＩＧＦ Ⅱ

主要来自于血液循环。ＩＧＦ Ⅱ受体主要存在于足细胞和生殖细胞。ＩＧＦ Ⅱ促进足细胞合成转铁

蛋白及产生乳酸盐，影响生殖细胞的糖代谢和有丝分裂。
（三）ＩＧＦ对胚胎发育的作用

输卵管、子宫及胚胎产生的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 Ⅱ对胚胎的早期发育起重要作用。附植前的小

鼠胚胎中存在ＩＧＦ Ⅰ、ＩＧＦ Ⅱ和胰岛素的特异性受体，ＩＧＦ Ⅰ和胰岛素促进早期卵裂、刺激

内细胞团和滋养层细胞合成蛋白质。猪胚胎ＩＧＦ Ⅰ的产生不仅对胚胎自身的代谢、雌二醇的产

生有自分泌调节作用，而且刺激子宫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均有ＩＧＦ Ⅰ受

体）。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 Ⅱ刺激体外培养的小鼠胚胎形成囊胚，促进内细胞团增殖。ＩＧＦ Ⅰ刺激胎

盘合成蛋白质，可能与母体妊娠识别和免疫抑制有关。ＩＧＦ Ⅱ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

二、表皮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α

表皮生长因子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ＥＧＦ）存在于几乎所有体液及分泌物中，其中唾

液和尿中含量高，前列腺液和精液中也有较高含量。血液中ＥＧＦ含量不高，主要存在于血小板

中。颌下腺是ＥＧＦ的主要产生部位，雄性小鼠颌下腺ＥＧＦ及其前体的ｍＲＮＡ明显高于雌性小

鼠，说明性激素对ＥＧＦ合成有调节作用。小肠和肾也有较多ＥＧＦ合成。卵巢间质细胞可合成

ＥＧＦ样物质，而卵泡颗粒细胞却不能产生ＥＧＦ。睾丸组织中似乎没有ＥＧＦ的基因表达。但卵泡

颗粒细胞和睾丸细胞上有ＥＧＦ受体。ＥＧＦ是一条由５３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链，分子质量约

６ｋｕ。ＥＧＦ与相应的结合蛋白结合以二聚体的形式存在。
转化生长因子α（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α，ＴＧＦ α）属于ＥＧＦ家族的一个成员，由

５０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５６ｋｕ。
（一）ＥＧＦ对下丘脑 垂体激素分泌的作用

垂体前叶有ＥＧＦ特异性受体。ＥＧＦ可以促进垂体前叶ＬＨ、ＰＲＬ、ＧＨ的合成和分泌。
ＥＧＦ对ＦＳＨ是否有直接影响尚无定论。ＥＧＦ对下丘脑ＧｎＲＨ分泌的影响也存在相反的报道。

（二）ＥＧＦ对性腺激素分泌的作用

卵巢间质组织产生的ＥＧＦ可能以旁分泌方式影响卵泡颗粒细胞的生长和分化。但体外培养

的颗粒细胞，ＥＧＦ单独使用对雌激素的基础分泌无明显作用，而是抑制ｈＣＧ、ｃＡＭＰ和ＦＳＨ等

引起的雌二醇分泌，这可能与ＥＧＦ抑制诱导的ＬＨ受体形成有关。ＥＧＦ和ＦＳＨ对卵泡颗粒细

胞功能的调节具有相互作用，ＦＳＨ抑制ＥＧＦ与颗粒细胞膜上受体的结合及ＥＧＦ诱导的细胞增

殖，而ＥＧＦ则增加颗粒细胞ＦＳＨ的结合位点数量，但降低其亲和力。
一般认为ＥＧＦ对卵巢孕酮分泌具有促进作用。但也有人认为，ＥＧＦ不影响孕酮的基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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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却抑制ｈＣＧ、ｃＡＭＰ等诱导的孕酮的分泌。
ＥＧＦ可以刺激ｈＣＧ诱导的睾丸细胞睾酮的分泌。对大鼠曲精细管的培养表明，ＥＧＦ增加曲

精细管内抑制素的合成和释放，适当浓度的ＦＳＨ可加强这种作用。
（三）ＥＧＦ对精子发生的调节

切除雄性小鼠涎腺，血浆ＥＧＦ水平迅速下降，精子数目减少；每天给这些小鼠注射ＥＧＦ，
可阻止精子数下降。进一步研究表明切除涎腺后，初级精母细胞积聚，而次级精母细胞和精细胞

减少，ＥＧＦ处理后恢复。说明ＥＧＦ对初级精母细胞减数分裂有很大关系。
（四）ＥＧＦ对妊娠子宫和胎盘的作用

妊娠早期，子宫蜕膜上有ＥＧＦ受体，ＥＧＦ可刺激蜕膜的细胞增生。胎盘绒毛滋养层尤其是合

胞体滋养层富含ＥＧＦ受体，且随妊娠进展而增加，ＥＧＦ与受体结合后可影响胎盘激素的分泌。
ＥＧＦ可促进绒毛膜孕酮、ｈＣＧ、胎盘促乳素等的分泌。但是，ＥＧＦ如何影响胎儿发育尚不清楚。

ＴＧＦ α与ＥＧＦ结合于相同的受体，产生相同的效应。ＴＧＦ α可促进卵泡颗粒细胞增生，
促进子宫蜕膜化、胚胎附植及胚胎发育，促进精细管周肌细胞及足细胞增殖。

三、转化生长因子β
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β，ＴＧＦ β）与抑制素、活化素等属于同一

个家族。由β１、β２和β３３种β亚单位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而构成，即β１β１、β２β２、β３β３，分子量均

为２５ｋｕ。
在胎盘、胚胎、卵巢、输卵管、子宫、睾丸等组织有ＴＧＦβ产生，也存在ＴＧＦβ受体。
（一）ＴＧＦ β对卵泡发育的作用

ＴＧＦ β主要促使细胞分化，起着抗生长调节作用。不同发育阶段的卵泡，表现出对ＴＧＦ β
不同的敏感性，较小的腔前卵泡比大的腔前卵泡对ＴＧＦ β的反应性高。因为ＴＧＦ β的作用就

是促使小腔前卵泡的细胞分化。ＴＧＦ β影响ＦＳＨ对卵泡功能的调节，ＴＧＦ β能加强垂体

ＦＳＨ分泌。
（二）ＴＧＦ β对睾丸的作用

足细胞分泌的ＴＧＦ β抑制间质细胞分化、降低ＬＨ受体数量及睾丸酮产量，促进生殖细胞

分裂。由于ＴＧＦ β与抑制素和活化素属同一家族，因而ＴＧＦ β也可通过这两种激素的作用以

及通过影响ＦＳＨ分泌而影响睾丸功能。
（三）ＴＧＦ β对胚胎发育的作用

胚胎本身表达的ＴＧＦ β与胚胎组织发生的形态变化有关，诱导中胚层相关组织形成。蜕膜

组织及胎盘组织能合成大量ＴＧＦ β，可起到免疫调节的作用，对于妊娠的维持起重要作用。

四、成纤维生长因子

成纤维生长因子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ＦＧＦ）有酸性 （ａＦＧＦ）和碱性 （ｂＦＧＦ）２种，
分子质量１６～１７ｋｕ，两者有５５％的氨基酸残基相同。ｂＦＧＦ由１４６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单肽链，
可在Ｎ端缺失１５个氨基酸而生物学活性不变。ａＦＧＦ由１４０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单肽链，Ｎ端缺

失６个氨基酸也不改变生物活性。ａＦＧＦ结构种间差异较大，ｂＦＧＦ则种间差异较小。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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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ＧＦ首先从牛的垂体和大脑中分离。已知ｂＦＧＦ存在于中胚层和神经外胚层衍生的正常组

织或癌组织，ａＦＧＦ一般只在大脑、视网膜、骨基质和骨肉瘤中发现。在与繁殖有关的组织中，
除垂体和大脑外，从睾丸和胎盘中分离到了ｂＦＧＦ。
ＦＧＦ的生物学效应主要是促进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有丝分裂、增殖。ｂＦＧＦ在性腺发育期

间促进间质细胞生长和新血管形成。ｂＦＧＦ促进垂体细胞生长、分化，促进ＰＲＬ合成和释放。
ｂＦＧＦ还能促使睾丸足细胞增殖，增加ＦＳＨ与足细胞结合、ｃＡＭＰ产量和血纤维蛋白酶原激活

因子 （ＰＡ）活性，增加间质细胞睾酮分泌。ｂＦＧＦ促使卵泡颗粒细胞增殖而抑制其分化，参与

排卵 （促进卵泡周围毛细血管网迅速形成），诱发黄体化和刺激孕酮分泌。附植前后的胚胎上有

ＦＧＦ受体，ｂＦＧＦ能提高体外培养的早期胚胎发育率。子宫内膜ｂＦＧＦ对胚胎的附植也有自分泌

和旁分泌调节作用。

五、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ＰＤＧＦ），是由２条多肽链组成的糖蛋

白，分子质量３０ｋｕ。ＰＤＧＦ刺激多种类型的细胞增殖，包括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神经胶

原细胞、卵巢颗粒细胞等。生殖道、卵巢、胎盘及囊胚等均有ＰＤＧＦ及其受体表达，ＰＤＧＦ通

过旁分泌或自分泌作用调节卵巢功能、促进囊胚孵化、生长及胚泡附植。

六、其他生长因子

除上述５种生长因子外，还有其他许多种生长因子通过旁分泌和 （或）自分泌方式调节繁殖

机能，现将部分与动物繁殖有关的生长因子列于表１ ２。

表１ ２　部分生长因子与动物繁殖

名　称 缩　写 主　要　功　能

白血病抑制因子 ＬＩＦ 与早期胚胎发育和附植有关

血小板活化因子 ＰＡＦ 子宫、胚泡等分泌的乙酰化甘油磷酸酯，参与胚泡附植

精细管生长因子 ＳＧＦ 足细胞分泌的肽类生长因子，促进睾丸细胞有丝分裂

足细胞分泌生长因子 ＳＣＳＧＦ 促进细胞增殖，调节精子发生

黄体抽提物 ＣＬＥ 刺激黄体细胞生长、增殖，激活卵巢内有丝分裂原

类ＥＧＦ肽 ＥＧＦｌｉｋｅ 刺激新生子宫生长发育

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ＧＭＣＳＦ
　促进胚胎发育和囊胚孵化，为与母体子宫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细

胞因子之一

集落刺激因子 ＣＳＦ
　妊娠期间滋养层、蜕膜、羊水中这种单核吞噬细胞生长因子急剧增

加，与胚胎发育和细胞分化有关

干扰素 ＩＦＮ 对免疫系统多种细胞有效应，母体妊娠识别的重要因素

神经生长因子 ＮＧＦ 精母细胞、精细胞和精浆中存在，对精子的成熟和运动可能有重要作用

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
　增加卵泡膜孕酮产量，抑制基础的和ＦＳＨ刺激的颗粒细胞孕酮产量。

与早期胚胎发育和细胞分化有关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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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名　称 缩　写 主　要　功　能

白介素 ＩＬ
　不同ＩＬ对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激素有不同影响，与胚胎发育和细胞

分化有关

乳铁蛋白 ＬＦ
　在雌激素影响下的子宫蛋白中占２０％，乳腺分泌的ＬＦ对乳腺生长和

分化有调节作用

内皮素 ＥＴ 促进垂体前叶和后叶激素释放，调节妊娠和分娩等过程

促红细胞生成素 ＥＰＯ 与睾丸间质细胞雄激素合成有关

思　考　题

１调节动物生殖机能的物质种类有哪些？

２生殖激素有哪些种类？它们各自的来源、化学性质以及生理功能各是什么？

３肽类激素与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理有何异同？

４ＧｎＲＨ、促性腺激素、性腺类固醇激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对动物的生殖过程进行调

节的？

５肽类生长因子有哪几种？它们对动物的繁殖机能有何调节作用？

（周　虚）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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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雌性动物生殖生理

第一节　卵泡的发生

卵泡是哺乳动物卵巢上的基本发育单元。卵子与卵泡发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卵子的发生

是在卵泡内进行的，卵泡的发生为卵子的发生提供最佳的微环境，使卵子逐渐发育并成熟。卵泡

的发生在胚胎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出生前后，雌性动物已经形成了供其一生使用的原始卵泡

库。到雌性动物繁殖能力停止期为止，卵泡的发生都始于原始卵泡库。

一、原始卵泡库的形成

（一）原始生殖细胞的形成、迁移和增殖

生殖细胞的来源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生殖细胞主要来源：①在胚胎发育后期由体细胞分化而

来；②从受精卵第一次卵裂或胚胎发育早期分化出，其卵裂球中有一种称为生殖质的特殊细胞

质，或由具有特殊形态的卵裂球 （细胞较大，内含丰富的糖原或具有类生殖质的电子致密小体

等）分化而来。生殖细胞的前体称为原始生殖细胞，多见于脊椎动物。
无尾两栖类的原始生殖细胞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ｇｅｒｍｃｅｌｌ，ＰＧＣ）来自内胚层，而鸟类和哺乳类的则

来自上胚层。ＰＧＣ一旦形成，就通过阿米巴运动和形态发生 （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ｅｔｉｃ）运动，从卵黄囊

上皮经肠系膜迁移到生殖嵴。ＰＧＣ的迁移一般发生在原肠胚之后或胚胎发育后期。值得一提的

是，禽类ＰＧＣ是通过血液迁移到生殖嵴的。ＰＧＣ的定向迁移与生殖嵴的吸引能力及其迁移途

径周围细胞的胞外基质 （ＥＣＭ） ［如纤连蛋白 （ＦＮ）］和一些生长因子 （如ＴＧＦβ１、Ｓｔｅｅｌ
因子等）的合成在时空上均有密切关系。在迁移的过程中，ＰＧＣ进行一系列有丝分裂而大

量增殖。
（二）卵原细胞的形成

胚胎的原始生殖腺分为皮质部和髓质部。皮质部由上皮细胞和未分化的间叶细胞组成。ＰＧＣ
迁移到皮质部。髓质部被来自生肾组织未分化的间叶细胞或由体腔上皮向内迁移的细胞所充满，
这些细胞相互连接并与ＰＧＣ一起形成原始性索。
ＰＧＣ迁移入生殖嵴以后便开始出现性别的分化。性腺的分化是由遗传决定的，而生殖管道

的发育受激素的控制。ＰＧＣ是分化为雄性还是雌性是由染色体上是否含有ＳＲＹ基因 （ｓｅｘ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Ｙｇｅｎｅ，ＳＲＹｇｅｎｅ）（小鼠的类似基因称为Ｓｒｙ基因）决定，同时需要其他物质的

协调。
在没有ＳＲＹ基因 （或Ｓｒｙ）的表达情况下，性腺原基就发育为卵巢，产生的雌激素使缪勒

氏管继续发育为雌性内生殖道，而沃尔夫氏管退化。同时，ＰＧＣ发生形态学变化而转化为卵原

细胞 （ｏｏｇｏｎｉａ）。其转化特征是细胞内的糖原颗粒减少，碱性磷酸酶活性增强。
·５４·



卵原细胞形成后便开始大量增殖。由于分裂迅速，卵原细胞间未完全分离，细胞间存在间

桥，使卵原细胞形成一个多核的合胞体。增殖期的长短因动物而异，如牛为４５～１１０日胚龄；绵

羊为３５～９０日胚龄；猪为３０日胚龄至出生后第７ｄ；兔从２１日胚龄至出生后第１０ｄ。
（三）原始卵泡的形成

卵原细胞增殖到一定时期时，有些细胞开始进入第一次成熟分裂 （也称减数分裂）的前期。
具体时间因动物不同而异，牛在８０～１３０日胚龄，绵羊５２～１００日胚龄，猪为４０日胚龄至出生

后１５ｄ，兔为出生后２～１６ｄ。小鼠在第１２日胚龄时，就有５％的卵原细胞进入减数分裂前期。
卵原细胞进入减数分裂可能是细胞的一种自主行为，也可能存在某些诱导物质，具体机制尚不十

分清楚。
进入第一次减数分裂前期的卵称为初级卵母细胞 （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ｏｃｙｔｅ）。此时卵母细胞间桥消

失，细胞核内的染色体经历了细线期、粗线期、偶线期和双线期的变化，细胞内也产生了大量的

胞质。在双线期后期 （核网期）时，卵母细胞的染色质高度松散，外包完整的核膜，细胞核大且

呈空泡状，此期的细胞核称为生发泡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ＧＶ）。在不同的动物，卵母细胞将在这

一时期休止数日至数年不等。此时的初级卵母细胞周围被单层扁平的体细胞 （卵泡细胞）所包

围，形成原始卵泡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卵泡细胞是由生殖上皮向内生长发育而成的，卵泡内

膜细胞和卵巢的间质细胞则来自卵巢髓质细胞。

表２ １　不同物种原始卵泡特征

物种 前颗粒细胞数量 卵泡直径 （μｍ） 卵母细胞直径 （μｍ） 生长时间 （ｄ）

小鼠 １０ １８ １７ １０

绵羊 １５～１６ ４１ ３５ ＞２５

牛 ２４ ＝４５ ３０ ＞３０

人 １３±６ ３５ ３２ ＞１５０

　　 ［引自Ｐｉｃｔ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ｈｅｒｉｏｇｅ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５）：１１９３～１２１０］

原始卵泡一旦形成，其数量在出生以后不再增加 （除个别动物外）。而且由于卵泡闭锁，到

性成熟时卵泡的数目大减。原始卵泡构成出生后卵巢生殖细胞库，原始卵泡数量因动物种类而

异，随年龄增加而下降。原始卵泡库中的卵泡几乎处于静止状态。在动物以后的整个生殖过程

中，原始卵泡被陆续募集而进入生长发育阶段，直到原始卵泡库耗竭为止。卵泡的生长是个连续

不断的过程，一直到成熟卵泡排卵或卵泡闭锁才结束。以母猴为例，出生时约有６８０００个，初

情期之前有很多退化。４岁后，原始卵泡明显开始减少，１０～１４岁时平均有２５０００个，２０岁时

仅３０００个左右。动物一生中有９９９％的原始卵泡闭锁，只有少数能够发育成熟并排卵。

二、卵泡的生长及其机理

（一）卵泡的发育阶段及形态学特点

卵泡由卵母细胞和卵泡细胞组成。卵泡的发育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一个连续而复杂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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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过程。一般根据其形态变化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原始卵泡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初级

卵泡 （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ｌｌｉｃｌｅ）、次级卵泡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ｏｌｌｉｃｌｅ）、三级卵泡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ｆｏｌｌｉｃｌｅ）、成熟卵泡

（ｍａｔｕｒ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图２ １和图２ ２）。成熟卵泡又称为排卵前卵泡 （ｐｒｅ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ｌｌｉｃｌｅ）或葛

拉夫氏卵泡 （Ｇｒａａｆｉａｎｆｏｌｌｉｃｌｅ）。根据有无卵泡腔又可分为无腔卵泡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ｔｒｕｍ）
或腔前卵泡 （ｐｒｅ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和有腔卵泡 （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或囊状卵泡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三级卵泡和成熟卵泡因存在卵泡腔，所以属于有腔卵泡。三级卵泡以前的卵泡统称为腔前

卵泡。

图２ １　哺乳动物卵巢中卵泡发育模式图

１生殖上皮　２卵巢管 （卵巢）　３原始卵泡　４初级卵泡 （有单层的卵泡细胞）　５初级卵泡

６次级卵泡　７三级卵泡　８成熟卵泡　９充满卵泡液的卵泡腔　１０卵子 （卵母细胞）　１１血体

１２排出的卵子　１３新生的黄体　１４黄体细胞　１５纤维素　１６凝血块　１７完全成熟的黄体

１８白体　１９血管　２０卵巢系膜 （在此形成卵巢门）

（引自谢成侠等．家畜繁殖原理及其应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５）　

１原始卵泡　其排列在卵巢皮质外周，由一个处于核网期 （ｄｉｃｔｙａｔｅｓｔａｇｅ）的初级卵母细

胞和包围在其周围的扁平的卵泡细胞 （前颗粒细胞，ｐｒｅ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ａｃｅｌｌ）构成，无卵泡膜，也无

卵泡腔。在前颗粒细胞外围有一层薄的基底膜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原始卵泡为卵泡发育的

起始阶段，除少数发育成熟外，其他均在储备或发育过程中退化。
２初级卵泡　原始卵泡启动生长后，前颗粒细胞由扁平变为立方形 （柱状）颗粒细胞

（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ａｃｅｌｌ，ＧＣ），形成初级卵泡。初级卵泡排列在皮质外围，亦无卵泡膜和卵泡腔，在发

育过程中也出现退化现象。
３次级卵泡　初级卵泡继续发育，并移向皮质中央，卵母细胞继续生长，ＧＣ增生变成２层

继而变成多层，此阶段为次级卵泡。次级卵泡有两个显著的形态学特征，即出现明显的透明带

（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和卵泡膜 （ｔｈｅｃａ）。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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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　各级卵泡的形态结构示意图

（改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６ｔｈＥｄ．ＵＳＡ：Ｌｅａ＆Ｆｅｂｉｇｅｒ，１９９３，１１９）　

透明带是一层由卵泡细胞和初级卵母细胞共同分泌的位于卵母细胞表面和卵泡细胞间的富含

糖蛋白的嗜酸性膜，在卵泡发育、受精和胚胎早期发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透明带随着卵泡的发

育而逐渐增厚。电子显微镜下，初级卵母细胞表面向透明带中伸出指状突起 （微绒毛）。卵泡细

胞也有突起伸向透明带中，有利于卵母细胞获得营养和彼此之间的物质交换 （图２ ３）。
ＧＣ增生的同时，卵泡周围的基质成分逐渐分化为薄的卵泡膜。但此时卵泡膜与周围组织的

界限并不明显。
在初级卵泡和次级卵泡阶段，卵母细胞活动比较活跃，积累了大量的遗传物质与营养物质，

这些物质对卵母细胞的成熟、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卵泡逐

渐获得对促性腺激素的反应能力。能力的获得与否或者能力的强弱将决定卵泡以后的命运。
４三级卵泡　随着卵泡的发育，卵泡内出现不规则间隙汇集成的新月形的卵泡腔，此时的

卵泡就是三级卵泡。卵泡腔内充满卵泡液。卵泡液除包含一般组织液成分外，还有透明质酸、雌

激素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它是由卵泡细胞分泌和从血管渗透而来的。
由于卵泡液的增多，卵泡腔也随之扩大，使卵母细胞被挤向一边并包裹在一团ＧＣ中，形成

半岛突出在卵泡腔中，称为卵丘 （ｃｕｍｕｌｕｓｏｏｐｈｏｒｕｓ）。卵丘中紧贴透明带外表面的一层卵泡细

胞，随卵泡发育而变为高柱状，而且看起来排列较松散，呈放射状，此层细胞呈称为放射冠

（ｃｏｒｏｎａｒａｄｉａｔｅ）。放射冠外围的卵泡细胞为卵丘细胞。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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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　卵母细胞、卵泡细胞及透明带超微结构模式图

（引自沈霞芬．家畜组织学与胚胎学．第三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４）　

卵泡膜在三级卵泡中变得明显，而且分为内外两层。卵泡内膜 （ｉｎｎｅｒｔｈｅｃａ）为具有内分泌功

能的上皮细胞，并含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卵泡外膜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ｃａ）为纤维细胞，毛细血管含量较少。
三级卵泡中的卵母细胞仍为初级卵母细胞，随着卵泡的发育而继续生长，逐步恢复减数分裂

的能力。在三级卵泡的后期，卵母细胞胞质中产生了由单位膜包围的电子密度较高的颗粒，称皮

质颗粒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ｅ，ＣＧ），并从中央逐渐向四周移动。放射冠细胞突起可达卵黄膜表面，
两者紧密连接并进行物质交换。初级卵母细胞的核大而呈空泡状，核仁明显，又称为生发泡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ＧＶ）。

５成熟卵泡　三级卵泡发育到最后阶段，卵泡不断扩大，卵泡液增多，导致卵泡从卵巢表

面突出，卵泡壁变薄，此时卵母细胞外仅有２～３层ＧＣ，此即成熟卵泡。一个完整的成熟卵泡由卵

泡外膜、卵泡内膜、基底膜、颗粒层、卵丘 卵母细胞复合体、卵泡腔和卵泡液组成 （图２ ４）。接

近排卵时，卵丘细胞脱离卵泡壁与卵母细胞一起漂浮在卵泡液中。排卵时，以卵丘 卵母细胞复

合体 （ｃｕｍｕｌｕｓ ｏｏｃｙ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Ｃ）的形式排出。
成熟卵泡的透明带达到最厚，皮质颗粒在卵黄膜内侧排列为单层。许多动物的卵母细胞在接

近排卵时，细胞核破裂，称为生发泡破裂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ＧＶＢＤ）。卵母细胞排

放出第一极体 （ｐｏｌａｒｂｏｄｙ）于卵黄周隙 （卵母细胞质膜与透明带之间的间隙，ｐｅｒｉｖｉｔｅｌｌｉｎｅ
ｓｐａｃｅ）中，完成第一次减数分裂。排出极体后的卵母细胞称次级卵母细胞，次级卵母细胞进入

第二次减数分裂并停留在分裂中期阶段，直到在受精或其他类似的物理或化学刺激下，才能完成

第二次减数分裂并排放出第二极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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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　成熟卵泡的卵丘部分

（引自沈霞芬．家畜组织学与胚胎学．第三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５）　

（二）卵泡的生长机理

卵泡的生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理过程，受到许多内分泌、自分泌和旁分泌因素的共同调

控。这其中既有激素的作用，又涉及许多生长因子的参与，它们共同调节着卵泡的生长发育。腔

前卵泡和有腔卵泡的生长对促性腺激素的依赖性不同，它们的生长机理也存在一定差异。
１腔前卵泡的生长　腔前卵泡的生长并不是严格依赖促性腺激素的。在垂体切除的母畜中，

腔前卵泡的形成仍然维持在正常比率。众多的因子和激素参与并调节腔前卵泡的生长和分

化 （表２ ２）。腔前卵泡的生长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原始卵泡的生长启动、初级卵泡

的生长及向次级卵泡的过渡和次级卵泡的生长 （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０３）。

表２ ２　不同激素和因子在腔前卵泡生长和分化过程中的作用

卵泡发育阶段 正效应因子 负效应因子 无效应因子

原始卵泡的生长启动 ＩＧＦ Ⅰ （ｐ） ＩＧＦ Ⅰ （ｃ） ＩＧＦ Ⅰ （ｃ，ｒ）

ＧＤＦ ９（ｒ） ＧＤＦ ９（ｒ）

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ｃ，ｐ）

ＫＬ（ｒ） ＡＭＨ （ｒ） ＥＧＦ（ｃ）

ＩＧＦ Ⅱ （ｐ）

ＬＩＦ （ｒ）

ｂＦＧＦ（ｒ）

初级卵泡的生长 ＦＳＨ （ｐ） ＦＳＨ （ｃ）

ＧＤＦ ９（ｒ）

ｂＦＧＦ（ｒ） ＡＭＨ （ｃ） ａｃｔｉｖｉｎ（ｃ）

次级卵泡的生长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ｃ）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ｒ）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ｐ）

ＦＳＨ （ｒ） ＦＳＨ （ｃ）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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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卵泡发育阶段 正效应因子 负效应因子 无效应因子

ＥＧＦ（ｒ） ＥＧＦ（ｒ）

ＴＧＦ β（ｒ） ＴＧＦ β（ｃ）

ａｃｔｉｖｉｎ（ｒ） ａｃｔｉｖｉｎ（ｒ）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ｐ）

ＧＤＦ ９（ｒ，ｐ，ｓ） ｂＦＧＦ（ｃ）

ＢＭＰ １５（ｓ）

小腔前卵泡 ＦＳＨ （ｐ，ｃ） ＦＳＨ （ｃ） ＦＳＨ （ｃ）

ｂＦＧＦ （ｃ）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ｐ）

ＥＧＦ（ｃ）

ａｃｔｉｖｉｎ（ｒ，ｃ）

ＴＧＦ β（ｒ）

中腔前卵泡 ＩＧＦ Ⅰ （ｒ，ｃ） ＩＧＦ Ⅰ （ｃ） ＩＧＦ Ⅰ （ｃ）

ＴＧＦ β（ｒ） ＴＧＦ β（ｃ）

ａｃｔｉｖｉｎ（ｒ） ａｃｔｉｖｉｎ（ｒ）

ＦＳＨ （ｒ，ｐ，ｃ） ＦＳＨ （ｒ）

ｂＦＧＦ （ｃ）

ＫＧＦ（ｒ） ＡＭＨ （ｒ） ＡＭＨ （ｒ）

ＥＧＦ（ｃ）

ＬＨ （ｒ）

ＧＨ （ｒ）

ＧＤＦ （ｒ）

大腔前卵泡 ＩＧＦ Ⅰ （ｃ） ＩＧＦ Ⅰ （ｃ） ＩＧＦ Ⅰ （ｃ）

ＦＳＨ （ｒ）

ＬＨ （ｒ） ＡＭＨ （ｒ）

ＧＨ （ｒ） ＴＧＦ β（ｒ）

ａｃｔｉｖｉｎ（ｒ）

ＥＧＦ（ｒ，ｃ）

　　注：ｒ代表啮齿类；ｃ代表牛；ｓ代表羊；ｐ代表灵长类。大、中、小腔前卵泡分别按直径３０～９０μｍ、９０～１５０μｍ、１５０～
２２０μｍ划分。资料中有些数据存在矛盾，可能与资料来源有关。

［引自Ｆｏｒｔｕｎｅ．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ｒｅ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

Ａｎｉｍ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７８）：１３５～１６３］

（１）原始卵泡的生长启动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　原始卵泡库形成后，卵泡生

长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原始卵泡的生长启动是卵泡发育的关键阶段。这其中需要搞清两个基本问

题，一个是原始卵泡生长的启动信号，二是生长启动的选择机制，即为什么有些卵泡启动生长，
而其他卵泡却保持相对静止。有关启动信号和选择机制的研究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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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至今尚未彻底研究清楚。
原始卵泡的生长启动可分为两个明显而连续的时期：首先，前颗粒细胞由扁平变成立方形，

由Ｇ０期 （此期的细胞暂时脱离细胞周期，但在适当刺激下可重新进入细胞周期）进入细胞周期

并进行增殖，此过程与卵泡抑素 （ｆｏ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的表达同步发生；随后卵母细胞开始生长，并伴

有ＧＣ数的增加及功能的分化，立方形ＧＣ开始表达细胞增殖信号，如增生核抗原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ｌｌ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ＣＮＡ）。

原始卵泡受体内复杂的卵泡外环境所控制，包括卵巢基质和不同分化阶段的卵泡细胞、体循

环的分支、神经系统和免疫细胞等。这意味着原始卵泡的生长启动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

各种营养物质、激素及生长因子 （表２ ３）。而且从卵巢的结构显示，静止的原始卵泡位于白膜

下卵巢皮质最外边相对无血管的薄层中，而生长卵泡却处于血管丰富的皮质 髓质边缘。这提示

原始卵泡的启动生长可能依赖于血液中某种因子，但至今仍未被证实。

表２ ３　被认为参与原始卵泡生长启动的生长因子和肽在细胞中的定位

因　　子
原　始　卵　泡

前颗粒细胞 卵 母 细 胞

早 期 初 级／初 级 卵 泡

颗 粒 细 胞 卵 母 细 胞

ＫＬ／ＳＣＦ ●○ ●○ ●○

ｃ ｋｉｔ ●○ ●○

ｐＲｂ ● ●● ●● ●

ＷＴ１ ●● ●

βＢ活化素／抑制素 ● ●○

βＡ活化素／抑制素 ○ ○ ○ ○

卵泡抑素 ○ ○ ○

ＦＳＨ Ｒ ●○

ＧＤＦ ９ ● ●

ＥＧＦ ○ ○

ＥＧＦ Ｒ ○ ○○

ＴＧＦ α ○

ＦＧＦ ２ ○ ○

ＦＧＦ Ｒ ○

ＩＧＦ Ⅰ ○ ○ ● ●

ＴＧＦ β１ ○ ○○ ○

ＦＩＧ α ●● ●

　　注：●ｍＲＮＡ；○蛋白质；符号个数表示表达的相对水平 （已知者）。

［引自Ｐｉｃｔ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ｈｅｒｉｏｇｅ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５）：１１９３～１２１０］

最新的研究表明，原始卵泡的启动生长是不严格依赖促性腺激素 （ＧＴＨ）的，而可能主要

由卵泡内外分泌的因子 （如卵泡外产生的ＮＧＦ、ＥＧＦ、ＬＩＦ）以及卵母细胞分泌的ＧＤＦ ９、

ｂＦＧＦ等通过单独或协同的作用刺激原始卵泡的生长。ＫＬ、ＬＩＦ、ｂＦＧＦ、胰岛素等能促进啮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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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动物原始卵泡的生长启动，而ＡＭＨ却有抑制作用 （表２ ２）。原始卵泡是生长启动还是停留

在静止状态，可能取决于这些因子 （包括生长刺激因子和生长抑制因子）的相互作用。
（２）初级卵泡和次级卵泡的生长　促性腺激素虽然并非早期卵泡发育所必需，但是一定水平

的促性腺激素尤其是ＦＳＨ却可以促进初级卵泡、次级卵泡的发育。腔前卵泡的发育进程可能正

是卵泡细胞逐渐获得对促性腺激素发生反应能力的过程，但不同动物腔前卵泡对促性腺激素反应

能力的获得可能在发生时相上存在一定差异 （王海滨等，２００２）。
极少数的因子 （ＦＳＨ．ＧＤＦ ９、ＦＧＦ）能刺激初级卵泡的生长，仅ＡＭＨ起抑制作用。在

次级卵泡的生长过程中，促性腺激素和许多生长因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ＡＭＨ和ＴＧＦ β
却均表现出抑制效应 （表２ ２）。

腔前卵泡的生长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理学过程。虽然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料，但很多试验

结果仍存在矛盾，而且多数结论是在体外培养的体系下得出的，这和体内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对腔前卵泡生长机理的认识还需更多的试验证实。
２有腔卵泡的生长　有腔卵泡的生长是完全依赖促性腺激素ＦＳＨ、ＬＨ的。卵泡是否具有

对促性腺激素反应的能力或者反应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卵泡是继续生长还是走向闭锁。促性腺激素

在卵泡腔的形成和卵泡的最终成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ＦＳＨ和ＬＨ是参与卵泡生长的主要蛋白质激素。卵泡在一定水平ＦＳＨ 的刺激下继续生长。

ＦＳＨ能刺激颗粒细胞的增生和卵泡液的分泌，促进卵泡腔形成，并能促进芳香化酶活性。早在

腔前卵泡阶段，卵泡颗粒细胞和内膜细胞就分别形成了ＦＳＨ和ＬＨ受体，使卵泡在腔前卵泡阶

段就逐渐获得了对促性腺激素的反应能力。在有腔卵泡生长的过程中，ＦＳＨ能维持促性腺激素

受体的存在，并和雌激素协同诱导颗粒细胞ＬＨ受体的形成，使卵泡对ＬＨ的敏感性增强，而内

膜细胞则从不形成ＦＳＨ受体。在卵泡生长期间，ＬＨ受体随卵泡生长而增加，例如猪小卵泡中

ＬＨ受体数约３００个，而到排卵前的大卵泡中可达到１００００个左右。随着卵泡的继续生长，卵泡

逐渐由对ＦＳＨ的依赖转变为对ＬＨ的依赖 （Ｍｉ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这在卵泡优势化过程中尤为重

要。排卵前ＬＨ峰能促进卵泡的最终发育成熟和排卵。
雌激素是卵泡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关键激素。促性腺激素能刺激雌激素的形成。促性腺激素通

过与相应的受体结合激活ｃＡＭＰ系统，导致蛋白激酶活化以及卵泡发生中所涉及的不同蛋白质

的磷酸化，从而引起细胞中参与类固醇合成的酶的活性提高，促使类固醇尤其是雌激素的合成。当

内膜分化并产生ＬＨ受体后，ＬＨ与受体结合，激活胆固醇侧链裂解酶 （Ｐ４５０ｓｃｃ）、Ｐ４５０１７α 羟基

化酶 （Ｐ４５０１７α）、３β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３β ＨＳＤ）。Ｐ４５０ｓｃｃ和３β ＨＳＤ催化胆固醇转化成孕酮，
孕酮在Ｐ４５０１７α和１７ ２０ 碳链裂解酶作用下转化成雄激素。雄烯二酮是雌激素合成的重要前体物

质，颗粒细胞本身不能合成雄激素，但具有芳香化酶活性，而内膜细胞能合成雄激素。内膜细胞

产生的雄激素转移到颗粒细胞转化成雌激素 （牛、羊等）。雌激素的形成能促进ＬＨ受体的分化

和芳香化酶的合成，从而能促进雌激素的进一步合成。此外，雌激素能通过对下丘脑和垂体的调

节作用来调节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从而进一步刺激卵泡的发育。然而这种调节作用在卵泡发育的

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卵泡发育的初期，雌激素对下丘脑和垂体有正反馈作用，而在卵泡发育的

末期 （成熟排卵阶段）则具有负反馈作用。
有腔卵泡的生长发育主要受促性腺激素的内分泌所调控。ＦＳＨ、ＬＨ和雌激素可以作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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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和垂体，通过反馈途径调节激素的分泌从而调控卵泡的发育。ＦＳＨ、ＬＨ和雌激素相互调控

和作用成为促进卵泡发育的主要因素。同时，卵泡内外产生的生长因子，如ＩＧＦ、ＴＧＦ β超家

族 （ｉｎｈｉｂｉｎｓ．ａｃｔｉｖｉｎｓａｎｄＢＭＰｓ）等对卵泡的生长发育也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因子和

激素共同作用于卵泡，促进了卵泡的生长发育和最终成熟。

三、卵子的发育和成熟分裂

（一）卵子的发育

１卵子的发育过程　卵子的发育 （ｏｏｇｅｎｅｓｉｓ）是指雌性生殖细胞从分化、增殖到成熟的全

过程。卵子的发育在胚胎早期就已经开始，卵原细胞经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最后发育为成熟卵

母细胞，此过程所持续的时间很长，直至受精才能完成。卵子的发育要经历卵原细胞的增殖、卵

母细胞的生长和成熟３个阶段。
（１）卵原细胞的增殖　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下，雌性胎儿的原始生殖细胞分化为卵原细胞。卵原

细胞经过不断的有丝分裂形成大量新卵原细胞，胎儿出生前后，卵巢上已具备了一生所拥有的卵母细

胞。增殖期开始的早晚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动物种类有关。牛和绵羊雌性胎儿的卵原细胞增殖开始较

早，但持续时间相对母畜整个妊娠期较短，一般在胚胎期的前半期便已结束。猪和兔则恰恰相反。
（２）卵母细胞的生长　在卵原细胞增殖的同时，部分卵原细胞进入减数分裂成为初级卵母细

胞。初级卵母细胞发育至第一次减数分裂前期的双线期的后期便进入停滞状态，即休止期，该期

许多动物的细胞核明显而且特别大，异染色质少，看似空泡称为生发泡。此期持续时间较长 （几
个月到几十年），卵母细胞生长极不明显，称为小生长期。其外围被卵泡细胞包围形成静止的原

始卵泡库。性成熟后，卵泡发育启动，卵母细胞进入迅速生长阶段，又称为大生长期。卵母细胞

的生长与包围在周围的卵泡细胞的分裂增殖是协调进行的。随着卵泡细胞和卵母细胞的生长，卵

泡腔出现，透明带和卵泡膜出现而且变厚，生发泡的体积明显增大。初级卵母细胞的体积此时达

到最大，积累了各种营养物质，并合成了供胚胎早期发育所需的信息物质。此阶段的初级卵母细

胞已经具备了恢复减数分裂的能力。
（３）卵母细胞的成熟　卵母细胞经过两次减数分裂 （ｍｅｉｏｓｉｓ）而成熟。初级卵母细胞经充

分生长具备了恢复减数分裂的能力。排卵前不久，在促性腺激素 （尤其是ＦＳＨ）的支配和调节

下，初级卵母细胞开始恢复减数分裂。这时卵母细胞的核向卵黄膜移动，核仁和核膜消失，染色

体聚集成致密状态，生发泡破裂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ＧＶＢＤ）。初级卵母细胞排出第

一极体 （含有少量细胞质，ｐｂⅠ）于卵黄周隙中后成为次级卵母细胞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ｏｏｃｙｔｅ），完成

第一次减数分裂。随后卵母细胞便进入第二次减数分裂，并中止于第二次减数分裂中期 （ＭⅡ）。
直到精子穿过透明带触及卵黄膜时，引起卵母细胞内Ｃａ２＋浓度变化，次级卵母细胞被激活，恢

复减数分裂并释放出第二极体 （ｐｂⅡ），第二次减数分裂完成。
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卵子在排卵前不久完成第一次成熟分裂，成熟卵泡破裂时释放出的是次级

卵母细胞，但是犬、马和狐狸的卵子在排卵时尚未完成第一次成熟分裂。
２卵子发育过程中超微结构的变化

（１）卵母细胞质膜和透明带的变化　当卵母细胞被单层扁平颗粒细胞包围时，其质膜表面光

滑，与颗粒细胞膜间有桥粒连接。随着颗粒细胞变为立方形，卵黄膜上开始出现微绒毛。颗粒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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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变成两层甚至更多层时，开始出现透明带并有微绒毛插入其中。透明带随着卵泡腔的出现而逐

渐增厚，微绒毛变多变长。颗粒细胞的突起穿过透明带到达卵细胞表面，其末端膨大嵌入与之相

对的卵质膜的凹陷内形成桥粒 （图２ ５）。卵母细胞成熟后，微绒毛便开始退化。

图２ ５　ＧＶ期卵母细胞与卵丘细胞之间的桥粒

（联系和卵母细胞中的带帽线粒体。左图示桥粒联系，右图示带帽线粒体）

（引自孙青原等．牛卵丘 卵母细胞复合体体外成熟前后超微结构．东北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６，２７，１５８～１６４）　

（２）卵胞质的变化　在卵子的发育过程中，卵胞质特别是细胞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卵胞质

的成熟是卵母细胞成熟的重要标志。各种细胞器随着卵母细胞的发育逐渐向皮质区移动，而当卵

母细胞成熟后又向卵子中央迁移 （ＣＧ除外）。

① 线粒体的变化：卵母细胞的线粒体具有线粒体的一般结构，但卵原细胞和初级卵母细胞

的线粒体没有典型的嵴。随着卵母细胞的生长，线粒体数目不断增多，形状也发生变化，并逐渐

向皮质区移动。小鼠的卵母细胞，线粒体由长形变为圆形或卵圆形，由典型的板状嵴变为纵行或

弧形嵴，内有空泡；牛羊的卵母细胞，线粒体则由圆形或卵圆形变为形态各异的带帽线粒体。同

一卵母细胞中也存在多种形状的线粒体。卵母细胞成熟后，线粒体分散于细胞质中。线粒体是卵

母细胞的代谢中心，为卵母细胞生长和发育提供能量来源 （图２ ５）。

② 高尔基复合体的变化：在不同的哺乳动物卵子中，高尔基复合体的结构大致相同，由扁

平囊和微囊组成。在不同的发育阶段，高尔基复合体分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在初级卵母细胞

中，高尔基复合体主要分布在线粒体之间。随着卵母细胞的发育，高尔基复合体逐渐移向卵母细

胞的皮质区，对皮质颗粒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当卵母细胞成熟后，高尔基复合体逐渐消失。

③ 内质网的变化：通常粗面内质网在初期生长卵母细胞中含量已经很丰富。随着发育的进

行，数量逐渐增多。当卵母细胞达到最大体积时，粗面内质网最发达。内质网膜上含有相对密集

的核糖体，核糖体上分布有ＲＮＡ。内质网与线粒体联系密切。这些变化与卵母细胞蛋白质合成

加速有关。除内质网外，卵母细胞中的环形片层可能与蛋白质的合成有关。随着卵母细胞的进一

步生长，粗面内质网数量减少，而滑面内质网增多。卵子成熟时，粗面内质网消失。

④ 卵黄颗粒的变化：卵黄颗粒中积累了供早期胚胎发育的营养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磷脂和少量的中性脂肪。卵胞质的外观与脂滴、色素、卵黄的多少有关。在卵子发育早期，卵黄

物质主要由卵母细胞本身合成，而在后期则主要通过血液循环外源摄入。

⑤ 皮质的变化：卵母细胞的皮质呈凝胶状态，其中含有丰富的ＣＧ。ＣＧ的主要成分是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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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物质，呈过碘酸雪夫氏 （ＰＡＳ）阳性反应，可能起源于高尔基复合体。在卵母细胞生长过程

中，ＣＧ逐渐增多，并逐渐向皮质下区迁移。皮质具有选择通透性，可以调节卵细胞与周围环境

的相互作用。受精时，ＣＧ释放，使卵黄膜发生理化性质的改变，影响其表面的精子受体，阻止

多精受精。
（３）细胞核的变化　生发泡具有明显的核膜和核仁，染色体形如灯刷称为灯刷染色体

（ｌａｍｐｂｒｕｓｈ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图２ ６），其表面有核糖体ＲＮＡ颗粒。核膜外层有孔且具有环纹，
内层连续，小分子蛋白质可以通过核孔进入生发泡，核仁中的物质 （如ｒＲＮＡ）也可通过核孔进

入细胞质。核仁除含有大量的ｒＲＮＡ和蛋白质外，还有多种酶，如核苷酸磷酸化酶、酸性磷酸

酶等。细胞质中的ＲＮＡ和蛋白质主要以核糖核蛋白颗粒的形式存在。

图２ ６　卵母细胞灯刷染色体

（引自汪堃仁等．细胞生物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３３）
　

生长期的卵母细胞，其核仁由颗粒

性染色质丝、空泡和纤维中心构成。空

泡的 出 现 是 ＲＮＡ 合 成 旺 盛 的 表 现。
ｒＲＮＡ的合成场所在纤维中 心，空 泡

则可 能 与 核 仁 物 质 的 储 存 和 运 输 有

关。当卵母细胞充分生长时，空泡消

失，核 仁 发 生 致 密 化，并 伴 随 着

ｒＲＮＡ的合成急剧下降。核仁 致 密 化

的时间因动物而异，小鼠发生在腔前

卵泡阶 段、猪 在 早 期 有 腔 卵 泡 阶 段

（直 径０８～１８ｍｍ）、奶 牛 在３～
４ｍｍ的大卵泡阶段、人在２～１０ｍｍ
的有腔 卵 泡 阶 段。核 膜 在 许 多 动 物

（小鼠、大 鼠、猪、牛）均 出 现 波 浪

形皱褶，核孔越来越明显而且密度逐

渐增加。核仁完全致密化，并且其周围

有核仁相随染色质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ｕｃｌｅｏｌｉ）分布时，卵母细胞

便具备了恢复减数分裂的能力 （Ｓｕｎ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ＧＶＢＤ发生前，核膜打折，染色质向核膜

侧扩散，核仁体积变小。随后，核仁消失，核膜高度打折直至破裂，ＧＶＢＤ发生。胞质进行不

均等分裂，第一极体排出。
３卵子发育过程中的生化变化

（１）ＲＮＡ的合成　卵母细胞的成熟过程中必须有特异性的稳定的ＲＮＡ积累。使用一定浓

度的ＲＮＡ聚合酶Ⅱ的专一抑制剂α 鹅膏蕈碱可抑制ＧＶＢＤ的发生，但其抑制作用可能需要有

完整的卵丘 卵母细胞复合体形式。随着卵子的发生，ＲＮＡ的合成逐渐升高。以小鼠为例，在充

分生长的卵母细胞中，含５００～６００ｐｇＲＮＡ，其中１０％～１５％是多聚腺苷酸ＲＮＡ，２０％～２５％
ｔＲＮＡ，６０％～６５％ｒＲＮＡ。在卵母细胞成熟后，ＲＮＡ的合成逐渐下降。ＧＶＢＤ发生后，ＲＮＡ
的合成即停止。多聚腺苷酸ＲＮＡ也随减数分裂的发生而降解或去腺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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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蛋白质的变化　卵母细胞中的蛋白质除来自卵丘细胞外，本身也合成许多重要的蛋白

质，主要包括：线粒体蛋白、核糖体蛋白、组蛋白、微管蛋白、肌动蛋白、透明带蛋白等。
小鼠卵母细胞ＧＶＢＤ的发生不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质，但新的蛋白质的合成对后期卵母细胞

的成熟是必要的。对猪、牛、羊的研究表明，ＧＶＢＤ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质。新合成的蛋白质主

要是与细胞周期有关的调节蛋白，即细胞周期蛋白，如ｃｄｃ２、ｃｙｃｌｉｎＢ等。研究表明，在腔前卵

泡阶段，卵母细胞就开始合成一些分子 （如ｃｙｃｌｉｎＢ、ＭＡＰ激酶等），但以无活性的形式存在。
在大动物的卵母细胞中，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和合成发生在生长的后期，这可能与其恢复减数分

裂所需的时间较长有关。
在卵母细胞的成熟过程中，存在蛋白质的合成和降解，也同样存在蛋白质的磷酸化与去磷酸

化，这些生化变化对减数分裂的恢复和卵母细胞成熟都是极其关键的。
（３）卵子发育中的特异性基因表达　卵子发育过程中，特异基因的表达对卵母细胞的成熟起

重要的调节作用。

① 原癌基因：ｃ ｋｉｔ原癌基因的产物是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跨膜受体。ｃ ｋｉｔ在ＰＧＣ的

增殖、迁移和卵母细胞的发育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卵母细胞也能表达ｃ ｋｉｔ受体的配体 （ＫＬ）。
ｃ ｍｏｓ原癌基因产物是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酶家族成员。ｃ ｍｏｓ的表达产物Ｐ３９ｍｏｓ是细胞静止

因子 （ｃｙｔｏｓｔａ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ＣＳＦ）的组成部分，对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的维持是不可或缺的。ｃ ｍｏｓ
还可能参与纺锤体的形成。ｏｃｔ ３基因的产物是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中有特定作用的因子，但

在卵母细胞生长过程中表达并积累。卵母细胞表达ｏｃｔ ３蛋白可能参与受精卵的ＤＮＡ复制，引

起受精卵的第一次卵裂。

② 生长因子基因：迄今已报道了生长分化因子９（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９，ＧＤＦ ９）、
表皮生长因子 （ＥＧＦ）及其受体、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 （ＩＧＦ Ⅰ）及其受体、成纤维生长因子

（ＦＧＦ）及其受体、转化生长因子 （ＴＧＦ β和ＴＧＦ α）、生殖系α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ｌｉｎｅ
ａｌｐｈａ，ＦＩＧ α）、成视网膜细胞瘤蛋白 （ｒｅｔｉｎ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ｂ）等在卵母细胞的表达。
小鼠生长卵泡的卵母细胞中广泛表达ＧＤＦ ９，但原始卵泡卵母细胞不表达。在原始卵泡的静止

卵母细胞中有强的ｐＲｂ表达，但在增长的卵母细胞中ｐＲｂ消失。ｐＲｂ与细胞增生抑制因子有关，
阻止颗粒细胞增生。

③ 其他基因：包括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 （ｔｉｓｓｕｅ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ｔＰＡ）、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α和β结构蛋白、β和γ肌动蛋白、６ 磷酸葡萄糖脱氢酶和核糖体蛋白等蛋白质的表

达。金萱 （２００３）等的研究表明，ｔＰＡ在排卵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ｔＰＡ的提前表达可能引

起卵母细胞凋亡。
（二）卵母细胞的成熟分裂及其机理

卵母细胞的成熟分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卵母细胞在成熟过程中，质膜蛋白表

现出多态现象和高度保守性，球形肌动蛋白 （Ｇ ａｃｔｉｎ）转变成纤维状肌动蛋白 （Ｆ ａｃｔｉｎ），
ＣＧ转移至皮质区，线粒体迁移至卵的内质区域。脊椎动物卵母细胞成熟分裂的特征是第一次减

数分裂的恢复，包括生发泡破裂、染色体凝聚和纺锤体形成。
卵母细胞的成熟受到众多激素、相关因子及它们之间的级联调控。这些激素和因子引起与细

胞周期有关的蛋白和酶的表达及活性的变化，从而调控卵母细胞细胞周期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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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ＡＭＰ与前期停滞和减数分裂恢复　卵泡中卵母细胞停滞在核网期是由卵内高浓度ｃＡＭＰ
或其他成熟抑制因子所维持的。ｃＡＭＰ能维持具有减数分裂能力的卵母细胞停滞在第一次减数分

裂前期。细胞内的ｃＡＭＰ水平主要由腺苷酸环化酶 （ＡＣ）和核苷酸磷酸二酯酶 （ＰＤＥ）所调

控。ＰＤＥ是使ｃＡＭＰ降解和失活的酶，其活性依赖Ｃａ２＋。卵泡液中的嘌呤 （次黄嘌呤和腺嘌

呤）能通过抑制ＰＤＥ活性或其他途径阻碍ｃＡＭＰ降解，从而阻断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的恢复。
卵内ｃＡＭＰ浓度下降和随之而来的蛋白激酶Ａ （ＰＫＡ）失活是卵母细胞减数分裂启动的前

提。胞质的核苷酸是调控卵母细胞减数分裂恢复的关键信号分子。ＰＤＥ在控制哺乳类动物减数

分裂恢复的信号通路中起重要作用，此酶的活性对卵母细胞的成熟是必要的，抑制其活性会完全

阻止卵母细胞的体外和体内成熟 （Ｃｏｎ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ＣＯＣ中的ＰＤＥ活性可能完全来自卵母

细胞，因为在卵丘细胞中无ＰＤＥ活性。ＰＤＥ３Ａ是哺乳动物卵母细胞中主要的ＰＤＥ形式。ＰＤＥ４
是存在于颗粒细胞中的一种磷酸二酯酶类型，抑制其活性会增强促性腺激素的作用和卵母细胞成

熟，这可能与颗粒细胞中的ｃＡＭＰ水平提高有关。虽然ｃＡＭＰ／ＰＫＡ激活抑制ＧＶ期卵母细胞减

数分裂恢复，但一旦卵母细胞发生了ＧＶＢＤ，卵母细胞的进一步成熟和第一极体排放与ｃＡＭＰ／
ＰＫＡ无关，而受ＰＫＣ途径调节 （卢青，１９９９）。
２促性腺激素对卵母细胞成熟的调控　促性腺激素ＦＳＨ和ＬＨ，尤其是排卵前ＬＨ峰的出

现，对卵母细胞的成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颗粒细胞上有促性腺激素的受体，而卵母细胞上无

促性腺激素的受体。ＬＨ可刺激颗粒细胞２个独立的信号系统。一方面，ＬＨ激活腺苷酸环化酶

的活性，使细胞内ｃＡＭＰ短暂上升；另一方面，ＬＨ激活蛋白激酶Ｃ （ＰＫＣ）信号通路。ＬＨ激

活磷脂酶Ｃ （ＰＬＣ），ＰＬＣ水解磷脂酰肌醇，产生三磷酸肌醇 （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Ｐ３）和二

酰基甘油 （ＤＧ），ＩＰ３ 可使细胞内储存的Ｃａ２＋释放，ＤＧ激活ＰＫＣ信号通路。ＬＨ的双重作用通

过相同的受体发挥效应，即颗粒细胞ＬＨ受体激活后，能同时刺激腺苷酸环化酶和ＰＬＣ活性，
导致ｃＡＭＰ上升和Ｃａ２＋释放。继而Ｃａ２＋的电位门通道开启，导致细胞外Ｃａ２＋内流，同时引起腺

苷酸环化酶的抑制和ＰＤＥ活性的升高，使ｃＡＭＰ水平下降。随着ＬＨ刺激颗粒细胞，胞内的

Ｃａ２＋和ＩＰ３ 都可转运到卵母细胞，引起卵母细胞Ｃａ２＋浓度增加。ＬＨ另一个可能途径是促进颗粒

细胞合成孕酮，孕酮再作用于卵母细胞，参与成熟促进因子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ＭＰＦ）的激活。ＦＳＨ也能以类似的机制引起卵母细胞内储存的Ｃａ２＋从内质网释放到胞浆中。卵

母细胞内Ｃａ２＋浓度的增加，抑制ｃＡＭＰ的产生，使卵母细胞能够发生ＧＶＢＤ，减数分裂恢复。
因此，细胞内Ｃａ２＋是卵母细胞减数分裂恢复所必需的。而细胞内Ｃａ２＋浓度受钙调素 （ｃａｌｍｏｄｕ
ｌｉｎ，ＣａＭ）调节。细胞内ＣａＭ过度表达，导致细胞内Ｃａ２＋浓度下降；而ＣａＭ不足，也会影响

减数分裂进程。
３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的信号调控　在卵母细胞的发育和成熟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几次停

滞状态，卵母细胞必须克服这几次停滞才能逐渐成熟直至排出、受精。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卵

母细胞在原始卵泡阶段就停滞在第一次减数分裂的前期 （核网期），此时的卵母细胞处于ＧＶ期。
卵母细胞必须具备从Ｇ２期 （ＤＮＡ合成期与细胞分裂期之间的间隙）向Ｍ期转化的能力，才能

发生ＧＶＢＤ，排出第一极体，从而完成第一次减数分裂。之后，卵母细胞进入到第二次减数分

裂中期并停滞于此期，直至精子入卵或其他物理或化学刺激，卵母细胞才获得继续发育的能力。
这个时期称为ＭⅡ停滞。在一些动物中，如软体动物、昆虫、甲壳动物、海鞘类以及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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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马等，卵母细胞发育至ＭⅠ期就发生停滞，直至受精后才排出第一极体，继而完成第二次

减数分裂。卵母细胞的成熟过程实质上是卵母细胞细胞周期内停滞到继续发育的过程。
（１）Ｇ２期向Ｍ期的过渡　ＭＰＦ是细胞周期 Ｍ期的一种调节因子，又称为 Ｍ期促发因子

（Ｍ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可能是调节卵母细胞成熟的中心环节。ＭＰＦ首先发现于爪蟾的卵母细

胞中，后来相继在酵母、海胆和小鼠卵母细胞中发现。ＭＰＦ在爪蟾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呈周期

性变化 （图２ ７）。在ＧＶＢＤ时，ＭＰＦ活性达到最大值，进入中期Ⅰ和后期Ⅰ时，活性降低，
到ＭⅡ期仅维持数小时。在小鼠、牛和猪中，ＭＰＦ活性也有类似的变化。ＭＰＦ的活性大小决定

了卵母细胞能否通过Ｇ２期过渡到Ｍ期。

图２ ７　爪蟾卵母细胞减数分裂 （孕激素处理）、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ＭＰＦ的变化

［引自Ｔｕｎｑｕｉｓｔｅｔａｌ．ＵｎｄｅｒＡｒｒｅｓｔ：Ｇｅｎ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１７）：６８３～７１０］　

ＭＰＦ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由催化亚基Ｐ３４ｃｄｃ２和调节亚基ｃｙｃｌｉｎＢ组成。ＭＰＦ
的活性是由一系列复杂的蛋白质磷酸化作用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和去磷酸化作用 （ｄ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ｉｏｎ）来调节的。ＭＰＦ没有活性时，其Ｔｙｒ１５ （１５位酪氨酸）和Ｔｈｒ１４ （１４位苏氨酸）２个位

点的氨基酸高度磷酸化。当 ＭＰＦ活化时，首先ｃｙｃｌｉｎＢ和Ｐ３４ｃｄｃ２结合，同时需要Ｐ３４ｃｄｃ２已经磷

酸化的２个位点Ｔｙｒ１５和Ｔｈｒ１４的氨基酸残基去磷酸化，而Ｓｅｒ１６位点的丝氨酸保持磷酸化状态。
已知ｃｄｃ２５基因的产物可使Ｐ３４ｃｄｃ２酪氨酸和苏氨酸去磷酸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活化ＭＰＦ。

ＭＰＦ的作用十分广泛，涉及与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有关的蛋白质的磷酸化。ＭＰＦ能够催化

组蛋白Ｈ１ 磷酸化，继而使染色体充分浓缩；能够催化核层蛋白 （ｌａｍｉｎ）磷酸化，使核层结构

解体，导致核膜崩解；还可作用于微管蛋白，调节微管的组装从而影响染色体的向极运动；能使

肌球蛋白的轻链磷酸化，抑制微丝的功能，从而抑制细胞质分裂；能使核仁蛋白 （ｎｕｃｌｅｏｌｉｎ）磷

酸化，可能对Ｍ期核仁分解及核仁染色质凝集起重要作用；还能使一些原癌基因产物磷酸化，
产生一系列与细胞分裂有关的效应。例如，ＭＰＦ使ｃ ｍｙｂ原癌基因产物磷酸化，可能降低这

些蛋白质在Ｍ期与ＤＮＡ结合的功能，有利于染色体凝集。
有关ＭＰＦ的调控机制在爪蟾中研究的相当多，了解得也比较清楚 （图２ ８）。爪蟾中卵母

细胞的成熟是由Ｐｇ诱导的。Ｐｇ通过非转录性胞质信号通路使ｃｙｃｌｉｎＢ ｃｄｃ２复合体激活，从而

激活卵母细胞。Ｐｇ的功能可能通过ＸＰＲ受体来实现。ＸＰＲ是一个常规转录水平受体，能启动

胞质内信号转导。此外，还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受体，此受体可能通过调节Ｇ蛋白下调腺苷酸环

化酶水平，但尚未确定 （Ｂａｙ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Ｐｇ通过与受体的结合导致ｃＡＭＰ水平的下降。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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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ＫＡ对调节卵母细胞Ｇ２／ＭⅠ转变有消极作用。
Ｐｇ通过两条信号通路激活ｃｙｃｌｉｎＢ ｃｄｃ２复合体 （图２ ８）。一条是抑制ｃｄｃ２的抑制因子

Ｍｙｔ１，即Ｍｏｓ→ＭＥＫ→ＭＡＰＫ→Ｒｓｋ通路；另一条是激活ｃｄｃ２的激活因子磷酸酶ｃｄｃ２５，即

ＰＬＫＫ→Ｐｌｋ→ｃｄｃ２５通路。

图２ ８　爪蟾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孕激素 （Ｐｇ）诱导的信号通路

［引自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２／Ｍ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ｏｏｃｙｔｅｓｏｆＸｅｎｏｐｕｓ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６０）：４３８～４４８］　

在第一条通路中，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ＭＡＰＫ）的激活

通路即Ｍｏｓ ＭＥＫ ＭＡＰＫ Ｒｓｋ通路是当今研究最广泛而且也是了解最清楚的一条通路。

ＭＡＰＫ是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酶，可被其上游具有丝氨酸 苏氨酸 酪氨酸激酶活性的 ＭＡＰ
ｋｉｎａｓｅｋｉｎａｓｅ（ＭＡＰＫＫ，在脊椎动物中又称为 ＭＥＫ）激活，而 ＭＡＰＫＫ又可被更上游的具有

丝氨酸 苏氨酸活性的 ＭＡＰｋｉｎａｓｅｋｉｎａｓｅｋｉｎａｓｅ（ＭＡＰＫＫＫ）活化。Ｍｏｓ是ＭＡＰＫＫＫ家族的

重要成员之一。ＭＡＰＫ被激活后，能激活激酶Ｒｓｋ，而Ｒｓｋ能使激酶Ｍｙｔ１ 失活。Ｍｙｔ１ 通过对

ｃｄｃ２抑制性的磷酸化作用抑制了ｃｙｃｌｉｎＢ ｃｄｃ２复合体的活性。Ｍｏｓ本身也能直接地使Ｍｙｔ１ 失

活 （Ｐｅ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Ａｕｒａ Ａ （Ｅｇ２）激酶的激活能诱导编码Ｍｏｓ的ｍＲＮＡ的翻译 （Ｍｅｎｄ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引

发ＭＡＰＫ信号通路的级联反应，启动卵母细胞成熟。ＣＫ２β是激酶ＣＫ２ 的非催化亚基，能直接

和Ｍｏｓ蛋白的Ｎ末端的特定区域结合，抑制新合成的Ｍｏｓ蛋白活性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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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质中存在母源ＣＫ２β贮备，Ｍｏｓ必须不断地积累才能突破ＣＫ２β的抑制，诱导 ＭＡＰＫ的激活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另外一条通路是激活Ｐｌｋ（ｐｏｌｏ ｌｉｋｅ激酶）和ｃｄｃ２５，而ｃｄｃ２５能去除Ｍｙｔ１ 对ｃｄｃ２的抑制

性磷酸化作用从而激活ｃｄｃ２（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ｐ３８γ或ｄ对ｃｄｃ２５的激活有一定作用。ｐ３８／
ＳＡＰＫ３也能通过对Ｓｅｒ２０５的直接磷酸化作用来激活ｃｄｃ２５（Ｐｅｒｄｉｇｕｅ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高的ＰＫＡ活性能阻断任意一条通路 （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ＳｃｈｍｉｔｔａｎｄＮｅｂｅｒｄａ，２００２）。在Ｍｏｓ
ＭＥＫ ＭＡＰＫ Ｒｓｋ通路中，ＰＫＡ通过阻断Ｍｏｓ的合成、积累和激活，从而抑制Ｍｏｓ诱导产生

ＧＶＢＤ的能力。在另外一条通路中，ＰＫＡ通过对ｃｄｃ２５的Ｓｅｒ２８７磷酸化，使ｃｄｃ２５与１４ ３ ３蛋白

结合，从而抑制ｃｄｃ２５的活性 （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不同动物中卵母细胞发生ＧＶＢＤ时 ＭＰＦ的激活机制可能存在差别 （图２ ９）。在猪、牛、

羊、马等动物中，无活性的前体ＭＰＦ （ｐｒｅ ＭＰＦ）的数量达到一定阈值时，会使ｐｒｅ ＭＰＦ变

为有活性的ＭＰＦ。在爪蟾体内，其前期卵中已含有ｐｒｅ ＭＰＦ，新合成的ｃｙｃｌｉｎＢ能启动ＭＰＦ
活性，而有活性的ＭＰＦ又能对ｐｒｅ ＭＰＦ分子进行修饰使其激活，即通过自动催化扩增作用使

ＭＰＦ水平升高，进而刺激ＧＶＢＤ。在小鼠中，成熟启动无须蛋白质合成，而在ＧＶＢＤ后ｃｄｃ２活

性的提高与新合成的ｃｙｃｌｉｎＢ有关。
（２）ＭⅠ期向ＭⅡ期的转变　卵母细胞是如何由ＭⅠ期向后期Ⅰ转变并过渡到ＭⅡ期的，

这其中涉及复杂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ＭＰＦ的活性在两次减数分裂期间发生下降。ｃｙｃｌｉｎＢ
的降解可能是ＭＰＦ失活的前提条件。对ｃｙｃｌｉｎＢ降解可能通过泛素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途径。而后期

促进因子ＡＰＣ／Ｃ （ａｎａｐｈａｓ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ｒｃｙｃｌｏｓｏｍｅ）与泛素介导的蛋白降解有关。
ＡＰＣ／Ｃ的靶目标具有一个或更多的识别序列，其中包括Ｄ盒和ＫＥＮ盒。ＡＰＣ／Ｃ很可能通过与

ｃｙｃｌｉｎＢ的Ｄ盒结合，引起ｃｙｃｌｉｎＢ的降解，从而导致ＭＰＦ的失活。而Ｆｉｚｚｙ／ｃｄｃ２０蛋白可能是

ＡＰＣ／Ｃ的重要激活蛋白。
减数分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两次减数分裂之间细胞不进入Ｓ期 （ＤＮＡ合成期）。卵母细

胞排出第一极体后，并没有进入细胞分裂的间期。相反地，卵母细胞的染色体仍处于凝集状态，
核膜也未出现。卵母细胞进入第二次减数分裂，并停滞在ＭⅡ期。事实上，卵母细胞在由ＭⅠ
期向后期Ⅰ转变时，ＭＰＦ的活性虽然下降，但是并没有降到ＧＶ期的最低水平。当卵母细胞进

入第二次减数分裂前期时，ＭＰＦ活性再次升高，至ＭⅡ期达峰值。在这一阶段，仍存在持续的

ｃｙｃｌｉｎＢ与ｃｄｃ２的结合，这对抑制核膜的形成和ＤＮＡ复制有重要作用。在所有动物中，ＭＡＰＫ
的活性随着卵母细胞的进一步成熟而不断升高，至 ＭⅠ期达峰值，并且在 ＭⅠ与 ＭⅡ过渡期，
保持高活性。ＭＡＰＫ对微管的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活性的ＭＡＰＫ能使染色体保持凝集

状态，保持微管的组织形式不变，从而使卵母细胞直接进入第二次减数分裂，而没有形成细胞核

进入间期。此外，ＭＡＰＫ对第一次减数分裂末期以后ＭＰＦ活性的恢复也有重要作用。
（３）ＭⅡ期维持　哺乳动物卵母细胞停滞于ＭⅡ期是由ＣＳＦ维持的。ＣＳＦ通过一定机制抑

制ＡＰＣ／Ｃ，从而使卵母细胞不能向后期转变，停滞在ＭⅡ期 （图２ １０）。Ｍｏｓ是ＣＳＦ不可缺少

的成分之一，Ｍｏｓ是一个３９ｋｕ的Ｓｅｒ Ｔｈｒ蛋白激酶，由ｃ ｍｏｓ原癌基因编码，是脊椎动物生

殖细胞中独有的ＭＡＰＫ癌基因编码，是脊椎动物生殖细胞中独有的 ＭＡＰＫ上游激酶。ｃ ｍｏｓ
ｍＲＮＡ是卵母细胞生长时储存的母源性信息，它可维持高水平的ＭＡＰＫ和ＭＰＦ活性。Ｍｏｓ是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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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９　不同动物卵母细胞ＧＶＢＤ时ＭＰＦ激活机制

（Ⅰ爪蟾与一些哺乳类：减数分裂的启动需要新蛋白质的合成，因而成熟诱导与发生ＧＶＢＤ之间持续时间较长。Ⅱ海星：

成熟启动不需要蛋白质合成，成熟诱导与ＧＶＢＤ之间持续时间较短。储存的ｐｒｅ ＭＰＦ通过自动扩增迅速激活。Ⅲ小鼠：

成熟启动不需蛋白质合成。储存的ｐｒｅ ＭＰＦ较少，在ＧＶＢＤ时只有少量ＭＰＦ激活。ＧＶＢＤ后ＭＰＦ的继续积累是由于ｃｙｃｌｉｎＢ
不断合成的结果。Ⅳ鱼类与一些两栖类：减数分裂启动需要ｃｙｃｌｉｎＢ合成。无储存的ｐｒｅ ＭＰＦ。ＭＰＦ活性由ｃｙｃｌｉｎＢ的

不断合成而增加）

［引自ＴａｉｅｂｅｔａｌＯｎｃｙｃｌｉｎｓ，ｏｏｃｙｔｅｓａｎｄｅｇｇｓ．Ｍ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Ｄｅｖ．１９９７（４８）：３９７～４１１］　

通过ＭＡＰＫ来稳定ＭＰＦ和实现ＭⅡ期的停滞。ｍｏｓ－／－小鼠卵母细胞在体外成熟至ＭⅡ期后不发生

停滞 （Ｗ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Ｒｓｋ被ＭＡＰＫ激活后，能使Ｂｕｂ／Ｍａｄ通路活化，抑制Ｆｉｚｚｙ／ｃｄｃ２０蛋白

与ＡＰＣ／Ｃ的结合，从而抑制ＡＰＣ／Ｃ对ｃｙｃｌｉｎＢ的降解，使ＭＰＦ保持较高活性。对ＡＰＣ／Ｃ功能的

抑制阻断了卵母细胞由中期向后期的转变，使其停滞在 ＭⅡ期。在卵母细胞受精后，细胞内

Ｃａ２＋浓度迅速增加，使ＣＳＦ活性消失，细胞周期素Ｂ被降解，ＭＰＦ活性消失，细胞离开Ｍ期。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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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０　脊椎动物卵母细胞ＭⅡ停滞的ＣＳＦ信号通路

［引自Ｍａ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ＳＦ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ｏｏｃｙｔｅ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８７）：１７３～１７８］　

（４）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各种信号分子之间的作用关系　ＭＡＰＫ、ｃＡＭＰ、ＰＫＡ、ＰＫＣ都

是对卵母细胞成熟有重要作用的信号分子，它们最终都通过ＭＰＦ和ＣＳＦ来调节卵母细胞的细胞

周期。同时，它们的作用又受到外界激素和因子的调控。ＭＡＰＫ的作用可能受ｃＡＭＰ和ＰＫＡ
的调节，而ＰＫＣ可能是ｃＡＭＰ的上游调控因子。在小鼠中，卵母细胞内的ｃＡＭＰ水平的增加和

ＰＫＣ活性的增强，二者协同作用，通过蛋白磷酸酶的介导，引发一系列蛋白质磷酸化和去磷酸

化事件，最终导致ＭＡＰＫ磷酸化和ＧＶＢＤ发生。

四、卵子和卵泡的联系

卵子与卵泡的发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卵母细胞生长的同时，其周围的卵泡细胞也不

断地生长分化。卵母细胞的生长发育与周围的卵泡细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裸露的卵母细胞在

体外培养时几乎不能生长。卵泡是哺乳动物卵巢上的基本发育单元，卵子的发生是在卵泡内进行的，
卵泡为卵子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微环境。卵子分泌的某些物质也能影响卵泡细胞和膜细胞的发育。

图２ １１　卵丘细胞之间的间隙连接 （箭头所指）
［引自孙青原等．牛卵丘 卵母细胞复合

体体外成熟前后超微结构．东北农业大学学

报．１９９６（２７）：１５８～１６４］

１卵子和卵泡联系的结构基础　从卵泡的结构

来看，卵子紧密地包裹在其周围的卵泡细胞中。在

动物卵子的发生过程中，卵母细胞与卵泡细胞间存

在间隙连接 （ｇａｐｊｕｎｃｔｉｏｎ），构成了卵子与卵泡之

间联系的结构基础 （图２ １１）。壁层颗粒细胞与卵

丘细胞之间、卵丘细胞与卵丘细胞之间、卵丘细胞

与卵母细胞之间都存在广泛的间隙连接。卵泡中的

间隙连接使壁层颗粒细胞、卵丘细胞和卵母细胞形

成一个结构和功能上的合胞体 （孙青原等，１９９６）。
间隙连接在卵母细胞恢复减数分裂之前始终维持着。
间隙连接具有促进细胞间通讯和物质传递的作用。
卵泡内的营养物质以及其他具有调节作用的物质

（如ｃＡＭＰ、ＩＰ３、Ｃａ２＋等）都通过间隙连接进入卵

母细胞，从而调节卵母细胞的生长和成熟。
微绒毛也是联系卵母细胞和卵泡细胞的重要纽带。透明带是在卵泡发育过程中，由卵母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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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卵泡细胞的分泌物共同形成的。卵丘颗粒细胞和卵母细胞都有各自的细胞突起和微绒毛在透明带

与卵黄膜中相互穿插 （图２ １２）。卵丘细胞的突起能穿过透明带，到达卵母细胞表面，其末端膨大嵌

入与之相对的卵质膜的凹陷内，形成桥粒 （图２ ５）。随着卵母细胞的成熟，微绒毛全部倒伏在卵子

图２ １２　哺乳动物卵母细胞和卵泡细胞的关系 （电子显微镜图）
Ｄ桥粒　ＥＲ内质网　ＦＥ卵泡细胞　ＦＧＣ卵泡细胞中的高尔基体

ＧＣ卵母细胞中的高尔基体　ＩＢ内含体　Ｍ线粒体　ＭＶ微绒毛

ＭＶＢ多囊体　Ｎ核　ＮＣＬ核仁　ＰＦＥ卵泡细胞突起

ＰＯ初级卵母细胞　Ｖ胞饮作用形成的小囊　ＺＰ透明带

（引自陈大元主编．受精生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８）

表面上。卵母细胞通过微绒毛结构与卵

丘颗粒细胞发生联系，进行物质交换和

信息传递，获得营养和信息因子。
排卵后，卵母细胞与周围卵丘颗粒

细胞不再偶联，卵丘颗粒细胞的突起从

卵母细胞表面收回，间隙连接的数量也

急剧下降，微绒毛逐渐退化。
２卵子与卵泡之间的功能联系　在

卵子和卵泡的发育过程中，卵母细胞与

卵泡之间进行着广泛的物质和信息交

换。随着卵泡的发育成熟，卵母细胞也

逐渐具备了恢复减数分裂的能力。卵子

与卵泡之间在功能上存在密切的联系。
（１）卵泡细 胞 在 卵 子 发 育 中 的 作

用　卵 子 从 原 始 卵 泡阶段起就被大量

卵泡细胞包围。卵泡细胞在卵子的发生

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① 营养作用：卵母细胞在发育和

核质成熟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包括能量底物以及各种核苷酸和氨基

酸物质。卵母细胞必须通过间隙连接从

周围的卵泡细胞中摄取这些物质，才能

满足自身不断生长发育的需要。

② 调节卵母细胞的生长：ＦＳＨ和ＬＨ对卵母细胞的生长作用十分关键，卵母细胞上不存在

ＦＳＨ和ＬＨ的受体，必须由卵泡细胞介导。卵泡细胞能为卵母细胞的生长提供特异性生长因子，
如ＥＧＦ、ＩＧＦ Ⅰ、ＴＧＦ β等，能够调节卵母细胞生长过程中的特异性蛋白质合成水平和蛋白

质磷酸化的类型。卵母细胞内蛋白质的磷酸化与去磷酸化、氨基酸的摄入等都受卵泡细胞的调节

（Ｃｏｌｏｎｎ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③ 参与维持成熟分裂的阻断：卵丘颗粒细胞内产生的ｃＡＭＰ能通过间隙连接进入卵母细胞

内，致使卵母细胞内的ｃＡＭＰ浓度升高，维持成熟分裂的阻断。排卵前，促性腺激素作用于卵丘

颗粒细胞，使卵母细胞与卵丘颗粒细胞之间的通讯联系中断，卵丘细胞产生的ｃＡＭＰ不能进入卵母

细胞，致使卵母细胞内的ｃＡＭＰ水平下降，诱使卵母细胞恢复减数分裂 （Ｄｏｗｎｓ，１９９３）。

④ 参与诱导排卵：排卵前的卵泡内膜细胞分泌大量的雌二醇，可诱发ＬＨ峰以触发成熟分

裂的复始。ＬＨ还能诱导卵泡类固醇激素、前列腺素以及一些生长因子和蛋白分解酶的合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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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的发生十分重要。这些作用必须通过卵泡细胞介导才能实现。
（２）卵母细胞对卵泡发育的作用　卵母细胞对卵泡的发育也有一定的作用。卵母细胞能分泌

特异性的促卵丘颗粒细胞扩散因子，影响颗粒细胞的机能和增殖，对其扩展也有调节作用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ｎｄＳｉｒａｒｄ，１９９６）。扩展的卵丘颗粒细胞向卵母细胞传递的成熟抑制物质减少，引起卵

母细胞减 数 分 裂 的 恢 复。卵 母 细 胞 还 对 卵 泡 细 胞 类 固 醇 激 素 的 合 成 和 分 泌 具 有 调 节 作 用

（ＶａｎｄｅｒｈｙｄｅｎａｎｄＴｏｎａｒｙ，１９９５）。

第二节　发情周期的卵泡动态

当动物进入初情期，发情周期 （ｅｓｔｒｏｕｓｃｙｃｌｅ）便开始。发情周期中，生殖器官和性行为发生一系

图２ １３　发情周期的调节模式图

（引自杨利国主编．动物繁殖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３３）

列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一直到绝情期为止。
雌性动物的发情周期是受复杂的神经内分

泌和外界环境因素调控的 （图２ １３）。
外界因素可经不同途径作用于下丘

脑，引起ＧｎＲＨ的合成和释放，从而刺

激ＦＳＨ和ＬＨ产生和释放。ＦＳＨ和ＬＨ
共同促进卵泡的生长发育，并刺激其产

生雌激素。雌激素与ＦＳＨ协同作用，使

颗粒细胞的ＦＳＨ和ＬＨ受体增加，促使

卵巢对这两种激素的敏感性增强，从而

进一步促进卵泡的发育以及雌激素的分

泌，并引起发情表现。雌激素含量到达

一定浓度时，会通过负反馈作用于下丘

脑或垂体，抑制ＦＳＨ的释放，同时刺激

ＬＨ的释放，出现排卵前ＬＨ峰，引发排

卵。排卵后，颗粒细胞形成黄体并分泌

孕酮。同时，腺垂体ＰＲＬ的释放量增加。
ＰＲＬ和ＬＨ 促进和维持黄体分泌孕酮。
孕酮对下丘脑和垂体产生 负 反 馈 作 用，
抑制ＦＳＨ的分泌，使卵泡发育停滞，动

物不表现发情。同时，孕酮也作用于生殖道及子宫，使其黏膜增厚，分泌子宫乳，有利于胚胎附

植。如果排出的卵子受精，ＰＧＦ２α的产生受到抑制，黄体功能得到维持并成为妊娠黄体。相反，
如果卵子未受精，则黄体维持一段时间后，便在子宫产生的大量的ＰＧＦ２α作用下逐渐萎缩退化。
孕酮分泌量也急剧下降，ＧｎＲＨ的释放又开始增加，新的卵泡又开始生长发育，新的发情周期

又开始。但开始时，由于黄体未完全退化，ＦＳＨ的浓度不高，卵泡未充分发育便开始闭锁，动

物不表现明显的发情征兆。随着黄体的完全退化，ＦＳＨ和ＬＨ的浓度逐渐增大，卵泡迅速发育，
动物又开始出现发情。发情周期如此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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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性动物的发情周期，实质上是卵泡期和黄体期的交替循环过程。发情周期从根本上反映了

卵泡在促性腺激素作用下的周期性变化。绝大多数动物在出生前，卵巢上就形成了原始卵泡库。
在以后的生殖过程中，卵泡不断从原始卵泡库进入生长卵泡库。在每个发情周期中，卵巢上都有

一群卵泡发育，除部分卵泡发育成熟并排卵外，大部分卵泡都发生闭锁而退化。发情周期的卵泡

大多是以卵泡波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ｗａｖｅ）的形式进行发育的 （图２ １４）。

图２ １４　牛发情周期中的卵泡波

（此图为３个波的类型）

［改自Ｗｅｂｂ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６８）：２５７～２８４］　

卵泡波是卵泡发育的重要特征。每个发情周期都有一批或几批卵泡进行发育。卵泡波反

映了卵泡周期性生长发育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募集、选择、优势化以及排卵／闭锁的基本模

式 （图２ １５）。在卵泡波的发生过程中，卵泡优势化是卵泡生长发育的关键步骤。

图２ １５　牛卵泡发育的基本模式及调控

［引自谭景和等．哺乳动物卵泡发育模式及其调控机理．动物学杂志．２００２（３７）：８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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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势卵泡的发生和闭锁

（一）优势卵泡的发生和闭锁

１卵泡的募集　卵泡的募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启动募集 （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和周期募

集 （ｃｙｃｌｉｃ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原始卵泡脱离原始卵泡库开始缓慢生长的过程称为启动募集。周期募

集是指每个发情周期中，都有部分启动募集后的卵泡 （主要是有腔卵泡）对促性腺激素的变化做

出应答反应，开始加快生长的过程。通常所说的募集指的是周期募集。
在卵泡募集期间，一群小卵泡对促性腺激素变得敏感并依赖于促性腺激素继续生长发育。引

起卵泡募集的主要激素是ＦＳＨ。在每个波的募集之前都有ＦＳＨ的暂时性上升 （图２ １６）。发情

周期中卵泡波的数量与ＦＳＨ峰值的数量完全一致。用抑制素降低ＦＳＨ的浓度，可以阻碍卵泡募

集并推迟下一个卵泡波的出现。人为提高ＦＳＨ的浓度可以使更多的卵泡参与周期募集 （Ｄｒｉａｎ
ｃｏｕｒｔ，２００１）。这说明，ＦＳＨ峰是卵泡波出现的先决条件。虽然也需要基础水平的ＬＨ，但ＬＨ
脉冲在募集中没有作用。募集的结果使部分卵泡避免了闭锁的命运。卵泡能否被募集可能与其自

身的ＦＳＨ受体水平有关。

图２ １６　卵泡波发生过程中的激素变化图

（引自Ｂｅａｒｄｅｎ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６ｔｈＥｄ，ＵｐｐｅｒＳａｄｄｌｅＲｉｖｅｒ，ＮＪ：Ｐｅａｒｓ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００４，６８）　

２卵泡的选择及优势化　参与周期募集的卵泡只有少数发育较快，成为该卵泡波中体积最

大的卵泡，即所谓的优势卵泡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ＤＦ），这一过程称为卵泡的选择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未被选择的卵泡称为从属卵泡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Ｆ）。ＤＦ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能通过一定途径抑

制其他ＳＦ的生长，从而巩固其优势地位，这个过程称为卵泡的优势化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参与周期募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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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只有一个或几个卵泡能发育成为优势卵泡。一般来说，不同种动物都产生各自特异性的一定数量

的优势卵泡。卵泡的选择和优势化是受复杂的内分泌、旁分泌和自分泌环境所调节的。
在卵泡的选择和优势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ＦＳＨ浓度的下降 （Ｄｒｉａｎｃｏｕｒｔ，１９９１）。周

期募集的卵泡在ＦＳＨ的作用下继续生长。这些卵泡可能处于不同的生长阶段，对促性腺激素的

反应能力也不同。这其中只有一个或几个卵泡具有相对较快的生长速度和较大的体积，将来成为

优势卵泡。这些大卵泡的颗粒细胞大量增殖，卵泡体积逐渐增大，从而产生较多的雌激素和抑制

素。雌激素不但能促进卵泡表达更多的ＦＳＨ和ＬＨ受体，而且使卵泡得到更进一步的发育，同

时，雌激素又可以和抑制素一同反馈抑制ＦＳＨ的分泌。在每个卵泡波开始后不久，ＦＳＨ都有所

下降 （Ｅｖａ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优势卵泡选择的时间与ＦＳＨ浓度的第一次明显下降一致。ＦＳＨ的

降低导致其他较小卵泡因ＦＳＨ受体不足而不能充分接受ＬＨ，ＬＨ 受体表达较少，生长受到抑

制。而大卵泡能继续接受ＦＳＨ作用并表达更多的ＬＨ受体。当ＦＳＨ浓度降低到维持其他较小卵

泡生长所需的阈值以下时，大卵泡转而接受ＬＨ刺激，并在ＬＨ的作用下继续生长发育，而较小

的卵泡逐渐停止生长，进而闭锁。牛的每个卵泡波发生过程中，都伴随有ＬＨ振幅的升高，这对

卵泡的优势化至关重要 （Ｅｖａ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此外，在优势卵泡的发生过程中，优势卵泡还可能通过分泌一些因子，直接抑制从属卵泡的

生长发育。
优势卵泡除了抑制从属卵泡的生长发育外，同时也能抑制下一个卵泡波的出现。不排卵优势

卵泡都是在下一个优势卵泡出现后才开始退化的。排卵卵泡在排卵之前一直具有这种抑制作用。
３优势卵泡的生长和闭锁　优势卵泡在雌激素和促性腺激素的作用下继续生长。ＦＳＨ在优

势卵泡的生长过程中起着基础的作用。ＦＳＨ能促进卵泡液的分泌、颗粒细胞的增殖、雌激素的

合成、ＬＨ受体的表达和抑制素的产生。膜细胞中ＬＨ受体的激活能导致雄激素的合成，而雄激

素是合成雌激素的重要前体物质，因而雌激素的浓度会大量增加。雌激素在优势卵泡的发生过程

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雌激素通过正反馈作用于下丘脑，促进促性腺激素的释放。雌激素与ＦＳＨ
协同，一方面增加颗粒细胞中ＬＨ受体分化，同时又促进颗粒细胞芳香化酶的合成，而后者进一

步促进颗粒细胞对雌激素的合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优势卵泡出现在哪侧卵巢上并无明显规律，其生长速度和最大体积不受是否与黄体相邻 （即

与黄体位于同侧卵巢上）的影响；黄体可以连续两次出现在同一侧卵巢上。
优势卵泡的命运有两个：排卵或闭锁。优势化的卵泡最后能否排卵，取决于ＬＨ脉冲模式。

而ＬＨ脉冲模式与黄体的存在有关。在有功能性黄体存在时，由于缺乏适当的ＬＨ脉冲模式以刺

激Ｅ２产生，导致Ｅ２产量不够，不能引起排卵前ＬＨ峰，这些优势卵泡最终闭锁。而黄体退化时，
ＬＨ脉冲频率增加，可刺激卵泡产生足量的Ｅ２使卵泡最后成熟，因而这些优势卵泡能够排卵。

（二）卵泡的闭锁

多数优势卵泡的命运都是闭锁。优势卵泡闭锁是由于黄体的存在抑制了促性腺激素的分泌，
阻碍了卵泡的进一步发育所致。其实，卵泡闭锁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ａｔｒｅｓｉａ）是卵泡发生中的普遍现象。
雌性哺乳动物拥有卵子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将要排卵的数量。出生时，卵巢中储存有大量的卵原细

胞，如小鼠和大鼠拥有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个，猪６００００个，牛６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个。绝大多数卵母

细胞随着卵泡闭锁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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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卵泡闭锁的形态学和生化变化

（１）形态学变化　卵母细胞染色质浓缩，卵细胞内出现核严重偏位、固缩，透明带膨胀、塌

陷 ；颗粒细胞染色质浓缩（图２１７），细胞核固缩，细胞层松散、萎缩并脱落进入卵泡腔内；

图２ １７　闭锁卵泡中凋亡的颗粒细胞 （３２～３５日龄的Ｂ６Ｃ３小鼠）
Ａ凋亡的颗粒细胞　Ｇ正常的颗粒细胞

（凋亡的颗粒细胞中，胞质密度增加，染色质浓缩）

（引自Ｔｕｌｓｉａｎ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３，１４８）　

卵泡液被吸收，卵泡壁皱缩，卵泡膜内层细胞增大，成多角形 （如黄体细胞），并被结缔组织分

隔成团索状，分散在卵巢基质中，形成能分泌雌激素的间质腺。大量的试验显示，在小鼠 （Ｂｙｓ
ｋｏｖ，１９７４）、大鼠 （Ｂｕｋｏｖｓｋ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３）、人 （Ｂｕｋｏｖｓｋ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和兔 （Ｋａｓｕｙａ，１９９５）
中，巨噬细胞能吞噬闭锁卵泡中凋亡的颗粒细胞。电子显微镜的观察认为，凋亡的颗粒细胞或者它

们的胞质残留物能被具有正常形态的颗粒细胞所吞噬。这些形态正常的颗粒细胞一般具有间隙连

接，而且在胞质中常有内在的环形间隙连接 （Ｋ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Ｉｎｏ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图２ １８）。
（２）生化变化　闭锁的卵泡中，颗粒细胞促性腺激素受体数量也发生改变。绵羊中颗粒细胞

上ＬＨ的结合位点，随着卵泡闭锁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在大鼠中，凋亡卵泡的颗粒细胞中不存在

任何ＬＨ结合位点。卵泡液的成分也和正常卵泡中不同。在牛中，正常的卵泡中含有高浓度的雌

激素和相对低水平的孕激素，而在闭锁的卵泡中却恰恰相反。

２卵泡闭锁机制　细胞凋亡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是卵泡发生闭锁的潜在机制。细胞凋亡是一种主

动的、先天性的、选择性细胞死亡过程。卵泡的闭锁有两种类型，一种起始于颗粒细胞，一种始

于卵母细胞。在第一种闭锁中，可观察到ＤＮＡ被激活的核酸内切酶切割成大小不同的ＤＮＡ片

段；而在后一种闭锁中，可观察到卵母细胞的瓦解。卵泡的闭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

内分泌因素 （促性腺激素）和卵巢内因子 （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类固醇激素等）的相互作用，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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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８　凋亡的细胞被形态正常的颗粒细胞

吞噬 （３２～３５日龄的Ｂ６Ｃ３小鼠）
（箭头示间隙连接，星号示环形间隙连接）

（引自Ｔｕｌｓｉａｎ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ｏｓｔ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３，１５０）

以及这些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对卵泡的分化和细

胞 的 程 序 化 死 亡 的 调 控 （Ａｓｓｅｌ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

（１）与卵泡闭锁有关的基因表达及调控　
到目前为止，已证明细胞凋亡途径主要有两条，
这两条途径都可能引起卵泡闭锁。一条是从细

胞表面起始的，由胞外凋亡信号分子 （如Ｆａｓ／
ＣＤ９５、ＴＮＦ）诱发的。另一条凋亡途径则是由

线粒体起始的，由胞内凋亡信号 （如ＤＮＡ极

度损伤、生长因子缺乏、新陈代谢失衡、局部

缺血等）引起的，主要由Ｂｃｌ ２蛋白家族所调

控的，其中涉及一系列与卵泡闭锁相关的基因

表达与相互调控。

①Ｆａｓ：引起颗粒细胞凋亡的途径有多种

可能，其中死亡促进因子成员Ｆａｓ及其配体是

哺乳动物卵巢细胞凋亡诱导者。Ｆａｓ抗原是一

种细胞表面受体，参与闭锁期间卵泡细胞凋亡

的启动和进展。卵泡生长的不同阶段，Ｆａｓ抗

原的表达水平不同，对Ｆａｓ抗原介导的凋亡反

应性也不同。Ｆａｓ抗原在卵母细胞及某些颗粒

细胞上有表达，而ＦａｓＬ在颗粒细胞上则强表

达，颗粒细胞上ＦａｓＬ的表达能诱导表达Ｆａｓ的卵细胞发生凋亡 （Ｘ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卵母细胞中

表达的Ｆａｓ和颗粒细胞中产生的ＦａｓＬ结合后启动敏感细胞凋亡。

②Ｂｃｌ ２：Ｂｃｌ ２蛋白家族中，既包括凋亡抑制蛋白，也包括凋亡促进蛋白。Ｂａｘ是Ｂｃｌ ２
蛋白家族的重要成员，能抑制细胞存活。凋亡调节蛋白Ｂｃｌ ２和Ｂａｘ在初级卵泡以后就有表达

（Ｐｉｃｔｏｎ，２００１）。有人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到Ｂａｘ在早期闭锁卵泡的颗粒细胞中大量表达，
而正常卵泡和明显闭锁的卵泡中几乎不表达。可见Ｂａｘ在卵泡闭锁早期的促凋亡作用。

③Ｃａｓｐａｓｅ：Ｃａｓｐａｓｅ蛋白 （水解）酶是执行细胞凋亡的主要蛋白酶家族。Ｃａｓｐａｓｅ是凋亡主

要的下游效应器，无论是胞外凋亡信号，还是胞内凋亡信号，都可使其激活。在颗粒细胞中，
Ｃａｓｐａｓｅ即可被Ｆａｓ／ＴＮＦ α受体途径激活，也可被Ｂｃｌ ２蛋白家族途径激活 （Ｍｏｎｎｉａｕｘ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２）影响卵泡闭锁的调节因素　引起卵泡闭锁的原因可能是：①外周血浆中ＦＳＨ浓度下降；

②颗粒细胞对ＦＳＨ的反应性降低；③优势卵泡分泌特异性因子抑制劣势卵泡的生长。
促性腺激素和卵巢自分泌、旁分泌的因子对卵泡的正常生长、分化及闭锁起决定性作用。

①ＧｎＲＨ的作用：ＧｎＲＨ具有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ＧｎＲＨ与其受体结合后，使细胞内

Ｃａ２＋水平上升，进而颗粒细胞磷脂酰肌醇更新，细胞内核酶活性增强，导致ＤＮＡ碎裂增加，使

细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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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促性腺激素的作用：ＦＳＨ阻碍卵泡的闭锁。ＦＳＨ主要通过防止卵泡颗粒细胞的凋亡来使

卵泡继续发育。发育的卵泡中有神经元凋亡抑制蛋白 （ＮＡＩＰ）ｍＲＮＡ活性表达，而在即将凋亡

的卵泡中却无表达或表达很弱。促性腺激素可提高ＮＡＩＰ的表达量，抑制ＧＣ凋亡，从而间接影

响卵母细胞的存活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９）。闭锁卵泡的颗粒细胞对ＦＳＨ和ＬＨ反应合成

ｃＡＭＰ的能力也下降，导致类固醇合成能力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卵泡的闭锁。

③ 雌激素和雄激素的作用：雌激素可抑制早期有腔卵泡和腔前卵泡颗粒细胞凋亡，且呈剂

量依赖性，同时给予雄激素有抑制雌激素的抗凋亡效应。雌激素能抑制Ｃａ２＋、Ｍｇ２＋核酸内切酶

的活性，使细胞ＤＮＡ核小体间的裂解受到抑制。凋亡的颗粒细胞ＰＣＮＡ免疫反应和芳香化酶

Ｐ４５０（负责将雄激素转化为雌二醇的酶）的表达降低直至消失，说明凋亡的颗粒细胞合成ＤＮＡ
和细胞增生的能力及合成雌激素的能力降低。卵泡闭锁期间，类固醇产生模式也发生改变，卵泡

液中雌二醇与雄激素的比率降低，雌二醇与孕酮的比率也降低。

④ 卵巢内因子的作用：许多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对卵泡的闭锁具有重要的作用。卵母细胞

中组织纤溶酶激活因子 （ｔＰＡ）蛋白活性的提前表达将引发卵母细胞凋亡 （刘以训等，２００３）。
ＥＧＦ和ＴＧＦ α能抑制体外培养的大鼠颗粒细胞发生自发性凋亡，酪氨酸激酶阻断剂可抑制

ＥＧＦ和ＴＧＦ α的作用。ＩＧＦ Ⅰ合成增多为促性腺激素抑制大鼠排卵前卵泡及早期有腔卵泡自

发性凋亡的机制之一，而ＩＧＦ ＢＰ可特异性阻断该抑制凋亡效应。ＴＮＦ α（肿瘤坏死因子）及

其第二信使神经酰胺能刺激培养的早期有腔卵泡凋亡。
卵泡的闭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调控过程，目前对其机理的了解仍不十分清晰，还需要更加深

入的研究。

二、卵泡排卵机理

（一）排卵卵泡的界定

在黄体完全溶解后，优势卵泡便会在促性腺激素的刺激下继续发育，并在形态和功能上的发

生重要的变化，逐渐发育成为排卵卵泡。
１卵母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成熟　随着优势卵泡的发育，卵母细胞积累了大量的营养和

信息物质，细胞器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为以后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奠定了基础。优势卵泡发育

至排卵前数小时，卵丘细胞团中出现空腔，卵丘细胞聚合力降低而变得松散，并逐渐彼此分离，
只有紧靠透明带的卵丘颗粒细胞得以保留，围绕卵母细胞形成放射冠。卵丘颗粒细胞的分离使卵

母细胞从中释放出来。卵母细胞与颗粒细胞间的间隙连接解除，并于排卵前ＬＨ峰之后３ｈ左右

恢复减数分裂。在排卵前１ｈ左右，减数分裂完成，卵母细胞排出第一极体并停滞在ＭⅡ期，从

而完成细胞核成熟。
２颗粒层细胞分离　排卵前卵泡的壁颗粒细胞开始脂肪变性，卵泡液渗入卵丘颗粒细胞之

间，使卵丘颗粒细胞聚合力减弱，并与卵泡壁的颗粒细胞层逐渐分离，最后在卵泡顶部处的颗粒

细胞完全消失。约在排卵前２ｈ颗粒细胞长出突起，穿过基底层，为排卵后黄体发育时卵泡膜细

胞和血管侵入颗粒细胞层做准备。
３卵泡膜细胞聚合变松　在排卵前数小时，卵泡外膜细胞侵入性水肿及胶原纤维分离，引

起卵泡外膜细胞聚合变松，卵泡弹性增加，卵泡壁变薄。然而尽管卵泡体积迅速增加，卵泡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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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却没有任何增加。
排卵前卵泡达到最大直径，并突出于卵巢表面。不同动物排卵前卵泡的直径存在差异。牛排

卵前卵泡直径为１３～１５ｍｍ，绵羊的为５～７ｍｍ，山羊的为９～１０ｍｍ，马的为４０ｍｍ左右。
（二）排卵卵泡确定的机理

优势卵泡是继续发育成为排卵卵泡还是走向闭锁，取决于其生长期是否与黄体溶解同步。黄

体的存在会影响ＬＨ的分泌。ＬＨ的振幅和频率对优势卵泡的命运起重要作用。只有ＬＨ同时具

备高振幅和高频率才能使ＬＨ升高到促进卵泡成熟和排卵的水平。如果黄体存在，由于孕酮的作

用，ＬＨ的分泌受到抑制，虽然ＬＨ振幅较高，但其频率较低。低频率的ＬＨ不足以刺激卵泡产

生足量的雌激素及最后成熟，优势卵泡的代谢活动逐渐停止，并开始退化而死亡。优势卵泡不再

产生雌激素时，ＦＳＨ再度升高达到峰值，启动下次卵泡波，重新开始新的卵泡周期。只有在黄

体完全溶解时，优势卵泡才能发育为排卵卵泡。此时，孕酮的浓度降低，雌激素的浓度升高，引

起ＬＨ分泌频率升高，并诱发ＬＨ峰的出现，使卵母细胞恢复减数分裂。雌激素和ＬＨ能促进排

卵卵泡的迅速发育直至排卵。
牛的发情周期中可出现２～３个卵泡波，乃至４个波 （图２ １４）。但只有最后一个卵泡波的

优势卵泡可发育成熟并排卵，其余卵泡则全部闭锁。其主要原因在于前几个卵泡波发生时，卵巢

黄体还未完全溶解。进一步研究表明，３波周期较２波周期要长２４ｄ，主要因为３波的黄体期

较长 （比２波长２７ｄ），但从黄体退化到排卵的时间间隔无显著差异。人为延长黄体期时，可诱

起５波周期的卵泡。可见黄体的存在抑制了优势卵泡的继续发育，从而推迟了排卵卵泡的出现。
当黄体溶解时，优势卵泡可继续发育为排卵卵泡。而且，黄体溶解时优势卵泡越大，从黄体溶解

到ＬＨ排卵峰的时间间隔就越短，发情前期也越短。

三、ＬＨ峰与排卵

（一）排卵前ＬＨ峰

１排卵前的激素变化　排卵前，雌性动物要发生许多复杂的生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生理

变化之一就是激素水平的变化。从图２ １９可看出，血液中ＦＳＨ浓度同ＬＨ一样，在排卵前短

暂升高，并形成一个峰。而孕酮的含量在排卵前却维持较低水平。雌激素在ＬＨ峰 （ｐｒｅｏｖｕｌａｔｏ
ｒｙＬＨｓｕｒｇｅ）出现前就开始缓慢升高，ＬＨ峰在出现前１２ｈ急剧升高，且在峰出现当天达最大

值，以后迅速下降。此外，抑制素的水平也有升高。
２排卵前各种激素变化的相互关系　黄体的存在会降低ＬＨ释放的脉冲频率，导致ＬＨ的

持续性上升受到抑制。排卵前，黄体开始急剧退化，导致血液中孕酮的水平下降。孕酮的含量降

低使ＬＨ的脉冲频率增加，其浓度得以持续上升。ＬＨ浓度的升高会促进雌激素的分泌。雌激素

含量上升，并通过正反馈作用于下丘脑和垂体，引起排卵前ＦＳＨ和ＬＨ峰的出现。由于卵泡的

迅速发育和雌激素含量急速升高，使动物表现出发情征兆。高浓度的ＦＳＨ能刺激动物的发情表

现。而抑制素的存在使ＦＳＨ不至于过量分泌，从而防止了对卵巢的过分刺激。ＬＨ峰的出现能

诱导卵母细胞的最终成熟，并诱发排卵。
３排卵前ＬＨ峰　排卵前ＬＨ峰的出现对排卵的发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ＦＳＨ虽有诱导排

卵的作用，但在大鼠促性腺激素波出现以前，使用ＦＳＨ抗血清却不能阻止排卵。相反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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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　母牛卵泡发育和黄体形成与血中雌二醇、孕酮、ＦＳＨ和抑制素水平的关系

（引自中国农业大学主编．家畜繁殖学．第三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０８）　

ＬＨ抗血清却会阻止排卵。而且与发情期以外的其他各阶段促性腺激素值相比，出现促性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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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时，ＬＨ变化要比ＦＳＨ大得多。大量研究证明，由雌激素诱导的ＬＨ峰的出现，是排卵发生所

必需的，也是发生排卵的预兆。从ＬＨ峰的出现到排卵的间隔时间因动物种类而异 （表２ ４）。

表２ ４　排卵时间与排卵数

排卵前ＬＨ峰至 排卵前ＬＨ峰至

动物种类 排卵的间隔时间 排卵数 动物种类 排卵的间隔时间 排卵数

（ｈ） （ｈ）
牛 ２８～３２ １ 大鼠 １２～１５ １０
猪 ４０～４２ １０～２５ 小鼠 １２～１５ ８

绵羊 ２４～２６ １～３ 兔 ９～１１ ５

排卵前ＬＨ峰能激发排卵卵泡的一系列细胞和分子级联事件，诱导卵泡出现一系列结构和功

能的变化，从而导致排卵的发生。高水平的ＬＨ，能诱导卵泡产生下列变化：①卵母细胞减数分

裂恢复。在ＬＨ峰之后，卵泡颗粒细胞、卵丘颗粒细胞变松散，颗粒细胞与卵母细胞的间隙连接

解体，解除了使卵母细胞维持在停滞状态的因子，或者诱导颗粒细胞产生诱导成熟信号，卵母细

胞恢复成熟分裂。只有在ＬＨ峰的刺激下，卵母细胞才能恢复减数分裂，发生生发泡破裂，释放

出第一极体。②发生黄体化，卵泡基质细胞由主要分泌雌激素转变为主要分泌孕酮。③卵母细胞

与卵丘颗粒细胞的脱离与释放。ＬＨ能增加卵泡细胞的渗透性。ＬＨ峰之后，卵泡类固醇激素、
前列腺素及一些生长因子和蛋白分解酶的合成增加，引发卵泡破裂排卵。

无论是自发排卵还是诱发排卵都与ＬＨ作用有关。但其作用途径有所不同。自发排卵的动

物，排卵前ＬＨ峰是在发情周期中自发产生的；而诱发排卵必须经过交配刺激，引起神经 内分

泌反射才能产生排卵前ＬＨ峰。诱发排卵的动物可以通过注射促性腺激素如ＬＨ或ｈＣＧ，或类

似交配的机械性刺激子宫颈的方法诱发排卵。
（二）排卵

１排卵类型　根据哺乳动物排卵的特点可将排卵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分为两种类型：自发排卵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和诱发排卵 （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自发排卵　指卵泡成熟后不需外界刺激即可排卵和形成黄体。自发排卵后黄体的功能存

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发情周期中黄体的功能可以维持一定时间，有明显的黄体期，牛、羊、猪、
马等家畜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是动物只有交配后才能形成功能性黄体，否则形成的黄体没有功

能性，鼠类就属于这种情况。
（２）诱发排卵　动物经过交配或人为地进行物理的 （刺激子宫颈）乃至化学的 （如注射

ＦＳＨ、ｈＣＧ）刺激才能引起排卵称为诱发排卵，又称为刺激性排卵。兔、貂、袋鼠等属于这种类

型。而且研究表明，骆驼于配种 （或输精）后，有精液存在或注射精液也可能诱发雌性骆驼

排卵。
２排卵过程　哺乳动物的卵巢除卵巢门外，其余部位均可发生排卵，但马属动物仅在卵巢

的排卵窝发生排卵。
排卵前，在促性腺激素的作用下，排卵卵泡的细胞质和细胞核逐渐成熟，卵丘颗粒细胞聚合

力松懈，颗粒细胞各自分离，卵泡膜也变薄，发育到可以成熟排卵的状态。
随着卵泡的发育成熟，卵泡液不断增加，卵泡体积增大并突出于卵巢表面，但由于卵泡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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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加，卵泡内压并没有明显升高。突出的卵泡壁扩张，细胞间质分解，卵泡膜血管分布增加并

充血，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血液成分向卵泡腔渗出。随着卵泡液的增多，卵泡外膜的胶原纤维

分解，卵泡壁变得柔软，富有弹性。突出于卵巢表面的卵泡壁中心形成无血管区。排卵前卵泡外

膜分离，内膜通过裂口而突出，形成排卵点 （ｓｔｉｇｍａ）。排卵点膨胀，顶端发生局部贫血，导致

卵巢上皮细胞死亡，死亡的细胞产生蛋白水解酶，使下面的细胞层破裂 （图２ ２０），卵母细胞

随卵泡液流出，被输卵管接受。由于输卵管的纤毛上皮的摆动，将卵母细胞送入输卵管内。

图２ ２０　排卵前卵泡的形态学变化

（引自王建辰等主编．动物生殖调控．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８，８２）　

３排卵的机制　排卵是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其机制仍不十分清楚。它受神经内分泌、内分

泌、生化等各方面因素的调控，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ＬＨ。
（１）神经内分泌调控　神经内分泌调控在排卵的发生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排卵前雌

激素的大量分泌会通过正反馈途径作用于下丘脑和垂体，引起ＧｎＲＨ的大量分泌，从而导致

ＦＳＨ和ＬＨ排卵前峰的出现。而ＬＨ峰的出现是诱导排卵发生的关键因素。对于诱发排卵的动

物，神经内分泌的调控更加重要，这些动物必须经过交配或人为地进行物理或化学的刺激，经神

经 内分泌反射后，才能产生排卵前ＬＨ峰，从而促进卵泡成熟和排卵。
（２）内分泌信号　内分泌产生的各类激素，包括促性腺激素和类固醇激素，在排卵过程中起

着关键的作用，其中ＬＨ的作用更加重要。

①ＬＨ的作用：各种动物血浆中ＬＨ的水平在卵泡早期比较稳定，到达中期稍有升高，于排

卵前达到最高峰。ＬＨ峰值的出现，不仅能促进卵母细胞的成熟，还能激发卵泡膜中腺苷化酶的

活性，导致ｃＡＭＰ增加，引起颗粒细胞黄体化，同时，还能诱导卵泡类固醇、前列腺素合成和

一些生长因子和蛋白分解酶的合成。排卵前卵泡顶端胶原分解和细胞死亡 （凋亡和炎性坏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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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即将破裂的标志。而蛋白分解酶，包括血纤维酶原激活因子 （ＰＡ），能作用于卵泡壁的胶原

结构，使其张力下降，膨胀性增加，最后引起排卵。

② 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排卵前的孕酮对排卵过程起不可缺少的作用，一方面可通过调控排

卵卵泡的组织重构和抗闭锁作用，促进卵泡健康发育；另一方面，孕酮加速排卵的作用似乎与刺

激前列腺素和ＰＡ系统有关。用孕酮受体颉颃剂 （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ＰＲ ＡＮＴ）
处理大鼠，导致排卵前卵泡孕酮产量降低，卵巢、垂体和下丘脑孕酮受体 （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ＰＲ）表达降低；也导致排卵前卵泡前列腺素ＰＧＥ２和ＰＧＦ２α及ＰＡ活性降低，排卵被抑制。
实验还证明，ＰＲ基因敲除 （ＰＲＫＯ）小鼠因不能排卵而不育 （Ｐａ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Ｄｏｎａｔｈ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

排卵前卵泡雌二醇合成也增加。雌二醇的增加促进卵泡细胞促性腺激素受体、ＰＲ增多，增

加排卵轴系对孕酮等因子的敏感性。雌二醇还是排卵前ＬＨ峰的激发者。

③ＰＧ的作用：排卵前卵泡ＰＧＥ２和ＰＧＦ２α均增加。ＰＧＥ２可促进ＰＡ的产生，增强纤溶蛋白

酶的活性，使卵泡膜细胞破裂；ＰＧＥ２还可刺激颗粒细胞合成孕酮及本身黄体化。ＰＧＦ２α既可增

加ＰＡ产量，也可使卵泡顶端上皮细胞的溶酶体破坏，溶酶体释放出蛋白分解酶使上皮细胞脱

落，卵泡顶端形成排卵点。卵泡前列腺素还能使卵泡外膜组织的平滑肌细胞收缩，促进卵泡

破裂。
（３）平滑肌的收缩　在卵泡壁上存在富含自主神经末梢的平滑肌细胞，主要分布在成熟卵泡

的外膜细胞上。在排卵前２～３ｈ，卵巢自发性的收缩频率开始增加，在排卵前后达到高峰。
ＰＧＦ２α具有刺激平滑肌收缩及使卵巢收缩频率增加的作用。卵巢的收缩导致顶端变薄的卵泡破

裂。同时，ＰＧＦ２α刺激卵泡膜的神经肌肉系统，促使卵母细胞的排出。
总之，一般认为排卵的机制是由于Ｅ２引起排卵前ＬＨ峰，ＬＨ峰引发卵泡内一系列细胞和分

子级联事件，包括前列腺素和类固醇合成和释放的增加，某些生长因子和蛋白分解酶活性的增

强，促进排卵前卵泡顶端细胞和血管破解以及细胞死亡，最终导致卵泡壁破裂释放出卵子和卵

泡液。
４黄体的形成和退化　成熟卵泡排卵后形成黄体 （ｃｏｒｐｕｓｌｕｔｅｕｍ，ＣＬ）。黄体分泌孕酮作

用于生殖道，使之向妊娠的方向发展。在短时间内，由卵泡期分泌雌激素的颗粒细胞，转变为分

泌孕酮的黄体细胞。如未受精，一段时间后 （时间随动物种类而异）黄体退化，开始下一次的卵

泡发育与排卵，这种黄体称为周期黄体。大家畜周期黄体退化，不同动物开始退化的时间有差

别，如：牛第１４～１５ｄ，羊第１２～１４ｄ，猪第１３ｄ，马第１７ｄ。如果受精，则黄体转化为妊娠黄

体，分泌孕酮维持妊娠，直到分娩。大多数动物妊娠黄体一直维持到妊娠结束才退化，而马例

外，孕马的妊娠黄体一般维持到妊娠期第１６０ｄ左右退化，然后依靠胎盘分泌的孕酮来维持

妊娠。
（１）黄体的形成　成熟卵泡破裂、排卵后，卵泡液排出，卵泡壁塌陷皱缩，血液淋巴液流

出，并聚积于卵泡腔内形成血凝块。各种动物排卵后出血现象不同，羊流血较少，而马、猪则较

多。黄体细胞增殖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最初来自血凝块。因吸收了大量的血红素，发育初期的黄体

呈深红色，称为红体 （ｃｏｒｐｕｓ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ｕｍ，ＣＨ）。随着黄体内毛细血管的发育，黄体的营养

很快改为由血管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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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细胞是黄体组织的实质性细胞。在ＬＨ峰出现之后，卵泡的内膜细胞和颗粒细胞就开始

了黄体化变化。排卵后，颗粒细胞增生肥大，积聚滑面内质网和糖原颗粒，线粒体被管泡嵴

（ｔｕｂｕｌｏ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ｃｒｉｓｔａｅ）环绕，并吸收类脂质———黄素变成体积较大的粒性黄体细胞，构成黄

体主体部分。同时，内膜增生出血管布满于黄体细胞之间。随着血管的分布，内膜细胞也移入黄

体细胞之间，参与黄体形成，此为体积较小的膜性黄体细胞。
各种动物黄体的颜色不一样，牛、马因黄素多，黄体呈黄色；水牛黄体在发育过程中呈粉红

色，萎缩时变成灰色；羊为黄色；猪黄体发育过程中为肉色，萎缩时稍带黄色。
黄体是一种暂时性分泌器官。黄体开始生长很快，牛和绵羊在排卵后第４ｄ，可达最大体积

的５０％～６０％。黄体发育至最大体积的时间，牛为排卵后第１０ｄ，绵羊为排卵后第７～９ｄ，猪

为第１２～１３ｄ，马为第１４ｄ。黄体的质地在初期比较柔软，到晚期变得坚实。
（２）黄体的组织结构　黄体实质的主要部分是黄体细胞的类固醇合成细胞，约占黄体体积的

５０％。支持性细胞占约２０％的体积，包括血管成分 （内皮细胞和外皮细胞）、巨噬细胞、平滑肌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黄体细胞从形态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黄体细胞和小黄体细胞。这两类黄体细

胞都有丰富的滑面内质网和大量的线粒体，这是类固醇分泌细胞所共有的特征。大黄体细胞还有

一些与蛋白质分泌功能相关的特征结构，如大量的高尔基复合体、粗面内质网、分泌颗粒等。
小黄体细胞具有高度内折的核结构，胞浆中含有很多脂滴。由于大黄体细胞和小黄体上激

素受体不同，因而对不同激素有不同的敏感性。大黄体细胞上ＬＨ受体很少，在没有ＬＨ刺

激下亦分泌孕酮；而小黄体细胞ＬＨ 受体较多，在有ＬＨ 刺激下才大量分泌孕酮。大黄体

细胞所分泌的孕酮主要构成血浆孕酮的基础水平，小黄体细胞所分泌的孕酮主要构成血浆

孕酮节律性增加的部分。
（３）黄体功能的调节　刺激黄体产生孕酮的主要激素是ＬＨ。ＬＨ刺激小黄体细胞分泌孕酮

的机制包括ｃＡＭＰ形成并活化ＰＫＡ系统，然后刺激胆固醇激酶活性，并可能增加胆固醇向线粒

体内膜转运。ＰＫＣ对大黄体细胞和小黄体细胞的孕酮分泌都有抑制作用。ＬＨ也能刺激小黄体

细胞向大黄体细胞分化。ＰＧＦ２α可活化大黄体细胞的ＰＫＣ和引起Ｃａ２＋内流使细胞分解。大黄体

细胞中有抗ＰＧＦ２α因子，可阻止ＰＧＦ２α对大黄体细胞的抗类固醇合成和细胞毒性作用。
细胞内游离钙的浓度与黄体类固醇激素生成之间关系密切，而且两类黄体细胞对钙离子的反

应也完全不同，但这两类细胞在发情周期及妊娠期的不同阶段互相协作，产生促黄体化或溶黄体

的不同作用。
黄体有雌激素受体的表达，雌激素参与维持黄体孕酮的分泌。
血管紧张素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对黄体化过程和黄体功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成熟卵泡的内

膜、早期黄体及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检测到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ＡＣＥ）ｍＲＮＡ，且在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上检测到ＡＣＥ蛋白。在排卵前后的卵泡膜细胞、毛细血管外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及来

源于颗粒细胞的黄体细胞上检测到促血管生成的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和ｂＦＧＦ，这些因子对于黄体形

成过程中高度的血管生成有促进作用。ｂＦＧＦ和ＶＥＧＦ还能刺激黄体血管紧张素Ⅱ、ＰＧＦ２α和孕

酮的分泌。
（４）黄体的退化　黄体退化时，缘于颗粒细胞的黄体细胞退化很快，表现在细胞质空泡化及

核萎缩。随着血管退化，供血减少，黄体体积逐渐变小，黄体细胞的数量也显著减少，颗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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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纤维细胞所代替，黄体细胞间被结缔组织侵入、增殖，最后整个黄体细胞被结缔组织所代

替，形成一个斑痂，颜色变白，称为白体 （ｃｏｒｐｕｓ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ＣＡ）。
黄体功能的丧失，首先表现为孕酮的分泌降低，然后黄体组织消失即黄体溶解。不同动物黄

体退化机制是复杂而有所区别的。对家畜和多数啮齿动物，子宫来源的ＰＧＦ２α是主要的溶黄体因

子。子宫所分泌的ＰＧＦ２α通过逆流传递机制进入卵巢动脉运输至卵巢。对于反刍动物、猪和多数

啮齿类动物，子宫分泌的ＰＧＦ２α的溶黄作用具有局部效应，因为切除黄体同侧的子宫角，黄体退

化受到抑制，而切除对侧子宫角则没有影响。对于灵长类，子宫产生的ＰＧＦ２α对于黄体退化似乎

不是必需的，而黄体产生的ＰＧＦ２α可能对调节黄体寿命起到主要作用。对猴和绵羊的研究表明，
ＰＧＦ２α和雌激素的相互作用对于正常的黄体溶解是重要的。雌激素的作用可能是调节黄体ＰＧＦ２α
受体水平。
ＰＧＦ２α的抗类固醇合成作用可能由ＰＫＣ活化途径介导，而ＰＧＦ２α的溶黄作用最有可能通过细

胞凋亡实现，此过程由胞内游离Ｃａ２＋浓度升高作为信号。ＰＧＦ２α活化磷脂酶Ｃ，使胞内游离Ｃａ２＋

浓度增加和ＰＫＣ活化，启动黄体退化。ＰＧＦ２α引起黄体溶解期间，黄体细胞发生凋亡，ＤＮＡ被

内切酶裂解成碎片。

四、种间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自然界动物种类繁多，不同的物种，其卵泡发育和排卵既有共同的特征，又具有各自的特

点。了解种间卵泡发育和排卵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牛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１卵泡发育特点　初情期前大多数青年母牛卵巢上有一定数量的小卵泡发育，第一次排卵

前２０～４０ｄ，卵泡的发育明显加快。牛全年均能发情，发情的季节性变化不明显，但发情征兆在

气候温暖季节比严寒季节表现明显。
在牛的发情周期中常见２～３个卵泡发育波 （简称卵泡波）（图２ １４），偶尔也出现１个、４

个或５个卵泡波。青年母牛卵泡期约始于发情周期第２、９和１６ｄ（３波）或第２和１１ｄ（２波）。
每个卵泡波中，直径大于２ｍｍ的卵泡发育要历经卵泡募集、选择、优势化和 （或）闭锁过程。
在同一组中 （一般１～６个）直径为４～５ｍｍ的卵泡同期出现并开始发育 （卵泡的募集），通常

在每个卵泡波发动前的２５ｄ左右开始出现ＦＳＨ暂时性上升，大约到卵泡波出现时开始下降。
在这组卵泡共同生长３６～４８ｈ后，其中一直径为８～９ｍｍ卵泡继续发育，生长迅速，变得比其

他的卵泡大，而小卵泡则停止生长，发生退化、闭锁。被选择的卵泡获得对同组其他卵泡的生长

优势，成为优势卵泡。
一般地，在牛的发情周期的黄体期中，达到最大约１５ｍｍ的优势卵泡在退化前将维持３～６ｄ。

自然情况下，牛的排卵卵泡来自最后一个卵泡波。３波发育发情周期显著长于２波周期，说明黄体

期的长短决定一个周期的卵泡波数量。具有３波的发情周期，其黄体期比２波的稍长。而在３波

周期中，第２波不排卵，优势卵泡最小，可能和它在发情周期中受到持续高水平孕酮的抑制

有关。
牛通常在产后第１３～１５ｄ，卵巢上有卵泡发育成熟并排卵，且能形成黄体，第１～２次排卵

的间隔时间要比正常的发情周期短３～４ｄ。产后第一次发情时间的差别很大，可能和牛的安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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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关。
２卵泡排卵特点　牛是家畜中惟一排卵发生在发情停止后的动物。牛的发情期较短，约为

１８ｈ。排卵一般发生在发情开始后２８～３２ｈ，或发情结束后１０～１５ｈ，或ＬＨ峰后２５～３０ｈ，排

卵时已经完成第一次减数分裂。有８０％以上的排卵发生在上午４时到下午４时之间。交配能促

使排卵提前２ｈ发生。
正常情况下，牛的每个发情周期只有一个卵泡发育成熟排卵，两个卵泡排卵的几 率 为

０５％～２％。卵泡发育最大时，直径为１５ｍｍ。
右侧卵巢的排卵机率占５５％～６０％。分娩后第一次排卵，较经常地发生在原先妊娠子宫角

的对侧卵巢。
牛在发情周期的第１０ｄ黄体体积最大，直径２０～２５ｍｍ，在排卵后第１４～１５ｄ开始退化。

第２０ｄ时，黄体迅速退化而出现卵泡生长，黄体溶解后第２ｄ再次表现发情征兆。
（二）羊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春季所产的绵羊羔，初情期为８～９月龄，秋季所产羔为１０～１２月龄，约９０％的羔羊在第

一次表现明显的发情征兆前大都发生过排卵。
羊属于短日照季节性多次发情动物。在发情季节的初期，绵羊 （幼年羊比成年母羊多）常安

静排卵，山羊的安静排卵较绵羊少。如果在发情季节开始时，在母绵羊或山羊群中导入公羊，则

４０％～９０％的母羊在导入后３５ｈ出现ＬＨ峰，６５～７２ｈ发生排卵。
发情前期卵巢上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卵泡发育。Ｍｅｎｃｈａｃａ等 （２００２）研究发现，山羊每个

发情周期具有３个或４个卵泡波，第一个卵泡波出现的平均时间和最大直径相似，但具有４个卵

泡波的周期中第１、第２个卵泡波的最大卵泡发生时间都比３个卵泡波的早，而且４个卵泡波周

期的波间间隔更短，排卵卵泡迟发１ｄ。
卵泡发育至最大时直径约１ｃｍ。右侧卵巢排卵功能较强，左侧和右侧卵巢排双卵比例分别

为４４％～４７％和５３％～５５％，排单卵时右侧卵巢的排卵比例为６２％。绵羊的排卵一般发生在发

情开始后２４～２７ｈ，但有的是在此前后数小时。交配可使排卵稍提前，发情期稍有缩短。山羊的

排卵发生在发情开始后３０～３６ｈ。排卵数目有种属及品种的差异，绵羊每次一般排一个卵子，有

的品种排２个；萨能奶山羊一般排２～３个，有时可排５个卵。
排卵前１ｈ，卵巢出现透明的排卵点。排卵时，排卵点处形成锥状突起，卵泡在此处破裂排

卵。排卵后，卵泡腔内无出血现象。排卵后３０ｈ形成黄体，第６～８ｄ时黄体体积最大，直径约

９ｍｍ。母绵羊发情周期较短，黄体在排卵后第１２～１４ｄ便开始退化。
（三）马和驴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马驹在生后３月龄时，接近输卵管伞部的卵巢皮质向髓质生长，形成排卵窝。６～９月龄时

有些小马就有卵泡发育。马 （驴）是长日照季节性多次发情动物，一年的发情周期数为３～６次。
马 （驴）的发情期持续时间较长，主要存在以下原因：①卵巢表面大部分被浆膜层包围，要使卵

泡长大到足以达到排卵窝和卵泡破裂的程度，需要较长时间，因而使发情持续时间较长；②卵巢

对ＦＳＨ的反应不如其他家畜敏感，卵泡发育至完全成熟需要较长时间；③母马的ＬＨ分泌量比

ＦＳＨ少，引起排卵时间较迟。
马的排卵模式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马的排卵部位在排卵窝。母马间情期末期有一小群卵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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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但只有一个发育迅速，在随后的发情期间成熟和排卵，过一段时间，其余的卵泡可继续发

育。在黄体期的早期，有一个或几个卵泡可排卵，余下的退化。黄体期发生的排卵不伴有发情。
马左侧卵巢的排卵较右侧多。成熟卵泡直径可达５～７ｃｍ，在发情结束前２４～４８ｈ排卵，排卵后

才完成第一次减数分裂。黄体在排卵后第１４ｄ时体积最大，直径为１０～２５ｍｍ，以 后 逐 渐 退

化。怀孕母马不但有主黄体，还有副黄体。这是因为怀孕前期仍有卵泡发育，有些卵泡闭

锁后黄体化，形成副黄体；有的卵泡则发育至成熟并排卵，形成副黄体。副黄体也具有分

泌孕酮的功能。
（四）猪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母猪发情开始前２～３ｄ，卵泡开始迅速增大，直到发情后１８ｈ为止。卵泡大小不一，成熟

卵泡因微血管网密布于卵巢表面而呈橘红色。母猪中常发现因动脉充血而有血液渗入卵泡腔形成

“出血卵泡”。当卵泡顶端出现透明区时，即将排卵。约有２０％～６０％的母猪在产后第３～６ｄ出

现第一次发情，但不排卵。
排卵始于发情后２０～３６ｈ，发情期交配可使排卵提早４ｈ。猪左侧卵巢排卵几率 （５１％～

５５％）略高于右侧，排卵时卵泡的直径为０７～１ｃｍ。发情周期第６～８ｄ，黄体完全形成，孕酮

分泌作用可以保持到第１６ｄ，然后迅速退化。
母猪的排卵数多少因品种、年龄、胎次、营养水平而异，一般为１０～２５个。排卵数随发情的

次数而增加。母猪的排卵过程是陆续完成的，从排第一个卵到最后一个卵的间隔时间为１～７ｈ，平

均为４ｈ。
（五）骆驼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在发情季节中，母骆驼的整个卵巢组织柔软，皮质部分布许多小的卵泡，使卵巢表面凹凸不

平。卵泡开始发育时为一突出于卵巢表面的小硬泡，可以清楚摸到；有时卵泡位置较深，则感觉

其所在处为一硬块。通常仅有一个卵泡增大至成熟，直径平均为１７ｍｍ （１１～２４ｍｍ）；形状一

般为圆形，也有的呈长圆形，大部分突出于卵巢表面，与卵巢相连的接触面很小，二者之间有时

仅有一细颈连接。
卵泡发育过程为１４～２４ｄ，平均１９ｄ。左卵巢机能稍强，卵泡发育几率约为５４％，右卵巢

约为４６％。左或右侧连续有卵泡发育者约占２１％，且左侧居多。２个卵泡同时发育到１０ｍｍ以

上者占１０５％。发情季节初期，大约８０％的母骆驼在卵泡发育至直径６～９ｍｍ时开始发情，约

１６％是至１１～１４ｍｍ时才发情。卵泡的发育是连续的，如没有射精的交配、不排卵，母骆驼可

能长期发情。
母骆驼的排卵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仅见于配种之后，属于诱导排卵动物。卵泡发育至直径

１０ｍｍ以上，即能在交配后排卵，排卵发生在配种后３０～４８ｈ，已开始萎缩者不发生排卵。２个

卵泡同时发育时，其中约１／３配后也在上述时间内排卵，但二者可相差数小时；约２／３仅１个卵

泡排卵，这可能与二者发育不完全同步有关。排卵过程为２至数个小时。刚排卵时卵泡变软缩

小，可以捏扁，以后感觉卵泡如两张皮，至卵泡液排净时，卵泡壁即皱缩为一堆软组织，摸不

清楚。
骆驼排卵的机理和其他诱导排卵动物不同，爬跨或刺激子宫颈及阴道不能引起排卵，这说明

排卵不完全依赖神经刺激。骆驼的排卵是由精液诱发的。在精液的成分中，起作用的是精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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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精子。无论是将精液输入阴道或者肌肉注射精清，均能引起排卵。精清能诱导ＬＨ达到一定

阈值，引起排卵前ＬＨ峰。母骆驼在排卵后仍继续表现发情，２～８ｄ后才开始拒配。精清中的诱

导排卵因子耐长期冰冻保存，因此可以用冻精给母骆驼输精。精清经弱酸、弱碱及短时间低热加

温处理，诱导排卵因子不受破坏；经胰酶处理后，则失去诱导排卵能力。ＬＨ、ＧｎＲＨ及ｈＣＧ也

能引起排卵，且绝大多数排卵发生在注射后３６ｈ内。
母骆驼只有排卵后，才有黄体形成。两个卵泡同时排卵，均形成黄体。排卵后第１～２ｄ（两

个卵泡排卵后可能为第３ｄ），开始形成小的扁圆形黄体；起初柔软，以后稍硬。排卵后第４～６
ｄ，又有新卵泡开始出现。新卵泡出现后第２～８ｄ，前一黄体开始萎缩，新卵泡开始迅速发育。
排卵后第８～１３ｄ，母骆驼重新发情，接受交配。

母骆驼多数在产后当年不发情，但有１／３在产后第１５～３５ｄ卵巢上有卵泡发育至直径１０～
１４ｍｍ的卵泡，有的强行交配也可排卵，并形成黄体，但未见受孕。

（六）犬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母犬为季节性单次发情动物，一般在３～５月或９～１１月发情一次。成年犬在接近发情期时

（排卵前１１ｄ），卵巢上有几个至几十个卵泡发育，到排卵前２～３ｄ卵泡生长发育迅速。排卵时，
卵泡的直径可达４～６ｍｍ。母犬是自发持续排卵动物。母犬在开始发情后第１～２ｄ内排卵，通

常在几个小时内可将所有的卵泡排空。母犬排卵时排出的是初级卵母细胞，经过２～３ｄ才完成

第一次减数分裂。
（七）猫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猫是季节性多周期发情的动物，一年有２～３次发情周期活动期，发情４～２５次。猫的发情

多在１２月下旬或１月初到９月初。发情期的持续时间为４ｄ。猫是诱导排卵的动物，一般在交配

后２４～５０ｈ排卵。交配次数增加和注射ＧｎＲＨ可诱导多排卵。排卵后卵泡腔不出血，卵泡壁向

腔内反折，陷于腔内，形成黄体。
（八）兔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兔的发情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发情周期一般为８～１５ｄ。发情期为３ｄ左右。卵泡成熟时，
卵巢表面布满透明的泡状突起，形似桑葚。兔属于诱发性排卵自发形成黄体的动物，由于不能自

发引起ＬＨ峰的出现，即使卵巢上有成熟卵泡存在，也不会排卵，只有经公兔交配或爬跨或外源

激素刺激后１０～１３ｈ，成熟的卵泡才破裂。有时其他母兔的爬跨也能导致排卵。排卵后即使不受

精，卵泡腔也能发育，所形成的黄体可保持约２０ｄ后才萎缩退化。
（九）啮齿类动物的卵泡发育和排卵特点

雌鼠在初情期阶段卵巢发育迅速，卵巢上出现能够排卵的大卵泡。在间情期，黄体消退，新

的卵泡开始发育。排卵前一天，卵巢上的卵泡发育成熟。左右卵巢可同时排出几枚或十几枚卵

子。鼠属于多排卵动物，自发排卵，诱发形成黄体。没有交配刺激时，排卵后的黄体不能分泌孕

激素，即无功能性黄体，因此周期持续时间较短，小鼠性周期平均为４～５ｄ。排卵一般发生在发

情早晨２～４时。小鼠虽为自发排卵动物，并非每次发情都排卵，也并非每次排卵都发情。排卵后，
很短时间内黄体便开始退化。小鼠和大鼠黄体退化与子宫分泌的ＰＧＦ２α无关。鼠分娩后１０～２４ｈ出

现产后发情，发情后约１１ｈ排卵，随后有黄体生成。若继续哺乳，黄体作为哺乳黄体并维持其功

能，能抑制哺乳期中的卵泡发育和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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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题

１引起原始卵泡生长启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２促性腺激素对卵泡和卵母细胞的生长、发育、成熟以至排卵是如何进行调控的？

３卵母细胞在成熟过程中，其细胞核和细胞质有哪些特殊的变化？存在哪些特异性的基因

表达？

４卵子在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中，与其周围的颗粒细胞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５雌性动物发情周期产生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是什么？

６在卵泡的募集、选择、优势化、闭锁或排卵的动态过程中，促性腺激素是如何参与调

节的？

（朱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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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雄性动物生殖生理

第一节　精子发生及内分泌调节

一、概　　念

（一）精子发生

在睾丸的精细管中，从精原细胞的分裂增殖到精子形成的过程，叫做精子的发生。这个过程

包括精原细胞的分裂、初级精母细胞的形成、初级精母细胞经第一次减数分裂形成次级精母细

胞、次级精母细胞再完成第二次减数分裂形成精子细胞，最后，由精子细胞变态生成精子。

图３ １　精子和卵子发生的比较

（引自陈大元主编．受精生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

（二）精子发生的特点

与雌性动物卵子的发生相比，
精子的发生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
例如：雌性动物早在胚胎期或出生

之前就完成了一生生殖细胞的储备，
雄性动物一般在接近初情期才开始

精子的发生过程；雌性动物在每个

发情周期中只能产生一个或数个成

熟的卵子，雄性动物每时每刻都有

成千上万个精子生成；雌性动物最

终形成的卵子为圆形，雄性动物的

精子则最后变形为蝌蚪状；雌性动

物卵子的发生随发情周期有一定的

时间变化规律，雄性动物精子的发

生不但有时间变化规律，即精子发

生周期，同时还有空间变化规律，
即精细管上皮波 （图３ １）。

二、精子发生的细胞类型

睾丸内的精原细胞并非在同一时间内发育为精子，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周期性地由一部分精原细

胞发育为精子。精子的发生，开始于精原干细胞的增殖和更新，精母细胞经一次复制和两次连续的减

数分裂，形成单倍体的精子细胞，再经变态形成精子。该过程有着严格的同源群现象和周期性变化规

律。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见到各个发育时期的生精细胞有秩序、有规律地排列在精细管的不同部位。
精原细胞紧靠精细管的基膜，由基膜向管腔依次排列为不同发育时期的生精细胞。这些生精细胞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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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增殖和发育的规律逐步向前推进，形成精细管局部随时间变化出现不同的细胞组合 （图３ ２）。
这些生精细胞分别是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次级精母细胞、精子细胞和变态中的精子。

图３ ２　人生精上皮的６阶段和各种生精细胞的特征

Ａｄ分别为暗Ａ型精原细胞　Ａｐ明Ａ型精原细胞　ＢＢ型精原细胞　Ｒ静止初级精母细胞　Ｌ细线期精母细胞

Ｚ合线期精母细胞　Ｐ粗线期精母细胞　Ｄｉ双线期精母细胞　Ｓｅｒ支持细胞　ＳｐｔｃＩｍ．正在分裂的初级精母细胞

ＳｐｔｃＩＩ处于分裂间期的次级精母细胞　Ｓａ、Ｓｂ、Ｓｃ、Ｓｄ．不同分化阶段的精子细胞　ＲＢ．残体

（引自陈大元主编．受精生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

（一）精原细胞

在胚胎时分化形成的，精原细胞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ｏｎｉａ）可看做是精子发生过程中最早的干细胞。
这类细胞紧贴精细管的基膜，形状圆而小。可分为Ａ、Ｂ两型，Ａ型细胞核染色质少，核仁靠近

核膜。Ａ型精原细胞按核的结构和染色深浅不同，又分明和暗两种。暗型精原细胞一般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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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较深，常有一小空泡，该型精原细胞分裂后，其中一半变为暗型精原细胞，另一半为明型精

原细胞。明型精原细胞细胞核着色较浅，由其进行数次分裂才产生Ｂ型精原细胞。Ｂ型精原细胞的特

点是核膜内具有粗大的异染色质粒，核仁位于中央，经数次分裂后，体积增大，形成初级精母细胞。
（二）初级精母细胞

初级精母细胞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ｃｙｔｅ）位于精原细胞的内侧，一般占据２～３层，是生精细

胞中最大的一种，细胞核大而圆，与Ｂ型精原细胞核相似，分别处于第一次减数分裂前的各个

时期，经历的时间也比较长。ＤＮＡ完成最后一次复制过程，ＤＮＡ加倍。初级精母细胞完成第一

次减数分裂后，染色体数目减半，产生两个单倍体的次级精母细胞。
（三）次级精母细胞

次级精母细胞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ｃｙｔｅ）一般位于初级精母细胞的内侧，体积较初级精母

细胞小，细胞质染色比较深，细胞核为圆形，染色质呈粒状，核仁不易观察。次级精母细胞存在

的时间很短，一旦形成随即进行第二次减数分裂，形成精子细胞。该分裂过程染色体每条进行一

次均等分裂，染色体数目并不减少，使形成的精子细胞仍是单倍体。

图３ ３　支持细胞和生精细胞的关系

１线粒体　２高尔基复合体　３滑面内质网　４微管

５晚期精子细胞　６粗面内质网　７色素

８连接复合体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　９脂肪

（引自陈大元主编．受精生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四）精子细胞

精子细胞 （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ｄ）细胞体积

更小，为圆球状的单倍体细胞，位于

精细管的浅层，排列的层数较多。细

胞核小而圆，染色深，核仁明显。有

些精子细胞中会出现斑块状物质，是

精子细胞开始变态的标志。精子细胞

经过复杂的形态变化后由圆形的细胞

逐渐形成蝌蚪状的精子，这一过程也

称做精子的形成或变态。
（五）精子

精子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ｏｎ）外 形 似 蝌

蚪，是圆 形 精 子 细 胞 经 变 态 形 成 的。
这一过 程 也 叫 精 子 的 形 成 （ｓｐｅｒｍｉｏ
ｇｅｎｅｓｉｓ）。主要变化为：细胞核高度浓

缩，形成精子头的主要部分，高尔基

体特化为精子的顶体，中心小体形成

精子的尾，线粒体逐渐聚集在尾的中

段部分成为特有的线粒体鞘膜，是精

子能量代谢的主要部分。多余的细胞质

浓缩在尾的近端，形成一个球状的原生

质滴。刚形成的精子的头部依然嵌在足

细胞腔面的凹陷中，进一步成熟后才脱

离足细胞进入精细管管腔 （图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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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子的形成

圆形的精子细胞必须经过变态才能成为精子 （图３ ４）。精子细胞在分化时，其一是体积缩

图３ ４　羊精子细胞变态为精子的过程

１高尔基复合体　２核　３顶体颗粒　４顶体

５高尔基复合体残留物　６尾　７中段

（引自陈大元主编．受精生物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５）

小，将核内染色体包装得更为严密，并将与传递

遗传信息没有直接关系的物质 （如ＲＮＡ和非组蛋

白）从核中取代；其二是核蛋白的成分发生明显

变化，碱性蛋白与ＤＮＡ结合。随着精子细胞分化

为精子，核中的染色质丝由细变粗。成熟精子的

核电子密度增强，包装更加紧密。精子上述结构

和组成的变化，有利于精子的活动和在受精过程

中对染色体的保护。
精子的顶体由高尔基复合体形成。高尔基复

合体由一系列的膜结构组成，以后产生许多小液

泡，彼此合成集合体，随着液泡的扩大，在液泡

中出现一个小的致密体，称顶体前颗粒 （ｐｒｏａｃｒｏ
ｓｏｍ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ｅ）。有时也会产生几个液泡和几个颗

粒，最后形成一个大液泡，这就是顶体囊，内含

一个大颗粒，叫顶体颗粒 （ａｃｒｏｓｏｍ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ｅ）。
随后液泡失去液体，使液泡壁扩展至核的前半部，
形成一个双层膜结构，称顶体帽，内含一个顶体

颗粒。以后顶体颗粒物质进一步分散于整个顶体

帽中，这就是精子的顶体 （ａｃｒｏｓｏｍｅ）。剩下的高

尔基体移入核后的细胞质中，逐渐退化，最后形

成高尔基残留物，在精子形成时与精子细胞留下

的一些细胞质被足细胞所分解。
精子细胞的中心体由两个中心粒组成。精子分化早期，两个中心粒移向核的后面，与顶体相

对，其中一个中心粒位于核后的凹窝中，称近端中心粒。另外一个称远端中心粒，与精子的主轴

平行。其中近端中心粒将参与受精卵内纺锤体的形成，促进受精卵的分裂；远端中心粒形成精子

尾的轴丝。
精子细胞内的细胞质 （原生质）在变态的过程中大部分被丢弃，当顶体形成时，细胞质向相

反的方向流动，并在顶体和细胞核处留下薄薄的一层。大部分被足细胞的细胞膜包围，只有一细

柄连在从后端伸出的精子尾部的中段。当此柄断开时，一部分细胞质形成一个细胞质套，包在精

子中段线粒体之外，紧靠精子的颈部，形成一个半透明的原生质滴。大部分细胞质与高尔基复合

体残留物留在足细胞内，被足细胞分解吸收。

四、精子发生的同源细胞群现象

精子发生过程中，从精原细胞的分裂到精子的形成，所经历的多次细胞分裂中，除了精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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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几次分裂是完全的细胞有丝分裂，形成各自独立的精原细胞外，其余的几次分裂产生的子细

胞并不是完全分开独立存在的。两个子细胞之间有０５～１０μｍ宽的细胞间桥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ｂｒｉｄｇｅ）
（图３ ５）。这种结构使同一细胞分裂产生的同族细胞连成一个细胞群，小型的线粒体和细胞器可通

过间桥，从一个细胞到另一个细胞，使营养物质和激素等物质可以相互交换，并使同族细胞群同步

分裂、分化，并不断向精细管腔移行。这种由间桥相连接的同族细胞群随精子的发生过程不断形

成，细胞的数量会不断增加。这种同族细胞同步发育和成熟的现象叫做同源细胞群现象。

图３ ５　各期生精细胞的细胞间桥

１～５Ａ型精原细胞　６Ｂ型精原细胞　７初级精母细胞

８次级精母细胞　９精子细胞　１０残体

（引自陈大元主编．受精生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８）

五、精子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变化

在精子发生的过程中，精细管的任何断面都存在着精子发生过程不同类型的生精细胞群，通

常把这些细胞群叫做细胞组合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它们既有时间方面的变化规律，也有空间

的变化规律。
（一）精子发生周期和精细管上皮周期

在精子的发生中，由Ａ型精原细胞分裂增殖开始，一直到精子细胞变态成精子，这一过程

所需要的时间叫精子发生周期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ｃｙｃｌｅ）。这是一个时间概念，不同种动物间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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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差异。采用３２Ｐ或３Ｈ等示踪原子测定估计的各种家畜精子的发生周期为：猪４４～４５ｄ、牛

６０ｄ左右、绵羊４９～５０ｄ、马５０ｄ左右。
精细管某一局部精细胞组合在精子发生中，进行着连续的周期性的变化。不同细胞组合的出

现显示了精子发生的不同时期 （阶段）。某些动物可划分为１４期、人为６期 （图３ ２）、公牛为

１２期，它们的变化是周而复始的。
在精细管上皮的同一部位重复出现相同细胞组合所经历的时间，叫做精细管上皮周期。这反

映了精细管上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同样是个时间概念。不同家畜的精细管上皮周期具有明显的

种间差异，公猪为９ｄ、公牛１４ｄ、公羊１０ｄ、公马１２ｄ。
在精细管的任何一个局部每经历一个精细管上皮周期，都意味着在该部位释放一次精子。据

测定，每个精子发生周期相当于４～５个精细管上皮周期，也就是说每经历一个精子发生周期就

有４～５批精子释放。因此，就雄性动物的睾丸或每一条精细管而言，精子的产生应该是连续的，
相对稳定的，而在精细管上皮的某一局部精子的释放并非是连续的。

在睾丸内形成的精子通过附睾最后经射精排出体外的时间一般为１０～１５ｄ，公猪９～１２ｄ、
公牛１０ｄ、公绵羊１３～１５ｄ。这样，就可以推算出从精子发生到排出的时间，对于家畜来说，大

约为２个月。在种畜的管理实践中，从根本上改善公畜生精机能和精液品质的措施，实际上要在

两个月以后，才会在精液中得到反映。同样，实际生产中，公畜精液品质的某些突然改变，也必

须追溯到两个月前的某些影响因素，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图３ ６　牛精子发生中精细管上皮波示意图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６ｔｈＥｄ．ＵＳＡ：Ｌｅａ＆Ｆｅｂｉｇｅｒ．１９９３，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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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细管上皮波

在精细管的纵长方向，并不是只出现同一个细胞组合，而是在不同的片段会出现不同的细胞

组合。每个片段的长度大致相同，而且，在各个片段细胞组合排列的顺序与精细管上皮周期各阶

段基本相似，并具有周期性表现。精细管上皮波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ｗａｖｅ）的这种现象反映了精细

管上皮的 “空间”或距离的变化规律。与精细管上皮周期不同的是，精细管上皮波是个空间概念。
这种变化并不是同步进行的，而是呈波浪状的。这个概念常以大鼠的研究结果为依据。根据在大鼠

上确定的精细管上皮细胞组合的１４个期别，来分析精细管纵长方向上细胞组合的变化规律。发现

每条精细管的变化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在不同长度的片段上，细胞组合具有较稳定排列顺序，但在

某些局部也有时出现不甚整齐的、跳跃的顺序组合，称为变序现象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大鼠各片段界限

明显，每个波的长度为０７～６ｃｍ。牛的波长为１ｃｍ左右，每条精细管平均１３个波 （图３ ６）。
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精细管上皮各片段不同期细胞组合的顺序排列保证了睾丸产生精子的连

续性；而相同期别细胞组合的演进保证了精子产生的数量。
雄性动物产生精子的速度常以每克睾丸日产精子的数量表示，种间差异较大。以家畜为例，公

猪２４００万～３１００万，公牛１３００万～１９００万，公绵羊２４００万～２７００万。睾丸生理功能正常的动

物睾丸越大精子的产量会越多。当然，还与雄性动物的年龄、精细管的结构和机能有密切的关系。

六、下丘脑 垂体 睾丸轴对雄性动物生殖机能的调节

（一）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对垂体前叶的调节

雄性动物的周期中枢早在胎儿期即被雄激素所抑制而封闭，出生后只保留紧张中枢，这与雌

性动物是不同的。雄性动物下丘脑的促垂体区有两类神经元：肽能神经元和单胺能神经元。由肽

能神经元分泌的ＧｎＲＨ经垂体门脉循环到达垂体前叶调节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影响ＦＳＨ和ＬＨ
的生产。中枢神经系统感受的外界环境变化 （如：光照、温度、季节、异性刺激和应激），也会

影响下丘脑的肽能神经元，进而刺激垂体和睾丸的分泌活动；同时，垂体产生的ＦＳＨ、ＬＨ和睾

丸产生的雄激素也会通过负反馈的方式对肽能神经元产生作用。单胺能神经元主要靠释放神经递

质来影响肽能神经元的分泌，间接调节垂体前叶的分泌。例如，神经递质多巴胺可调节ＧｎＲＨ
的释放，并能促进促乳素抑制因子的分泌。

（二）促性腺激素对睾丸内分泌的调节

由垂体前叶分泌的３种主要的促性腺激素 （ＦＳＨ、ＬＨ和ＰＲＬ）可直接作用于睾丸调节其分

泌功能。其中ＬＨ主要作用于间质细胞，促进雄激素和多种局部调节因子的合成和分泌。ＦＳＨ
则主要作用于足细胞，使间质细胞合成的雄激素经芳香化作用转化为雌激素，同时，合成雄激素

结合蛋白 （ＡＢＰ）。此外，ＦＳＨ还可以刺激足细胞产生睾丸抑制素和多种与精子生成有关的物

质。ＰＲＬ主要是协同ＬＨ促进睾丸间质细胞对雄激素的合成和分泌。
睾酮可通过负反馈作用抑制垂体和下丘脑，调节ＬＨ的分泌。一些研究表明，睾酮对下丘脑

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其在下丘脑转化为雌激素后再起作用的结果。而由足细胞产生的抑制素，可直

接作用于垂体，特异性地抑制垂体ＦＳＨ的分泌。
（三）几种主要生殖激素对精子发生的调节

１ＦＳＨ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初情期前，刺激生精上皮的分化，在ＦＳＨ和ＬＨ的协同作用下，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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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７　精子发生的激素调控

（引自中国农业大学主编．家畜繁殖学．第三版．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９）

使足细胞开始增生和发育；足细胞上出现ＦＳＨ受

体，与ＦＳＨ结合，使ｃＡＭＰ增加，激活蛋白激酶

合成ＡＢＰ，促进精子的发生和精子的成熟；通过调

节足细胞间隙连接 （ｇａｐ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的发育，形成血

睾屏障，以维护生精细胞特有的生理环境；与睾酮

协同作用，促进各阶段生殖细胞的分化和精子的成

熟 （图３ ７）。
２ＬＨ　通过与间质细胞上的ＬＨ受体结合

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影响睾丸类固醇激素的合成

和分泌。此外，ＬＨ对间质细胞的分化和雄激素

的分泌也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３雄激素　与ＡＢＰ结合维持足细胞内较高浓

度的雄激素，利于生精细胞的发育和分化；与ＡＢＰ
结合的睾酮可直接进入精细管管腔或附睾，促进精

子细胞的变态和精子的成熟；直接作用于足细胞，
提高足细胞对ＦＳＨ的反应能力，增加ＡＢＰ和精子

发生相关物质的产量。
４抑制素　通过选择性抑制ＦＳＨ的分泌，以

保证精原细胞的稳定并阻止精细管的过度增长。经

血液和淋巴循环进入垂体的抑制素主要通过降低垂

体细胞对ＧｎＲＨ的敏感性和减少垂体细胞内ＧｎＲＨ
受体的数量，降低垂体分泌ＦＳＨ的能力。

第二节　睾丸体细胞和种细胞的关系

一、睾丸的环境状况

（一）睾丸下降前的变化

雄性哺乳动物胚胎期的睾丸，在靠近肾脏处发育，并在出生前后经腹股沟管降入位于腹壁的阴囊内，
这一过程叫睾丸下降。能否准确及时地完成睾丸下降过程，是出生后睾丸生精机能正常与否的关键。

（二）出生前睾丸的分泌功能

早在胚胎期睾丸就可产生相当浓度的睾酮，这可能与早期雄性生殖管道 （Ｗｏｌｆｆｉａｎｄｕｃｔ）的

发育，雌性生殖管道 （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ｄｕｃｔ）的退化有关。
对家畜的观察发现，马的胎驹发育到５０ｃｍ长时，睾丸就达到了胚胎期的最大体积；绵羊

９０日龄胎羔睾丸睾酮和雄烯二酮的含量高于出生时或初情期前的水平；３～７月龄胎犊血中睾酮

浓度高于９月龄的水平。
（三）睾丸的供血系统

睾丸下降的同时，其供血系统随之进入阴囊，并延长在精索处形成卷曲。卷曲的动脉管又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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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小静脉包围，这些小静脉管构成蔓状血管丝。动脉管到达睾丸时，不直接进入睾丸组织，而是

沿睾丸后缘在附睾下面直到附睾尾端，不分支沿睾丸前缘向上，而只有少数分支进入睾丸实质部。
这种特殊的结构可使精索起到逆流热交换器的作用，并消减动脉压。由睾丸产生的某些物

质，也可能在精索处由静脉进入动脉在睾丸中再循环。
睾丸实质被包被在坚固的白膜壳囊内，其中含有收缩细胞，会影响睾丸的内压，进而调节睾

丸内液体的流动。

二、睾丸中体细胞和种细胞的关系

（一）睾丸的组织结构

睾丸由精细管和管间组织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其中含有体细胞和种细胞两类细胞。精细管内

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生精细胞都是种细胞；而精细管中的足细胞 （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和管间组织中的

间质细胞 （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是睾丸中的体细胞。

１足细胞　又称支持细胞 （ｓｕｓｔｅｎｔａｃｕｌａｒｃｅｌｌ），为不规则的高柱状或锥状。底部附着于基

膜上，顶部伸至精细管腔面。相邻足细胞的侧面，镶嵌着各级生精细胞，游离端有许多变态中的

精子细胞以头部嵌附在上面。由于各类生精细胞的嵌入，即使在显微镜下也难分辨足细胞的轮

廓。足细胞的核为椭圆或不规则，核仁明显、染色质较少，细胞质中富含滑面内质网、高尔基体

和线粒体等细胞器。溶酶体、糖原也较多。
足细胞具有支持和营养生精细胞、合成ＡＢＰ、吞噬精子变态中遗弃的残体、参与血睾屏障

的形成和分泌睾丸液的功能。

２间质细胞　成群分布于精细管之间，细胞较大，为圆形或不规则，核为圆形或卵圆形。
细胞质中含丰富的滑面内质网、高尔基体和线粒体。其主要功能是合成和分泌雄激素。

公牛和公绵羊的间质细胞数量较少，淋巴管分散，常位于间隙中央；而公猪间质细胞量大，
淋巴管不很突出 （图３ ８）。

图３ ８　睾丸间质细胞示意图

Ａ绵羊　Ｂ猪

（引自安民主编．睾丸生理———体细胞与种细胞的关系，１９８１，４）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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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组织和血液之间形成障壁，以保证精细管液中各种离子和蛋白质浓度不同于血液和淋

巴。这种障壁是由管周细胞、细管基膜之间，以及相邻足细胞之间形成的，称为血睾屏障，使源

自血液和淋巴的各种物质，被生精细胞选择性地吸收 （图３ ９）。

图３ ９　血睾屏障和足细胞的连接关系

（引自中国农业大学主编．家畜繁殖学．
第三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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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质细胞及睾酮对种细胞的作用

对大白鼠的研究表明，睾酮不能促进初情期前大白鼠的精子发生，但睾酮处理可以维持成年

摘除垂体大白鼠的精子发生。当间质细胞区睾酮浓度变低时，则穿过精细管壁的睾酮转运机制会

增强，以保证精细管腔内较高的睾酮浓度，维持精子的发生。
摘除垂体后的公羊，睾酮难以维持精子的发生。公羊睾丸间质细胞的总容积和血中睾酮的含

量，与精子细胞的日产量呈正相关。
这些观察结果说明，保持最低浓度的睾酮含量，是维持正常精子发生所必需的。
（三）精细管固有膜

精细管固有膜主要分３层，自内向外分别为：①生精上皮基底层；中间无细胞层，内含糖蛋

白、透明质酸、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外层为肌样细胞层，其中，间或有第二个无细胞层 （图

图３ １０　精细管固有膜构造模式图

（引自安民主编．睾丸生理———体细胞与种细胞的关系，１９８１，５）

３１０）。
对性成熟前的公羔观察发现，摘除

垂体并不影响已形成的精细管固有膜的

分化。在小白鼠中观察，精细管固有膜

的发育 依 赖 于 雄 激 素 的 分 泌。睾 酮 和

ｈＣＧ可以增加可收缩细胞的比例和肌样

细胞的原纤维的数目，而乙酸氯羟甲烯

孕酮 （ｃｙｐｒｏｔｅｒｏｎｅａｃｅｔａｔｅ）作 用 相 反，
能促进肌样细胞中脂类的沉积。

精细管固有膜的总面积，取决于精

细管的总长度和平均直径，在性成熟后

的相当时间内还会继续增长，这种增长

和睾丸中足细胞的总数相关。对于有明

显繁殖季节的动物 （如绵羊、鹿等），在

性活动季节或单侧睾丸去势后，其精细

管的长度和直径会有一定的增长，而足细胞数量并不发生改变。
精细管内液体的流速和进入管内的水分和代谢物与管表面积有关，将影响精子发生的数量和质量。
精细管的增长主要受促性腺激素的控制。一些观察发现，摘除成年大白鼠的垂体，精细管固

有膜的总面积比对照组减少２０％～４０％。摘除后２４ｄ用ＬＨ处理可恢复到正常的４０％。摘除成

年公羊的垂体，精细管的总长度会略受影响，但平均直径会大大减小，导致固有膜的总面积大幅

度减少。使用ＰＭＳＧ和睾酮补充剂能较好维持精细管原有的总面积。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精细管固有膜受激素控制，它对精细管液的分配和精子的发生都有一定的

作用。
（四）足细胞和精子的产生

１足细胞和种细胞的关系　在精细管中，二倍体的精原细胞包裹在足细胞质和精细管临界

组织之间；精母细胞和早期精子细胞被夹在两足细胞之间，与相邻的足细胞有特殊的结合点；而

后期的精子细胞嵌于足细胞管腔表面，直到最后进入管腔，离开睾丸。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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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细胞质中有一个特殊区域，具有稠密的颗粒和纤丝束，包在变长的精细胞顶体区，长形

的精细胞和足细胞之间的空隙变窄，精子细胞形态的变化并不影响这种结构的形成。
精子细胞细胞质可形成管状球形复合体结构，嵌入足细胞质中，复合体内含类似肌动蛋白纤

维，富含ＡＴＰ酶。纤维末端终止于细胞微管网，以固定复合体。
精子的释放是通过吸收精子细胞顶端的管状球形突，将接近成熟的精子细胞推向管腔，并将

残留部分留在足细胞的管状球形皱褶中 （图３ １１）。上述形态变化，反映了足细胞和精子细胞

间存在自动变换的机制。

图３ １１　哺乳动物睾丸支持细胞释放精子过程示意图

（引自陈大元主编．受精生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７）

２足细胞总数和精子产生的关系　对大白鼠、绵羊、牛等哺乳动物的观察发现，睾丸足细

胞总数和Ａ型精原细胞的总数，以及精子细胞的日产量呈正相关。因此，控制睾丸中足细胞数

的因子，都会影响精子的产生。
足细胞总数和精子日产量的遗传差异，可能是由于性成熟前性腺激素的含量，或靶细胞对促

性腺激素的敏感性所致。睾丸足细胞的总数在雄性动物性成熟前就已经确定下来，并受促性腺激

素的调控，进而影响成年动物睾丸精子的产量。

３足细胞核代谢和精子细胞产生的关系　一些动物在精子发生过程中，足细胞核区有相应

的变化。这些变化反应了足细胞生物合成的活动情况。当摘除垂体后，其核变小，核区的形状会

相应改变。隐睾个体的足细胞核变小。公绵羊足细胞核大小与间质细胞、血中睾酮含量以及精原

细胞的分裂有关。对于单侧去势绵羊，保留一侧睾丸的足细胞核和种细胞都有所增大，说明两者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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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谢增强。
以上说明，足细胞核的代谢与精子细胞的产生是不可分的。
４足细胞的生物合成作用

（１）类固醇的合成　足细胞不能合成类固醇激素，但可将孕酮转变为睾酮。性成熟前的大鼠

足细胞，在ＦＳＨ的作用下，可将睾酮变为雌激素，可是，这种能力会随年龄的增长递减。观察

发现，在分离的足细胞质和核中，存在雄激素受体，而种细胞中却没有。类固醇激素在种细胞分

裂和精子变形中的作用，通常是通过足细胞来实现的。足细胞是ＦＳＨ和睾酮的靶细胞，在这两

种激素的作用下，可以合成控制精子产生数量的物质。这些物质或通过局部传递，或通过反馈达

到调节的目的。
（２）雄激素结合蛋白 （ＡＢＰ）　ＡＢＰ是由足细胞产生的，存在于胞液中，可通过睾丸液转移

至附睾。ＡＢＰ是在ＦＳＨ的作用下合成和释放的，这一点是通过对摘除垂体的成年大白鼠用ＦＳＨ
处理使ＡＢＰ的水平得以恢复被证实的。ＡＢＰ与二氢睾酮和睾酮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３）抑制素 （ｉｎｈｉｂｉｎ）　足细胞可分泌抑制素，不仅在体内而且在体外培养的足细胞也得到

了证实。抑制素在睾丸提取物、睾丸网液、附睾提取物、精清和精子中都存在，是一种水溶性的

蛋白质。它对垂体ＦＳＨ和ＬＨ的分泌都有影响。
试验说明，抑制素不但可以直接作用于垂体，也能作用于下丘脑。
此外，在睾丸的提取物中，还发现一种来源于精原细胞的抑素 （ｃｈａｌｏｎｅ），可抑制活体和离体

Ａ型精原细胞的增殖和未成熟睾丸足细胞的分裂。由于ｃｈａｌｏｎｅ尚未提纯，进一步的研究尚在进行中。
已提纯的抑制素的分子质量，不同报道差异较大，在１４～２０ｋｕ之间。

第三节　附睾生理

一、概　　述

直接取自睾丸的精子不具备受精的能力，必须通过睾丸外的管道系统经过一个逐渐成熟的过

程，才获得受精的能力。由于研究手段的不断革新，对附睾功能的研究进展很快，尤其是对附睾

生理方面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分析，诸如，附睾的分泌活动，附睾的环境，精子通过附睾过程中形

态、活动能力、受精能力、精子膜的变化等。
睾丸产生的精子在通过附睾时，在形态上会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包括原生质滴的移行、顶

体形状和大小的变化、形成二硫化物交联键固定精子头尾结构等。有些变化具有明显的物种差

异，例如豚鼠精子顶体的大小和形状，在通过附睾成熟的过程中，变化很明显，而人精子的顶体

则变化不大。另外还有些变化，如精子头尾结构的固定、福尔根染色 （ＦｅｕｌｇｅｎＤＮＡ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减退等现象，在所研究的哺乳动物中都存在。

二、附睾环境

采用套管微穿刺的方法，收集精细管到输精管各段的管腔液体，经分析发现，睾丸网液

中的钾和氯的含量较高，而钠、钙、镁、重碳酸盐、磷酸盐和蛋白质的含量较低，肌醇含量

高，几乎不含还原糖。睾丸网液中所含睾酮浓度低于或相当与睾丸静脉的浓度，且含有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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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ＡＢＰ。
当精子通过附睾近端时，其管腔液的成分发生变化，附睾管腔液体中的水分被再吸收，结果

造成附睾内精子的浓度增加２０倍以上。
睾丸网液的ｐＨ与血液相似，附睾头处的ｐＨ较低。睾丸网液的渗透压也与血液相似，但睾

丸网至附睾头之间，有所增加，而通过附睾的过程中逐渐下降。离子浓度也有一定变化，一般表

现为Ｎａ＋／Ｋ＋比值下降。附睾液中还存在一些可供精子代谢的能源物质，如乳酸、肌醇、短链

脂肪酸、甘油磷酸胆碱、肉碱、谷氨酸等。附睾可分泌一些蛋白质，同时也能吸收一些蛋白质。
附睾中还分离出特异的附睾糖蛋白，其合成和分泌受雄激素控制。附睾蛋白质的合成和分泌对精

子受精能力和活力的发展，以及精子膜的成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精子受精能力的发展

在自然状态下，精子只有通过附睾才能获得受精能力。用未成熟的精子与卵子受精，通常受

精卵出现发育延缓、超微结构异常，以及后代生活力不强、不易成活等现象。大量的研究证明，
精子在附睾内的成熟过程与其特殊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这种环境条件又依赖于受雄激素影响的

附睾上皮的作用。在离体附睾管培养液中，加入雄烷二醇 （５α ＤＨＴ），可刺激精子的成熟。而

加入抗雄激素ＲＮＡ及蛋白合成抑制物则可抑制精子成熟。由此可见，精子受精能力在体外条件

下的发展，依赖于靶细胞和雄激素的结合，以及ＲＮＡ和蛋白质的合成。
以上说明，精子在通过附睾过程中，附睾对正常精子受精能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四、精子活力的增进

哺乳动物由睾丸取出的精子在缓冲液中没有运动的能力，少数表现为颤动。而取自附睾头部

的精子只有转圈运动。
精子通过附睾时，转圈运动精子的数量逐渐下降，能做前进运动的精子的数量增加。精子在

附睾环境中是不活动的，经过稀释或改变其离子平衡后，则按其成熟程度开始转圈或前进运动。
对大白鼠的观察发现，精子获得运动能力的过程很突然。在附睾头的近端和远端交接处邻近的两

点，分别观察到完全静止和活力充分的精子。
对排出的精子研究表明，细胞内环磷酸腺苷 （ｃＡＭＰ）的含量与精子运动能力存在相关

性。附睾不同部位精子活力的差异可能是由于ｃＡＭＰ的含量不同所致。经测定发现，附睾

尾部成熟精子 中ｃＡＭＰ的 含 量，比 附 睾 头 部 精 子 的 含 量 高４０％。由 于 附 睾 头 部 精 子 中

ｃＡＭＰ磷酸二酯酶的含量比尾部高一倍，推测在活体中，ｃＡＭＰ增高可能是由于减少其降解

造成的。
在精子混悬液中加入牛精清，可引起精子的前进运动，而且随精清浓度的增加，前进运动精

子数量呈线性增加，直到精清浓度达到饱和 （约１５０μｇ／ｍＬ）为止。这种诱发精子前进运动的活

性物质存在于多种动物的精清中，在磷酸二酯酶存在的条件下，能活化牛附睾头精子。同时，若

干动物的精子也能被牛精清激活。
激发精子前进运动的精清因子是一种耐高温的蛋白质，可被胰蛋白酶失活，也可被一些碳水

化合物分解酶 （如半乳糖苷酶、神经氨酸苷酶、半乳糖氧化酶、甘露糖苷酶等）部分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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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子膜的成熟

精子和卵子的受精过程，包括一系列和细胞膜有关的作用，例如顶体反应促使顶体内容物的

释放，穿过透明带，接触并与卵子质膜融合。这些说明了精子在附睾内成熟的过程中，精子的表

面会发生某些特异性的变化。采用某些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显示的精子细胞膜的变化，有助于

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了解。
（一）精子表面糖蛋白的组织化学定位

采用磷钨酸 盐酸染色法可在细胞表面观察糖蛋白的存在。当精子通过附睾时，其表面的染

色可显示其成熟过程中表面糖蛋白的变化。可是这种方法只能显示精子表面存在的糖蛋白，但是

不能辨识是内源性精子原生质膜的糖蛋白变化，还是在成熟过程中，对外源性管腔糖蛋白的吸收

状况的变化。
（二）植物凝集素的凝集作用及结合点定位

植物凝集素可用于鉴别哺乳动物细胞表面的糖类成分。通过观察哪一种植物凝集素能够特异

性地使精子凝固，可判定出经过洗涤的附睾尾精子或射出精子上的一些末端糖类残基，如α Ｄ
甘露糖、Ｄ 半乳糖、Ｎ 乙酰 Ｄ 葡萄糖胺、Ｎ 乙酰 Ｄ 半乳糖胺、Ｎ 乙酰 神经胺酸等。精

子在附睾中的成熟过程和这些成分在精子质膜上的变化有一定相关。研究表明，精子在成熟过程

中，表面存在的Ｎ 乙酰 Ｄ 葡萄糖胺残基会急剧减少，Ｄ 半乳糖残基会略有减少，而甘露糖

基则无变化。
采用植物凝集素过氧化氢酶 （ｌｅｃｔｉ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植物凝集素铁蛋白或植物凝集素 血蓝蛋

白等方法，可观察到外源凝集素的结合位点。通常伴刀豆蛋白Ａ （ＣｏｎＡ）的结合点主要在成熟

精子的头部和中段，羊和兔精子成熟过程中与ＣｏｎＡ的结合点没有明显的部位差异。
（三）精子表面蛋白

精子在附睾的移行过程中，精子膜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在精子膜上有合成新的

蛋白的迹象，因为精子膜的细胞不具备合成蛋白质的条件，很可能是通过附睾环境引起的上述变

化。精子膜上出现的新成分可能是膜表面糖蛋白降解的产物，也可能是在酶的作用下，在糖蛋白

的侧链上添加了糖类残基，还可能是来自精子表面的附睾分泌物。

第四节　精子形态和雄性动物的繁殖力

一、概　　述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学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人就已证实了有关动物繁殖力低下或某些不育

公牛在精子形态方面的异常变化。随后，瑞典繁殖生物学家Ｌａｇｅｒｌｏ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繁殖力

降低和完全丧失繁殖力的公牛睾丸和精子形态的异常变化，以及畸形精子的类型和比例同繁殖力

降低有大致平行的关系的文章。这一发现引起了世界各国有关学者的重视。随着人工授精技术在

家畜繁殖中的推广和应用，人们对雄性动物精子形态的变化和繁殖力关系的研究日趋深入，并开

始将精子形态的分析结果应用于雄性动物繁殖力的评定和检查。
目前，在我国家畜人工授精实践中还没有足够重视精液中精子形态的变化。其实，在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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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精子活率对精液品质和公畜繁殖力的判断中，有时很难发现某些公畜的精液虽然畸形精子的比

例很高，但其活率或其他指标可能是正常的，而受精能力或受胎率却很低的原因。例如：尾部附

有原生质滴的精子，某些头部畸形、顶体畸形甚至顶体脱落的精子，在活率检查时，都会具有相

当的活力和直线前进的运动形式，但这些精子的受精能力往往很低，或根本不具备受精能力。
精液中精子形态的某些变化往往是睾丸生精机能或者精液输出管道生理功能异常的客观反

映。一般说来，畸形精子在任何雄性动物的精液中都会占有一定的比例。不过，生殖机能正常者

其畸形精子的比例都在一个正常的、允许的范围内，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就会明显的影响雄性动物

的繁殖力。同时，也反映了睾丸生精机能，附睾和输精管道的生理环境的异常变化，乃至某些遗

传因素的影响。

二、精子形成和通过输出管道的主要变化

有关精子发生的过程在本科教材中已有较详细的叙述。以绵羊为例，由一个Ａ型精原细胞

分裂，在理论上应该形成６４个正常的精子。可是，实际形成正常精子的数量远远小于这个理论

值。一些影响睾丸生理机能的内、外环境因素 （如季节、温度、光照、激素水平、药物、应激、
饲养水平、射精频率、睾丸的发育、自身免疫、动物年龄、某些遗传因素等），都可能影响或中

断睾丸或精细管某些局部精子发生；形成或运输过程中的一些环节，也会造成精子在数量上不同

程度的损失和正常形态的改变。其损失和变化的程度取决于睾丸整体和局部影响的程度。
一些研究表明，精子头部畸形多数是由于精子发生阶段不正常的细胞分裂和形成过程中不正

常的变形引起的。精母细胞的不规则分裂，可能导致梨形和狭长头形精子的增加。精子细胞变形

时的某些不良影响也会改变精子形成后的正常形态。头尾分离的精子有些与精子形成过程中颈部

超微结构或连接部分的异常有关。
任何引起睾丸温度升高的因素都会影响睾丸的正常生理机制，而造成精液中畸形精子的比例

明显升高。雄性动物体内某些重金属或微量元素含量超标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畸形精子比例的

增加。

三、生殖管道的环境对精子形态的影响

精子在通过其排出管道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经受生理和形态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精

子的进一步成熟和赋予精子运动和受精的能力。精子的成熟过程主要发生在附睾，这是精液输出

管道中最长，生理机能最复杂，对精子的成熟和形态影响最大的部分。
附睾机能的失调会造成精子的某些畸形，特别是尾部的畸形。一般认为精子头部畸形主要来

自睾丸实质部，而大多数尾部的畸形则来自附睾或输出管道的其他部分。有人把来自睾丸本身的

畸形精子称为初级畸形，而产生于附睾或输出管道其他部位的畸形精子叫做次级畸形；把排出体

外后，人为条件造成的某些精子畸形叫做三级畸形。
（一）附着在精子尾部的原生质滴的变化

精子在尚未离开睾丸输出管之前，颈部都附有一个原生质滴，这是精子不成熟的标志之一。
精子在通过附睾及后面的输出管道过程中，位于颈部的原生质滴逐渐向精子尾的远侧端后移，并

随后脱落。动物在射精前绝大多数的原生质滴相继脱落而游离于精液中。原生质滴在尾部附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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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远近或有无是精子成熟阶段的反映。即原生质滴离颈部越远精子越接近成熟。原生质滴的位

置变化在附睾头部最为激烈、明显。对公绵羊的观察发现，在附睾头起始部９８％以上精子的原

生质滴位于颈部，称为近端原生质滴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ｄｒｏｐｌｅｔ）。而在附睾尾部的精子

８０％以上的原生质滴位于尾的中段和主段相接的部分，叫做远端原生质滴 （ｄｉｓｔａｌ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ｄｒｏｐｌｅｔ）。离开附睾尾的精子会经输精管进入输精管壶腹，经射精排出体外。在正常的生理状态

下动物精子在输精管壶腹部原生质滴应脱落，因此，射出精液中精子附有原生质滴的情况很少。
但附睾具有某些机能障碍的雄性动物，射出精液中附有原生质滴精子的比例会明显升高。某些睾

丸机能尚未发育成熟的幼龄雄性动物或生殖机能减退的老龄动物其精液中附有原生质滴的精子比

例也会出现偏高的现象。这是睾丸生精机能和附睾生理功能不够成熟或机能退化的反映。
（二）睾丸功能障碍对精子形态的影响

总体来说，睾丸先天和后天的功能障碍都会使精液中畸形精子的比例不同程度的增高。对大

量不育或生殖能力低下的公牛所做的研究表明，精液中畸形精子率通常高达３０％～５０％以上。
睾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内外环境影响的反应比机体其他组织更为敏感和强烈，这种反应可

在精子形态的变化上表现出来。有人用Ｘ射线对绵羊睾丸进行照射，不久，在精液中畸形精子

的比例显著增高，与配母羊的受胎率迅速降低。
睾丸对温度的影响甚为敏感，大量的研究和调查都说明，睾丸温度平衡机能失调，造成睾丸

温度升高，是引起生精机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用绝热或将睾丸移入腹腔造成人工隐睾的方

法，都会很快引起生殖机能障碍，精液中畸形精子的比例会随受影响的程度而增高。对公绵羊所

做的睾丸绝热实验，保持睾丸３８℃以上２４ｈ，两周后，精液中畸形精子的比例高达３０％左右，
特别是头部畸形精子的比例增加尤为明显。相应出现睾丸质地松软，弹性降低，睾丸周径缩小。
高温引起畸形精子的升高的变化是很快的。但是，之所以畸形精子的增加往往在处理两周后才出

现，这是由于最早受影响的精子从睾丸经管道排出体外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
根据对睾丸组织学和相应的精液中精子形态的变化，一般将睾丸功能障碍分为以下两种类

型：睾丸发育不全和睾丸退化，但也有某些个体两者兼有，因此，有时把这两种类型截然分开是

困难的。
睾丸机能障碍的表现形式较多，在精子形态方面也有相应的表现。
１睾丸发育不全　多出现于健康状况良好雄性动物。瑞典学者对２３头１５～２５岁公牛所

做的研究，其中有１５％的个体被认定为睾丸发育不全。推测是由于睾丸早期发育受阻所致，部

分个体可能与遗传有关。这类个体通常表现为睾丸明显小于同龄正常个体，睾丸质地松软，弹性

差。组织学检查发现许多精细管处于无功能状态，有些只含有支持细胞；另一些则可出现Ａ１型

干细胞或只有少数精细管有正常的生精机能。根据睾丸组织学和精子形态学的变化，在公牛上往

往有以下具体表现：
第一种，多见于１５～３岁的公牛，健康状况良好，膘情正常，阴囊周径只有２４～２９ｃｍ，

睾丸质地松软，弹性差，精子密度低，活力差。在精子形态上表现为头部畸形精子的比例没有明

显增加，仍在正常范围之内，但尾部畸形精子特别是尾部卷曲、无头和附有原生质滴的精子比例

有所增加。
第二种，睾丸小而软，附睾缺乏弹性，精液密度低，活率差，染色活精子很少。精子形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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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头部畸形和发育不全的精子比例较高，尾部畸形和附有原生质滴的精子比第一种情况有明

显升高。睾丸组织检查常是一些不活动的精细管，而另外一些虽然显示精子发生的细胞序列，但

出现了细胞分裂异常和损伤的现象。只有很少的精细管尚具正常的机能。有人推测第二种情况可

能是第一种情况变化而来。
第三种，某些公牛睾丸发展为有部分精细管只能产生一些特殊类型的畸形精子。受影响的睾

丸稍软、萎缩、精子产量低，活率极差，畸形精子占优势。特别是在某些弗利生公牛的精液中，
常见到某些凝聚的核或多核精子。扁头、无头、染色体异常、中段异常等畸形精子也常在此类公

牛精液中出现。
２睾丸退化　睾丸退化是指原来有正常的生精机能，受各种体内外环境或年龄等因素的影

响而引起的睾丸机能减退。睾丸退化可见于不同年龄的个体，这种退化有时可能是暂时的或可逆

的，有些也会使睾丸的生精上皮彻底破坏，造成不育。
睾丸退化是引起睾丸机能障碍最普遍的原因，而精液活率和密度的下降，头部畸形精子的增

加是睾丸退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不论是暂时还是长期影响因素所造成的睾丸退化，都有一个逐步

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机体的生理状况和刺激的强度，在这个过程中，畸形精子出

现的比例会由低到高。一般而论，当影响因素消除后，睾丸的功能多数会恢复或部分恢复。这

时，精液中畸形精子的比例会慢慢减少，畸形精子的类型和比例也会随睾丸退化的程度和时间而

有所变化。因此，对睾丸退化的判断不能只凭一两次精液样品的检查和分析做出结论，而需要一

个较长时间的观察。
引起睾丸退化的原因很多，阴囊的某些炎症、外伤化脓、蜂窝组织炎等引起的睾丸温度升高

的因素都可造成睾丸的退化。对于牛、羊等动物布氏杆菌对睾丸的感染往往是先从一侧睾丸开

始，使该侧肿胀、发炎、化脓导致睾丸温度升高，生精机能下降或消失；受该侧睾丸温度的影响

还会造成另一侧睾丸的退化和萎缩。因此，受布氏杆菌感染的牛、羊常会见到两侧睾丸大小相差

悬殊的情况。
睾丸和阴囊的特殊结构及其所处的位置，使其具有一定的调节和维持睾丸本身温度低于体温

的能力，这个范围是３～５℃，这对睾丸的正常生精机能是十分重要的。但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

又是有限的，一旦温度的影响超过了睾丸的调节限度就会使睾丸的温度升高。精细管上皮对高温

极为敏感，使正常的细胞分裂和精子细胞的变形遭到破坏，于是，精液中的畸形精子，尤其是头

部畸形精子比例迅速增加，严重者会导致精细管上皮脱落，会发现生精过程中的不同世代的细胞

进入管腔，在精液中也会出现相应的细胞或退化物。用人工试验的方法证明，睾丸因温度升高所

引起的退化一般是可逆的。睾丸退化的过程和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与温度影响的强度和时间的长短

有密切关系。
对家畜的一些研究表明，夏季干燥、炎热的内陆地区和高温、多雨地区会有相当比例的公畜

产生临时性的睾丸退化。具体表现为精液中畸形精子比例高，精液品质差，受胎率低，如果在这

段时间安排配种，繁殖效率会明显下降或出现不孕现象，这就是所说的 “夏季不孕症”。
某些管理方面的因素同样可以破坏睾丸和阴囊的热平衡而引起睾丸的退化。如畜舍温度过

高、湿度大、褥草过厚、饲喂过度、长时间躺卧、集中展览或运输等都可能成为睾丸退化的

原因。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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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维生素缺乏、海拔过高引起的电离辐射、重金属中毒、睾丸自身免疫等对睾丸退化也

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影响因素的强度和作用时间，一般精液中精子形态的变化常出现在影响因素作用后的

１０～５０ｄ，而繁殖力受影响的时间至少为两个月，某些影响严重的公牛达１年以上才能完全恢

复，有些会造成终生不育。
３睾丸延迟成熟　有数据显示，有些公牛特别是肉用品种的公牛，达到产生形态和受精能

力正常精子的年龄明显晚于同种其他个体。其确切的机理尚不完全清楚。多数认为与某些逆境或

个体遗传影响有关。受影响的公牛精液中常附有比例较高的近端原生质滴的精子。这种不成熟精

子的大量出现有时要延长几个月或一年的时间，个别个体几年以后才能达到正常水平，公牛的繁

殖力会受到很大影响。
４年龄的影响　年龄的增长引起睾丸的退化是逐渐的、缓慢的。正常公牛精液中头部畸形

和附有原生质滴的精子比例与公牛的年龄有显著的关系。一些研究结果认为，青年公牛 （≤３
岁），中年公牛 （３１～９岁）和老年公牛 （＞９岁）精液中头部畸形精子比例分别为５％、６％和

１１％；附有原生质滴的精子为１％、２％和４５％。青年公牛和老年公牛精液中头部畸形的比例有

明显的差异；尾部畸形精子也有相似的变化趋势。
５精细管的钙化和纤维化　多出现在老年动物的睾丸，一些研究者对青年公牛睾丸组织的

研究和睾丸组织学分析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可能是由于睾丸某些精细管在退化过程中钙盐沉

积于管腔或纤维组织增生造成的。受影响的睾丸精子的产量下降，头部畸形精子会略有增加。
（三）精子排出管道的功能异常对精子形态的影响

这里所指的精子排出管道主要包括：睾丸输出管、附睾、输精管和壶腹。这里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睾丸输出管和附睾的功能异常对精子形态的影响。由于精子在睾丸内的生成过程是连续

的，决定其通过睾丸输出管和附睾也是连续的，多数家畜大约为１１～１２ｄ。而精子在附睾尾部停

留的时间取决于射精和采精的频率。附睾的功能对精子的进一步成熟和形态的变化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睾丸输出管由１３～２０条小管组成，最后汇成一条附睾管与附睾相连，也是精子从睾丸通向

附睾的惟一通道。尽管睾丸输出管在数量上有种间差异，但对睾丸及精子形态都具有一定的影

响。睾丸内、外环境的变化或损伤可造成部分输出管的附睾端闭锁，这是造成精液在附睾起始部

滞留的主要原因。其发展过程可能是，首先，睾丸输出管闭锁或损伤，但精子仍不断涌入管腔，
造成管壁压力增高，致使附睾端输出管破裂而精子溢出，对附睾周围组织产生异物刺激。于是，
在附睾部分出现肉芽肿块，不断蔓延扩大，压迫其他睾丸输出管，大量精液滞留于附睾甚至进而

造成附睾管逐渐堵塞，精液无法排出造成不育。在此过程中，在精液中精子形态的变化大致是，
畸形精子主要为尾部畸形精子不断增加，其中无头精子、卷尾和附有原生质滴的精子尤为突出。

澳大利亚学者总结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具有附睾精液滞留的公牛和公绵羊精液中畸形精子

的比例大致为，附有近端原生质滴的精子３％～８％，个别高达１７％；无头精子５％～１０％，个

别达２５％；卷尾精子３％～１３％，高者达１５％。
对屠宰后公牛、公绵羊睾丸所做的组织学检查，发现睾丸输出管和附睾头部有大面积肉芽肿

块，输出管变形、破裂，大量精子外溢凝集到一起，形成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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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副性腺功能失调对精子形态的影响

精液中嗜中性白细胞和上皮细胞的出现往往是由精囊腺炎症引起的。对公牛所做的大量研究

表明，精囊腺炎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使精囊局部或全部感染化脓，可在

精液中发现脓性分泌物。另一种的起因尚不清楚，常出现精囊腺上皮细胞大量脱落，进而使腺体

崩解，精液中会出现许多细胞核染色质凝块，这可能来自退化的上皮细胞或白细胞。

四、精子形态和繁殖力的关系

人们一直力图找出一种在配种或输精前能准确预测精液的受精能力的简单方法，特别是对大

型人工授精中心或冷冻精液站是十分重要的。在母牛生殖机能正常的前提下，假如通过精液的检

查和鉴定能使母牛的情期受胎率提高到７０％以上，其经济效益将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精液的受精能力降低的原因也和雌性动物的卵子一样，其所受的影响因素是相当

复杂的，很难采用一项简单的实验，甚至通过一系列的测定也难以做出和精液的实际受精能

力完全一致的预测。实际应用的结果说明，对精子形态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精液的

受精能力。由于这一分析过程操作比较复杂，对某些种用公畜进行定期检查或对受胎率低下

的公畜做淘汰前的鉴定都是很有效的。下面仅对牛的有关研究内容及其与繁殖力的关系做简

单介绍。
（一）畸形精子的比例和繁殖力的关系

早期的研究者通过对大量繁殖力正常和繁殖力不同程度的降低，以及不育公牛精液的精子形

态分析，对影响繁殖力的畸形精子比例和类型得出比较一致的结果，认为头部畸形的精子的总数

不能超过１７％。
有研究表明，引起公畜繁殖力降低不仅取决于头部畸形精子的总数，同时也与类型有关，高

比例的梨形精子在精液中出现将严重影响繁殖力。受胎率高的公牛精液中头部畸形精子的比例一

般不会超过４％，尾部畸形不超过０５％。
不同研究者对公牛、公猪和雄鼠的精子顶体与受精能力的关系做过许多研究。具有精子顶体

缺陷或脱落的公牛，其生理状态、性欲、性行为等方面无异常表现，精液和其他指标也往往在正

常范围，惟独顶体畸形的比例很高，某些个体高达３０％～４０％，个别达７０％～１００％，导致与配

母牛的受胎率很低。
顶体畸形常表现为，精子的头前端增厚，肿胀或形成囊状物；还有一种表现为顶体染色不均

匀，被称为顶体不全；较为严重的现象是顶体部分或全部脱落。
对公猪精子顶体所作的超显微结构分析认为，顶体畸形多数是在顶体形成过程中某些机能失

调造成的。
繁殖力正常的公牛精液中，顶体脱落的精子比例一般低于１％，但处于性休息或较长时间不

采精的公牛精液可高达１８％，这与精子的老化有关，使得精液受精能力极低。
无头精子有时会在公牛精液中大量出现，与此同时，某些尾部和头部畸形精子会相应增加，

精子的活率可能很高，但受精能力很低或造成公牛不育。一些研究者指出，这种精子的出现可能

由附睾特别是附睾头的生理功能紊乱所致。还有可能是在睾丸内精子细胞变形过程中，头与颈的

结合不紧密所引起。个别报道认为与一个隐性基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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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子尾部畸形对繁殖力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精液中尾部畸形精子的比例是很有限的，对公畜繁殖力的影响也是相对次要

的。但是，尾部呈环形卷曲的精子比例增高时，对受胎率的影响是明显的。
在人工授精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用含有高比例带原生质滴的精子输精的母牛受胎率会显著降

低。近期的研究发现，带近端原生质滴的精子比带远端原生质滴者危害更大。

思　考　题

１精子的顶体是如何形成的？在哺乳动物受精过程中，精子的顶体有何重要作用？

２下丘脑 垂体 睾丸轴是如何对雄性动物的生殖机能进行调节的？

３足细胞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４附睾有哪些特殊的生理条件与精子的成熟有重要的关系？

（张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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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受精机理

第一节　配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的运行

在每一发情周期，雌性动物排出１或２枚卵子 （猪为１０～１５枚），雄性动物在交配时排出大

量的精子。因为卵子和精子的存活时间相对较短 （２０～４８ｈ），因此受精主要依靠于配子在雌性

生殖道内的同步运行。配子的运行是指精子由射精 （输精）部位或卵子由排出部位到达受精部

位———输卵管壶腹部的过程。配子运行是受到中枢神经系统反射和激素活性调节、雌性生殖道内

收缩的结果。存在于精液中的药理活性物质刺激和调节雌性生殖道的收缩。输卵管纤毛和黏液、
宫颈、子宫输卵管连接以及壶腹峡连接，在配子运行中起作用。

一、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的运行

不同品种的家畜在雌性生殖道的射精部位是不同的。因此，根据射精部位的不同，一般将家

畜分为阴道射精型 （牛、羊）和子宫射精型 （猪及马属动物）两种类型。以阴道射精型家畜为

例，射精后精子在母畜生殖道内的运行先后通过子宫颈、子宫和输卵管３个主要部分，最后到达

受精部位。
（一）精子在子宫颈中的运行

１宫颈黏液及其成分　处于发情阶段的子宫颈黏膜上皮细胞具有旺盛的分泌作用，使子宫

颈管中充满着黏液，只有活力强的精子才能穿过并进入子宫。这些黏液主要含有两种成分：一种

是由糖蛋白聚合成的大分子胶粒，呈单纤维状排列；另一种是由蛋白质、盐和水组成的浆液。胶

粒的排列方式和浆液的黏稠度对精子能否通过有重要的作用。宫颈黏液的数量和理化性质受卵巢

激素调节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在排卵前期和排卵期，雌激素水平相对较高，胶粒纤维呈平行排

列，纤维间有通道易使精子穿过，此时浆液多而稀薄，对精子的阻力较小，并且其中钙、磷、葡

萄糖、果糖、游离脂肪酸、磷脂和环腺苷酸 （ｃｙｃｌｉｃ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３′，５′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ｃＡＭＰ）
等物质的含量增加，给精子提供营养成分 （桑润滋，２００２；阮祥燕等，１９９７）。有试验表明，孕

牛孕前发情期的唾液酸、酸性磷酸酯酶 （ａｃｉ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ＣＰ）和碱性磷酸酯酶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ＫＰ）明显较不孕牛高。唾液酸的作用可能是为精子移行到子宫内提供最适的子

宫颈媒介，而ＡＣＰ和ＡＫＰ可以提高宫颈黏液中糖苷的利用率 （杜小丽等，１９９６）。在排卵期宫

颈黏液具有以下作用：①保护精子对抗阴道环境以及阻止阴道白细胞的吞噬；②阻止精液进入子

宫；③排斥形态学上异常精子进入子宫；④保持和储存精子，为其后迁移到生殖道上部起重要作

用。但在黄体期，由于孕激素的作用，胶粒纤维排列成网状，浆液少而黏稠，不利于精子通过。
２精子穿过宫颈黏液　精子在宫颈黏液中选择阻力最小的通道移动。当受阻时，会突然转

向邻近的平行通道。精液与宫颈黏液相混时，两液体之间有明显的界限。精液会产生指状突起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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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宫颈黏液中，这可能对增加精液与宫颈黏液之间的表面积的效应，提供黏液内的精液袋，使精

子免受阴道不利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作用，并能使精子易于进入子宫腔。
３精子在子宫颈中的运行　阴道型射精动物，精子首先要通过子宫颈。母畜从排卵前期

到排卵期，子宫颈外口逐渐扩大，宫颈变得松软，使精子容易通过。排卵后宫颈外口缩小，
宫颈的紧张度增加，不利于精子通过。射精后，一部分精子靠自身的运动和子宫颈黏液的流变

学特性，穿过正在发情中期的水样子宫颈黏液，继而很快进入子宫，一般需２～１０ｍｉｎ。大量精

子顺着宫颈黏液微胶粒的方向进入子宫颈隐窝的黏膜皱褶内暂时储存，形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

的第一储库 （图４ １）。库内的活精子会相继随子宫颈的收缩运动被送入子宫或进入下一个隐

窝；而有缺陷或死的精子可能因纤毛上皮的逆蠕动被推向阴道排出，或被白细胞吞噬而清除。因

此，子宫颈是精子运行到受精部位的第一道屏障 （图４ ２），通过这一次筛选，确保运动和受精能

力强的精子才进入子宫。如羊正常一次射精约射出３×１０９个精子，而通过子宫颈后不足１０６个 （郑
行，１９９４）。

图４ １　从精小管产生到输卵管受精使精子悬浮的各种腔液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７ｔｈＥｄ．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ｌｋｉｎｓ，２０００，８４）

４精子在子宫颈中运行的机理　精子在子宫颈中运行的机理有酶系作用、宫颈肌的舒缩和

精子的主动运动３个主要方面，前两种作用均受卵巢激素和前列腺素的调节。还可能存在其他影

响因素。
（１）酶系作用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们就了解到，临近排卵期的子宫颈容易使精子通

过。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于受卵巢激素的调节，使子宫颈中的高黏度的类黏蛋白被水解

变得稀薄所致。子宫颈类黏蛋白的分解，与蛋白水解酶系的作用有关，包括顶体素、精浆蛋白水

解酶和蛋白水解酶抑制物。其中，起分解作用的是顶体素和精浆蛋白水解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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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　子宫颈屏障

Ａ精子、子宫颈黏液和雌性生殖道中的生物物理、生理生化和免疫学反应

Ｂ由内分泌控制的精子通过子宫颈时的生化机制和宫颈黏液的生物物理或生理变化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７ｔｈＥｄ．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ｌｋｉｎｓ，２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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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体素来源于精子的顶体，其水解作用受蛋白水解酶抑制物的抑制。在精液中，由于精浆蛋

白水解抑制物吸附在精子头部而使顶体素失活。当精子通过雌性生殖道时，抑制物被破坏，顶体

素随之而活化。蛋白水解酶抑制物来自精浆、精子和雌性生殖道，但主要是精囊腺的产物，当精

子通过睾丸网或在射精时被吸附到精子上。雌性生殖道黏液中的蛋白水解酶抑制物，其浓度也具

有周期性变化，在排卵期浓度最低，而在性周期的其他时期浓度则升高。由于排卵期子宫颈中的

抑制物浓度最低，因而相对地使蛋白水解酶分解蛋白的作用加强。一方面，精浆蛋白水解酶能水

解黏液蛋白的交联，使微胶粒之间有更多开放性的通道和网孔，从而促进精子的迁移。另一方面

可使射精后的精液凝块液化，这些均有利于精子通过子宫颈而到达子宫内。当精子从宫颈隐窝释

放出来时会受到糖蛋白丝的阻挫，要靠精子头部蛋白酶来水解这些链 （陈大元等，１９９２）。另外，
有人通过试验推测，结合在人精子顶体膜和胞膜上的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因子 （ｕｒｏｋｉｎａｓｅ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ｕＰＡ）可能在精子运行、精液液化和防止精子彼此发生黏附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芮荣，１９９６）。关于顶体素对宫颈类黏蛋白的分解作用尚有争论，Ｆｒｉｔｚ等 （１９７６）认为有

分解作用，但据Ｂｅｙｌｅｒ和Ｚａｎｅｖｅｌ（１９７９）报道，人类精子通过宫颈黏液时，顶体素的活性既非

必需，也不起促进作用。
（２）宫颈肌的舒缩作用　子宫颈精子群的形成和维持与宫颈肌肉的舒张有关。Ｈａｗｋ和

Ｃｏｎ１ｅｗ （１９７５）提出，宫颈肌肉的舒张受前列腺素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ＰＧ）的调节，也受卵巢类

固醇激素的生理平衡调节。众所周知，子宫颈肌肉的收缩能将精子推向前进，其收缩主要受

ＰＧＦ２α的调节，宫颈中的ＰＧ是在卵巢激素的调节下由子宫内膜合成，此外，还来自射精后的精

清成分。人工授精时，在稀释的绵羊冷冻精液中加入前列腺素，能提高生育力。
（３）精子的主动运动　精子的自身主动运动是借助于尾部的摆动，在母畜的生殖道内向前游

动，但对其达到受精部位的作用是次要的。实验证明，活力强的精子到达受精部位的时间要略早

于活力弱的精子。
（４）其他因素　精液和子宫颈黏液中的抗精子抗体 （ａｎｔｉ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ａ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ｓＡｂ）可

通过凝集、制动和黏附作用影响精子的运行，是造成人类不育 （孕）症的重要原因 （徐仙等，
１９９６；吴学兵等，２００１）。子宫颈管黏膜固有层可与一种由黏膜上皮所合成的蛋白结合，形成补

体的分泌片段，称为分泌性ＩｇＡ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ＩｇＡ，ｓＩｇＡ），为二聚体，其Ｆｃ段与Ｊ链及另一附加

的分泌成分结合，有４个抗原结合位点，具有很强的促凝集作用。当精子穿透宫颈黏液时，精液

中所含的有核细胞成分，包括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附睾上皮细胞等，均有抗原性，有可能使女

性致敏 （某些因素有利于这些细胞及其抗原进入女性血液循环而致敏免疫细胞，如性交引起生殖

道损伤、月经期或有子宫内膜炎时性交等）。当宫颈黏液中的致敏ＩｇＡ与精子结合后被覆在精子

表面，使精子制动，不能进入宫腔。ＩｇＧ则可起补体固定作用，发挥直接细胞毒作用，使精子发

生凝集 （罗丽兰，１９９８）。
（二）精子在子宫内的运行

１精子在子宫内的运行　通过子宫颈的精子在阴道和子宫肌收缩活动的作用下进入子宫。
大部分精子进入子宫内膜腺体隐窝中，形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的第二储库。精子从这个储库中

不断向外释放，并在子宫肌和输卵管系膜的收缩、子宫液的流动以及精子自身运动综合作用下通

过子宫，进入输卵管。由于精子的进入，促使子宫内膜腺白细胞反应加强，一些死精子和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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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差的精子将被吞噬，使精子又一次得到筛选。因此，子宫内膜腺和宫管结合部是精子运行到受

精部位的第二道屏障。精子自子宫角尖端进入输卵管后，壶峡连接部成为精子向受精部位运行的

第三道屏障 （图４ ２）。由于输卵管平滑肌的收缩和管腔的狭窄，使大量精子滞留于宫管结合

部，并不断向输卵管释放。在母猪体内，射入子宫的精子，经２ｈ后大部分滞留在宫颈连接部，
可持续约２４ｈ（张嘉保等，１９９９）。
２精子在子宫内运行的机理　子宫肌的收缩对精子在子宫内的运行，无疑起着主要作用。

其收缩的方向、幅度和频率均受神经激素的调节。实验证明，在发情早期，内源性雌激素水平升

高，能引起子宫肌收缩，子宫收缩波的方向，通常朝向输卵管；在发情末期，由于雌激素水平降

低，则向相反的子宫颈方向收缩。子宫肌收缩的振幅，在发情期最大，如牛，由收缩引起的子宫

内压总差数为１０６６～３０６６Ｐａ（８～２３ｍｍＨｇ）。关于子宫肌收缩的频率，在发情早期和晚期，
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均能增加收缩的频率，而这些交感素的分泌又受雌激素的调节。

子宫肌收缩尚受催产素和ＰＧ的影响。交配前后的性行为刺激，如视觉、听觉、嗅觉、爬跨

动作以及生殖器的机械性扩张，通过下丘脑传至垂体后叶，引起催产素的合成与释放。催产素不

仅能直接促进子宫肌的收缩，而且还能促进ＰＧＦ的合成与释放，从而进一步加强子宫肌的收缩

作用。在发情期，雌激素能增强子宫肌对催产素的感受性。
（三）精子在输卵管内的运行

１精子在输卵管内的运行　进入输卵管中的精子，借助输卵管黏膜皱褶及输卵管系膜的复

合收缩作用以及管壁上皮纤毛摆动引起的液体流动，使精子继续前行。当精子上游至输卵管峡部

时，将遇到高黏度黏液的阻塞和有力收缩的括约肌的暂时阻挡，因此更多的精子被限制进入输卵

管壶腹部。精子频繁地与输卵管上皮细胞接触，在此处它们能很好地结合于输卵管上皮细胞表面

糖蛋白或糖脂的糖基上，结果使精子在这里储存，形成又一个精子储库。峡部富含肾上腺素受

体，其液体还富含卵巢激素。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猪和牛峡部以及子宫与输卵管连接部位

时，可见到精子与上皮发生紧密接触 （桑润滋，２００２）。经实验观察证明，输卵管上皮细胞对精

子活力 的 维 持、精 子 生 存 时 间 和 保 持 受 精 能 力 时 间 的 延 长 有 重 大 影 响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当排卵发生时，储存中的某些精子恢复高运动性，并于数分钟内在储存位点和输卵管壶

腹部的受精位点之间游走。只有获能精子能从上皮细胞上脱离并从储存位点释放出。可能是由于

精卵之间的趋化性而引导释放的获能精子朝向卵子。各种动物能够到达输卵管壶腹部的精子一般

不超过１０００个。最后，在受精部位完成正常受精的每枚卵子只需一个精子。
在牛、羊中，通过子宫与输卵管连接部的精子往往停留在峡部的较低部位，直到排卵才开始

游向壶腹部与卵子相遇而受精。尽管至今未完全确定，但受精前精子的峡部储存可能是哺乳动物

的一般规律。宫颈和峡部作为动物精子的储存部位是相当重要的。
２精子在输卵管内运行的机理　输卵管的蠕动能够几乎同时向相反的方向运送精子和卵子，

使得它运送精子的机制变得复杂。精子在输卵管内的运行机理目前尚不十分清楚。由于哺乳动物

精子在输卵管内的运行，与输卵管肌层的蠕动和逆蠕动、输卵管黏膜皱襞及输卵管系膜的复杂收

缩、游动纤毛活动所造成的液体流动与反向流动以及腔壁内某一部分的开放或关闭有关。所以，
人们推测精子在输卵管内运行也是受卵巢类固醇激素的调控，尤其是雌激素的作用。除此之外，
获能精子的超激活运动，也可能是精子通过峡部进入壶腹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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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子运行的内分泌控制

１卵巢因素的影响 （图４ ２Ａ）　影响精子运行的卵巢因素有：子宫颈、子宫与输卵管上皮

的结构、超显微结构以及分泌活动；子宫 输卵管肌层的收缩活动；子宫颈黏液的量和质的特性

以及子宫、输卵管的分泌及其液体的蛋白质含量、酶活性、电解质成分、表面张力以及导电性。
在排卵期和黄体期改变子宫颈分泌物的量和性状，从而影响精子的运行。精液中的前列腺素和收

缩素进入子宫后，能被雌性生殖道吸收而影响子宫肌层和输卵管的活动。性交时，垂体释放的催

产素也能刺激子宫 输卵管肌肉系统。有试验表明，配种前肌注催产素，配种时母猪静立反射更

加明显，精液吸纳速度更快，精液倒流更少，可以提高本交或人工授精的成绩 （蔡巨广等，

２００１；罗旭芳等，２００１）。

２心理因素的影响　心理因素能抑制精子的运行。母羊受到恐吓时，到达输卵管的精子数

目减少。可能是通过抑制肾上腺素的释放，继而降低子宫肌层对催产素敏感性的一种反应。
（五）精子的生存与消失

射精后的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生存的时间远比在雄性生殖道内要短。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的

存活时间有明显的种属间的差异 （表４ １）。

表４ １　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运行及保持受精能力时间

种类
平均射精量

（ｍＬ）

平均射出精

子数 （×１０８）

到达输卵管

壶腹部时间

到达输卵管膨

大部精子数

在生殖道内

存活时间 （ｈ）

保持受精能

力时间 （ｈ）

牛 ５ ５０ ２～１３ｍｉｎ ４２００～２７５００ ９６ ２４～４８

马 ８０ １００ ４０～６０ｍｉｎ 少数 １４４～１６４ １４４

猪 ２５０ ４００ １５～３０ｍｉｎ ８０～１０００ ２４～４８

绵羊 １ ３０ ２～３０ｍｉｎ ２４０～５０００ ３０～４８ ２４～４８

山羊 １ ３０ ２４～４８

犬 １０ １５ ２ｍｉｎ～数ｈ ５～１００ １６８

兔 １ ７ ３～６ｈ ２５０～５００ ３０～３２

猫 ０１～０３ ０５ ４０～１２０

仓鼠 ＞１ ０８ ２～６０ｍｉｎ 少数

豚鼠 ０１５ ０８ １５ｍｉｎ ２５～５０ ４１ ２２

大鼠 ０１ ０５８ １５～３０ｍｉｎ ５０～１００ １７ １４

小鼠 ＜０１ ０５ １５ｍｉｎ ＞１７ １３ ６～１２

人 ３５ １５ ６８ｍｉｎ 少数 ４８～６０ ２８～４８

　　（摘自刘健主编．家畜繁殖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２７）

阴道射精型动物的精子，绝大多数在阴道内死亡，因为阴道黏膜的酸性分泌物对精子的存活

极为不利。精子在母马阴道中存活最长时间为４～４５ｈ。母牛阴道的分泌物可使精子凝集。在牛

和羊阴道中，精子可存活１～６ｈ。
精子在雌性生殖道中移行时，能迅速从精清中分出并悬浮于雌性生殖道液体中。输卵管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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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被高度稀释，由于酵解糖所需要的酶在输卵管中的浓度要低于精液中的浓度，此处环境对精

子的存活极为不利，故子宫和输卵管内精子存活时间相对较短。在子宫颈和子宫与输卵管连接处

精子的存活时间可长达３０～４８ｈ。多数精子死于子宫颈、子宫与输卵管连接处以及输卵管峡部。
少数到达伞部的精子有可能继续前行并进入腹腔内。隐窝外衰老的精子被白细胞吞噬，或在纤毛

细胞朝阴道方向摆动的作用下被排出生殖道。

二、卵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的运行

（一）卵子的采拾

卵子也称为卵母细胞，在排出时被黏稠的放射冠细胞包围，构成卵丘 卵母细胞复合体 （ｃｕ
ｍｕｌｕｓ ｏｏｃｙ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Ｃ），附着于排卵点上，靠输卵管伞接纳。母畜接近排卵时，输卵管

伞充分开放、充血，在输卵管伞系膜和卵巢固有韧带协同作用下，使输卵管伞严密地包裹着卵

巢，并通过输卵管伞黏膜纤毛的不停摆动，将其纳入输卵管伞的喇叭口。但牛、羊等因伞部不能

完全包围卵巢，有时排出的卵子会落入腹腔，再凭借伞部纤毛摆动形成的液流将卵吸进输卵管。
刚排出的卵子被输卵管采拾依赖于４种因素：①在排卵时漏斗伞部及其与卵巢表面的关系；

②排卵时卵丘 卵母细胞从卵泡中释放出来的模式；③卵泡液及包含卵丘基质液的生物物理性质；

④伞部和子宫卵巢韧带的协同收缩。
伞、输卵管和韧带的收缩活动部分地是由激素 （如雌激素／孕酮）来协调的。大约在发情时，

卵子被接纳的有效性最高，但在整个周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卵子被采拾。
（二）卵子在输卵管内的运行

被输卵管伞接纳的卵子，借助输卵管管壁纤毛摆动和肌肉活动，以及该部管腔较宽大的特

点，很快进入壶腹部的下端和已运行到此处的精子相遇完成受精。
卵子从卵巢表面进入输卵管内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在数小时内到达壶腹部，受精后一般在

此停留３６～７２ｈ。受精卵在壶峡连接部停留时间较长，如猪在发情开始后６０～７０ｈ卵子才进入

峡部。这可能是由于该部的括约肌收缩、局部水肿使管腔闭合、输卵管的逆蠕动等综合因素影响

控制了卵子的下行，以防止受精卵过早进入子宫的一种生理保护作用。
随着输卵管逆蠕动的减弱和正向蠕动的加强，受精卵运行至宫管连接部并在此处短暂停留，

当该部的括约肌放松时，受精卵和输卵管分泌液迅速流入子宫。受精卵通过峡部到达子宫的时间

较短，如猪发情后６６～９０ｈ受精卵可进入子宫。
各种动物卵子通过输卵管所需的时间以及受精卵进入子宫所处的卵裂时期不同。
（三）卵子运行的机理

卵子 （或受精卵）被输卵管伞采拾并进入输卵管后，通过四种主要因素的共同调节而移行至

子宫：①内分泌、药理、及神经机制对输卵管肌肉和韧带的收缩频率、力量、程序的影响；②黏

膜皱襞的纤毛颤动速率和方向对管腔内液体流动方向的影响；③雌激素与孕酮含量的比值对输卵

管上皮分泌细胞分泌活动的影响；④在卵子运输的关键时刻管腔液的流体力学与流变学特性的

影响。
输卵管平滑肌受交感神经的肾上腺素能神经支配。输卵管上有α和β两种受体，可分别引起

环行肌的收缩和松弛。雌激素可提高α受体的活性，促进神经末梢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使壶峡连

·０１１·

动物生殖生理学



接部环行肌强烈收缩而发生闭锁。孕酮则是通过提高β受体的活性和抑制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
导致壶峡连接部环行肌松弛，而有利于卵子向子宫方向运行。在卵子运行过程中，若雌激素的分

泌量增多或经外源雌激素的处理，都可能延长卵子在壶峡连接部的时间，而孕激素的作用则

相反。
（四）卵子保持受精能力的时间

排出的卵子保持受精能力的时间不长，动物品种不同而有些差异，多数动物在１２～２４ｈ内

（表４ ２）。
表４ ２　卵子在输卵管内保持受精能力的时间

动物种类 牛 马 猪 绵羊 犬 兔 豚鼠 大鼠 小鼠 猴

保持时间 １８～２０ｈ ４～２０ｈ ８～１２ｈ １２～１６ｈ ４５ｄ ６～８ｈ ２０ｈ １２ｈ ６～１５ｈ ２３ｈ

　　（摘自刘健主编．家畜繁殖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３１）

卵子在壶腹部具有受精能力，但到达峡部后卵子逐渐老化，受精能力迅速丧失。输卵管内未

受精的卵子和受精卵一样沿输卵管下行，或破裂成细胞碎片，或被子宫内的白细胞吞噬。

第二节　配子在受精前的生理变化

一、精子受精前的生理变化

在高等哺乳动物中，精子在形态学上成熟的过程是在睾丸中进行的。从睾丸排出的精子经过

附睾转运，质膜的结构组成、电荷等都发生了变化，获得了前向运动能力和受精能力。但完全的

受精能力还依赖于射出的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短暂停留，经历一个进一步生理成熟的阶段，获得

顶体反应的能力并处于一种超激活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在与卵子相遇时发生顶体反应并穿透其保

护层，顺利完成受精。
（一）精子获能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张明觉 （Ｍ．Ｃ．Ｃｈａｎｇ）博士早年从事哺乳动物体外受精的研究，他

发现多种动物精子在雌性生殖道中运动的时间很短，而排卵后要间隔一定时间才能受精，精子总

是要等待卵子。也就是说，哺乳动物精子在离开雄性生殖道时，还不能立即与卵子受精，它必须

在雌性生殖道内经历一段成熟过程，才能获得受精能力。１９５１年张明觉和Ａｕｓｔｉｎ分别同时发现

了精子获能 （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这一生理现象 （Ｃｈａｎｇ，１９５１；Ａｕｓｔｉｎ，１９５１）；次年，Ａｕｓｔｉｎ将这一

现象称为精子获能。在自然情况下，精子获能是在雌性生殖道内进行，自宫颈开始，经历子宫和

输卵管，最后完成于输卵管壶腹部。获能是十分复杂的生理现象，大量事实证明，小鼠、大鼠、
仓鼠、兔、貉、狐、羊、牛、马、猴等哺乳动物及人类的精子，在受精前都必须先获能，之后才

能引起顶体反应，精卵才能结合，从而实现受精。

１精子获能的部位和时间　精子体内获能的具体生理部位没有严格的器官特异性，在阴道

甚至是腹腔都可以获能。精子获能也没有种属特异性，一种动物的精子可以在其他种类动物的雌

性生殖道中获能。子宫射精型动物，如啮齿类、狗、猪等，精子获能开始于子宫，在输卵管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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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部位全部或者部分完成获能。对于仓鼠，参与受精的精子储存于峡部，在排卵后交配的精子

获能速度比在排卵前交配要快得多。完成获能的精子并非同时离开峡部进入壶腹部，少数精子会

延迟一段时间离开峡部。对于猪，这一时间可能需要２ｄ或更长，而一些未获能的精子有可能在

峡部死亡 （Ｈｕｎｔｅｒ，１９９１）。阴道射精的动物，如兔和人，精子的获能始于阴道。当精子通过子

宫颈时，通过黏膜网络擦去其表面吸附的精浆等物质，加速精子获能。目前，尚不清楚在子宫中

或之前完全获能的精子是否有能力进入输卵管参与受精。在仓鼠中，完全获能的精子不能有效地

从子宫迁移到输卵管 （Ｓｍｉｔｈ＆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１９９０），说明其真正参与受精的精子主要在输卵管

中获能。至今，子宫在精子获能中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清楚。
精子获能所需时间因种类差异而不同，一般需要１５～１６ｈ不等 （表４ ３），即使在同一种

类之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其过程没有种属特异性。同一批射出的精子获能并不是同时发生

的，而是有先有后，即具有非均一性。

表４ ３　精子获能所需要的时间

动　物 时间 （ｈ） 环　境

小鼠 约１ 体内

小鼠 约２ 体外

海豚 约２ 体外

绵羊 １５ 输卵管

猫 １～２ 体内

大鼠 ２～３ 体内

仓鼠 ２～４ 体外和体内

猪 ２～６ 体内

雪貂 ３５～１１５ 输卵管

牛 ５～６ 体外

兔 ５～６ 体内

松鼠猴 约２ 体外

猕猴 ＜６ 体内

人 ６～７ 体外

　　［引自Ａｕｓｔｉｎ．Ｓｐｅｒｍ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ｓ．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ＭａｎｄＡｌｂａｔｏＭ
（ｅｄｓ），１９８５．２：１３４］

２精子获能的机理　精子的获能是可逆的，其在母畜体内获能的过程是：雌性生殖道中获

能因子 （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ＣＦ）与精子表面的去能因子 （ｄ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ＤＦ）结合，精

子顶体膜结构组成以及电荷等发生变化，顶体酶系从与去能因子结合的稳定状态中解脱出来，使

精子具备了发生顶体反应和受精的能力。精子获能是其得以溶解并穿越卵子周围的保护层，完成

精卵受精的基础。精子的获能与多种因素相关，其机制可能十分复杂。
（１）胆固醇流失与精子获能　胆固醇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是哺乳动物细胞重要的甾醇，也是维持

细胞正常结构所必需的成分。在精子获能期间，精子膜胆固醇／磷脂的比率降低 （Ｈｏｓｈｉ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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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脂类发生重排，稳定性下降，这些可能与胆固醇的流失密切相关。精子在体内获能时，
能诱导精子膜流动性发生改变，稳定性下降，通透性增加并导致Ｃａ２＋内流的因素均能导致精子

获能。一般认为，牛血清白蛋白 （ｂｏｖｉｎｅ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ＢＳＡ）可与胆固醇结合，并以浓度依

赖方式刺激胆固醇流失；而女性输卵管液中含人血清白蛋白 （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ＨＳＡ），有

可能体内精子获能与其介导的胆固醇流失有关。最近，Ｖｉｓｃｏｎｔｉ等 （１９９９）研究证实，胆固醇硫

酸盐通过抑制ＢＳＡ去除精子浆膜胆固醇，可抑制精子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ｏ
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ＴＰ）和获能，进一步支持了胆固醇外流在精子获能中的作用。输卵管液中除含ＨＳＡ
外，亦含高浓度的高密度脂蛋白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ＤＬ）。体外研究表明，高密度脂蛋

白能够替代白蛋白而起作用。Ｔｈｅｒｉｅｎ等 （１９９８）发现，高密度脂蛋白可直接诱导胆固醇流失，
其作用比白蛋白更强。近来研究还发现，环糊精 （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能够刺激培养细胞上胆固醇的

流失，尤其是β 环糊精具有与天然和合成的脂类分子相互作用的结构，因而可能具有促进精子

获能的作用。
（２）Ｃａ２＋、ＨＣＯ－３ 与精子获能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精子获能期间伴随着钙离子Ｃａ２＋内流

进而导致细胞内Ｃａ２＋增加 （Ｂａｌｄ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Ｃａ２＋在获能和顶体反应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Ｃａ２＋的增加可激活腺苷酸环化酶 （ａｄｅｎｙｌａｔｅｃｙｃｌａｓｅ，ＡＣ），促进ｃＡＭＰ的生成 （Ｂｒｅｉｔｂａｒｔ，
２００２）。同时，细胞内Ｃａ２＋增加还能刺激细胞的糖酵解过程，提供精子增加活力所需的能量，从

而加强精子的活动，特别是加强精子的鞭毛活动。
研究显示，仓鼠和小鼠精子获能需要ＨＣＯ－３。ＨＣＯ－３ 转运到精子内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

但已证实，精子膜上含有阴离子运输蛋白，且阴离子转运抑制剂能抑制ＨＣＯ－３ 的功能。进入精

子内的ＨＣＯ－３ 可使精子细胞内ｐＨ升高 （Ｖｉｓｃｏｎｔ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亦可刺激精子膜上腺苷酸环化

酶活性，进而促进ｃＡＭＰ的生成。
（３）环化腺苷酸代谢 （ｃＡＭＰ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与精子获能　经多年研究，ｃＡＭＰ在调控哺乳动

物精子功能 （尤其是精子运动）方面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ｃＡＭＰ在获能过程中的作用还

不是很清楚。近期的研究表明，在小鼠精子获能过程中蛋白激酶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Ａ，ＰＫＡ）活

性增高，ｃＡＭＰ浓度亦随之升高，说明ｃＡＭＰ确实在获能过程中起到了传递外界信息的作用

（Ｖｉｓｃｏｎｔ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获能中ｃＡＭＰ代谢的调节模式跟前面提到的Ｃａ２＋和ＨＣＯ－３ 的迁移密切

相关。Ｃａ２＋和ＨＣＯ－３ 在激活哺乳动物精子腺苷酸环化酶方面有着相似的作用模式。
（４）酪氨酸磷酸化与精子获能　研究证实，鼠、牛、人等物种的精子获能皆与蛋白质酪氨酸

磷酸化 明 显 相 关，蛋 白 质 酪 氨 酸 磷 酸 化 是 精 子 获 能 的 一 个 重 要 标 志 （Ｐｏｍｍｅｒ＆ Ｍｅｙｅｒｓ，
２００２）。附睾头精子不具有进行获能和与卵母细胞受精的能力，当在正常有利于获能的介质中孵

育时，其不表现蛋白质酪酸磷酸化的改变。而附睾尾精子在体外获能时促进了一系列蛋白质的酪

氨酸磷酸化。这说明精子获能和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的能力是在附睾转运期间获得的，而且蛋白

质酪氨酸磷酸化可能是启动ｃＡＭＰ升高的结果，因为在ＢＳＡ、Ｃａ２＋、ＨＣＯ－３ 缺乏但存在ｃＡＭＰ
激动剂时，精子获能和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增加。细胞内ｃＡＭＰ升高可促进蛋白激酶Ａ活性增

加，其依次活化酪氨酸蛋白质激酶或抑制磷酸酪氨酸磷酸酯酶，导致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增加。
精子获能极有可能与此蛋白激酶Ａ途径有关 （Ｐｕｋａｚｈｅｎｔ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已有实验证实，蛋白

激酶Ａ抑制剂在诱导获能的特定培养介质中不仅抑制精子获能，也抑制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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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氧化还原反应与精子获能　正如在许多生物系统中观察到的，氧化还原反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在精子信号传递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包括精子获能机制。有研究 （Ｌａｍｉｒ
ａｎｄｅ＆Ｇａｆｎｏｎ，１９９８）显示，巯基 （ ＳＨ ）氧化剂可启动精子获能，且增加Ｏ－·

２ 的产生；而二

硫键 （Ｓ Ｓ ）还原剂可部分或完全抑制胎儿脐带血清超滤物 （ＦＣＳｕ）诱导的获能和Ｏ－·
２ 的产

生，同时伴随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的降低。由于磷酸酪氨酸磷酸酯酶的活化位点上的两个半胱氨

酸受氧自由基的氧化而丧失活性，巯基氧化剂增加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极有可能通过抑制磷酸酪

氨酸磷酸酯酶的活性而发生。这可能说明，氧化还原反应中产生的Ｏ－·
２ 对精子获能有重要作用，

而且Ｏ－·
２ 极有可能充当体内巯基氧化剂。
（６）精子黏附蛋白与获能　精子黏附蛋白 （ｓｐｅｒｍａｄｈｅｓｉｎ）与获能有密切关系。已报道的

与获能有关 的 精 子 黏 附 蛋 白 有 去 能 因 子 （ＤＦ）、牛 精 浆 蛋 白 （ＢＳＰ）、促 进 受 精 肽 （ＦＰＰ）
（Ｈｏｓｈｉｂａ＆Ｓｉｎａｗａｔｚ，１９９８）等，尤以前两者较为重要。

一般认为去能因子是一种糖蛋白大分子，分子质量在８４～２００ｋｕ，加热和冷冻都不能使其失

活，高速离心可以将其从精浆中提取出来。去能因子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和精子顶体帽可逆性结

合，从而掩盖精子膜表面的Ｃａ２＋最结合位点和顶体酶系，进而抑制精子的获能和顶体反应。离

心洗涤可去除去能因子，可使精子获能，加入去能因子至已获能精子悬液又可逆转获能。Ｆｒａｓｅｒ
（１９９８）报道，用磷脂酰肌醇特异性磷脂酶Ｃ （ＰＬＣ）可去除未获能精子上的去能因子，而外源

性去能因子不能与处理过的精子结合，说明去能因子可通过糖基化磷脂酰肌醇 （ＧＰＩ）靶受体结

合至精子。
牛精浆蛋白 （ＢＳＰ）为ＢＳＰＡ１／Ａ２／Ａ３及ＢＳＰ３０的总称。研究发现 （Ｔｈｅｒｉ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 Ｔｈｅｒｉｅｎ，２００２），ＢＳＰ可 与 精 子 膜 上 磷 脂 酰 胆 碱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ＰＣ）结合，并增强高密度脂蛋白和肝素 （ｈｅｐａｒｉｎ）诱导的精子获能。射精时精浆与精子的短暂

接触，一方面ＢＳＰ可促进胆固醇部分流失，导致胆固醇／磷脂比率降低；另一方面使精子膜倾向

于不稳定，可诱导精子膜组分的重排，导致精子表面高密度脂蛋白或类肝素葡聚胺等受体的

出现。
（７）肝素、葡萄糖、自由基、精子超极化与获能　对牛精子获能的研究显示，含肝素 （ｈｅｐ

ａｒｉｎ）的介质能诱导精子体外获能。肝素不刺激精子膜胆固醇流失，但能以受体配体相互作用方

式与精子结合。葡萄糖 （ｇｌｕｃｏｓｅ）可通过影响ｃＡＭＰ代谢和降低ｐＨ的机制抑制肝素诱导的牛

精子体外获能，且获能相关的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的增加也受葡萄糖抑制。此外，低剂量的氧自

由基 （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对精子获能是必需的，Ｏ－·
２、Ｈ２Ｏ２及ＯＨ－皆可启动精子获能 （Ｋｉｍ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Ｍａｒｉｋｏｖｓｋ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自由基活性氧成分可上游调节许多蛋白质的酪氨酸磷酸化，而

外源性ＮＡＤＰＨ氧化酶或Ｈ２Ｏ２同样可以加强酪氨酸磷酸化作用。精子浆膜的超极化 （ｈｙｐｅｒｐｏ
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亦有可能与获能有关。已有研究显示，鼠和牛精子获能伴有精子浆膜的超极化；这可

能由于Ｋ＋通透性增加的结果，并且这样的变化可将Ｃａ２＋通道由失活变为活化状态而打开 （Ｚｅｎｇ
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８）精子获能途径归纳　综合以上可能影响精子获能的因素，可将精子获能的途径归纳为以

下几条。

①ＢＳＡ、ＢＳＰ、ＨＤＬ等促进精子膜胆固醇的流失，精子膜组分的重排有利于 ＨＣＯ－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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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２＋内流，两者激活精子膜上的ＡＣ，ＡＣ促进ｃＡＭＰ合成，其依次激活ＰＫＡ，通过酪氨酸蛋白

激酶和磷酸酪氨酸磷酸酶的双重调节而促进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最终引起获能。

② 氧自由基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促进ｃＡＭＰ增加而进入ＰＫＡ途径，或通过抑制磷酸酪氨

酸磷酸酶而促进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以诱导获能。

③ 肝素可通过精子膜上肝素结合蛋白而促进细胞内Ｃａ２＋、ｐＨ升高以及ｃＡＭＰ增加，三者

皆可通过ＰＫＡ途径促进精子获能。

④ 精子膜的超极化促进Ｃａ２＋ 内流，细胞内的Ｃａ２＋ 升高亦可通过ｃＡＭＰ ＰＫＡ途径促进

获能。
由于以上获能机制的研究来自不同物种，这几条获能途径可能在不同物种有所不同，而第一

条途径可能为所有物种共有。
３精子获能后的生理变化　精子获能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在获能后，精子在形态学上并没

有发生 “显而易见”的变化，但是在细胞代谢、精子膜、精子表面吸附的分子物质以及精子运动

等生理生化方面却都发生了改变。
（１）精子运动的变化　获能后的精子，其活力与运动方式有明显的改变。此时的精子表现出

非常强的活力，被称为精子超激活运动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ＨＡＭ）。用显微摄影技术连续

记录获能过程中精子运动的状况，可以将ＨＡＭ分为两类运动。一类是急剧的直线前向运动，并

伴随着呈 “８”字形的环绕式的泳动，尾部鞭毛弯曲度增大，并能转变为有力的鞭打样运动方式

（ＷｈｉｐｌａｓｈＭｏｔｉｌｉｔｙ）；另一类是非前向运动，同时穿插着急剧的直线冲击运动。ＨＡＭ是整个获

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引起很大的推动力，帮助获能精子从输卵管峡部上皮褶和隐窝中释放

出来，使精子能达到受精部位，并穿透卵丘 （ｃｕｍｕｌｕｓ）和透明带 （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ＺＰ），完成

受精过程。在体外受精 （ＩＶＦ）的研究表明，精子 ＨＡＭ的发生率与ＩＶＦ成功率呈高度相关

（Ｓｕｋｃｈａｒｏ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２）精子代谢的变化　未获能时的精子主要依靠酵解供能，获能后的精子代谢加强，靠酵解

和有氧氧化取得能量，葡萄糖是最重要的能源基质 （Ｆｒａｓｅｒ＆Ｌａｎｅ，１９８７）。环核苷酸尤其是

ｃＡＭＰ代谢在获能中起重要作用。在小鼠精子实验中，加入咖啡因和双丁酰 ｃＡＭＰ可增加精子

胞内ｃＡＭＰ的含量，缩短精子出现鞭打样运动和获能所需的时间。在精子的质膜 （ＰＭ）顶体膜

（ＯＡＭ）中存在腺苷酸环化酶 （ＡＣ），它与细胞内ｃＡＭＰ的形成密切相关。腺苷酸环化酶活性

的增强引起ｃＡＭＰ的增加，因而诱发和维持精子的活力，促进精子获能。
（３）精子膜的变化　精子获能过程中，会移除精子表面附有的去能因子，精子膜的流动性发

生改变，膜脂类发生重排，膜的结构发生改变。此外，在精子获能时还去除了精子表面带有负电

荷糖基的唾液酸 （ｓｉ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ＳＡ），精子表面所带的负电荷也就明显减少，其防止凝集作用和稳

定顶体作用减弱或消失。对牛和小鼠的实验表明，精子膜在获能中呈现超极化。精子膜蛋白的分

子结构和膜受体在获能过程中有所变化，如人精子表面的ｐ３４Ｈ蛋白在刚射出的精液时被掩蔽，
而获能后重新出现，在顶体反应后最终被消除 （Ｆｌｏｍａｎ＆Ｂａｂｃｏｃｋ，１９９１）。在获能期间分布发

生改变的抗原还包括：人精子表面纤维粘连蛋白样分子、豚鼠精子头部的Ｔ和Ｓ抗原以及大鼠

精子头部３７ｋｕ蛋白。胆固醇是哺乳动物维持细胞正常结构和功能的重要甾醇，它位于脂质膜双

层内。获能后，顶体质膜中富含的胆固醇急剧降低 （Ｓｕｚｕｋｉ＆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１９８９），胆固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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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的比率发生改变，精子细胞膜稳定性降低，流动性明显增加，从而介导Ｃａ２＋等其他获能因

子的作用。精子膜流动性的增加还与精卵膜的融合密切相关；精子膜各区域的流动性不一致，以

与卵子融合的关键部位顶体后区的膜流动性为最大。
（４）离子的变化

① 阳离子的变化：在获能期间发生Ｃａ２＋的内流，精子的内部Ｃａ２＋含量明显增加，而精子的

头部和中部的膜表面Ｃａ２＋含量降低。Ｍｇ２＋在获能后含量明显降低，可能主要是在精子获能以前

Ｍｇ２＋存在于顶体中，获能后被以顶体小泡的形式释放出去。Ｍｇ２＋作为精子的保护剂在精子受精

过程起着控制获能的作用，使精子不至于过早地获能而延长精子的寿命。Ｋ＋、Ｎａ＋为调节精子

电解质平衡的主要阳离子，在精子获能的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Ｋ＋的内流主要是促进顶体反应，
Ｎａ＋还可能与阳离子通道有关。

② 阴离子的变化：人们认为在精子膜上可能存在ＨＣＯ－３ 转运通道和跨膜蛋白，在获能过程

中ＨＣＯ－３ 浓度上升而使ｐＨ升高，与调节精子内的ｃＡＭＰ代谢以及激活腺苷酸环化酶相关

（Ｐａｂｌ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Ｄｅｍａｒ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而Ｃｌ－表现为内流，Ｃｌ－内流使精子膜超极化，引

起一个依赖超极化的Ｈ＋外流，这可能与ｐＨ的升高有关。
（二）精子顶体反应

获能精子与卵子在受精部位相遇时，精子仍不能立即与卵子结合。这是因为卵子外围还有卵

丘、放射冠和透明带三道防线组成的保护层。获能精子的顶体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结构，当精卵

相遇时，顶体膜破裂，形成许多囊池，顶体基质内各种酶溢放出来，以溶解卵丘、放射冠及透明

带，使精子能够穿过这些保护层与卵子受精。顶体结构的囊泡形成和顶体内酶的激活与释放，称

顶体反应 （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正常情况下，只有获能的精子才能发生顶体反应，而顶体

反应对于释放顶体酶系，为精子通过卵外的各层膜并进入卵内，引起顶体赤道段和与之相连的精

子质膜发生生理变化，以便随后与卵质膜发生融合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顶体结构以及顶体酶类　哺乳动物精子的顶体是一个膜性帽状结构，来源于高尔基体，

覆盖在精子核的前端，分为前部、体部和赤道板区３部分，其膜性结构包括精子质膜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Ｍ）、顶体外膜 （ｏｕｔｅｒａｃｒｏｓｏｍ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ＯＡＭ）和顶体内膜 （ｉｎｎｅｒａｃｒｏｓｏｍ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ＩＡＭ）。

顶体结构类似于溶酶体，内含有许多水解酶类，包括顶体酶 （ａｃｒｏｓｉｎ）、透明质酸酶 （ｈｙａｌ
ｕｒｏｎｉｄａｓｅ）、酸性蛋白酶 （ａｃｉ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芳香基硫酸酯酶 （ａｒｙｌｓｕｌｐｈａｔａｓｅ）、酯酶 （ｅｓｔｅｒ
ａｓｅ）、神经氨酸酶 （ｎｅｕｒａｍｉｄｉｎａｓｅ）、胶原酶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组织蛋白酶 （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以及各种

糖苷酶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ｓｅ）等。顶体中酶类的合成始于粗线期精母细胞减数分裂阶段，此时顶体囊泡

尚未形成。当获能的精子穿过卵子外层结构时，顶体需要保持完整的结构才能保证顶体酶成分的

顺序释放，而过早的精子顶体反应将使受精失败。
顶体酶和透明质酸酶是经过广泛研究并已阐明其特性的两种顶体酶类。顶体酶是一种丝氨酸

蛋白水解酶，位于精子头部顶体内膜上 （Ｋｌｅｍ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在顶体反应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参与透明带的结合及穿透。而透明质酸酶在精子穿过卵丘细胞时，起到溶解卵丘细胞所分泌的基

质的重要作用 （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１９９４）。酸性蛋白酶和芳香基硫酸酯酶协同透明质酸酶降解卵丘细

胞基质，蛋白酶同时还参与精子穿透透明带。神经氨酸酶可经去除精子表面唾液酸而增加体外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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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精子的顶体反应率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８）。在顶体反应过程中，包裹在顶体外膜内侧面的

一层糖蛋白可能参与质膜和顶体外膜囊泡化。在顶体反应期间或正好在顶体反应前，顶体酶原可

能在顶体基质中糖蛋白的支持下转化成为有活性的顶体酶。
２顶体反应的形态学　早在１９５８年，Ａｕｓｔｉｎ和Ｂｉｓｈｏｐ就发现，数种啮齿类动物精子经过

获能后，在穿越透明带蛋白 （ＺＰ）之前发生顶体脱落，并认为该现象是获能的组成部分。１９６７
年Ａｕｓｔｉｎ研究组的Ｂａｒｒｏｓ从超微结构上正式描述了 “真正的”顶体反应：精子质膜 （ＰＭ）和

顶体外膜 （ＯＡＭ）的破裂、融合并形成串状囊泡。现已证实，所有哺乳动物精子在获能的最后

阶段均产生顶体反应。精子发生顶体反应时顶体外膜与其表面的精子质膜发生多位点融合，融合

处最终破裂，使顶体内容物释放。
精子顶体的囊泡化，是顶体反应开始的标志。关于囊泡的形成，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

点。有人认为当精子穿过卵丘细胞时，顶体的外膜便可凹入顶体内形成一些小泡，此后失去质

膜。另一种看法认为，精子发生顶体反应时，精子质膜首先与其下紧密相连的顶体外膜在许多位

点发生融合，形成许多膜性囊泡和通道，然后脱离头部，顶体基质内的酶成分沿着通道释放出

去，完成顶体反应后，精子的顶体内膜裸露在外部 （图４ ３）。但陈大元等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认为

精子质膜并不参与顶体囊泡化，而是双层顶体外膜多位点自我融合而成。

图４ ３　哺乳动物 （大鼠）精子顶体反应模式图

Ａ未受激活顶体完整的精子

Ｂ顶体反应 （精子质膜与顶体外膜在多处融合，呈现空泡排列，顶体内容物膨胀，并从空隙中外溢）

Ｃ在精子开始穿入透明带时 （顶体消失）。Ａｃｒｏｓｏｍｅ顶体　ＰＭ精子质膜　ＯＡＭ顶体外膜　ＩＡＭ顶体内膜　Ｎ精子核

［引自Ａｉｄａ＆Ｄａｕｌａｔ．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ｓｐｅｒ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７９）：１７３～１８２］

３顶体反应的机理　哺乳动物精子顶体反应的机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与体

细胞的胞吐作用机理相似，也是由信息传递系统调控的 （Ｗａｒｄ＆Ｋｏｐｆ，１９９３），其过程涉及不

同的离子、激动剂、配体等因素的调节和相互作用。
（１）参与顶体反应的离子及其调节　活动的精子和有效的顶体反应是精子完成受精的先决条

件，而精子的活动和顶体反应均与一些离子的跨膜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７１１·

第四章　受精机理



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顶体反应依赖于细胞外Ｃａ２＋内流，Ｃａ２＋内流是引起顶体反应的关键

步骤 （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Ｕｓｕｉ，１９７４；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１９８２；Ｓ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近年来的研究结

果显示，哺乳动物精子确实存在着Ｃａ２＋通道 （Ｓｈｉ＆Ｒｏｌｄａｎ，１９９５，贾振宇等，１９９７）。一些作

者对顶体反应时调节Ｃａ２＋进入胞内的主要机制提出了假说，认为Ｎａ＋／Ｃａ２＋反转运子起重要作

用。在静息状态下，反转运子参与胞内Ｃａ２＋／Ｎａ＋进行交换，通过激活质膜上Ｎａ＋／Ｋ＋ＡＴＰ酶

阻止Ｎａ＋升高。当外界信号抑制Ｎａ＋／Ｋ＋ＡＴＰ酶活性时，胞内Ｎａ＋ 浓度随之增高 （Ｈｙｎｅ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因而可改变Ｎａ＋／Ｃａ２＋反转运子的方向，引起Ｃａ２浓度迅速升高。增加的Ｃａ２＋触发

其他代谢过程，从而促进顶体反应的发生。
除了Ｃａ２＋外，Ｎａ＋和Ｋ＋在顶体反应过程中也起重要作用。如上所述，Ｎａ＋的调节主要是通

过Ｎａ＋／Ｃａ２＋反转运子和Ｎａ＋／Ｋ＋ＡＴＰ酶的联合作用完成的，因而有人提出了Ｎａ＋通道的存在，
而Ｋ＋的调节似乎主要是与Ｎａ＋／Ｋ＋泵活性有关。由于雌性生殖道中某些部位的Ｋ＋浓度很高，
以此保持该泵的活性可阻止精子在成熟前Ｎａ＋浓度升高。Ｈ＋也与精子的顶体反应有关，ｐＨ是

精子从不活动状态到活动状态的关键，同时与Ｎａ＋浓度的增加也有关。最近发现，继Ｃａ２＋内流

之后还发生Ｈ＋梯度的改变，但调节这种变化的机制尚不清楚。
（２）参与顶体反应的激动剂及其分子机理　直至目前为止，关于精子顶体反应的具体部位一

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小鼠和人的精子顶体反应发生在透明带上；但是，豚鼠、仓鼠、兔和猪

的精子在穿过卵丘时就已经发生过顶体反应。根据动物种类的不同，进入雌性生殖道后的精子可

能在子宫、输卵管、卵丘细胞以及透明带上发生顶体反应，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顶体反应激动剂

（ｉｎｄｕｃｅｒ）及反应机制。目前，精子顶体反应的激动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透明带 （ＺＰ）、Ｐ４和γ
氨基丁酸 （γ 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ａｃｉｄ，ＧＡＢＡ）。

① 透明带与顶体反应：自从Ｓａｌｉｎｇ和Ｓｔｏｒｅｙ（１９７９）及Ｂｌｅｉｌ和 Ｗａｓｓａｍａｎ（１９８０）报道了

小鼠透明带引起获能精子顶体反应以来，已在包括大鼠、家兔、牛、猪、羊、猴等动物及人上得

到证实。在受精过程中，当精子与透明带的ＺＰ３糖蛋白接触时，ＺＰ３诱导精子发生顶体反应。此

过程是通过精子细胞中的鸟苷酸 （Ｇ）结合调节蛋白 （即Ｇ蛋白）介导的。ＺＰ３诱导的顶体反应

类似于体细胞的胞吐作用，其信息转导也是通过配体→受体→Ｇ蛋白→第二信使的方式。目前，
精子通过Ｇ蛋白介导的信息转导研究主要以小鼠作为动物模型。小鼠精子上的受体，近年来的

研究结果则倾向于顶体帽后区质膜表面一种９５ｋｕ的蛋白。获能精子上的９５ｋｕ蛋白能与ＺＰ３结

合，并发生聚集 （某些精子可自发聚集）。受体聚集正是配体刺激的信息转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获能精子的质膜通过胆固醇外流和去能因子的去除使精子质膜受体 （ＲＺＰ）在膜内可以自由流动。
当ＺＰ３与其受体ＲＺＰ结合并使受体激活，活化的受体发生相互聚集。ＺＰ３与抑制性胞内Ｇ蛋白

（Ｇｉ蛋白）偶联受体结合 （第一类受体）可调节腺苷酸环化酶 （ＡＣ），提高胞内ｃＡＭＰ水平；
ｃＡＭＰ又刺激蛋白激酶Ａ （ＰＫＡ），进而激发蛋白酪氨酸磷酸化作用引发顶体反应 （Ｖｉｓｃｏｎｔ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活化的ＰＫＡ还作用于顶体外膜上电压依赖Ｃａ２＋通道，使顶体钙库的Ｃａ２＋向外释

放。低浓度释放的钙继而又激活磷脂酶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Ｃ，ＰＬＣ），活化的磷脂酶Ｃ催化４，５
二磷酸磷脂酰肌醇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４，５ 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ＰＩＰ２）降解成三磷酸肌醇 （ｉｎｏｓｉ
ｔｏｌ１，４，５ 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Ｐ３）与二酰基甘油 （ｄ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ＤＡＧ）（Ｊａｎｍｅｙ，１９９４）。ＩＰ３ 亦

可参与胞内Ｃａ２＋的调节，通过释放胞内储存的Ｃａ２＋，进一步增加Ｃａ２＋ 的浓度 （Ｗａｌｅｎｓｋ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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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ｙｄｅｒ，１９９５）。ＤＡＧ则激活Ｃａ２＋依赖性蛋白激酶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ＰＫＣ）。目前认为活化

后的ＰＫＣ在顶体反应中具有两种作用：一是打开了精子质膜上电压依赖Ｃａ２＋通道，从而引起第

二个胞内Ｃａ２＋高峰；二是活化的ＰＫＣ激活磷脂酶Ａ （ＰＬＡ）和磷脂酶Ｄ （ＰＬＤ），分解膜磷脂

酰胆碱 （ＰＣ）为溶血磷脂酰胆碱 （ＬＣ）和花生四烯酸 （ＡＡ）及胆碱和磷脂酸 （ＰＡ） （Ｒｏｌｄａｎ
＆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９２），ＡＡ则进一步被氧化酶和脂质氧化酶转化为前列腺素 （ＰＧ）和白三烯

（ＬＴ）。Ｃａ２＋、ＬＣ、ＡＡ和ＰＡ均为融合因子，且ＬＣ、ＡＡ的溶原性很强，它们皆可促使顶体外

膜 （ＯＡＭ）与精子质膜 （ＰＭ）融合，Ｃａ２＋和ｐＨ的增高最终导致顶体反应 （图４ ４）。

图４ ４　精子顶体反应机理模型

［改自Ｒｏｌｄａ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ｍ．１９９０（１７）：８～１５］

② 孕酮与顶体反应：Ｐ４是顶体反应的另一个天然激动剂。精子在受精前，必须穿过卵丘细

胞及其外面的基质，它可引起精子顶体帽发生改变，并协同透明带 （ＺＰ）促进获能精子完成顶

体反应。在卵丘细胞及其外面基质中所存在的促进顶体反应因子是研究的着眼点，现已从中国仓

鼠的卵丘细胞及其外面基质中分离到较高浓度的Ｐ４ （１３μｇ／ｍＬ）、透明质酸 （ＨＡ）和肝素

（ＨＥ），它们可显著地诱发精子顶体反应和提高受精率。如果两者合并 （Ｐ４与ＨＡ合并）应用，
则具有协同或加强作用。Ｐ４和ＺＰ不仅可分别诱发获能小鼠精子顶体反应，而且两者存在着一定

的顺序关系。Ｐ４刺激精子顶体反应依赖于胞外Ｃａ２＋ 内流 （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Ｓｏｍａｎａｔ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目前已经知道精子质膜表面存在着３类Ｐ４受体 （这种表面受体称为非基因型受体，
它不同于传统的胞质内基因型受体），一类是ＧＡＢＡＡ／Ｃｌ受体 （Ｅｒｄｏ＆ Ｗｅｋｅｒｌｅ，１９９０；Ｍ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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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ｌ，１９９７）；第二类是Ｃａ２＋通道 （Ｍｅｉｚｅｌ，１９９７；贾振宇等，１９９７）；第三类是与酪氨酸激酶偶联

的受体 （Ｐａｔｒ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Ｐ４激发精子顶体反应通过上述３类受体介导从而发挥其生理作用

（Ｍｅｉｚｅｌ，１９９７），并参与顶体反应早期的若干离子跨膜运动，激发Ｃａ２＋、Ｎａ＋和Ｍｇ２＋内流，引

起胞内钙Ｃａ２＋升高，同时Ｋ＋和Ｃｌ－外流引起膜超极化，最终导致顶体反应。

③γ 氨基丁酸与顶体反应：γ 氨基丁酸 （γ 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ａｃｉｄ，ＧＡＢＡ）是哺乳动物中枢

神经系统的一种抑制性递质。它通过促进下丘脑ＧｎＲＨ的分泌，调节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和

释放。Ｍｕｒａｓｈｉｍａ和Ｋｏｔｏ（１９８６）发现大鼠输卵管壶腹部黏膜组织ＧＡＢＡ含量比大脑高１０倍。
由于输卵管壶腹部是体内受精部位，ＧＡＢＡ具有如此高的浓度对受精早期有何作用引起生殖生

物学家的极大兴趣。Ｗｉｓｔｒｏｍ和Ｍｅｉｚｅｌ（１９９３）报道了人精子质膜上存在ＧＡＢＡ受体，并进而

证明１０μｍｏｌ／Ｌ的 ＧＡＢＡ可 诱 发 人 精 子 顶 体 反 应。在 研 究Ｐ４诱 发 顶 体 反 应 过 程 中 发 现，
０５μｍｏｌ／Ｌ的ＧＡＢＡ可替代Ｐ４或ＺＰ激发小鼠精子顶体反应和胞内第二信使ＤＡＧ的产生，其作

用强度几乎与两者相同 （Ｒｏｌｄ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其后，有学者证明ＧＡＢＡ可显著地激发人及豚

鼠精子发生顶体反应和提高人精子的受精能力，该作用可被Ｐ４加强；并且ＧＡＢＡ和 Ｍｕｓｃｉｍｏｌ
（ＧＡＢＡ受体激动剂）可激发小鼠及人精子的顶体反应，这种反应不仅可被Ｃａ２＋螯合剂ＥＤＴＡ
所颉颃，而且也被Ｃａ２＋通道抑制剂所阻断 （Ｓ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６），表明ＧＡＢＡ激发人精子顶体反

应依赖于胞外Ｃａ２＋的存在。此外，ＧＡＢＡ还可调节顶体反应早期Ｎａ＋、Ｍｇ２＋、Ｋ＋、Ｃｌ－等离子

的跨膜运动 （王春年等，１９９６），其机制与Ｐ４相似。因此，ＧＡＢＡ诱导顶体反应除了Ｃａ２＋内流

以外，还需要Ｎａ＋、Ｍｇ２＋、Ｋ＋、Ｃｌ－等离子的参与。

二、卵子受精前的生理变化

卵母细胞 （卵子）是动物体内一种高度特异化的细胞，储存有胚胎生长发育初始所需的所有

物质。在其成熟过程中，需经历一系列生长发育变化，才具有受精能力 （柳淑芳，２００１）。卵子

成熟实质是一个复杂的减数分裂过程，它包括卵母细胞质成熟、核成熟、细胞膜变化等过程。
（一）卵母细胞质膜和透明带的变化

哺乳动物卵母细胞膜外包裹有一层均质半透明膜———透明带，它一般由糖蛋白、黏蛋白、多

糖等组成，透明带周围有卵丘细胞构成的放射冠，卵丘细胞 （颗粒细胞）伸出突起，穿过透明带

与卵膜发生联系 （刘建民，１９９１）。在卵泡发育初期，其基质表面光滑，质膜与颗粒细胞紧密相

贴，并由桥粒连接。当卵泡腔出现时，透明带增厚，并存在交叉微绒毛，且绒毛增大、变长，有

的变弯曲，垂直插入透明带内。颗粒细胞突起穿过透明带，直达到卵母细胞表面，其末端膨大嵌

入与之相对的卵质膜的凹陷内形成桥粒。卵母细胞成熟时，透明带内微绒毛开始缩短变粗，并逐

渐从透明带退出。卵母细胞成熟后，微绒毛全部倒伏在卵表面上 （Ｈｙｔｔｅｌ，１９８８）。随着第一次

减数分裂完成和第一极体排出，卵质膜与透明带之间出现由一定数量皮质颗粒释放造成卵黄周隙

（ｐｅｒｉｖｉｔｅｌｌｉｎｅｓｐａｃｅ），由于卵黄周隙产生，使微绒毛穿入透明带的深度变浅，伸展方向无一定规

律 （Ｂａｒｒｏｓ，１９６７）。此时，皮质颗粒在质膜下呈线状排列，放射冠也在排卵后不同时间逐渐消

失以利于精子穿透进入卵子体内 （桑润滋，２００２）。
（二）卵母细胞质变化

卵母细胞的成熟过程，除细胞膜变化外，还与细胞质内许多细胞器重定位和调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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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ｏｓ，１９９２）。如在卵母细胞生长发育过程中，细胞质成分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细胞器也发生

了许多变化。随着卵母细胞发育，各种细胞器先向皮质区迁移；卵母细胞成熟后，除皮质颗粒

外，其他细胞器又向卵子中央迁移。
在初级卵泡阶段，大多数细胞器分布于近核区，高尔基体发达，由扁平膜囊和小泡构成；线

粒体数量较多，为圆形，嵴很少或没有；滑面内质网数量较少，而有较多的粗面内质网，细长

形，其上有少量的核蛋白附着，这些表明细胞的代谢活动主要集中在核区。进入生长期后，高尔

基体逐渐向质膜方向扩散，数量增多，结构趋于典型；线粒体数目不断增加，由分布于核区变为

在整个细胞质中均匀分布，牛羊线粒体由圆形变为为带帽线粒体 （即一端为帽状），有的帽状腔

内伸入了内质网囊池，带帽状线粒体也许是反刍动物卵母细胞线粒体的特征之一，以利于卵母细

胞充分成熟过程中能量利用 （钱菊汾，１９９４）。内质网数量逐渐增多，到卵母细胞体积最大时，
粗面内质网最发达，而后数量减少。卵母细胞成熟后，细胞器在细胞质中基本上均匀分布。线粒

体三五成群地分布于细胞质中，其一端与滑面内质网相连。高尔基体在生发泡破裂之后，其数目

改变存在种间差异，鼠卵母细胞从排卵至受精都存在大量高尔基复合体，但牛卵母细胞成熟时高

尔基复合体及粗面内质网完全消失，虽然这些超微结构在种间的差异对胞质成熟产生的具体影响

目前仍未可知，但这种差异似乎是造成不同动物卵母细胞在体外培养条件下获得成熟率有差异的

原因 （孙青原，１９８９）。滑面内质网除一部分与线粒体相连外，另一部分与脂滴相连，因为哺乳

动物卵母细胞中脂质小滴代表能量库，卵母细胞在整个获能和最终成熟期脂滴数量逐渐增多，这

对胚胎发育启动具有重大的作用 （李云龙，１９８５）。皮质颗粒是卵母细胞所特有的细胞器，卵母

细胞成熟时其在质膜下呈线状排列，这对于保证单精子入卵及胚胎正常发育具有重大意义，因

而，皮质颗粒增殖及其沿质膜成线形分布被认为是卵母细胞成熟的标志之一 （Ｗａｓｓａｒｍａｎ，
１９８３）。但目前一般将卵丘细胞扩散并排出第一极体的卵母细胞看作成熟卵子，然而排出第一极

体只能代表核成熟，而卵母细胞质成熟和核成熟之间存在异步性 （钱云，１９９９）。因此，对细胞

质是否成熟，还很难从形态上找出明确标准。
（三）细胞核的变化

卵母细胞在 排 卵 前，细 胞 核 体 积 较 大，核 仁 内 有 网 状 空 泡 称 生 发 泡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
ＧＶ），其内核仁空泡化程度更高，同时出现了纤维中心。此时，核糖体ＲＮＡ （ｒＲＮＡ）和不均

一性核ＲＮＡ （ｈｎＲＮＡ）的合成十分活跃。ｒＲＮＡ合成场所在纤维中心，核仁空泡则可能与核仁

物质的运输和储存有关。生发泡在生长过程中逐渐靠近质膜，大多数动物在卵泡直径３～４ｍｍ
时，卵母细胞核停止转录活动，并发生核仁致密化。致密化的核仁是母源ＲＮＡ的主要储存场

所。生长期完成的核获得了完成其减数分裂的能力，称为获能卵母细胞。哺乳动物卵母细胞完成

生长后，成熟分裂往往被阻滞在第一次减数分裂前期的核网期，直至接收到卵泡成熟和排卵的信

号，才能恢复减数分裂，这种现象称为成熟分裂阻滞 （芮荣，２０００）。卵母细胞成熟分裂恢复后

继续进行减数分裂，细胞核膜破裂，核内物质与卵质混合，这种现象称生发泡破裂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
ｖｅｓｉｃｌｅ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ＧＶＢＤ），ＧＶＢＤ发生后染色体从核中放出并排出第一极体，极体中只含有极

微量的胞质，不久就退化。多数动物卵母细胞成熟后在第二次减数分裂中期停滞。此时，染色体

形成中期板，其长轴与细胞膜表面平行，直至受精才使其完成第二次减数分裂，并排出第二

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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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受　　精

受精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精子与卵子一系列的相互协调作用而结合形成合子的过程。它包括：
卵母细胞成熟、精子获能、精子发生顶体反应、精子与卵丘相互作用、精子穿透透明带、精子和

卵子的质膜相融合、卵子的激活、卵的皮质反应与多精入卵的阻止、形成雌雄原核、融合后成为

二倍体的合子 （ｚｙｇｏｔｅ），进入第一次卵裂。

一、精子与卵丘的相互作用

（一）卵丘的特性　
卵泡发育过程中，在有腔卵泡形成以后，卵泡细胞包围着卵母细胞与卵泡壁的颗粒层细胞相

连，这种丘状突起称为卵丘。丘状突起由卵丘细胞 （ｃｕｍｕｌｕｓｃｅｌｌ）和基质 （ｍａｔｒｉｘ）构成。
精子到达透明带前，首先要穿过卵丘。但有些动物 （如有蹄类、单孔目和有袋类）的卵丘细

胞在排卵前或排卵后不久即脱落 （Ｂｌａｎｄｕａ，１９６１），所以在这些动物中，透明带就成了受精前精

子必须通过的惟一屏障。
基质主要由透明质酸多聚体组成，这些基质是在卵母细胞减数分裂重新启动期间由卵丘细胞

所分泌。在卵子发生期间，生长期卵母细胞表面最靠近透明带的一层卵丘细胞称为放射冠，它伸

出许多纤细突起，通过透明带到达卵子表面。放射冠细胞和卵丘细胞在形态上无明显差异。
卵丘可能是提高雄性生殖力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当人工授精时采用相同密度精子，如 （２～

３５）×１０５／ｍＬ，可以完全或接近全部使卵丘完整的卵受精，而无卵丘者则受精不稳定。其中

作为可溶性成分的卵丘因子 （ｃｕｍｕｌｕｓｆａｃｔｏｒ），对受精是有益处的。有的可刺激精子的活力，有

的则可推动顶体反应，使精子对透明带反应 （ｚｏｎａｒｅａｃｔｉｏｎ）敏感，形成顶体反应诱导配体 （ａｃ
ｒｏｓｏｍ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ｌｉｇａｎｄ），而且在精子穿过卵丘基质纤维网时，可以去掉其表面覆盖

物。在小鼠、中国仓鼠、猪、牛及人体内，包围卵子的卵丘细胞的存在对体外受精是有利的，特

别是精子浓度 （Ｓｉｄｄｉｑｕｅｙ＆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２）或ＢＳＡ （牛血清白蛋白）的浓度较低 （Ｆｒａｓｅｒ，
１９８５）时，这种作用更为明显。

（二）精子进入卵丘

体外受精时，在受精前未脱落卵丘细胞的卵母细胞与大量精子相互作用，使卵丘细胞松弛和

分散，精子能够穿过卵丘并有一个精子穿入卵母细胞。但在体内受精时，情况并非如此。在体内

正常受精时，只有少数精子与卵子接近，精卵比例为１∶１～１０∶１（Ｃｕｍｍｉｎｓ＆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
１９８２），获能精子易于穿透卵丘，而未获能的精子只能在卵丘细胞表面附着。获能精子是如何穿

过卵丘抵达透明带表面？顶体反应和顶体酶类是否参与这一过程？Ｔａｌｂｏｔ等 （１９８５）和Ｃｈｏｒｒ
等 （１９８５）都认为，仓鼠大部分获能的精子，可以穿过卵丘，到达透明带，不需要进行顶体反

应。长期以来，透明质酸酶 （ＨＡａｓｅ）被认为是卵丘溶酶 （ｃｕｍｕｌｕｓｌｙｓｉｎ），但实验证明，不具

透明质酸酶的海胆和蛙的精子，可以很容易地穿入仓鼠的卵丘。这又如何解释？Ｔａｌｂｏｔ及其同

事 （１９８５）认为，就精子穿过卵丘来说，ＨＡａｓｅ并非是必须的，但它的存在有利于精子的穿入。
ＨＡａｓｅ在受精中的确切功能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ＨＡａｓｅ不能分散某些动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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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卵子的卵丘细胞。除了ＨＡａｓｅ以外，精子穿过卵丘还与顶体酶、β 半乳糖苷酶和芳香基

硫酸酯酶等有关。

二、精子穿过透明带

（一）透明带的结构功能特征

１透明带的形态结构　透明带是位于放射冠和卵黄膜之间的透明物质，主要由糖蛋白组成。
其厚度和韧性因动物种类而异，小鼠的约为７μｍ，兔为１５μｍ，猪为１６μｍ，羊为１４５μｍ，而

牛可达２７μｍ。成熟卵母细胞的ＺＰ内层致密，外层疏松呈海绵状，上有许多小孔，这是卵丘细

胞的突起穿入ＺＰ后又回缩所致。内外层相比较，内层呈颗粒状或细小管状；外层疏松，有利于

精子穿入。
２透明带的化学组成　在透明带的组成上，不同动物之间差异很大。猪的透明带，糖和蛋

白的比例为２９％和７１％；小鼠则分别为７０％和３０％。其糖类主要有墨角藻糖、甘露糖、半乳

糖、Ｎ 乙酰半乳糖胺、Ｎ 乙酰氨基葡萄糖、唾液酸等。小鼠ＺＰ由３种成分组成：ＺＰ１ （１８５～
２２０ｋｕ）、ＺＰ２ （１２０～１４０ｋｕ）、ＺＰ３ （８３ｋｕ）。人、兔、大鼠、仓鼠和马ＺＰ也都由这３个家族糖

蛋白组成，但猫ＺＰ只有两种糖蛋白。其中ＺＰ１是由两条完全相同的多肽链构成的二聚体，ＺＰ２
和ＺＰ３都是由单条多肽链组成。ＺＰ２和ＺＰ３中的糖以Ｏ （丝氨酸／苏氨酸） 寡糖和Ｎ （天冬氨酸）
寡糖形式存在。在功能上ＺＰ３和精子质膜上的ＺＰ３受体介导精子与卵子透明带之间初级识别，
ＺＰ３与精子结合诱发顶体反应的产生；ＺＰ２与顶体反应的精子相互作用，构成精子与卵子透明带

之间的次级识别和结合；ＺＰ１不与精子直接作用。小鼠卵子的ＺＰ１主要具有结构支撑功能，它把

ＺＰ２和ＺＰ３横向连接起来，构成透明带的三维构象 （图４ ５）。然而，最近对其他动物 （例如猪

和兔）的研究表明，ＺＰ１也可能是精子的次级受体，在精卵结合中发挥作用。

图４ ５　根据电镜、免疫学和生化试验的小鼠ＺＰ微丝糖蛋白的结构排列示意图

（引自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ｖｅ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３透明带的起源　哺乳动物卵母细胞外层的ＺＰ，以前认为，是由卵泡细胞和卵母细胞共同

分泌合成的。现在，已经肯定，在小鼠或者其他动物，ＺＰ全部由卵母细胞分泌产生，因为没有

ＺＰ的卵母细胞，可以合成ＺＰ中的所有糖蛋白；使用ＺＰ２和ＺＰ３分子探针 （ｃＤＮＡ和寡核苷酸）
对卵巢原位杂交分析显示，ＺＰ糖蛋白是由卵母细胞合成的。当卵母细胞被卵泡细胞围绕并开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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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卵母细胞不久即可合成和分泌糖蛋白。在小鼠中，ＺＰ２和ＺＰ３ （可能还有ＺＰ１）是同时合成和

分泌的。但在其他动物 （例如猪）体内，可能是在卵母细胞不同的生长时期合成和分泌的。
（二）精子与透明带识别与初级结合

在哺乳动物的受精过程中，获能的精子穿过卵丘细胞层接触到卵母细胞的透明带后，精子头

部便结合在透明带的表面上。精子和透明带的结合是精子顶体反应和精子入卵的先决条件，是哺

乳动物受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涉及精子以及透明带的多种蛋白质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精子结合的卵子表面成分，称为精子受体 （ｓｐｅｒｍ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与卵子结合的精子表面成

分，称为卵子结合蛋白 （ｅｇｇ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因此，精子与卵子间的种属特异性的黏附和结合

是通过精子表面的卵子结合蛋白与卵子表面的精子受体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精卵之间的相互作用

具有种属特异性。
１透明带的精子受体　获能精子在穿过透明带之前与透明带表面首先发生初级识别或称一

级识别，这是由透明带表面的初级精子受体和精子质膜表面的初级卵子结合蛋白相互作用而完成

的。小鼠卵ＺＰ３与精子质膜上的特异受体结合后，形成受体 配体复合物，它具有两种功能：其

一是使精子附着于透明带上，其二是激发精子发生顶体反应。有许多证据表明，ＺＰ３是小鼠卵子

透明带表面的精子初级受体，一个精子可以通过与多个ＺＰ３结合，从而起到识别卵子透明带的作

用。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６年，陈大元等采用显微受精技术的研究表明，ＺＰ３不仅存在于ＺＰ外表面，也存

在于ＺＰ内表面。透明带内表面的ＺＰ３也具有识别精子和诱发顶体反应的功能。大量实验表明，
ＺＰ３中发挥精子受体作用的准确部位是与氧基相连的一族特殊的低聚糖，他们位于多肽羧基末端

的一侧。目前已经阐明了透明带糖蛋白中的糖类成分在精子 透明带结合中所起的作用，其寡糖

链顺序似乎不是精子 透明带结合特性的关键。体外实验也证实，ＺＰ３在高温、去污剂、变性剂、
还原剂或限制性蛋白水解酶的作用下，甚至高浓度ＺＰ３在广谱性蛋白水解酶的消化作用下，仍然

能与精子结合，保留作为精子受体的活性，说明在与精子结合过程中ＺＰ３多肽链不起直接作用。
运用化学或酶处理方法除去ＺＰ３上的寡糖 （Ｎ 和Ｏ ），ＺＰ３活性丧失。说明哺乳动物种间精 卵

特异性识别是受糖蛋白上碳水化合物调节的。最近的研究表明，ＺＰ３中具有与精子结合而诱发顶

体反应的最少区域是２１ｋｕ的羧基末端。至于ＺＰ３多肽本身的作用，它可能指导与Ｏ连接的低聚

糖的三维构象，从而对精子结合起支配作用。
２卵子结合蛋白　研究证实，获能精子与透明带结合 （初级识别）是一种强烈的化学结合，

而不是较弱的物理黏附，即不受物理因素的影响。这种结合是由透明带表面的初级精子受体与精

子质膜表面的初级卵子结合蛋白相互作用而完成的。作为精子受体的卵子透明带蛋白，与相应精

子上的受体 （即卵子结合蛋白）相互作用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与卵子透明带上初级精子受体和

次级精子受体相对应，精子表面的卵子结合蛋白位于精子顶体区质膜上，它与卵子透明带上的初

级精子受体ＺＰ３相作用，诱发顶体反应的发生。顶体反应后，这种初级卵子结合蛋白大部分丢

失，很少一部分留在头部后端。在不同动物品种中，人们已提出多种精子蛋白可能是初级卵子结

合蛋白，但卵子结合蛋白性质仍没有完全搞清楚。目前认为，以下４种蛋白参与了精子和透明带

的初级结合或识别：①β １，４ 半乳糖苷转移酶 （Ｓｈｕｒ＆ Ｈａｌｌ，１９８２）；②透明带受体激酶

（ＺＲＫ），又称ｐ９５（Ｌｅｙｔｏｎ＆Ｓａｌｉｎｇ，１９８９）；③ｓｐ５６（Ｂｌｅｉｌ＆ Ｗａｓｓａｒｍａｎ，１９９０），一种植物

凝血素样的、分子质量为５６ｋｕ的蛋白质；④精子结合素 （Ｔｏｐｆｅｒ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Ｃａｌｖｅｔｅ，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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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β １，４ 半乳糖苷转移酶和ｓｐ５６还特异识别ＺＰ３中与Ｏ原子相连的特殊大小的低聚糖。
（三）精子与透明带的次级识别与结合

顶体反应发生后，精子质膜的前端部分被排出，精子表面与ＺＰ３结合的受体也随之丢失。然

而，精子必须仍然保持和透明带的结合以便溶解出穿过它的通道，因此，此时精子与透明带间发

生次级识别或称二级识别。
１介导次级结合的透明带糖蛋白　现已证明，透明带中负责与精子发生次级识别的是ＺＰ２

糖蛋白。ＺＰ２能与顶体反应后的精子顶体内膜的蛋白质特异性结合，顶体反应后的精子把它们的

结合部位从ＺＰ３转移到相邻的ＺＰ２分子上。ＺＰ２作为精子第二受体的证据是：①抗小鼠精子ＺＰ２蛋

白的多抗和单抗均能抑制顶体反应后的精子与透明带的次级结合，而对顶体完整的精子与透明带

间初级识别和结合没有影响；②纯化的ＺＰ２不参与顶体完整的小鼠精子与卵母细胞的初级结合，
而是与顶体反应后的精子发生结合，ＺＰ３蛋白不与顶体反应后的精子进行联系。猪精子的次级结

合是由透明带糖蛋白ＺＰ４介导的，该种糖蛋白在其他动物透明带中不存在。
２介导次级结合的精子蛋白　大多数哺乳动物的精子，参与透明带次级结合的是位于顶体

内膜的顶体酶原／顶体酶介导的。顶体酶原可以自身激活形成具有丝氨酸蛋白酶活性的顶体酶，
这种酶长期以来被认为与降解透明带有关。同时，顶体酶原／顶体酶也可以高亲和力和透明带糖

蛋白上的多硫酸基团结合，从而维持顶体反应后的精子和透明带的结合。现已经在猪顶体酶原分

子上定位了与透明带糖蛋白结合的重要氨基酸残基：位于９３位的甘氨酸和２７５位丙氨酸之间的

精氨酸、赖氨酸和组氨酸残基，以及４７位的组氨酸和５０位的精氨酸，它们对透明带糖蛋白和多

硫酸基团的高结合活性也是必需的。
豚鼠的精子参与透明带的次级结合的不是顶体酶原／顶体酶，而是由顶体内膜的蛋白质ＰＨ

２０介导的。ＰＨ ２０是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蛋白质，头后部质膜的ＰＨ－２０在受精初期参与消化

卵丘细胞层，随后在顶体反应过程中快速而完全地扩散到顶体内膜上，与顶体内膜上原有的

ＰＨ ２０汇合。扩散过程中，具有透明质酸酶活性的氨基端部分被顶体内容物中的蛋白酶切除，
随顶体内容物排出，剩余的羧基端部分仍然位于膜上，介导顶体反应后精子与透明带的继续结

合。ＰＨ ２０在顶体反应前后的扩散和加工涉及其双重生理功能。
（四）精子穿过透明带

１穿透过程　在精子与透明带结合后，精子头部即以不同的角度，向透明带内部穿入，但

一般都为斜向穿入，如小鼠、大鼠、仓鼠、豚鼠、羊、猪等动物的精子在穿过透明带时为斜向穿

入，有的动物精子也以垂直方向穿透。通过收集受精期间输卵管内的卵子，可观察到发生顶体反

应精子已进入透明带或正在通过透明带。这些精子的顶体脱落物总是留在头部周围或透明带外表

面。结合于透明带表面的精子头部围绕顶体内膜或赤道板中心摆动。穿过透明带的精子强有力地

摆动其尾部，凭借尾部振动力将自身缓慢地推向前进，使之钻开一条狭窄的通道，从而打开透明

带，在透明带上留下一条窄长的孔道 （图４ ６）。精子尾部运动所产生的力量最高可达３×１０－８Ｎ，
这一力量足以使共价键断裂。

从自然交配的雌性动物输卵管中，收集到处于受精阶段的卵子，很少看到透明带中有精子。
这表明，精子穿过透明带是十分快速的。精子穿过透明带的时间，各种动物是不同的。通常精子

附着于透明带后５～１５ｍｉｎ穿过透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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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６　精子发生超激活、顶体反应及受精等活动的顺序

Ａ精子群 （获能活化的、获能潜在的、未获能的及异常的）穿过卵丘细胞

Ｂ精子与透明带上糖蛋白ＺＰ３的初级结合　Ｃ顶体反应跟随着精卵识别

Ｄ当精子穿过透明带时，顶体帽脱落　Ｅ顶体内膜上暴露的顶体酶可能介导了精子与透明带中ＺＰ２糖蛋白的次级结合

Ｆ精子质膜之间，精卵质膜之间的融合　Ｇ卵丘基质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７ｔｈＥｄ．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ｌｋｉｎｓ，２０００，１１６）

２穿透机制　关于精子穿过透明带的机制，到目前为止共有两种假说，即机械学说和酶学

说。持机械学说观点的学者认为，精子穿过透明带纯属机械作用，顶体酶在精子穿过透明带中不

起作用。有下列证据支持该假说：①精子在透明带中产生的作用力可高达３×１０－８Ｎ，该力足以

使共价键断裂；②精子穿过透明带时留下非常尖锐整齐的边缘，这看起来不像是化学性的溶解作

用，而更像是精子的物理切割作用；③蛋白酶抑制剂可阻断精子与透明带表面结合，而二者一旦

结合，它们就不能阻断精子穿过透明带；④顶体反应后，精子内膜上只有少量顶体酶存在。与机

械学说相反，酶学说认为，精子 透明带相互作用的每一步都是依赖于酶的作用，而精子的活力

即机械作用是第二位的。精子质膜上的转移酶类 （例如顶体酶和半乳糖基转移酶），可作为精子

的初级透明带受体。顶体酶可水解透明带糖蛋白，但它既不改变透明带的大体结构，也不毁坏透

明带的精子结合位点，事实上可提高透明带的精子结合能力。在顶体反应时，部分顶体酶原释放

到透明带外表面，其余部分仍留在顶体内膜上。在透明带和顶体内膜上的顶体酶原有助于透明带

上已经完成顶体反应的精子与透明带结合。顶体酶原被Ｎ末端激活，分解ＡｒｇＶａｌ键形成α顶

体酶，再将Ｃ末端分解成为具有酶活性低分子质量的β顶体酶 （３８ｋｕ）。具有酶活性的α顶体酶

水解并 “软化”透明带，使顶体反应的精子头部插入透明带中。β顶体酶仍具有水解透明带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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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不具备与透明带结合的能力。酶学说认为，精子活力是必需的，但其活动程度并不重要。
只要精子具有活力，它就能在顶体酶帮助下穿过透明带。学者们认为，目前尚未找到一种动物在

受精过程中，顶体酶具有非常重要功能的证据。但是，可以认为，这些酶类只是在精子结合透明

带并开始穿入时才起重要作用。
此外，精子穿过透明带时对ｐＨ的要求比较严格，大白鼠精子在体外穿卵最适ｐＨ为７７，

仓鼠为６８～８２，小鼠为７５。仓鼠精子，当ｐＨ大于７１时可顺利穿过，当ｐＨ小于６１时，
一个精子也不能通过。

三、精卵质膜的融合

受精是雌雄配子发育向新的合子个体发育转变的枢纽，而精卵质膜的融合正是其中的关键。
精卵质膜融合不仅从形态和化学结构上完成了单倍体配子向双倍体细胞的转变，而且融合以及融

合所带来的精子细胞膜和细胞质中的物质激活了卵子，启动了紧接其后的一系列的合子形成及胚

胎发育过程。
（一）精卵融合的基本过程

精子穿过透明带后，才真正开始与卵的质膜结合，并发生融合过程。精子与卵母细胞质膜的

结合和融合是两个独立的过程。结合的专一性不强，方式多样，可有多种精子质膜蛋白参加。而

融合过程的特异性极强，需要二价阳离子的参与，同时要求精子必须完成顶体反应，而且能激活

卵母细胞的信号转导系统。通过形态学研究，认为精卵质膜的融合首先发生在精卵质膜接触部

位。通过融合蛋白的介导，最初可能先形成细胞内含物的通道 （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Ｎｏｄａ，１９７０；
Ｌｏｎｇｏｅｔａｌ，１９８０），这种通道形成样式与病毒及细胞分泌颗粒发生膜融合过程中融合孔道极为

相似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２）。最后细胞内含物混合 （该过程主要是脂类物质自

发完成的），精卵随即合为一体。
（二）精卵质膜发生融合的部位

精卵参与膜融合的区域均局限于特定的部位。这种限制是由膜的不均一性导致。精子与卵子

质膜最先接触的部位是顶体内膜，然后是赤道板区域或顶体后质膜。卵母细胞的融合部位主要为

微绒毛 （含肌动蛋白）富集的质膜区域，涉及整合素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微绒毛结构不仅作为融合蛋白

的支架，而且提供了一个融合蛋白定向运输、利于成簇的机制。因而精卵融合很少发生在第二次

减数分裂即将排出第二极体的无微绒毛区域。而启动膜融合的位点一般是在微绒毛区的微绒毛的

质膜表面。
（三）精卵融合的分子机制

关于精卵融合的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研究表明，一些因子可以介导精卵融合。如人

们已经从豚鼠精子膜上分离出一种与精卵融合有关的蛋白质，即ＰＨ ３０蛋白，也称受精素

（ｆｅｒｔｉｌｉｎ，ＰＨ ３０），是由α、β两个亚基组成的异二聚体，其中的β亚基参与精子与卵子质膜的

融合。此外，从大鼠精子膜中也分离到与膜融合有关的、由两条多肽链Ｄ和Ｅ组成的３７ｋｕ蛋白

质ＤＥ。人的顶体反应后的精子表面，也有一种４３ｋｕ的可介导融合的蛋白质，其末端氨基酸序

列与ＣＤ４６相匹配，后者是一种膜吸附分子。卵子表面的精子受体可能是一种细胞黏着分子整合

素，整合素是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胞质膜上的糖蛋白类受体家族，精子上的ＰＨ ３０可能与卵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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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素结合，即精子膜上的配体与卵子膜上的受体结合，激发Ｇ蛋白或活化酪氨酸激酶，使卵

膜上的磷脂酶Ｃ （ＰＬＣ）被激活，进而水解卵膜上的４，５ 二磷酸磷脂酰肌醇 （ＰＩＰ２），产生

ＤＡＧ和ＩＰ３。ＩＰ３导致内源性Ｃａ２＋释放，使卵胞质内Ｃａ２＋含量很快提高，而ＤＡＧ又可激活蛋白

激酶Ｃ （ＰＫＣ），后者与Ｃａ２＋一起引起膜融合。

四、卵子激活

从卵巢排出的卵子未受精时，呼吸活动处于最低水平，细胞内的ＤＮＡ转录和蛋白质合成停

止，处在第二次静止期 （ＭⅡ）。一旦精子进入，卵子立即发生一系列生化事件和形态变化，导

致细胞分裂、分化和新生命个体的诞生。这个激发并发育到第一次卵裂前的过程，称为卵子激活

（ｅｇｇ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卵子激活是指能够从减数分裂过程中的静止状态恢复获得向前发育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

源于受精过程，只有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卵子才具有这种发育的潜能。不能受精的哺乳动物卵

子在排卵４８ｈ左右死亡。
（一）卵子胞质内Ｃａ２＋浓度升高与卵子激活

大量实验证据表明，受精时卵子内游离Ｃａ２＋浓度变化，在卵子的激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迄今所有检测过的动物 （从海胆、鱼类到哺乳类），受精过程均伴有胞内Ｃａ２＋浓度升高，如对哺

乳动物，将Ｃａ２＋离子直接注射到卵子胞质内可激活卵子。其他人为诱导胞内游离Ｃａ２＋浓度升高

的方法同样可以激活卵子，导致皮质颗粒释放、透明带修饰及阻断多精入卵。相反，阻断受精卵

胞内Ｃａ２＋浓度升高，将阻断卵子活化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Ｋｌｉｎｅ，１９８８），例如注射Ｃａ２＋的螯

合剂ＥＤＴＡ或ＢＡＰＴＡ到卵子内，将不会发生由受精或Ｃａ２＋离子载体诱导的Ｃａ２＋浓度升高、皮

质颗粒释放、第二极体排出及原核形成等事件 （Ｋｌｉｎｅ，１９８８；Ｔｏｍｂ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因此，
上述证据表明Ｃａ２＋离子浓度的升高是卵子激活的必要条件。

（二）卵子激活的分子机制

对于卵子激活来说，Ｃａ２＋离子的释放是必不可少的。但精子是如何引起Ｃａ２＋的释放，其原

因目前还不真正清楚。最近的研究证明，１，４，５ 三磷酸肌醇 （ＩＰ３）的产生是Ｃａ２＋离子从细胞内

钙库释放的主要机制。
ＩＰ３通路如图４ ７所示。４，５ 二磷酸磷脂酰肌醇 （ＰＩＰ２）由磷脂酶Ｃ （ＰＬＣ）分解产生两个

有活性的化合物：ＩＰ３和ＤＡＧ。ＩＰ３通过打开内质网上的Ｃａ２＋离子通道，将Ｃａ２＋离子释放到胞质

内。ＤＡＧ激活蛋白激酶Ｃ （ＰＫＣ），使蛋白磷酸化和去磷酸化作用失去平衡，使ＭＰＦ和ＣＳＦ失

活或消失，导致调节膜离子通道的Ｈ＋、Ｎａ＋的反向泵出和泵入，减少了细胞内的Ｈ＋，引起卵

内的ｐＨ 升 高 （Ｓｗａｎｎ＆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１９８６；Ｎｉｓｈｉｚｕｋａ，１９８６）。因 此，ＰＬＣ激 活 的 结 果 是，
Ｃａ２＋离子的释放和卵子的碱性化，从而启动成熟分裂，使卵脱离ＭⅡ的休止期，使皮质颗粒胞

吐和启动基因转录ＤＮＡ及蛋白质的合成。
ＩＰ３应答的Ｃａ２＋通道已在卵子的内质网上找到。在精子进入的部位上形成的ＩＰ３，与这些通

道上的受体结合，影响一个局部的Ｃａ２＋释放。这些Ｃａ２＋离子一旦释放就可直接扩散，或通过与

位于皮质 的 内 质 网 上 的Ｃａ２＋ 敏 感 受 体 的 结 合，促 进 更 多 的Ｃａ２＋ 释 放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Ｃａ２＋离子与受体结合释放更多的Ｃａ２＋，而释放的这些Ｃａ２＋又与更多的受体结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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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７　磷酸肌醇在启动Ｃａ２＋从内质网释放及发育的作用

（磷脂酶Ｃ将ＰＩＰ２分解为ＩＰ３和ＤＡＧ。ＩＰ３将Ｃａ２＋从内质网释放出来，

并且在释放出的Ｃａ２＋帮助下，ＤＡＧ激活细胞膜上的Ｎａ＋／Ｈ＋离子交换泵）

（引自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６ｔｈＥｄ，Ｓｉｎａｕ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２０００，２０８）

往复，这样便形成钙波。钙波在精卵结合部位产生后立即向整个卵子传播。而且，在高浓度

Ｃａ２＋存在的情况下，皮质颗粒与细胞膜融合，产生一个在Ｃａ２＋离子之后的胞吐波。Ｍｏｈｒｉ及他

的同事们 （１９９５）的研究显示，ＩＰ３对于钙波的产生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条件。

五、皮质反应与多精受精的阻止

精子与卵的接触和融合，使卵被激活，从而启动一系列生理、生化和形态变化，其中包括皮

质反应和阻止多精受精。
（一）皮质颗粒

皮质颗粒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ｅ，ＣＧ）是大多数动物卵母细胞中所特有的一种圆形的、外包界膜

的细胞器。哺乳动物卵母细胞的皮质颗粒直径一般在０２～０６μｍ，内含不同电子致密度不同

的、均匀的内含物。皮质颗粒来源于高尔基复合体，在卵泡开始生长时初步形成，卵母细胞成熟

后，颗粒细胞数量增加且单层排列在质膜下方。皮质颗粒也是一种溶酶体样的细胞器，主要含有

以下几种成分：①蛋白酶；②卵过氧化物酶；③Ｎ 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④糖基化酶；⑤ｐ７５

（一种７５ｋｕ的蛋白质）；⑥肝素结合胎盘蛋白。一个哺乳类的未受精卵大约有４０００个皮质颗粒。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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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颗粒在皮质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二）皮质反应与阻止多精受精

皮质反应是卵子激活的最初反应。精子入卵后，激发卵质膜下的皮质颗粒与卵膜融合发生胞

吐，即发生皮质反应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Ｒ）。皮质颗粒的胞吐是 “爆炸性的”，从精子入卵点

开始迅速向四周扩散。皮质反应在阻止多精受精中发挥作用。哺乳动物卵子阻止多精受精涉及透

明带反应和卵质膜反应。
１透明带反应　在哺乳动物中，一旦精子与卵子融合，皮质反应后胞吐到卵周隙中的酶类

即引起透明带糖蛋白的变化，从而阻止多精入卵，这称为透明带反应 （ｚｏｎａｒｅａｃｔｉｏｎ）。透明带

的变化包括：初级精子受体ＺＰ３灭活，改变其识别正常精子的功能，游离的精子不再能与透明带

结合；次级精子受体ＺＰ２水解，已与透明带结合或部分穿过透明带的精子不再能穿过透明带。这

种变化是由于皮质颗粒释放的酶 （包括胰蛋白酶样的蛋白酶）可以进入透明带，降解ＺＰ３和ＺＰ２
糖蛋白的功能基团，使透明带硬化和卵黄膜表面发生改变，使其他精子不能再与透明带结合。

不同种类哺乳动物的透明带反应是有差别的。兔卵不发生透明带反应或反应很微弱，因而会

有许多精子进入透明带，但不能进入卵膜内，这些额外的精子称补充精子。绵羊和狗的透明带反

应迅速，很少见到补充精子；而小鼠和大鼠则发展较慢，易见到补充精子；猪的透明带反应仅限

于内层，所以精子能进入透明带，但并不穿透。
２卵质膜反应　许多哺乳动物的卵子受精后，卵质膜也发生变化，阻止多精受精的发生，

称为卵质膜反应 （ｅｇｇｐｌａｓｍ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研究发现，兔卵阻止多精受精主要发生在卵

质膜水平上，但质膜阻止多精受精只是一个现象描述，其机制了解的不多。关于皮质颗粒内容物

是否参与质膜阻止多精受精，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许多学者认为，质膜阻止多精受精是精

子非依赖性的。通过观察小鼠和仓鼠受精卵皮质反应后皮质颗粒内容物的命运，发现，卵子激活

后，含甘露糖基的皮质颗粒成分被覆盖到卵质膜表面，或者是皮质颗粒胞吐过程中，结合到卵质

膜中的皮质颗粒膜含有甘露糖基化的内在蛋白，这种蛋白在皮质反应后暴露出来。另外，也使含

甘露糖基的皮质颗粒成分与微绒毛结合，改变了卵质膜的性质，从而阻止多精入卵的发生。此

外，小鼠卵受精后，卵质膜还结合有墨角藻糖和唾液酸，这也可能与多精受精的阻止有关。无透

明带兔卵母细胞受精后，与微绒毛结合的甘露糖基化物质特别丰富，可能都与多精受精的阻止有

关。这表明，皮质反应发生后，皮质颗粒的某些成分与卵质膜结合，可能在阻止多精受精中发挥

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质膜阻止多精受精是精子依赖性的，皮质颗粒内容物不起作用。因为有

实验说明，精子膜与卵质膜融合，通过改变卵质膜的性质，阻止多精受精的发生。
３皮质反应的机制　当卵母细胞受到刺激时，快速发生皮质颗粒胞吐，这也是一种分泌现

象，因此，可把它视为一种分泌细胞，但与持续性分泌细胞不同的是，卵母细胞整个生命过程中

仅发生这一次分泌活动，这一特性与精子的顶体反应非常类似。皮质颗粒与顶体在发生上，不但

均来源于高尔基复合体，而且二者的内含物成分均是为完成受精任务而 “精心”准备的关键性物

质，其中相当多的成分具有水解酶特性。关于精子激活卵子诱发皮质反应的机制，目前主要有两

种观点。Ｋｌｉｎｅ等 （１９８８）和Ｍｏｏｒｅ等 （１９９３）的观点认为，皮质反应的发生是一种卵质膜受体

介导的过程，即精子表面的配体 （如仓鼠的受精素ＰＨ ３０，小鼠的 Ｍ２９，大鼠的ＤＥ，人的

ＭＨ６１和豚鼠的Ｇ１１、Ｍ１３等）与卵质膜表面的受体 （可能是整合素）结合，通过活化Ｇ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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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蛋白酪氨酸激酶，激活一系列的信号转导系统，诱发皮质反应的发生。Ｄａｌｅ等 （１９８５）认为，
精子入卵带入可溶性的卵子激活因子，从而诱发皮质反应的发生。不论诱发皮质反应的最初信号

是什么，皮质反应涉及细胞内的信号转导系统这一点是肯定的。已经证实，磷脂肌醇信号通路在

皮质反应中起重要作用。首先，卵质膜上的４，５ 二磷酸磷脂酰肌醇 （ＰＩＰ２）水解，产生两种第

二信息分子，即二酰基甘油 （ＤＡＧ）和１，４，５ 三磷酸肌醇 （ＩＰ３）。ＩＰ３与细胞质中储存Ｃａ２＋

的内质网或钙小体 （ｃａｌｃｉｓｏｍｅ）上的ＩＰ３受体结合，导致内源性Ｃａ２＋的释放；同时，ＤＡＧ激活

ＰＫＣ，最终导致皮质颗粒膜与卵质膜融合，发生皮质反应。

六、原核形成和发育

精子进入卵子后，随着精卵质膜融合，精子核直接与卵胞质作用，发生核膜破裂，精子染色

质去致密，同时，卵母细胞恢复第二次减数分裂，排出第二极体。随后去致密的精子染色质和卵

子染色质周围重新形成核膜，最后形成雌雄原核。两性原核的形成过程不同。
（一）雄原核形成

对雄原核形成的观察发现，海胆、文昌鱼、蛙等动物的精子头部入卵后要旋转１８０°，使精

子的中心体位于核前端，朝向卵子的中央，此时精核要发生一系列变化，成为一个膨大的雄原

核。雄原核形成的大体过程为：精子入卵后，核膜开始破裂，发生膜囊泡化，即核膜的内、外两

层多处融合，形成串状小囊泡围于染色质周围，接着小囊泡消失，核膜破裂，致密的染色质直接

存在于卵质中，染色质去致密或分散。在染色质去致密不久，在它的周围重新形成新的原核核

膜，同时核仁出现，形成一个比原来精核膨胀的雄原核。
未受精前的精子核的致密化，是由于精子形成过程中精核内的蛋白质发生更替的结果，即精

子细胞核内的组蛋白完全被碱性的鱼精蛋白 （或称精蛋白）所取代。受精后精子ＤＮＡ要参与胚

胎发育，它的染色质必须在卵内去致密。精子核去致密的第一步是减少和清除鱼精蛋白上的二硫

键 （  Ｓ Ｓ ）。当足够的二硫键被清除后，精核染色质开始对卵内的去致密因子产生反应而发

生去致密，与此同时，鱼精蛋白逐渐被组蛋白取代。组蛋白的重新取代鱼精蛋白是精子染色质激

活和原核ＤＮＡ复制的前提。陈大元等 （１９８３）发现，使精核去致密取决于卵母细胞的成熟程

度，ＧＶ期卵母细胞不能使体外受精或显微注入的精核去致密，只有当生发泡破裂 （ＧＶＢＤ）
时，精子核才能去致密而发育成雄原核，因而推测精子核去致密因子或该因子的上游调节物可能

储存在ＧＶ内，ＧＶＢＤ时释放到卵母细胞中。Ｅｎｇ和Ｍｅｔｚ（１９８０）的工作证实，海胆精子染色

质去致密与ＧＶＢＤ时释放到卵母细胞质内的一种没有种属特异性、分子质量为１００ｋｕ、不耐热

的物质有关。
（二）雌原核形成

卵母细胞在完成减数第二次分裂，排出第二极体之后，胞质内的单倍染色体首先分散，沿着

分散的染色体的边缘汇集成许多膜包小囊，它们逐渐相互融合形成一段段的双层核被膜。随后这

些核被膜片段彼此合并而形成一个形状不规则的雌原核。原核形状逐渐从不规则变为圆形，体积

增大，其内形成类核仁１至数个。这时雌雄原核形态接近难以区分，但凡原核靠近处有精子尾部

的可判定为雄原核。一旦雌雄原核发育到同步时，通常雄原核大于雌原核，因而可将二者区别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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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雌雄原核融合

雌雄原核形成以后，卵细胞质中的微管、微丝等也因被激活在细胞骨架中发生重排，促使雌

雄原核向卵细胞中央移动，两个原核可能因核膜所带电荷相反而相互吸引，彼此靠近。接触部位

的原核膜变为指状，互相交错对插。松散的染色质高度卷曲成致密的染色体。然后雌雄核膜破

裂，以至消失，核仁不见，染色体相互混合，形成二倍体的合子核。这时的细胞称为受精卵或合

子。随后，染色体对等地排列在卵细胞质的赤道板，纺锤体出现，形成第一次卵裂的中期，受精

过程至此全部结束。
整个受精过程如图４ ８所示。

图４ ８　哺乳动物的受精过程

Ａ精子与卵丘相遇并穿过卵丘 （第一极体存在于卵周隙内，次级卵母细胞的纺锤体存在于胞质内）

Ｂ正在进行顶体反应的精子　Ｃ一个精子的顶体内膜与透明带接触　Ｄ暴露在膜表面的酶使精子穿过透明带进入卵周隙

Ｅ精子头部的近赤道区域附着到卵黄膜上并与其融合 （从而刺激第二次减数分裂的完成）

Ｆ第二极体排出 （形成一个大的雄原核和一个小的雌原核）

Ｇ原核向卵子的中央移动 （核膜消失）　Ｈ第一次有丝分裂的前期开始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４ｔｈＥｄ．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ｌｋｉｎｓ，１９８４，１１８）

七、异常受精

正常情况下，哺乳动物大都为单精子受精，异常受精的情况一般不超过正常受精的１％～
２％。多精受精、雌核发育和雄核发育以及双雌受精都属于异常受精。

（一）多精受精

许多动物有多精受精现象，即在受精时有一个以上的精子进入卵内，但仅有一个雄原核真正

参与发育，与雌原核发生融合，其余的精子逐渐退化、消失。有时多余的精子也发生一些畸形分

裂，但不妨碍正常卵裂和发育。哺乳动物发生多精受精比例仅占１％～２％，猪发生机会较多。
多精受精的产生与阻止多精入卵机能不完善有关。例如，卵母细胞发育尚未成熟或老化，卵

子透明带损伤以及皮质颗粒的分布和排列异常都可引起多精受精。有一些动物的卵子，允许补充

精子进入，并形成雄原核，但只允许其中一个与雌原核发生融合，这种现象称为生理多精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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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动物多精入卵是病理性的，发生形式也有很大变异。当多个精子同时参与受精时，会形

成多个原核，而且体积都较小。多个原核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多倍体，当发育到怀孕中期时，胚胎

就会萎缩死亡。
（二）雌核发育

当精子进入卵子将卵子激活后，精子不形成雄原核并发生萎缩，而被激活的卵子充分发育，
并且不排出第二极体，仍发育成双倍的个体，这种生殖方式称雌核发育。某些鱼类在受精时会发

生雌核发育的情况。哺乳动物因为很少不排出第二极体，所以卵内只存在单套染色体，不能正常

发育。
与雌核发育不同，单性生殖是卵子不经受精而发育成子代的一种生殖方式，亦称孤雌生殖。

自然界有许多动物是以单性生殖来繁殖子代的。用实验的方法使未受精卵单独发育称人工单性生

殖。人工单性生殖也被称为孤雌生殖，主要是模拟受精过程中精子对卵子的激活条件，以便探索

受精机理。目前，小鼠、兔、绵羊等哺乳动物也进行过孤雌生殖的研究，但胚胎往往在发育的早

期就死亡。
（三）雄核发育

卵子被激活后，雌核消失，只有染色体的雄核部分发育，称雄核发育。雄核发育在任何一种

动物中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发育。
（四）双雌核受精

双雌核受精，是由于卵子在某次成熟分裂中未将极体排出，造成卵中有两个雌核，而且都发

育成原核而形成的。受精后为三个原核 （两个雌原核，一个雄原核）。这种现象较易发生于金田

鼠和猪的受精过程。往往是由于延迟交配、人工授精，或卵子在受精前已经衰老而引起。母猪如

在发情后３６ｈ交配，双雌核率可达２０％以上。

第四节　输卵管环境与受精

早期人们普遍认为输卵管只是配子的被动管道。这种观点很快被一些实验证据否定了。哺乳

动物的输卵管并不仅仅是配子的一个被动通道，在输卵管不同的部位和不同的时期，由于激素和

其他因子的调节作用，输卵管液及其结构是有所不同的，这有利于精确而动态地调节精子的功

能，保证受精过程的顺利进行。弄清楚输卵管环境与精子受精的关系对于改进精子体外获能技术

及治疗某些不育症，提高公畜的繁殖性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输卵管解剖及组织结构概述

不同动物的输卵管其解剖结构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输卵管通常被认为是由平滑肌肌细胞层

和分泌细胞层构成。按其基本形态，整个输卵管可分为４部分：①宫管连接部；②峡部，平滑肌

含量较多；③壶腹部，是输卵管的主要分泌部位；④伞部 （漏斗部），为输卵管远端腹腔开口处，
在输卵管的末端，存在大量的分泌细胞。

输卵管的血管系统来源于子宫和卵巢的血管分支，这些动脉和静脉血管并行在输卵管形成吻

合血管，从而很容易实现代谢物质在子宫、卵巢和输卵管间进行有效交换，这种结构存在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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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回流。输卵管管壁受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支配。
输卵管细胞层包含纤毛细胞和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形态在雌性动物的发情周期也存在周期性

变化，由发情初期开始变肥大至发情间期逐渐变萎缩。胎儿在母体内发育阶段并没有纤毛细胞，
纤毛细胞一般是在胎儿出生时或在动物进入青春期开始出现。精子一般储存在宫管连接部，直到

排卵时才释放出来。精子和卵子的受精作用在壶腹部进行。

二、输卵管液的组成

输卵管的分泌活动是按照配子和胚胎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卵子在进入输卵管之前要在卵巢

中呆上数月或数年的时间。精子同样也要在睾丸和附睾中呆上很长的一段时间。精子的获能、受

精和早期的胚胎发育需要在输卵管进行。
输卵管液的数量是由激素来调控的，雌激素能增加输卵管液的分泌，而孕激素会减少输卵管

液的分泌。输卵管的液流方向在不同时期也不同，在排卵时和随后的３ｄ，输卵管液是流向腹腔

的；随后液流发生变化，开始流向子宫，直到胚胎进入子宫为止。
一些药物组分 （如副交感神经阻断药、交感神经阻断药等）能较微弱地调控输卵管分泌液

的量。
输卵管液是血液渗出液和输卵管上皮合成分泌的化合物组成的一种精细的混合液。以现有的

技术，通常难以分离输卵管不同部分的分泌产物，因此，壶腹部作为输卵管的重要区段，在研究

时应优先予以考虑。
（一）生物物理参数

不同动物输卵管液的渗透压基本相同，约为２９０ｍＯｓｍ／ｋｇ，和血浆的渗透压相近，输卵管

渗透压值并不会受到激素变化的影响。由于输卵管的蛋白浓度低于血浆，所以其胶体渗透压要小

于血浆。输卵管的黏滞性与血浆相似，约为１８ｍＰａ·ｓ。输卵管有一个较强的ＨＣＯ－３／ＣＯ２／碳

酸酐酶系统，使其ｐＨ偏高而显示碱性。输卵管内的Ｏ２气压约为８ｋＰａ（６０ｍｍＨｇ），小于空气

的Ｏ２气压的一半。
（二）电解液特性

输卵管壁具有选择渗透的功能，其机制尚不明了。与血浆相比较，其钾盐和ＨＣＯ－３ 的浓度

要高２～５倍，而Ｎａ＋、Ｃａ２＋和Ｃｌ－的浓度与血浆相当。
（三）有机化合物

１葡萄糖　输卵管液的葡萄糖浓度为１～３ｍｍｏｌ／Ｌ，低于血浆中葡萄糖水平 （为５～
６ｍｍｏｌ／Ｌ）。

２乳酸盐 （ｌａｃｔａｔｅ）　由于输卵管自身的葡萄糖的代谢作用，输卵管液中的乳酸盐浓度要高

于血浆。
３脂类　输卵管液中的脂类物质浓度较低，但几乎含有所有类型的脂类物质：磷脂、甘油

三酯、游离脂肪酸、胆固醇酯等。载脂蛋白主要是ＨＤＬ，白蛋白也能转运类固醇物质。兔子输

卵管液中的游离脂肪酸的浓度与全血相当，与血清或血浆有一定的差异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８８）。水牛输卵管液中胆固醇在发情周期的不同时期和输卵管的不同部位，其浓度都有差异，
峡部的浓度要高于壶腹部；与输卵管其他部分相比，黄体期胆固醇／蛋白比值在峡部最高，壶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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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非黄体期的胆固醇／蛋白比值要略高于黄体期 （Ｋｕｍａｒｅｓ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４游离氨基酸　输卵管中大部分游离氨基酸，如蛋氨酸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亮氨酸 （ｌｅｕｃｉｎｅ）、

苯丙氨酸 （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赖氨酸 （ｌｙｓｉｎｅ）、天冬氨酸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甘氨酸 （ｇｌｙｃｉｎｅ）、丙氨

酸 （ａｌａｎｉｎｅ）、酪氨酸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牛磺酸 （ｔａｕｒｉｎｅ）、亚牛磺酸 （ｈｙｐｏｔａｕｒｉｎｅ）等的浓度要高

于血清。在很多动物，输卵管液中主要为甘氨酸和丙氨酸。有的研究显示，输卵管液的甘氨酸和

丙氨酸的浓度远远高于血清，尤其是甘氨酸，其浓度可达到５ｍｍｏｌ／Ｌ （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有少数氨基酸，如苏氨酸 （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和丝氨酸 （ｓｅｒｉｎｅ）在输卵管液中含量甚微，这些羧化氨

基酸既不是来源于血清，也不是输卵管壁代谢的产物。
５生物大分子　输卵管液中蛋白浓度只有血清的１／１０左右，这些蛋白主要来源于血清，并

在发情周期的各阶段浓度变化不大，但发情期的蛋白浓度要高于黄体期。Ｇｌａｓｓ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７５）发现血液中的血清白蛋白能通过输卵管上皮转运到输卵管液中，而高分子质量的免疫球

蛋白则不能。
白蛋白的浓度占输卵管液中总蛋白浓度的６０％～８０％，白蛋白的主要功能可能是与脂类

（Ｅｈｒｅｎｗａ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０）、肽 类 （Ｍｅｎｅｚｏｅｔａｌ．，１９８６）和 儿 茶 酚 胺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
（Ｋｈａｔｃｈａｄｏｕｒ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等物质结合，起到一种调节和转运的作用。

输卵管上皮能分泌一些特殊的蛋白质。现在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输卵管蛋白 （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
国外一些实验室已先后克隆了狒狒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１）、牛 （Ｓｅｎｄ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羊

（Ｄｅｓｏｕｚ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小鼠 （Ｓｅｎｄ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和人 （Ａｒｉ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４）等的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
ｃＤＮＡ，中国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的罗金平在２００３年也成功地克隆到了兔的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约

为６４ｋｕ。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具有结构多态性和高度的电荷不均一性，除受糖基化修饰外，尚存在磷酸化

和磺酰化两种修饰形式。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的合成是雌激素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依赖性的，黄金地鼠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
的产生受雌激素控制，一旦产生，其合成的控制则由孕酮负责 （Ｍａｌｅｔｔ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５）。输卵管

蛋白在输卵管中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小鼠、羊、猪等的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局限于壶腹部，兔、狒

狒的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局限于峡部。Ｍｕｒｒｙ等 （１９９３）利用同位素标记技术，结合 Ｗｅｓｔｂｌｏｔｔｉｎｇ，证实

羊的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是在伞部合成并分泌的。关于牛的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在输卵管中的定位尚有不同的看法，
Ｂｏｉｃｅ（１９９０）等认为牛的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在输卵管的３个部分均有存在，而Ｓｅｎｄａｉ（１９９４）等认为牛

ｏｖｉｄｕｃｔｉｎ在仅存在于壶腹部和伞部。
输卵管中的酶系统与血清完全相同，可能是来源于血清的渗入。这些酶参与了输卵管液组分

的调节，如碳酸酐酶 （ｃａｒｂｏｎ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ａｓｅ）能调节ｐＨ、糖酵解酶能调节乳酸盐和丙酮酸盐浓

度。它们同样也可能参与精子的获能过程。牛输卵管液中的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能与精子的

细胞膜结合，使其免于氧化损伤。输卵管液中过氧化氢酶在发情周期的不同阶段和输卵管不同部

位其活性是不同的，峡部酶的活性总要高于壶腹部，同时，非黄体期峡部酶的活性总是要高于黄

体期 （Ｋｕｍａｒｅｓ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三、输卵管环境与受精

（一）输卵管环境对精子运行的调节

输卵管液中的某些组分可能参与精子运动的调节。牛磺酸和次牛磺酸是由输卵管上皮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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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的，在输卵管液中浓度较高。他们在半胱氨酸亚硫酸盐脱羧酶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ｓｕｌｆｉｎａｔｅ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
ｌａｓｅ，ＣＳＤ）的参与下，可能介导精子的超激活运动 （Ｇｕéｒ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但是其机制目前还

不清楚。
许多证据表明，输卵管上皮细胞参与精子运动的精确调节。精子进入输卵管后易被输卵管上

皮细胞 （ｏｖｉｄｕｃｔ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ＯＥＣ）所黏附，阻止精子继续向前运动，从而在输卵管内形成

精子库。在许多种类动物中，精子库局限在峡部下段。精子主要是以其头部的吻部 （即顶体周

缘）黏附到这一区域的纤毛上皮细胞和分泌上皮细胞的顶部 （即面向管腔的部分）质膜上 （Ｆａ
ｚｅｌ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Ｔｉｍｏｎｔｈｙ，１９９８）。精子与峡部ＯＥＣ的结合十分紧密，需要反复冲洗才能使

结合的精子从原位释出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０）。精子之所以与输卵管峡部上皮细胞顶部质膜结

合，与此处膜上存在唾液酸化的多糖蛋白复合物密切相关 （ＫｉｎｎｅＳａｆｆｒ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９），精子

与输卵管上皮细胞顶部质膜的结合有特异的分子相互作用。钙离子与输卵管液中的某些蛋白可能

参与精子与输卵管上皮膜相互作用的过程。精子与输卵管峡部上皮细胞的黏附是暂时性的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到排卵前，有少量的精子从峡部释出。精子在峡部的黏附与释放不仅起

到临时协调受精作用，还可确保在适当条件下有适当数量的精子到达受精部位 （Ｆａｚｅｌ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二）输卵管环境对精子活力及获能的影响

１输卵管环境对精子活力的影响　输卵管液的多种组分都有利于维持精子的活力。葡萄糖、
乳酸盐、丙酮酸盐和甘氨酸都是精子良好的代谢底物，输卵管液中的碳酸氢盐可以增加精子的呼

吸作用。高浓度的钾盐同样有利于精子的存活。钙离子可能参与了输卵管上皮对精子的吸附作

用，这些对于维持精子的活力都是很重要的。甘氨酸和丙氨酸可以调节细胞内的ｐＨ，并可以保

护细胞使其免受渗透压应激的影响。次牛磺酸是自由基清除剂，其反应的产物为牛磺酸。牛磺酸

具有抗氧化作用，能保护精子细胞膜。甘氨酸、丙氨酸、牛磺酸和次牛磺酸都能促进体外胚胎的

发育。
已有证据表明，精子与ＯＥＣ的暂时性黏附有利于维持精子在体内外的活力。Ｆａｚｅｌｉ等报道

（１９９９），当家兔、马和人的精子在体外分别与来自排卵前的母兔、母马及绝经前妇女的同源输卵

管顶膜囊泡 （ｏｖｉｄｕｃｔａｌａｐｉｃ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ｖｅｓｉｃｌｅ，ｏＡＭＶ）共同培养时，保持活力的精子数显著

高于那些与肾ＡＭＶ或空白培养液中培养的精子。这些试验暗示，在未与输卵管上皮细胞和

（或）其分泌物接触的情况下，与分离的ｏＡＭＶ的直接相互作用足以维持精子在体外具有与其在

体内相似的活力。而且ｏＡＭＶ对精子活力的影响具有组织特异性，并与采集ｏＡＭＶ时输卵管内

激素水平有关。另外，在有能减少ｏＡＭＶ与精子结合的抗体存在时，马ｏＡＭＶ维持精子活力的

效能显著削弱。这暗示精子与ｏＡＭＶ间的特异相互作用是调节这种影响所必需的。此外，还发

现黏附到输卵管上皮组织块 （ＫｉｎｎｅＳａｆｆｒ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Ｐｏｌｌ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Ｓｕａｅｚ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和单层培养的输卵管上皮细胞上 （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的精子在体外的寿命得到

延长。
２输卵管环境对精子获能的影响　精子的获能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输卵管中有许

多因子参与这个过程。在输卵管液中，许多组分 （如腺苷类似物、ＥＧＦ、硫化糖苷化合物、孕

酮、儿茶酚胺、牛磺酸、磷脂酶Ｃ等）能导致精子中的ｃＡＭＰ增加，从而参与精子的获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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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输卵管上皮细胞主动分泌的次牛磺酸和牛磺酸也能调节获能作用。
输卵管中胆固醇酯酶在精子获能过程中可能存在重要作用。胆固醇酯酶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ｓｔｅｒ

ａｓｅ）能调节胆固醇／磷脂的比率，从而调节精子细胞膜的流动性。当输卵管液中的胆固醇／磷脂

比率降低时，精子细胞膜中的胆固醇释放出来，与脂载体 （ＨＤＬ、ＬＤＬ和白蛋白）结合，精子

膜的流动性的增加，有利于精子的获能。反之亦然。
输卵管液中的牛磺酸具有抗氧化和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同时，牛磺酸能够能抑制卵磷脂的合

成，卵磷脂是磷脂酶Ｃ合成二脂酰甘油的底物，这样就间接地抑制了二脂酰甘油 （ＤＡＧ）的合

成，抑制了ＤＡＧ信号通路，从而有可能抑制精子的顶体反应。
输卵管上皮细胞对精子获能也存在重要的作用。获能过程中精子尾部鞭打式运动的强度与其

从精子库中释出的能力相一致。未获能的仓鼠精子射到输卵管内黏附到上皮上，而那些在体外已

获能的精子则保持游离状态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在自然配种的小鼠输卵管内可观察到一些超

活化运动的精子自由游动，而无超激活化运动的精子则紧密黏附到上皮上 （Ｄｅｍｏｔｔ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ＯＥＣ优先结合未获能的精子，并在合适条件下，允许获能的或转化为超活化运动的精子

从精子库中释放出来。
精子与输卵管上皮细胞顶部质膜间的直接接触还可降低精子获能速率。ＯＥＣ不黏附获能精

子，精子 ＯＥＣ间的相互作用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而是受特殊机制调节的。如：获能处理可显著

减少牛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马 （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仓鼠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精子与输卵管组织的黏附。这些结果证明了获能可降低精子黏附到ＯＥＣ上的能力。输卵管上皮

细胞顶部质膜调节精子在体内获能的时机。这种调节的生化机制目前还不清楚，但可能与精子细

胞内Ｃａ２＋的调节有关 （Ｔｉｍｏｎｔｈｙ，１９９８）。精子与输卵管上皮细胞顶部质膜的直接接触可能会

引起精子细胞内保持低Ｃａ２＋浓度 （Ｍｕｒｒａｙ，１９９７；Ｔｈｏｍ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等 （１９９３）证实了公羊精子与单层输卵管上皮细胞共同孵育而在体外获能或发生

顶体反应。公羊精子与ＩＢＳＲ２Ｚ（一种猪肾上皮细胞） 单层细胞共同孵育后较之没有与ＩＢＲＳ２Ｚ
共孵育的精子有更好的活力和运动能力，但对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的发生无影响。此外，与

ＯＥＣ共培养也促进了马 （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牛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精子获能。
Ｄｏｂｒｉｎｓｋｉ等 （１９９７）证 实 马 精 子 与 母 马 输 卵 管 峡 部 上 皮 细 胞 顶 部 质 膜 （ａｐｉｃａｌｐｌａｓｍａ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ＡＰＭ）共同孵育可延缓精子获能，这个结果似乎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矛盾。然而，
必须注意，两种研究方法不同：前者使用的是ＡＰＭ，而后者应用的是ＯＥＣ。虽然ＡＰＭ为研究

精子 输卵管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模型，但在此过程中，它不能代表整个相互作用。可能

ＯＥＣ分泌物或精子黏附到ＯＥＣ上后，引起ＯＥＣ质膜组分或结构的改变从而影响精子 输卵管相

互作用。

思　考　题

１精子和卵子在雌性动物的生殖道内是如何运行的？其机理是什么？

２涉及精子顶体反应的因素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３精子在获能和顶体反应前后有哪些变化？二者有何联系？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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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精子是如何穿过透明带的？其机制是什么？

５卵子激活的分子机制是什么？

６何谓皮质反应？其在阻止多精受精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卢克焕，张明）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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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早期胚胎发育生理

第一节　早期胚胎发育

一、早期胚胎发育的阶段特点

受精卵的形成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经过细胞的增殖、生长和分化等一系列复杂有序的变

化，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方面发生改变，最终发育成与亲代相似的个体。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

的主要阶段包括卵裂、桑葚胚、囊胚和原肠形成，也称为附植前胚胎发育 （ｐ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ｍ
ｂｒｙｏｎ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这个时期的胚胎尚未与母体子宫建立组织联系，处于游离状态。

（一）卵裂

精子、卵子结合形成单细胞的双倍体合子。合子则通过卵裂形成许多小细胞。卵裂 （ｃｌｅａｖ
ａｇｅ）是受精卵按一定规律进行多次重复有丝分裂的过程，卵裂所形成的单个细胞称为卵裂球

（ｂ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ｅ）。

图５ １　家兔早期胚胎卵裂模式图

１第一次卵裂平面　２第二次卵裂平面经裂

３第二次卵裂平面纬裂

（改自秦鹏春等编著．哺乳动物胚胎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４５）　

哺乳动物的卵子是少黄卵 （均黄卵），卵裂类型为全裂，
受精卵在输卵管内进行卵裂。受精卵经过第一次卵裂后，从

第二 次 卵 裂 起 变 得 不 规 则，故 又 称 为 异 时 卵 裂 （ａｓｙｎ
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ｃｌｅａｖａｇｅ）。与大多数动物一样，第一次卵裂平面，
是由动物极 （极体所在一端）向植物极方向切下，纵向分成

两个卵裂球。但是第二次卵裂面却出现了两个，一个仍为纵

向的卵裂面，即依然由动物极切向植物极，并与第一次卵裂

面垂直。这样即将第一次卵裂所分出的一侧卵裂球纵向分为

两个； 而另一个分裂平面是将另一卵裂球横向分裂为上下两

个，与第一次卵裂的分裂面横向垂直 （图５ １）（秦鹏春等，
２００１）。由于这种平面的转动变化，故又称此种卵裂类型为滚

动式卵裂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在以后的卵裂中，卵裂球分

裂的速度差别更大，第三次卵裂后，卵裂球的分裂则不完全

同步。因而，在不同的时期，可观察到奇、偶数的卵裂球。
如２ 细胞期，有一个卵裂球先垂直分裂，则出现了３ 细胞期，以后又相继出现４ 细胞期、５
细胞期、６ 细胞期、７ 细胞期、８ 细胞期。

卵裂与普通细胞的有丝分裂不同，卵裂细胞不生长而是连续分裂，其细胞分裂间期短。在透

明带内，卵裂球越分体积越小，而总的细胞表面却迅速增大，分裂到核质指数达到一定水平时分

裂速度减慢。哺乳动物比其他低等动物卵裂速度较慢，细胞周期长度为１２～２４ｈ。
在卵裂阶段，胚胎ＤＮＡ复制迅速，卵裂球的数量增加较快，卵裂球间的联系松散，胚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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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物质总量在不断减少，细胞核体积和细胞质之比例逐渐增加，细胞分裂在透明带中进行，卵裂

需要的营养主要来自卵子的胞质。
（二）桑葚胚

胚胎发育到一定阶段以后，卵裂球间的联系增强，形态逐渐由圆形变为扁平，球间的界限逐

渐模糊，胚胎紧缩在透明带内形成一个多细胞团、类似球形的群体，其表面状如桑葚，故称为桑

葚胚 （ｍｏｒｕｌａ）。
关于哺乳动物桑葚胚期的划分，因动物种类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人的胚胎８～１２ 细胞为桑

葚胚期。猪１６ 细胞期为早期桑葚胚，１６～３２ 细胞时为桑葚胚。山羊排卵后第４ｄ达到标准的

桑葚胚。蒙古绵羊，在配后６８～７２ｈ，卵裂球达到１６～２０个，进入早期桑葚胚阶段，但卵裂球

排列仍较松。牛的胚胎３２～６４ 细胞期达到桑葚胚。小白鼠胚胎分裂到１６ 细胞时，为一实心的

球体，达到桑葚胚阶段。大鼠在配后９６～１２０ｈ，达到桑葚胚期。兔合子分裂速度较快，配后

４７～６８ｈ即可达到桑葚胚期。仓鼠则需要６０～７０ｈ。
胚胎发育至桑葚胚期不久，卵裂球之间排列更加紧密，细胞间的界线逐渐消失，胚胎外缘光

滑，体积减小，产生了细胞连接，整个胚胎形成一个紧缩细胞团，这个过程称为致密化 （ｃｏｍ
ｐａｃｔｉｏｎ），这时的胚胎称为致密桑葚胚 （ｃｏｍｐａｃｔｅｄｍｏｒｕｌａ）。

在桑葚胚时期，胚胎已分出外层和内部细胞，外层细胞中的膜蛋白和细胞器呈现不对称分

布。胚胎细胞间连接紧密，外层细胞出现紧密连接，内层细胞、内层与外层细胞之间出现缝隙连

接 （图５ ２）（桑润滋，２００２）。胚胎发育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自身，部分来自输卵管

液或子宫液。

图５ ２　哺乳动物胚胎细胞的形态变化示意图

（引自桑润滋主编．动物繁殖生物技术．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８）　

（三）囊胚

桑葚胚致密化以后，卵裂球分泌的液体在细胞间隙积聚，在胚胎中央形成一充满液体的腔，
内部细胞位于外层细胞的一端，这时的胚胎称为囊胚 （ｂｌａｓｔｏｃｙｓｔ），中部的腔称为囊胚腔 （ｂｌａｓ
ｔｏｃｅｌｅ）。外层细胞发育成为滋胚层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或滋养层 （ｔｒｏｐｈｏｅｃｔｏｄｅｒｍ，ＴＥ细胞），滋养

层细胞的外表面有密集的微绒毛，能选择吸收外界的营养物质，供胚胎发育需要，这些细胞将分

化形成非胚胎本体结构，形成绒毛膜等组织和胎盘的外部结构。囊胚的内部细胞称为内细胞团

（ｉｎｎｅｒｃｅｌｌｍａｓｓ，ＩＣＭ），内细胞团将发育分化成胚体与胚外部分，最终形成胎儿。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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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胚胎的发育，囊胚腔不断扩大，透明带变薄，这时的胚胎称为扩张囊胚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ｂｌａｓｔｏｃｙｓｔ）。扩张囊胚的体积大小和扩张速度与物种有关。灵长类、兔、犬、猫囊胚扩张时期，
体积可增加许多倍，小鼠、大鼠和豚鼠等大多数啮齿类动物则略有增加。家畜的囊胚可在几天之

内发育成为一个充满液体的薄壁囊，几乎充满子宫腔。
扩张囊胚进一步发育，逐渐从透明带中脱离出来，这一过程称为胚胎的孵化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脱离出的囊胚称为孵化囊胚 （ｈａｔｃｈｅｄｂｌａｓｔｏｃｙｓｔ）或胚泡。兔囊胚脱出透明带由滋养层细胞的酶

溶解；小鼠透明带的溶解可能与雌激素致敏、由子宫上皮产生的透明带溶胞素所引起的囊胚节律

膨胀和收缩有关；猪囊胚的脱出则和子宫或胚胎产生的酶促因子有关，这是因为囊胚暴露于雌激

素刺激的子宫，引起透明带软化，导致囊胚膨胀和透明带破裂；牛囊胚脱出透明带有酶引起透明

带的软化作用，但主要作用是囊胚膨胀和收缩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前列腺素对囊胚的扩张和脱

带有负作用，前列腺素的类似物，可以防止囊胚的扩张和孵化。
各种动物囊胚腔中液体形成的时间不同，如仓鼠和猪为１６ 细胞期，小鼠为３２ 细胞期，绵

羊为６４ 细胞期，兔为１２８ 细胞期。囊胚孵化时间一般在排卵后的４～８ｄ，其中牛为９～１１ｄ，
绵羊为７～８ｄ，猪为６ｄ，马为８ｄ，小鼠在注射ｈＣＧ后的１２０ｈ（此时胚胎细胞数量约为１２８个

细胞）。
在囊胚期，所有动物的代谢速度都增加。牛囊胚在１０ｄ时具有三羧酸循环氧化酶，此时囊

胚开始伸长，因而能进入较有效的能量代谢需氧途径。这一时期，位于胚胎外周的滋养层细胞对

于胚胎与母体环境的隔离和营养物质的传递起重要作用。囊胚在孵化过程中或孵化以后分泌妊娠

信号，与母体子宫建立初步联系。囊胚期胚胎生活在子宫中，其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主要来自子

宫内膜腺和子宫上皮所分泌的子宫乳。
（四）原肠形成

囊胚孵化以后，继续发育、分化，进入快速生长期。在此过程中，由于细胞的分层和迁移，
在滋胚层和ＩＣＭ 围成的囊胚腔中，由新形成的内胚层围成一个新腔，称为原肠 （ａｒｃｈｅｎｔｅｒｏｎ），
此时的胚胎，称为原肠胚 （ｇａｓｔｒｕｌａ）。原肠形成 （ｇａｓｔｒｕｌａｔｉｏｎ）是早期胚胎发育的一个重要阶

段。从进化意义上讲，是由单层细胞胚体和具腔的囊胚，经过细胞的分裂、运动、迁移和聚集，
分化成为二胚层和三胚层的胚胎，再进一步分化成各种组织和构建成器官、系统。

原肠形成过程中，首先ＩＣＭ分化为两层细胞，分别称为上胚层 （ｅｐｉｂｌａｓｔ）和下胚层 （ｈｙ
ｐｏｂｌａｓｔ）。下胚层又称为原始内胚层。其后，下胚层细胞继续分裂，紧贴着滋胚层生长，向周

围、向下扩展，并在植物极汇合，结果在滋胚层内侧形成包围一个大腔的内胚层，这个大腔就是

原肠。位于原肠顶壁的内胚层，将来形成胚体的部分，称为胚内内胚层 （ｉｎｔｒａ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ｅｎｄｏ
ｄｅｒｍ），其余部分则称为胚外内胚层 （ｅｘｔｒａ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ｅｎｄｏｄｅｒｍ），它们位于原肠腔的侧壁和底

壁。胚外内胚层将形成卵黄囊 （ｙｏｌｋｓａｃ）和尿囊 （ａｌｌａｎｔｏｉｓ）的主要成分。上胚层形成了胚体

外胚层、胚体中胚层，以及绝大部分的胚内内胚层。下胚层则形成胚外内胚层与一小部分胚内内

胚层。
在胚胎原肠化 （ｇａｓｔｒ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ｂｒｙｏｓ）过程中，家畜胚胎进入快速发育期，其胚胎的体

积快速增加，而且个别家畜胚胎在形态上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如牛胚胎在受精第１３ｄ时形成直

径为３ｍｍ的球体，第１７ｄ时发育成长度为２５ｃｍ的线形，第１８ｄ时线形胚胎伸入对侧子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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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胚胎在受精第１０ｄ时，形成直径为２ｍｍ的球体，第１１～１２ｄ时球体的直径达到１０ｍｍ，以

后胚胎很快变为管形，到１３ｄ时发育为线形，长度达到１ｍ，胚胎的最快伸长速度可达到３０～
４０ｍｍ／ｈ。马的胚胎在早期发育过程中一直保持球形，胚胎孵化以后直径每天递增２～３ｍｍ，到

配种后第１７～１９ｄ时，胚胎直径与子宫腔相当。马胚胎在妊娠的第６ｄ时，在透明带内，滋养层

外出现一层由糖蛋白构成的胶膜，第１２～１４ｄ时胶膜囊完全形成，在妊娠第２８ｄ胶膜消失，胚

胎进入第二个快速生长期，滋养层首次与子宫内膜直接接触。胚胎伸长与妊娠信号的分泌几乎是

同时进行，因此，有利于妊娠信号的传播，使母体做出反应，保证胎儿进一步发育。

二、早期胚胎发育的机制

（一）卵裂的机制

卵裂的机制主要是卵裂球的有丝分裂器与表层胞质变化的过程。卵裂包括细胞核分裂 （ｋａｒ
ｙｏｋｉｎｅｓｉｓ）与细胞质分裂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ｓ）两个独立而并行的过程。

图５ ３　２ 细胞期小鼠胚胎部分电子显微镜图像

［两个卵裂球间仍有细胞间桥相连，并可看到中体 （箭头所示，

放大３５００倍）］

（引自秦鹏春等编著．哺乳动物胚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５３）　

细胞核分裂是分裂中期形成的由染色

体、微管和中心体组成的有丝分裂器的功

能。而细胞质分裂是在核分裂的同时进行了

复杂的蛋白质合成，由于形成卵裂沟的位点

受有丝分裂器的诱导，以及卵裂球表层胞质

的作用，在将要形成的卵裂沟处，Ｃａ２＋的含

量增加，有些物质在质膜上浓缩，表层加

厚，出现由微丝组成的收缩环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
ｒｉｎｇ），由于微丝的收缩，使相对表面出现卵

裂沟。在收缩环围成的胞质中心，有由残余

微管和致密物质组成的中体 （图５ ３）。收

缩环逐渐靠近中体，使两个卵裂球完全分

开。由于类脂和蛋白质的重复单位组装，形

成了包围卵裂球的新质膜。
（二）囊胚形成的机制

在囊胚形成的过程中，主要有卵裂球致

密化作用和胚胎细胞极性变化以及胚胎囊腔

化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致密化作用是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

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 环 节。胚胎细胞致密化

的主要特点是细胞粘连、细胞连接和细胞极

性的形成。山羊胚胎在４ 细胞期首先出现

缝隙连接，８ 细胞时第一次出现桥粒，由于

连接复合体的出现，卵裂球变扁，卵裂沟变

浅，形成了一个致密化的胚体 （杨增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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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小鼠、大鼠、家兔胚胎在８ 细胞期发生致密化；猴、人类、狒在１６ 细胞期发生致密

化。致密化作用使细胞形态改变，细胞之间的接触面扩大，分裂球间的相互关系变得紧密，同

时，产生紧密连接和缝隙连接，紧密连接的形成封闭了胚胎内部和外环境之间的直接通路，在胚

胎内部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微环境，促使胚胎进一步分化为滋胚层和内细胞团，为囊胚腔的形成创

造了结构条件。所以，致密化作用是由相邻的卵裂球细胞的表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细胞表

面特异性蛋白的合成、表达起了重要作用。已经证明，致密化过程需要Ｃａ２＋的参与，这一过程

的发生，伴随着质膜硬度的变化和细胞质中细胞骨架成分与分布方向的改变。小鼠８ 细胞胚胎

在致密化过程中，每个卵裂球均发生了胞质成分的重新组合。
随着致密化的进行，卵裂球发生明显的极性变化，如小鼠８ 细胞末期，细胞内成分由放射

状排列到偏于一端呈极性排列，这一过程称为极性化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胚胎细胞极性的出现，是

胚胎细胞分化的开始，卵裂球逐渐形成滋胚层和内细胞团两种类型细胞，并出现囊胚腔。
细胞的连接复合体对于细胞的极性化、囊胚腔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连接包括细

胞顶部的紧密连接、侧部的缝隙连接和桥粒 （Ｇａｒｒｏｄｅ＆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２）。小鼠胚胎３２～６４ 细

胞期时，滋胚层细胞间的紧密连接尚未完全形成，紧密连接形成的封闭作用不彻底，当紧密连接

完善后，胚胎的渗透性发生改变，胚胎内部积聚液体，产生囊胚腔，胚胎扩张，体积增大，即发

育到扩张囊胚时期。
当囊胚腔形成时，腔内不断积聚液体，其主要成分是水和Ｎａ＋、Ｃｌ－、Ｋ＋、Ｃａ２＋、Ｍｇ２＋等

离子成分，这些离子均通过细胞主动运输进入。Ｍａｎｅｊｗａｌａ等 （１９８９）认为，Ｎａ＋和Ｃｌ－的向量

运输，是囊腔化所必需的，Ｎａ＋通过滋胚层细胞外侧质膜上的Ｎａ＋通道进入，Ｎａ＋和Ｈ＋交换以

及完成与葡萄糖的协同运输。Ｎａ＋／Ｋ＋ ＡＴＰ酶则可以介导Ｎａ＋由细胞进入囊胚腔。Ｎａ＋／Ｋ＋

ＡＴＰ酶又称为Ｎａ＋／Ｋ＋泵或钠泵，主要功能是调节细胞的体积和离子浓度。在囊胚形成过程中，
滋养层细胞基底膜上的Ｎａ＋／Ｋ＋泵不断地把细胞外液中的Ｎａ＋运送到内层细胞间，导致内层细

胞间离子浓度升高，在渗透压的作用下，水分子通过外层细胞向胚胎内集中，导致胚胎内出现一

个充满液体的囊腔，即囊胚形成。Ｎａ＋／Ｋ＋ ＡＴＰ酶的活性受到滋养层细胞紧密连接的形成、细

胞骨架的分布、细胞黏合分子以及生长因子的影响。生长因子ＩＧＦ、ＥＧＦ与ＴＧＦ均可提高早期

胚胎细胞ＲＮＡ与蛋白质的合成率，影响胚胎细胞分裂和细胞数目，从而促进囊胚的孵化。生长

因子的作用可能是通过细胞内第二信使ｃＡＭＰ来发挥作用。用ｃＡＭＰ类似物处理早期胚胎，可

促进囊胚液体的积聚和囊胚腔的扩张 （Ｍａｎｅｊｗａｌ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６）。激活生长因子ＥＧＦ受体，可

导致细胞内ｃＡＭＰ水平提高，进而激活Ｎａ＋／Ｋ＋ ＡＴＰ酶的活性，促进Ｎａ＋内转运 （Ｐｉｋｏａｎｄ
Ｃｌｅｇｇ，１９８２）。同时，生长因子与受体结合，能引起细胞质中许多变化，如增强 Ｎａ＋／Ｈ＋的反

向运输活性，使细胞质碱性化。这种反向运输，是依赖于Ｎａ＋在滋胚层细胞中的梯度，可使滋

胚层细胞外侧面Ｎａ＋／Ｋ＋ ＡＴＰ酶活性增强，导致水分进入囊胚腔。
（三）原肠形成的机制

哺乳动物胚胎有一特殊结构———胎盘，能直接从母体吸收营养。胎盘主要由胚胎滋胚层细胞

和内细胞团分化而来的部分中胚层共同形成。
胚盘形成后的第一个变化是细胞活跃地分裂，其分裂主要以分层的方式进行。首先是以零散

的细胞脱落，再聚集成层，形成前已述及的下胚层，上部的细胞较厚则为上胚层。上、下两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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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发生活跃的运动，而二者细胞集中和分散的方式有所不同。上胚层细胞由前部边缘向后、
向中央集中，在形成原条过程中又向前延伸；下胚层细胞则自胚盘后部向前、向周围扩散。这些

细胞的运动与分层，在小鼠中受同源框基因 （ｈｏｍｅｏｂｏｘｇｅｎｅ）、ｇｏｏｓｃｏｉｄ基因和短尾基因 （ｂｒａ
ｃｈｕｒｙｇｅｎｅ）的调控。

上、下胚层形成以后，细胞仍处于基本相同而未分化状态，但在原条形成时，上胚层细胞开

始进一步分化。分化的诱因可能是由于下胚层的诱导结果。随着细胞的活跃分裂与集中，原条逐

渐延伸，并不断有细胞从原沟和原结处卷入上、下胚层之间。将要形成的中胚层、内胚层细胞移

向原条，当其进入原沟时，在上胚层细胞内使细胞聚集的上皮钙依赖黏附蛋白基因 （Ｅ ｃａｄｈｅｒ
ｉｎｇｅｎｅ）停止表达，从而可以使细胞单个移动。这些细胞移向原结并卷入后，再向前延伸而形

成脊索。
有关移动细胞的来源，是由于这个地区细胞分裂旺盛，细胞数量增加的结果。在胚盘的不同

部位分裂指数也不同。如在早期上胚层的边缘，有丝分裂指数最高，原条形成时，前部分裂指数

也高。说明细胞移动频率高的地方，细胞分裂速度也最快。有研究表明，胚盘上胚层是细胞增殖

最快的地方。该处的细胞周期短，只有５～７ｈ，比卵裂期卵裂球分裂速度要快很多。

第二节　早期胚胎发育的基因表达与调控

哺乳动物的发育早在卵子发生期间，即在卵母细胞生长和成熟过程中已经开始合成、储存、
积累了一套控制胚胎早期发育的母源型ＲＮＡ和蛋白质。在胚胎发育的初期，所需要的蛋白质、
ＲＮＡ和其他物质主要来源于卵母细胞，即受母型基因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ｇｅｎｏｍｅ）控制，称为母型调

控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随着胚胎的发育，母源物质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需要，必须依赖于胚胎

自身的合子型基因组 （ｚｙｇｏｔｉｃｇｅｎｏｍｅ）的调控，称为合子型调控 （ｚｙｇｏｔ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由母型

调控向合子型调控的转变，则必须经过合子型基因激活 （ｚｙｇｏｔｉｃｇｅｎ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ＺＧＡ）过程，
胚胎基因组开始转录，并表达多种产物，以调控胚胎进一步发育和分化。

一、母型基因表达与调控

胚胎早期的发育最初受母型基因的控制，即由源自卵母细胞内的ＲＮＡ和蛋白质调控。在卵

母细胞发生过程合成的ＲＮＡ主要是核不均一ＲＮ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ＮＡ，ｈｎＲＮＡ）、核

糖体ＲＮＡ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ＲＮＡ，ｒＲＮＡ）、核内小分子ＲＮＡ （ｓｍａｌｌ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ＮＡ，ｓｎＲＮＡ）。这些

ＲＮＡ对支持胚胎的发育至关重要。ｈｎＲＮＡ经加工后成为 ｍＲＮＡ，ｍＲＮＡ在细胞质中可翻译为

多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参与ＧＶＢＤ、极体排出、受精过程、早期胚胎细胞周期的维持、原核

的形成、配子配合、细胞的代谢、细胞间连接的形成等。有的ｍＲＮＡ表达的蛋白质 （如 Ｎａ＋／
Ｋ＋ＡＴＰ酶、细胞连接蛋白等），参与囊胚的形成 （ＤｅＳｏｕｓ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卵母细胞中ｒＲＮＡ
在排卵后到合子基因组启动之前降解的速度比 ｍＲＮＡ慢得多，ｒＲＮＡ主要参与卵子成熟、受精

和胚胎早期发育过程中蛋白质的合成。ｓｎＲＮＡ在卵母细胞ＧＶＢＤ时，由核区释放到胞质中，卵

子受精后又进入受精卵的雌雄原核、胚胎细胞核中。它的功能是参与卵子、合子和胚胎细胞中

ｈｎＲＮＡ和ｒＲＮＡ前体的加工，使之分别成为有转录活性的ｍＲＮＡ和功能性ｒＲＮＡ （Ｔｅｌｆｏｒｄ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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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１９９０）。
在小鼠完全生长的卵母细胞中，含０４～０６ｎｇＲＮＡ，大约为体细胞中ＲＮＡ总量的８００

倍，其中ｐｏｌｙ（Ａ）ｍＲＮＡ１０％～１５％，２０％～２５％为ｔＲＮＡ，６０％～６５％为ｒＲＮＡ （Ｗａｓｓａｒ
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Ｂａｃｈｖａ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１９８６）。随着 ＲＮＡ水平的稳步提

高，卵母细胞的体积增加，所合成的ＲＮＡ也相当稳定。实验表明，在排卵后的１０～２０ｄ的卵

中依然存在体内早期合成的ＲＮＡ。
在卵母细胞生长的早期和中期，核仁的结构和ＲＮＡ聚合酶的活性变化与核糖体ＲＮＡ的大

量合成相一致，在卵母细胞生长发育的后期ＲＮＡ积累、合成的速度明显下降 （Ｓｔｅｒｎｌｉｃｈｔ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在完全生长的卵母细胞，ＲＮＡ的合成处于很低水平。而在生发泡破裂的卵母细胞

中 （减数分裂成熟过程中的卵母细胞），ＲＮＡ的合成几乎停止。此后，ＲＮＡ开始降解，卵母细

胞中ＲＮＡ的总量开始下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合子基因开始转录之前 （Ｔｅｌｆｏｒｄ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

在卵母细胞生长发育过程中，蛋白质的合成速率显著增加，小鼠未生长的卵母细胞中蛋白质

合成速率为１１ｐｇ／ｈ，完全生长的卵母细胞则为４１８ｐｇ／ｈ。在卵母细胞在减数分裂成熟过程

中，蛋白质合成的速率又开始下降到３３ｐｇ／ｈ。在完全生长的卵母细胞中，蛋白质的总量为

３０ｎｇ，比正常体细胞多３０～５０倍。用 ３５Ｓ标记甲硫氨酸掺入研究表明，卵母细胞中有数百种蛋

白质的合成。完全生长的卵母细胞中有丰富的结构蛋白，如微管蛋白和肌动蛋白等，另外还有很

多的酶类，如乳酸脱氢酶、６ 磷酸葡萄糖脱氢酶、肌酸激酶等。
这些蛋白质参与ＧＶＢＤ、极体排出、卵母细胞的成熟、成熟卵母细胞自发孤雌激活的抑制、

受精过程和早期胚胎的发育等。如在含有蛋白质合成抑制剂的溶液中，未成熟的卵子不能发生

ＧＶＢＤ；而在刚发生ＧＶＢＤ后的卵母细胞培养液中加入蛋白质合成抑制剂，则小鼠和牛的卵母

细胞均不能排出第１极体 （ＬｅＧａ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２）；母源性ｓｎＲＮＰ （小核核糖核蛋白，ｓｍａｌｌｎｕ
ｃｌｅａｒ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ｉｎ）与ｓｎＲＮＡ协同参与ｈｎＲＮＡ的加工；转录因子Ｏｃｔ ４对维持细胞的不

分化状态和细胞的扩增有重要作用；瘦素 （ｌｅｐｔｉｎ）和转录激活因子３（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ａｃ
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３，ＳＴＡＴ３）是由卵丘细胞分泌而存在于卵母细胞中，它们参与滋养层

细胞的分化和胚胎附植 （Ｅｄｗ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在蛋白质合成的同时，卵母细胞中蛋白质的磷

酸化活动也非常活跃。蛋白质磷酸化对诱导卵母细胞由Ｇ２向Ｍ期转变，促进原核的形成等有重

要作用 （Ｃｈ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二、母型调控向合子型调控过渡中的基因表达

精卵受精以后，胚胎发育将经历由母源物质转变为胚胎自身合成物质调控的过程，即由母型

调控向合子型调控的转变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ｔｏ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常简

称为调控过渡，也称为ＭＥＴ。
在这个调控过渡阶段，母型的ｍＲＮＡ开始被大量降解而消失，而胚胎基因组开始合成新的

ｍＲＮＡ，其含量迅速上升。原稳定地储存在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的母型ｍＲＮＡ，通过３′端的多

聚腺苷 酸 化，被 转 化 为 具 有 翻 译 活 力 的 形 式，在 完 成 其 一 定 的 功 能 之 后，即 被 降 解

（Ｇｏｌｄ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ｍＲＮＡ 的降解，通常是从３′端开始的 （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８），有些３′
·５４１·

第五章　早期胚胎发育生理



端非翻译区中的ＡＵ富集序列，可以促使 ｍＲＮＡ 降解 （Ｓｈａ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６）。小鼠自２ 细胞

期 （Ａｏ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ｍＲＮＡ降解７０％，牛和绵羊主要发生在８～１６ 细胞期 （Ｍｅｍｉｌｉ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Ｃｒｏｓｂ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８），猪在４ 细胞期 （Ｋｏｐｅｃｎ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９），人则在４～８ 细胞

期 （Ｂｒａｕ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在离体培养哺乳动物早期胚胎过程中，Ｂｒｉｎｓｔｅｒ（１９６５）发现早期胚胎往往不能完成从受精

到囊胚的发育过程，而停顿于某个特定的发育时期，称为发育阻滞 （ｉｎｖｉｔｒｏｂｌｏｃｋ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现在的研究表明，胚胎发育阻滞与ＭＥＴ有关，母型 ｍＲＮＡ 降解的时间，与胚胎早

期发育阻滞发生的时间基本吻合。
在调控过渡期间，母型ｒＲＮＡ 和核糖 （蛋白）体并不与 ｍＲＮＡ 一起降解；卵母细胞储存

的大量的ｓｎＲＮＡ在过渡期间也不被降解。小鼠胚胎１～２ 细胞期，母型ｒＲＮＡ 和核蛋白体数

量只下降２５％。研究表明，小鼠２ 细胞期胚胎型基因组开始转录激活，首次合成的ＲＮＡ依赖

于母型的核内小ＲＮＡ （ｓｎＲＮＡ）及其小核核糖核蛋白 （ｓｎＲＮＰ）颗粒进行加工剪切成有功能的

ｍＲＮＡ （Ｍａｎｉａｔ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三、合子型基因表达与调控

在母型ｍＲＮＡ被降解的同时，胚胎基因组被激活，开始合成新的ｍＲＮＡ以代替母型ｍＲ
ＮＡ，参与指导胚胎的早期发育。如用抑制剂抑制基因转录活动，不影响小鼠胚胎合子的卵裂，
但却能阻断２ 细胞的卵裂 （Ｂｒａｕ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９），说明合子阶段的蛋白质合成是依赖母型转录

活动，而胚胎型调控却被阻断。小鼠胚胎ｍＲＮＡ 的转录从２ 细胞期开始，比ｒＲＮＡ与ｔＲＮＡ
合成的时间早。２ 细胞期合成ｒＲＮＡ 后到８ 细胞期则显著升高。４ＳｒＲＮＡ 的首次合成是在４
细胞期。２ 细胞期以后母型 ｍＲＮＡ 降解， 到囊胚期则形成新的ＲＮＡ。兔胚胎早期卵裂阶段，
不但未检测到ＲＮＡ 量的减少，而且总ＲＮＡ的量还在不断地增加，到囊胚期增加更为明显，
这主要是胚胎基因组激活与转录的结果。蛋白质合成模式的改变也在２～１６ 细胞期之间，说明

兔的胚胎由母型调控转为胚胎型调控，大约也发生在１６ 细胞期。兔胚胎中ｒＲＮＡ 的合成延迟

到桑葚胚阶段，直到６４ 细胞期才能检测到ｒＲＮＡ 的合成。
在牛胚胎中，从卵母细胞到８ 细胞期的蛋白质合成逐渐下降，而从８～１６ 细胞期，直至囊

胚期，蛋白质合成速率大幅上升，蛋白质谱的重要变化发生在８～１６ 细胞期，这正是新合成

ＲＮＡ，合子型基因被激活的时期。Ｋｉｎｇ（１９８９）对牛胚胎核仁的研究表明，ｒＲＮＡ 的转录活动

也开始于８ 细胞期前后。Ｆｒｅｉ等 （１９８９）在８～１６ 细胞期观察到了牛蛋白质合成模式的改变。
Ｃｒｏｓｂｙ（１９８８）的研究表明，绵羊胚胎的最初３次卵裂，蛋白质合成模式是一样的，但在１６ 细

胞期以后则有显著不同。说明绵羊的胚胎基因控制发育的时间开始于１６ 细胞期，阻滞则发生在

８～１６ 细胞期 （Ｃｒｏｓｂ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Ｄａｖｉｓ（１９８５）指出，猪胚胎发育阻滞发生在４ 细胞期，
这个阶段也是胚胎基因的激活与转录开始的时期。α鹅膏蕈碱 （α ａｍａｎｉｔｉｎ）可以阻断４ 细胞

胚胎的进一步发育。在４ 细胞期的第１６ｈ，母型调控开始降解，同时检测到 ３Ｈ 尿苷和３５Ｓ 甲

硫氨酸的掺入 （秦鹏春等，２００１；严云勤等，１９９５）。
大量的实验表明，由胚胎基因组编码的首批蛋白质是一类分子质量为６８～７４ｋｕ的热休克蛋

白 （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Ｐ），该类蛋白具高度保守性，在动物界普遍存在 （Ｂｅｎｓａｕｄｅ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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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大多数真核基因的转录物包含插入序列，需经ｓｎＲＮＡ 与ｓｎＲＮＰ 剪接成具有翻译的功

能ｍＲＮＡ，而 ＨＳＰ 则可保护这种剪接加工不受热的影响 （Ｙｏｓ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６）。关于胚胎基因

启动的原因和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Ｗｉｅｋｏｗｓｋｉ等 （１９９１）提出了生物钟的概念，认为调节

合子型基因表达启动的生物钟是脊椎动物早期胚胎发育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能起到

延迟转录活动的作用，直至减数分裂后染色体完成改组。对小鼠胚胎的实验表明，生物钟作用于

所有ＲＮＡ 聚合酶Ⅱ启动子， 可能对ＲＮＡ 聚合酶Ⅱ转录复合物的关键组分起灭活作用，或

阻止其关键组分的合成 （Ｗｉｅ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复制的起始点、启动子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和增强

子 （ｅｎｈａｎｃｅｒ）是控制ＤＮＡ 复制和转录起步的３个主要组分。在发育调控过渡后的胚胎基因表

达时，就需要增强子来刺激启动子的活性，才能进行正常的蛋白质合成。各种动物胚胎基因转录

活动见表５ １。

表５ １　动物和人类胚胎基因转录活动时间

动　物 开始出现胚胎基因转录活动的时间 胚胎发育开始依赖胚胎基因转录活动的时间

小鼠 １ 细胞期 ２ 细胞期

牛 ８ 细胞期 ８～１６ 细胞期

羊 ８ 细胞期 ８～１６ 细胞期

人 ４ 细胞期 ８ 细胞期

　　（引自秦鹏春等编著．哺乳动物胚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７６）

第三节　早期胚胎发育与环境

哺乳动物早期胚胎的发育在母体的输卵管和子宫内进行，输卵管和子宫环境对胚胎发育的影

响至关重要。

一、胚胎发育的输卵管环境

哺乳动物个体的发育始于精子和卵子在输卵管壶腹部受精形成的合子，大多数哺乳动物胚胎

在桑葚胚或囊胚期进入子宫角，而在此之前其发育主要依赖于卵子中储存的物质和输卵管环境的

调控。输卵管环境对早期胚胎卵裂的启动、基因转录的调控起着重要作用。
氧气对于胚胎的生存十分重要。但无论胚胎是在体外培养还是在体内发育，对氧气浓度都有

一定的要求。Ｆｉｓｈｅｒ和Ｂａｖ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３）通过用敏感电极测定仓鼠、家兔和猕猴的输卵管和子宫

中的氧气浓度，发现其氧气浓度仅为空气中的４０％；而仓鼠和家兔在胚胎附植期的氧气浓度则

更低。说明低氧环境可防止过氧化物浓度过高，有利于胚胎的发育。
在输卵管中支持胚胎发育的能源物质主要有丙酮酸、乳酸和葡萄糖。随胚胎发育的过程这些

物质的浓度发生变化。如小鼠输卵管中，在卵丘细胞存在时丙酮酸的浓度为０３７ｍｍｏｌ／Ｌ，而对

照仅为０１４ｍｍｏｌ／Ｌ （Ｆｉｓ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６）；家兔输卵管上皮在排卵后３ｄ，葡萄糖的流量比排

卵时下降５０％ （Ｅｄｗ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３）；猪输卵管壶腹部和壶峡连接部葡萄糖的浓度由排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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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０９７ｍｍｏｌ／Ｌ和１６５ｍｍｏｌ／Ｌ，分 别 降 至０２５ｍｍｏｌ／Ｌ和０１７ｍｍｏｌ／Ｌ （Ｎｉｃｈｏｌ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目前在小鼠、仓鼠、猪等哺乳动物胚胎体外培养的研究表明，葡萄糖对卵裂阶段的胚胎

发育有抑制作用，是胚胎克服体外发育阻滞的障碍；但胚胎发育进入囊胚阶段对葡萄糖的利用率

显著增加，有利于胚胎进一步生长发育。
现代研究表明，兔和小鼠的附植前胚胎及其输卵管液中均含有各种氨基酸，如牛磺酸、天冬

氨酸、甘氨酸和谷氨酸含量很高 （Ｓｃｈｉｎ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８）。仓鼠卵子及胚胎的生长以及牛、兔囊胚

的形成均需氨基酸的参与；谷氨酰胺可以作为小鼠、猪、仓鼠胚胎发育的重要能源物质。在目前

的胚胎体外培养体系中，常添加２０几种氨基酸，可明显提高牛、羊、仓鼠、小鼠的囊胚发育率。
可见输卵管液中一定的氨基酸浓度对胚胎的发育十分有利。

近年来研究发现，输卵管上皮细胞能分泌特异蛋白，并且以不同方式与胚胎发生关系。仓鼠

的输卵管上皮能产生一种糖基化蛋白质与排出的卵子透明带连接 （周虚等，２００３）；在小鼠输卵

管上皮细胞分泌物中分离出一种蛋白质 （２１５ｋｕ），能够进入卵母细胞和胚胎的卵周 隙 （Ｓａｋ
ｋ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０）；在羊输卵管细胞分泌物中，分离出两种输卵管蛋白 （ｓｈｅｅｐｏｖｉｄｕ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ＯＰ）ＳＯＰ４６和ＳＯＰ９２，均能与透明带结合进入卵周隙，并能与正在发育中的各个卵裂球结合

（Ｇａｎｄｏｌｆ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９）。这些输卵管蛋白能促进胚胎有丝分裂活动，起着促有丝分裂刺激因子

的作用 （Ｅｙｅｓｔｏｎ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１）。目前的研究还发现胚胎能直接吞食某些蛋白质，如白蛋白等

（Ｄｕｎｇｌ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来促进胚胎的发育。
李逸平等 （１９９７）对兔输卵管上皮细胞分泌蛋白 （ＲＯＰ）的特征及功能的研究结果认为，

ＲＯＰ ６８和ＲＯＰ ５５可能具备启动早期胚胎合子型基因激活，实现母型基因发育控制向合子型

发育调控过渡功能的输卵管细胞因子。

Ｄａｌｔｏｎ等 （１９９４）用Ｎｏｒｔｈｅｒｎ杂交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研究了ＴＧＦ α等几种生长因子

在小鼠输卵管中的表达情况。严云勤等 （２０００）研究结果表明，小鼠排卵期和怀孕１～５ｄ的输

卵管中，ＴＧＦ αｍＲＮＡ均有很强的表达，且表达量变化不大。这一点与Ｌｅｉ等 （１９９２）用原

位杂交法证明人输卵管ＴＧＦ αｍＲＮＡ的表达具有规律性变化的结论不同，说明ＴＧＦ αｍＲＮＡ
的表达模式在不同动物可能有差异。

在胚胎发育时期，输卵管液中电解质最显著的变化特点是 Ｋ＋ 和 ＨＣＯ－３ 的浓度较高。Ｋ＋

的浓度是血液中的３倍，而ＨＣＯ３－的浓度由排卵前的３５ｍｍｏｌ／Ｌ 升至排卵后的９０ｍｍｏｌ／Ｌ
（Ｌｅｅｓｅ，１９９５）。Ｋ＋是胚胎发育所必需的，实验表明，在无Ｋ＋培养液中，胚胎发育几乎完全被

抑制 （Ｗａｌｃｓ，１９７０）；提 高 Ｋ＋ 浓 度， 而 降 低 Ｎａ＋ 的 浓 度 对 卵 裂 阶 段 胚 胎 的 发 育 有 利。

ＨＣＯ３－对调节输卵管液中ｐＨ有重要作用，在受精时输卵管壶腹部的ｐＨ范围为７６～７８，而

胚胎发育时最适宜的ｐＨ则是７１～７３，ｐＨ的这种变化主要是依赖ＨＣＯ－３ 浓度的变化 （桑润

滋，２００２）。

二、胚胎发育的子宫环境

胚胎由输卵管进入子宫后，其外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恰恰是在胚胎基因启动的时期，
因此，子宫环境对早期胚胎妊娠的维持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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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素

母体内正常的内分泌环境是胚胎发育、完成附植的基础。现已证明，孕酮可以修饰子宫内膜

的分泌活动，并能促进胚胎蛋白质的合成 （周虚等，２００３）。在妊娠初期，孕酮促进子宫内膜增

生，腺体发育、功能增强，有利于胚泡的附植。妊娠母体内一定水平的雌激素能抑制子宫上皮对

异物的吞噬作用，从而使子宫产生对胎儿的接受性，雌激素还能够促进子宫腺上皮细胞分泌

ＴＧＦ α到子宫腔 （Ｎｅ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２），促进胚泡附植。胚泡附植前，雌激素水平升高，高浓

度的ＬＩＦ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ＬＩＦ，白血病抑制因子）使腔上皮细胞对雌激素作用更加

敏感，并使子宫处于一种容受状态，再加上此时宫腔中胚胎对内膜的机械刺激，诱导腔上皮基质

细胞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基质黄体化便于胚泡附植。近来研究表明，雌激素主要是Ｅ２能刺激

ＬＩＦ的产生，两者呈剂量依赖关系，而孕激素和皮质类固醇激素并无刺激ＬＩＦ产生的作用

（Ｓａｗａｉ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７）。随着雌二醇剂量的增加，ＬＩＦ的量也增加。排卵后和早期妊娠时Ｅ２增

加，而增加的Ｅ２可能加强蜕膜细胞产生ＬＩＦ，ＬＩＦ刺激滋养层细胞产生ｈＣＧ，后者诱导滋养层

的分化和增殖，从而导致成功地附植 （郭晓霞，１９９９）。孕酮和雌激素还参与调控和附植相关的

蛋白基因的表达，如黏蛋白基因 （ＭＵＣ １）、肝素结合性ＥＧＦ 类生长因子基因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ＨＢＥＧＦ）、ＬＩＦ基因、降钙素基因等 （桑润

滋，２００２）。松弛素可以抑制妊娠期间的子宫收缩，有利于妊娠的维持。
（二）生长因子

在哺乳动物的早期胚胎以及同一时期的子宫组织中，生长因子及其受体均有表达，而且具有

时间 空间的特异性，与胚胎的发育状态密切相关。在动物胚胎发育时期，可以作为细胞间相互

作用的介导物，是细胞间传递信号、信息交流的物质基础。它既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又能

在其他某些具体条件下，抑制细胞生长，也能调节细胞的分化。实验证明，生长因子还可通过自

分泌 （ａｕｔｏｃｒｉｎｅ）和旁分泌 （ｐａｒａｃｒｉｎｅ）的形式，调节早期胚胎的发育以及胚胎与母体的联系。
１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ＩＧＦ）包括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 Ⅱ，二者的结构和功能与胰岛素类似，分子质量为７５ｋｕ。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 Ⅱ分别由

７０和６７个氨基酸残基组成。ＩＧＦ在血液中与６种ＩＧＦ结合蛋白 （ＩＧＦＢＰ１～ＩＧＦＢＰ６）相结合，
ＩＧＦＢＰ负责将ＩＧＦ运送到靶组织，因而血液中的ＩＧＦ受结合蛋白的结构和功能调节，使ＩＧＦ能

够表现内分泌的作用方式。ＩＧＦ是目前人们发现的惟一一类在血液循环中与其特异结合蛋白

（ＩＧＦＢＰ）以复合物形式存在的肽类生长因子。各种ＩＧＦＢＰ的功能由于受到纯化技术的限制尚

不十分清楚，但它能够调节ＩＧＦ同其受体的结合，进而影响其生物学功能。实验表明，过量表

达ＩＧＦＢＰ１ 的转基因小鼠的黄体数及胚泡数明显低于相同遗传背景的野生型，并且前者的胚泡不

对ＩＧＦ Ⅰ产生响应，而后者则在ＩＧＦ Ⅰ作用下导致ＤＮＡ合成的增加，这证明ＩＧＦ ＢＰ对早

期胚胎的发育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雷霆等，１９９９）。在靶组织，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Ｃ Ⅱ分别与

各自的受体ＩＧＦ ⅠＲ和ＩＧＦ ⅡＲ结合。研究表明，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 Ⅱ均能促进附植前小鼠胚

胎ＲＮＡ、ＤＮＡ及蛋白质的合成。通过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 ＰＣＲ）方法的研究显示，在鼠胚中，ＩＧＦ Ⅰ从卵母细胞到胚泡期有转录，
且其丰度自卵母细胞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在８ 细胞期最低，然后逐渐上升，到胚泡期最高；在

８ 细胞期发现其受体的ｍＲＮＡ。在２ 细胞期可检测到ＩＧＦ Ⅱ及ＩＧＦ ⅡＲ的ｍＲＮＡ （Ｄｏｌ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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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在牛早期胚胎中发现有ＩＧＦ Ⅰ、ＩＧＦ Ⅱ、ＩＧＦ ⅠＲ、ＩＧＦ ⅡＲ转录。说

明ＩＧＦ对于早期胚胎具有自分泌的功能。ＩＧＦ还可通过旁分泌对母体产生作用，在妊娠第１２ｄ的

猪胚中含有高浓度的ＩＧＦ Ⅰ，同时其受体在子宫内膜和子宫 （肌）组织中表达，表明ＩＧＦ可能

参与附植过程的调节。
２转化生长因子　转化生长因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ＴＧＦ）由ＴＧＦ α和ＴＧＦ

β两种完全不同的多肽组成。ＴＧＦ α是由５０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６ｋｕ的单链多肽，与ＥＧＦ具

有相当的亲和力，ＴＧＦ α和ＥＧＦ在结构上有３０％的同源性，它们都是通过ＥＧＦ受体 （ＥＧＦ
Ｒ）来发挥生物学作用的。ＴＧＦ α在胚胎发育中起重要作用，可促进胚胎细胞的增殖、分化、
迁移等一系列活动。对小鼠早期胚胎的研究表明，ＴＧＦ α在其卵母细胞中即有转录，受精后则

消失，而在８ 细胞期又重现；在小鼠附植期，雌激素水平的突然升高，会导致子宫内膜ＥＧＦ
Ｒ数倍地增加，ＴＧＦ α可能与促进子宫早期成血管化和蜕膜化有关。运用体外的附植模型进行

研究发现，ＴＧＦ α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滋养层的增生，影响胚泡的附植。ＴＧＦ α还可以促进

卵母细胞的成熟，促进单个离体胚胎从２ 细胞期到胚泡期的发育 （雷霆等，１９９９）。在体外培养

基内添加ＴＧＦ α可使小鼠胚胎发育到囊胚的比例明显增加，而且囊胚细胞数目增多 （Ｐａｒｉａ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培养液中加入ＴＧＦ α０１ｎｇ／ｍＬ即能刺激体外培养的胚泡的ＤＮＡ和蛋白质合成

及胚泡腔的扩展程度。酶谱分析结果证实，ＴＧＦ α能显著提高胚泡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的量

（Ｄａｒｄｉ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３）。严云勤等 （２０００）采用ＲＴ ＰＣＲ技术检测了小鼠排卵和早期胚胎发育

过程中子宫内ＴＧＦ α的ｍＲＮＡ活性变化。结果表明，在小鼠排卵期和妊娠第１～４ｄ的子宫

中，ＴＧＦ αｍＲＮＡ具有很强的表达，但在妊娠第５ｄ时表达量明显减少。这一点与Ｔａｍａｄａ等

（１９９１）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原位杂交法在小鼠胚胎附植前子宫中观察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许多种属，包括小鼠、大鼠、人 （Ｊｕｒｉｓｉｃｏｖ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都在胚泡形成时出现细胞凋亡

现象，主要发生在ＩＣＭ中，这种调节可能对以后的发育至关重要。生长因子可影响附植前胚胎

的发育，并可 在 其 他 类 型 的 细 胞 中 扮 演 存 活 因 子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ｆａｃｔｏｒ）的 角 色 （Ｂ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Ｂｒｉｓｏｎ等 （１９９７）在离体情况下，针对小鼠的胚胎培养密度以及ＴＧＦ α对胚泡细胞死

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增加胚胎培养密度，以及向培养基中添加ＴＧＦ α均可降低由

于培养而诱导的细胞凋亡。因而Ｂｒｉｓｏｎ等 （１９９８）认为，ＴＧＦ α是小鼠附植前胚胎的一种存活

因子，ＴＧＦ α基因缺失的小鼠囊胚细胞凋亡增多。ＴＧＦ α基因失活的小鼠胚泡在形态和细胞

数上均无异于野生型小鼠胚泡，但其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野生型小鼠胚泡。在体内，这种现象限

于内细胞团，在体外培养时则扩展到滋养外胚层。也表明内源生长因子可能在附植前胚胎的发育

中起着存活因子的作用，从而调节着胚泡的形成以及后期的发育。
体外实验结果表明，ＴＧＦ α可作为一种胚胎营养因子促进附植前胚胎的发育，而ＴＧＦ α

在生殖道和胚胎本身的丰富表达使这种作用成为可能。宫腔内注射２０ｐｇＴＧＦ α，能使５０％摘

除卵巢以孕酮维持的延缓附植的大鼠发生附植 （Ｔａｍａｄ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可见ＴＧＦ α能够介导

雌激素对附植的调控作用。
ＴＧＦ β则是在卵细胞中很少转录，受精后出现，并且持续增长至胚泡期。在小鼠胚泡中，

ＴＧＦ和ＥＧＦ Ｒ共同富集于滋养外胚层的基侧面上，同时也存在于它的顶面和ＩＣＭ中，这表明

早期胚胎既可利用自分泌的ＴＧＦ，也为利用外源性的ＥＧＦ Ｒ配体做好准备。而在牛胚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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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细胞期胚胎到胚泡期均检测到了ＴＧＦ α的转录，同时也检测到了ＴＧＦ β。运用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对猪胚中ＴＧＦ β及其受体进行的研究显示，ＴＧＦ β１、ＴＧＦ β２、ＴＧＦ β３ 以及Ⅰ型和

Ⅱ型ＴＧＦ β受体呈现差异性的表达 （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其时间 空间表达模式与胚胎的分

化和附植有密切的关系。ＴＧＦ β是一种多能性的调节因子，它能够干扰多种以酪氨酸激酶为受

体的致分裂剂的作用，其中包括ＰＤＧＦ、ＥＧＦ、ＦＧＦ以及ＩＧＦ Ⅰ，而这些因子均是早期胚胎发

育及附植的重要调节因子。因此，ＴＧＦ β可能对胚胎发育以及胚胎 母体互作起到广泛性的调

节作用。
另外，ＴＧＦ对附植前小鼠胚的基因表达具有调节作用。Ｂａｂａｌｏｌａ（１９９５）用２５０ｐｍｏｌ／Ｌ的

外源ＴＧＦ α及ＴＧＦ β处理早期的小鼠胚泡，然后用高分辨双向电泳对其蛋白质产物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蛋白质的合成模式发生了改变，通过ｍＲＮＡ差异显示方法对之进行分析，发现

ＴＧＦ α与ＴＧＦ β均可促进细胞中ＡＴＰ合酶Ｆ０亚基的表达，ＴＧＦ β还可促进ＤＮＡ聚合酶α
的表达，ＴＧＦ α则可促进一种与人的 ＨＥＰＧ２ｃＤＮＡ同源的基因的表达，并且减弱纤连蛋白

（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的表达 （Ｂａｂａｌｏｌ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３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ＰＤＧＦ）由

Ａ链和Ｂ链两条肽链按照不同形式组合而成的二聚体糖蛋白，分子质量３０ｋｕ，其受体包含有α
和β两个亚基。ＰＤＧＦ能刺激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神经胶原细胞、卵巢颗粒细胞等多种类

型的细胞增殖。在生殖道、卵巢、胎盘、囊胚等均有ＰＤＧＦ及其受体表达，ＰＤＧＦ通过旁分泌

或自分泌作用调节卵巢功能、促进囊胚孵化及胚泡附植 （周虚等，２００３）。运用ＲＴ ＰＣＲ的方

法对小鼠附植前胚胎进行的研究表明，ＰＤＧＦ Ａ在未受精的卵母细胞中即有转录，２～８ 细胞

期消失，早期胚泡 （３２～６４细胞）重现。其丰度在胚泡期与卵母细胞相比增长了１０倍多；α亚

基在胚泡中可检测到转录，在滋养层细胞中则大量表达高亲和力的ＰＤＧＦ受体。有资料显示，
１０～１１ｇ／Ｌ的ＰＤＧＦ即能显著促进小鼠胚胎中滋养层的增生。表明ＰＤＧＦ在滋养层的生长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胚胎的附植产生影响 （雷霆等，１９９９）。
４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ＦＧＦ）分为碱性

（ａＦＧＦ）和酸性 （ｂＦＧＦ）两种，分子质量１６～１７ｋｕ，二者有５５％的氨基酸相同。ｂＦＧＦ的活性

高于ａＦＧＦ ３０～１００倍。ｂＦＧＦ在早期胚胎的分化及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而复杂的调节作用，而

ａＦＧＦ仅被免疫定位在小鼠胚有神经外胚层和中胚层组织中。ｂＦＧＦ是一种基础调节因子，可通

过自身激素机制引发生长效应。研究发现，附植前兔胚可分泌并结合ｂＦＧＦ，在离体条件下，
ｂＦＧＦ能促进兔原肠胚的形成；在附植前小鼠胚胎的胚泡中可检测到ｂＦＧＦ的表达，在绵羊的早

期胚胎中，从合子到胚泡期ｂＦＧＦ的ｍＲＮＡ丰度呈现下降趋势 （Ｗａｓ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用免疫

组织化学方法研究表明，在附植妊娠小鼠的子宫内膜中有ｂＦＧＦ受体的表达 （Ｒｉｄ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子宫上皮可能对胚源性ＦＧＦ信号产生响应；胚源ｂＦＧＦ可促进子宫上皮ｂＦＧＦ的产生，
在猪胚的滋养外胚层以及子宫上皮都发现了ｂＦＧＦ的免疫活性 （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因此，
ｂＦＧＦ可能与附植有关，ＦＧＦ首先与硫肝素蛋白多糖 （ＨＳＰＧ）结合，而ＨＳＰＧ在子宫表面和胚

胎细胞中均有表达，并且与附植有关，ｂＦＧＦ可能提供了一种通过ＨＳＰＧ调节胚胎附植的机制。
５表皮生长因子　表皮生长因子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ＥＧＦ）是由５３个氨基酸残基

组成的单链多肽，分子质量约６ｋｕ。同其他生长因子相比，ＥＧＦ是一种较弱的促细胞分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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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动物妊娠、胚胎发育及初生期的生长过程中，ＥＧＦ
含量变化很大。怀孕小鼠唾液腺和血浆中ＥＧＦ的浓度增加４～５倍；在附植前胚胎中似乎没有表

达；而ＥＧＦ Ｒ在附植前和附植后的胚泡滋养外胚层中有表达，并且受母体类固醇激素的调节。
Ｎｅｌｓｏｎ等 （１９９１）将含ＥＧＦ或其抗体的缓释胶囊置于小鼠子宫中，发现ＥＧＦ抗体抑制雌激素

对子宫上皮细胞增殖的诱导作用，而ＥＧＦ因子能够代替雌激素促进去卵巢小鼠子宫上皮细胞的

增殖。在小鼠胚中，ＥＧＦ可引起胚泡腔液体的迅速增多，同样也可提高蛋白质的合成效率以及

胚泡的发育和成熟。
（三）细胞因子

子宫内膜产生许多细胞因子，细胞因子是由生物细胞产生的微量活性物质，多数是分子质量

小于８０ｋｕ的肽类，通过与靶细胞表面的特异受体结合介导生物学作用，促进或抑制细胞的生

长、增殖和分化，调节子宫内环境，促进胚胎附植。细胞因子的作用是多效性和多重性的，胚胎

的发育受多种因子的调节，在发育的不同阶段细胞因子表现出不同的调节作用。
１白血病抑制因子　白血病抑制因子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ＬＩＦ ）是一种分泌型的

糖蛋白，分子质量为３８～６７ｋｕ。自１９８８年国外学者相继证实白血病抑制因子具有抑制多向生长

潜能的胚胎干细胞的分化并保持其增殖能力的作用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ＬＩＦ在胚胎的附

植、生长、发育、分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ＬＩＦ表达的主要部位是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ＬＩＦ表达随动情周期而呈现周期性变化，分泌

期尤其是分泌中期达高峰，因此，ＬＩＦ的表达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卵巢激素的调控。而排卵后即进

入分泌期，子宫内膜会出现一系列形态和功能的变化，为胚泡的附植做好准备。实验表明，在培

养的羊子宫内膜细胞中加入ＬＩＦ能刺激细胞增殖，并呈剂量依赖性，说明ＬＩＦ可能作为子宫内

膜的促有丝分裂剂，调节细胞的生长，分泌期子宫内膜ＬＩＦｍＲＮＡ转录的增多可能与调节内膜

的生长、自我更新及子宫的功能有关。
ＬＩＦ在妊娠早期起着启动胚泡附植和促进胚胎发育的作用。通过动物实验观察，ＬＩＦｍＲＮＡ

在妊娠第４ｄ的鼠子宫的腺上皮细胞中大量转录，当附植延迟时ＬＩＦｍＲＮＡ转录的峰值也随之

延迟，并与附植时间保持高度一致 （Ｂｈａ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１）。缺失ＬＩＦ基因的纯合雌鼠能够正常排

卵，而且受精卵可发育到胚泡阶段，但胚泡不能附植，若将这种胚泡移植入野生型假孕鼠子宫

中，胚泡附植并能发育至成体。而野生型小鼠的胚泡在缺乏ＬＩＦ基因活性的子宫中也不能附植，
但在子宫内注入外源性ＬＩＦ蛋白，则有部分胚胎能附植 （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因此ＬＩＦ的表

达可能受母体调控，而并不依赖子宫腔中的胚泡。在兔子宫中ＬＩＦｍＲＮＡ转录高峰期是在妊娠

后第５～６ｄ，即胚泡附植前出现峰值表达。在猪的子宫腔液中测得，胚泡植入前１２ｄＬＩＦｍＲ
ＮＡ蛋白活性最高 （Ａｎｅｇｏｎ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４）；羊ＬＩＦｍＲＮ在受孕早期中转录，并在妊娠后第

１６～２０ｄ（胚泡附植期）达最高值 （Ｖｏｇｉａｇ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胚泡植入前ＬＩＦ在子宫内膜的表达，说明ＬＩＦ可能作为胚胎营养因子调节胚泡的早期发育。

虽然从ＬＩＦ缺陷的母体子宫中也能收集到存活的胚胎，母源性ＬＩＦ对囊胚发育到胚泡阶段可能

不是必需的，但用ＬＩＦ处理后，可促进滋养层细胞和内细胞团的增殖、加速胚胎孵化和提高其

成活率 （Ｌａｖｒａｎｏ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将其胚泡植入假孕鼠子宫，其成活率和发育过程也明显加快。
ＬＩＦ还能提高牛胚胎体外培养的存活率、绵羊胚泡孵化率以及人体外受精胚胎的发育率。目前发

·２５１·

动物生殖生理学



现体外培养的胚胎细胞也可表达ＬＩＦ。Ｍｕｒｒｙ等应用ＰＣＲ和其他分子遗传学技术，在妊娠第

３５ｄ的小鼠胚胎中检测到ＬＩＦｍＲＮＡ转录子，Ｃｏｎｑｕｅｅｔ等也检测到３５～１２５ｄ发育的小鼠胚

胎外胚层细胞中ＬＩＦ基因表达，结果与 Ｍｕｒｒｙ基本一致，说明ＬＩＦｍＲＮＡ能促进胚泡早期发

育。此外，小鼠ＬＩＦ基因敲除实验表明，胚源性ＬＩＦ对胚胎的发育不是绝对必需的，但缺陷ＬＩＦ
的胚胎发育比杂合胚胎及正常胚胎要小，所以，ＬＩＦ可能作为胚胎营养因子促进胚胎的发育。研

究表明，ＬＩＦ不仅在植入前的子宫内膜和胚泡阶段有表达，而且在前６个月胚胎附植部位的蜕

膜、滋养层及胎盘中，都有ＬＩＦ不同程度的表达，说明ＬＩＦ可能不仅促进早期胚胎发育，而且

在整个妊娠过程中母体ＬＩＦ对胚胎起着支持作用 （郭晓霞，１９９９）。
ＬＩＦ通过与ＬＩＦ受体及ｇｐ１３０蛋白作用而发挥重要的生物学功能。ＬＩＦ的生物学作用受到类

固醇激素及多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的调节。对ＬＩＦ表达的调节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调控机制。
一些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由子宫内膜产生或作用于子宫内膜，精确调节胚泡附植。对体外培养的

子宫蜕膜细胞，白介素１（ＩＬ １）、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 α）、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ＰＤＧＦ）、
内皮生长因子 （ＢＧＦ）和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ＧＦ β）都具有诱导ＬＩＦ表达的作用，并呈浓度和

时间依赖关系 （Ａｒｉｃ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在体内实验中，ＩＬ １和ＴＮＦ α能刺激子宫蜕膜细胞表达

ＬＩＦ，当ＴＧＦ β同ＩＬ １和ＴＮＦ α三者联合作用时能刺激蜕膜产生ＬＩＦ，而ＴＧＦ β分别与

ＩＬ １和ＴＮＦ α作用则无加强ＬＩＦ表达的性质 （Ｓａｗ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因此提示，虽然上述生

物因子能增强ＬＩＦ的产生，但不同的因子作用于蜕膜细胞的作用机制可能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
ＬＩＦ作为胚胎附植的必要条件而在母胎接触界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排卵后、胚胎植入前子宫

内膜会出现ＬＩＦ的峰值，向子宫中注入ＬＩＦ能增加胚胎附植的机会，在培养基中加入ＬＩＦ能提

高孕卵体外的成活率。胚胎植入后蜕膜和胎盘中仍有ＬＩＦ的表达，并且调节滋养层细胞朝着固

定表型分化。
２白介素１（ＩＬ １）和白介素６（ＩＬ ６）　近年来，许多研究探讨了白细胞介素在胚胎发育

过程中的作用。张富春等 （１９９８）的研究表明，高浓度 （５００～１０００ＩＵ／ｍＬ）的ＩＬ １β能促进

体外培养绵羊胚胎的囊胚率，ＩＬ ６在５０ＩＵ／ｍＬ时对绵羊体外受精胚胎发育有促进作用，ＩＬ ２
对绵羊胚胎体外发育无影响。雷蕾等 （２００２）在胚胎培养液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ＩＬ ３、ＩＬ
８对囊胚发育率也无显著影响。
ＩＬ ６在胚胎细胞和子宫内膜细胞中均有表达，它可能调节参与胚胎附植部位子宫内膜炎性

反应基因的活性。ＩＬ １在伸长期的胚胎细胞中表达水平很高，伸长结束后急剧下降。它可能是

通过调节成纤维细胞的生长来调节胚胎滋养层的伸长。ＩＬ １ 还能通过调节胚胎或子宫内膜细

胞合成ＰＧＥ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来抑制母体的免疫排斥反应。
３集落刺激因子 （ｃｏｌｏｎ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ＣＳＦ）　ＣＳＦ １主要在胚胎中表达，但其受体

在胚胎和子宫内膜中都有表达。ＣＳＦ １ 与胚胎附植，胎盘的形成和水的转运有直接关系。Ｍｏ
ｒａｅｓ等 （１９９７）的研究表明，受精后８～１０ｈ在无血清培养液中加入重组牛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ｃｏｌｏｎ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ＧＭ ＣＳＦ）能明显促进牛胚

胎囊胚的形成。Ｓｊｏｂｌｏｍ等 （１９９９）发现ＧＭ ＣＳＦ可促进人胚胎体外发育的囊胚率及囊胚孵

化，增加内细胞团的细胞数；雷蕾等 （２００２）等的研究结果与之相似，加入１００ｎｇ／ｍＬＧＭ
ＣＳＦ可促进绵羊受精卵卵裂，５００ｎｇ／ｍＬ则促进胚胎体外发育速度。在小鼠胎盘组织中能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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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Ｍ ＣＳＦｍＲＮＡ的转录模板 （Ｃｒａｉｎ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ＧＭ ＣＳＦ能刺激胎盘滋养层细胞增殖，
还能促进体外培养过程中囊胚滋养层细胞的粘着 （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ａｋ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这些研究表明

ＧＭ ＣＳＦ对胚胎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微量营养素

１维生素Ａ　是机体生长发育和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的微量营

养素。在胚胎发育时期的作用尤为重要，严重缺乏会导致胚胎畸形。有科学家把它称为 “自然成

形剂”，与胚胎的形成发育密切相关 （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维生素Ａ在细胞的分化和增殖过

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Ｊｅｔｔｅｎ（１９８４）报道，维生素Ａ还能抑制恶性肿瘤细胞系的增殖，
诱导某些细胞的分化。研究发现维生素Ａ可能通过调控同源框基因 （Ｈｏｘ基因）的表达来影响

胚胎发育 （Ｒｏｂｂ，１９９４）。
Ｈｏｘ基因的表达有空间和时间的特异性。空间性是指在同一染色体不同基因表达的空间限

制性与该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列位置有关，同一染色体上愈是靠近５′的基因，其表达的蛋白所

控制胚胎发育的器官愈是靠近头 尾轴的尾部；反之愈是位于３′的基因，其表达的蛋白所控制胚

胎发育的器官愈是靠近头 尾轴的头部。时间特异性则为Ｈｏｘ基因在器官形成期有高的表达，并

且３′端的基因一般比５′端基因更早活化表达。可见，Ｈｏｘ基因表达的空间和时间特异性对胚胎

发育的空间和时间特异性具有决定作用，因此通常将Ｈｏｘ基因称为发育基因 （薛志刚，１９９３）。
有研究表明，维生素Ａ可能通过其活性成分———视黄酸 （ＲＡ）和视黄醇等影响Ｈｏｘ基因的表

达 （Ｈｅａｔｈ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２），而影响胚胎的发育。
胚胎早期ＲＡ水平的改变可能引起严重的畸形发生 （Ｐａｐａｌｏｐｕｌ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Ａｎｔｏｎｉｏ等

（１９９０）报道，在ＮＴ２／Ｄ１细胞系中Ｈｏｘ基因表达对ＲＡ具有共线性特性；在ＲＡ浓度为１０－７ｍｏｌ／Ｌ
时，仅染色体３′端的基因被激活；而在１０－５ｍｏｌ／Ｌ时，５′端的基因才激活；无论ＲＡ是低浓度

还是高浓度，Ｈｏｘ基因都是沿３′→５′的方向依次激活。
刘恭平 （２０００）研究发现维生素Ａ缺乏导致小鼠胚胎Ｈｏｘ３５ｍＲＮＡ表达量明显下降，使

胚胎发育不良与畸形；妊娠第０ｄ，胚胎处于受精卵的原核形成期，此时补充维生素Ａ可使小鼠

胚胎通过胎盘从母体获得足够的维生素Ａ，使Ｈｏｘ基因正常表达、胚胎正常发育；妊娠第７ｄ时

胚胎正处于器官发生期，因缺乏维生素Ａ，Ｈｏｘ基因表达量降低，此时补充维生素Ａ虽然有一

定的补偿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Ｈｏｘ基因的表达，但与正常组相比，仍表现为胚胎发育

不良现象。
２维生素Ｅ　母体内环境是否正常与胚胎能否正常发育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关活性氧所

引起的氧化损伤与胚胎发育毒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机体在有氧代谢过程

中摄取 的 氧 约 有５％转 变 成 活 性 氧 自 由 基 （ＲＯＳ），主 要 有 超 氧 阴 离 子 （Ｏ－·
２ ）、羟 自 由 基

（ＯＨ　·）、过氧化氢 （Ｈ２Ｏ２）等 （Ｓａｌａｓ Ｖｉｄａ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ＯＳ易与生物大分子 （ＤＮＡ、
ＲＮＡ、蛋白质、脂肪等）反应，直接损害或通过一系列过氧化链式反应引起广泛的生物结构的

破坏。正常情况下，机体内氧化和抗氧化基本处于动态平衡，机体可通过抗氧化酶如超氧化物歧

化酶 （ＳＯＤ）、过氧化物酶 （ＣＡＴ）、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 Ｐｘ）等和一些低分子抗氧化

剂如维生素Ｅ、抗坏血酸 （维生素Ｃ）和β胡萝卜素等构成的抗氧化保护系统来清除ＲＯＳ（Ｓｈａｏ
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在妊娠期，母体内氧自由基代谢及抗氧化活性均显著增强，若氧化反应过强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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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缺乏，就会使机体的ＲＯＳ产生和清除失去平衡，过多的ＲＯＳ则可造成器官和生物大分子

氧化损伤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导 致 细 胞 突 变，胚 胎 发 育 不 全 或 畸 形 而 产 生 胚 胎 发 育 毒 性

（Ｈａｌｌｉｗｅｌｌ，１９９６）。
维生素Ｅ是一种较强的自由基清除剂，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的重要生理功

能。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易产生大量的脂质自由基，囊胚对脂质过氧化导致的损伤比较敏感

（Ｎｏｎｏｇａ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在患糖尿病的小鼠饲料中添加０２ｇ／ｋｇ或０８ｇ／ｋｇ的维生素Ｅ时具

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当添加量达２ｇ／ｋｇ时则阻滞胚胎的正常发育 （Ｓｉ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研究

表明，在胚胎发育早期应用维生素Ｅ应考虑使用剂量和时期。一般认为缺乏维生素Ｅ可使母猪

卵巢机能下降，胚胎发育异常或出现死胎，在日粮中添加维生素Ｅ可提高母猪窝产仔数和活产

仔数 （Ｍａｈ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思　考　题

１哺乳动物早期胚胎的发育过程有何特点？

２胚胎细胞增殖的分子机理是什么？

３如何解释早期胚胎的发育阻滞？

４生长因子是如何调节胚胎的发育过程的？

５环境因子对早期胚胎基因表达进行调控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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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妊娠机理

第一节　妊娠识别

胚胎运行至子宫到附植，主要是母体与孕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孕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ｓ）是指胎儿、
胎膜和胎水构成的复合体，孕体在妊娠识别和附植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母体是指受孕母畜，它

能识别孕体产生的信号而发生复杂的生理变化，接受孕体的存在，并为孕体发育提供良好的免疫

和营养环境。妊娠识别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ＰＲ）就是指在妊娠初期，孕体发出

信号 （类固醇激素或蛋白质）传递给母体，母体随即产生反应，阻止黄体退化，以维持孕酮的持

续分泌和促进孕体的继续发育。由此，母体和孕体间建立密切的信息联系，这一生理过程称妊娠

识别。它能使孕体在妊娠建立的早期通过子宫内膜ＰＧＦ２α合成或转运的改变而抑制黄体溶解，从

而保证胎盘生长、发育和附植的需要，以维持妊娠。
对于妊娠期比排卵周期长的动物而言，要建立妊娠，就必须阻滞黄体的正常周期性退化，保

证孕酮的持续产生，从而维持子宫内膜功能，保证胚胎的发育、附植、胎盘形成及胎儿的成功发

育。因此，妊娠识别是附植起始不可缺少的环节，决定着妊娠最终成功与否。
不同动物妊娠识别因子作用机理分别阐述如下。

一、反刍动物的妊娠识别

在反刍动物中溶黄体物质是ＰＧＦ２α。ＰＧＥ２的作用与ＰＧＦ２α相对抗，是一种黄体保护信号。
（一）绵羊

１未妊娠　未妊娠母羊在发情第１２ｄ以后，孕激素受体下降，雌激素受体增加，诱发子宫

内膜细胞合成催产素受体 （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ＯＴＲ），卵巢分泌的雌激素能促进ＯＴＲ的合成。
ＯＴＲ的增加使子宫内膜对黄体和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的反应增强。催产素的作用促进细胞内

环氧合酶２（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２，ＣＯＸ ２）的浓度增加，ＣＯＸ ２能把花生四烯酸转化ＰＧＨ２，
进而诱导ＰＧＦ２α溶黄体时的脉冲式合成。在发情第１４～１６ｄ母羊子宫静脉中ＰＧＦ２α达到峰值，黄

体开始退化 （Ａｓｓｉ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２妊娠　绵羊妊娠的第９～２１ｄ，即胚胎从孵化到胚胎伸长结束前分泌羊干扰素τ：（ｏｖ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τ，ｏＩＦＮ τ），ｏＩＦＮ τ是母羊识别孕体存在的最初信号，它能抑制子宫合成和分泌

ＰＧＦ２α，维持黄体的功能。ｏＩＦＮ τ可能通过以下途径阻止黄体的溶解 （图６ １） （Ｍａｒｔａ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桑润滋，２００２）：ｏＩＦＮ τ与子宫内膜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后，激活细胞中两个酪氨酸

激酶ＴＹＫ２和ＪＡＫ１，这两种酶通过对酪氨酸的磷酸化作用，激活细胞中的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

因子 （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ＳＴＡＴ形成异源集合体，进入

细胞核中，与ｏＩＦＮ τ诱导表达的靶基因的特异序列结合，雌激素受体基因的转录被抑制，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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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雌激素调控的ＯＸＴ Ｒ基因的转录降低，结果ＯＴ无法调节子宫上皮的活动，ＣＯＸ ２的表

达量下降，ＰＧ的合成和分泌受到抑制，黄体得以维持 （Ｓｐｅｎｃｅｒ＆Ｂａｚｅｒ，１９９６）。黄体分泌的

孕激素与子宫内膜上的受体结合后，进一步抑制雌激素受体基因的表达，间接抑制了ＯＸＴ Ｒ
的合成。ｏＩＦＮ τ能促进ＰＧＦ２α合成抑制因子基因的表达，抑制因子可能通过调节蛋白激酶Ｃ、
磷脂酶Ｃ、磷脂酶Ａ２和ＣＯＸ ２等酶的活性，抑制ＰＧＦ２α的合成。ｏＩＦＮ τ还可调节子宫上皮细

胞中ＰＧＥ２和ＰＧＦ２α的合成比例，使ＰＧＥ２的合成量增加，ＰＧＦ２α合成量降低，阻止黄体的溶解

（Ａｓｓｅ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子宫内灌注重组的ＩＦＮ α，能减少ＰＧＦ２α的释放和改变子宫内膜蛋白质

的分泌，故能延长间情期。

图６ １　ＩＦＮ τ抗溶黄体的机理

ＡＡａｒａｃｈｉｄｏｎｉｃａｃｉｄ（花生四烯酸）　ＤＡＧｄ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二酰基甘油）ＩＰ３三磷酸肌醇

Ｐ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磷脂酰肌醇）　ＰＫ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蛋白激酶Ｃ）　ＰＬＣ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Ｃ（磷脂酶Ｃ）

ＰＬＡ２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Ａ２ （磷酸脂酶Ａ２）　ＴＹＫ２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２（酪氨酸激酶２）

ＪＡＫ１ｊａｎｕｓｋｉｎａｓｅ１（杰氏激酶１）　ＬＡｌｉｎ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亚麻酸）　Ｅ２ Ｒｏ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ｒｅｃｅｐｔｏｒ（雌二醇受体）

ＯＸＴ Ｒ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催产素受体）　Ｐ４ Ｒ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孕酮受体）　 （＋Ｐ）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磷酸化）

［引自Ｍａｒｔａｌｅｔａｌ．Ｒｅｌ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Ｅｍｂｒｙｏ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

ｔｈｅＲｏｌｅＩＦＮ 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ａｎａｎｃｙ．ＲｅｐｒｏｄＦｅｒｔｉｌＤｅｖ１９９７（９）：３５５～３８０］　

ｏＩＦＮ τ是分子质量为１８ｋｕ的蛋白质，由１７２个氨基酸残基构成，以前被称为羊滋养层蛋

白１（ｏｖｉｎｅ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ｏＴＰ １）（Ｉｍａｋａｗ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ｏＩＦＮ τ与Ⅰ型干扰素

（α、β、ω）有５５％～６５％的同源性，具有抗病毒特性，有多种同工异型体。与许多其他Ⅰ型

ＩＦＮ基因相同，ＩＦＮ τ没有内含子，属于一个多基因家族。编码ＩＦＮ τ的基因共９７２ｂｐ，具一

５９５ｂｐ的开读码框 （ＲＦ），编码含有１９５个氨基酸残基的蛋白前体，经加工切除２３个氨基酸残

基的信号序列后，得到１７２个氨基酸残基的成熟蛋白质 （肖丽娟等，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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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Ｎ τ特异性地在反刍动物的滋养外胚层细胞中表达，用ＩＦＮ τ基因或由ＩＦＮ τ启动子

构成的重组基因进行转染实验，发现只有来源于滋养层的细胞系能在无病毒诱导条件下表达

ＩＦＮ τ。ＩＦＮ τ在体外成熟、受精的胚胎滋养层中也有表达，但ＩＦＮ τ的表达量可以受母体

子宫环境的调节。已证明，类胰岛素生长因子Ⅰ及Ⅱ （ＩＧＦ Ⅰ及ＩＧＦ Ⅱ）、颗粒 巨噬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 （ＧＭ ＣＳＦ）和白细胞介素３（ＩＬ ３）等参与ＩＦＮτ表达的调控。山羊胚体在妊娠

第１４～２０ｄ表达两种ＩＦＮ τ（Ｉｍａｋａｗ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７）。红鹿及长颈鹿附植前胚胎也分泌多种

ＩＦＮ τ（Ｄｅｍｍ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绵羊滋养层中ｃ ｆｏｓ和ｃ ｊｕｎｍＲＮＡ和蛋白质在附植前表达量较高，随后下降，与ＩＮＦ τ

表达模式一致。Ｆｏｓ和Ｊｕｎ与转录因子激活蛋白１结合形成调节ＩＮＦ τ表达的复合物，所以它

们可能参与对ＩＮＦ τ表达的调节。
（二）牛

牛的妊娠识别发生在妊娠的第１６～１９ｄ。牛胚胎从囊胚孵化开始到滋养层与子宫阜接触之前

也分泌ＩＦＮ τ，称为ｂＩＦＮ τ，以前被称为牛滋养层蛋白１ （ｂｏｖｉｎｅ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ｂＴＰ １）（Ｈｅｌｍ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ｂＩＦＮ τ分子质量为２０～２２ｋｕ，是一类具有糖基化的蛋白质，
与ＩＦＮ α有５０％的同源性，与ｏＩＦＮ τ有８０％的同源性 （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尽管如此，
在早期妊娠过程中，二者 （ｂＩＦＮ τ与ｏＩＦＮ τ）对ＰＧＦ２α分泌动力学的影响有差异，ｂＩＦＮ τ
抑制ＰＧＦ２α分泌的效果较强。此外，Ｍｅｙｅｒ等 （１９９５）曾报道，绵羊重组ＩＦＮ τ及牛重组ＩＦＮ
τ在延长黄体寿命方面均有效，表明牛ＩＦＮ τ的糖基化对其抗黄体溶解功能不是必需的。附植

前后的山羊胚体也表达多种ＩＦＮ τ，与牛及绵羊的ＩＦＮ τ抗血清有交叉反应，这些ＩＦＮ τ既

有糖基化的，也有未糖基化的，且与ｏＩＦＮ τ基因同源性大于９５％ （Ｇｕｉｌｌｏｍｏ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二者来源不同，但它们的分泌时间和生理作用非常相似 （表６ １）。

表６ １　ｏＩＦＮ τ与ｂＩＦＮ τ合成与分泌及生理功能的比较

ＩＦＮ τ类型 合成与分泌时间 生理作用

ｏＩＦＮ τ

　　开始分泌时间相当于周期中的溶黄体时

间，与黄体催产素的释放密切相关；第二次分

泌在妊娠第２５～４０ｄ，相当于黄体退化时间

（３０ｄ）

　　刺激子宫内膜产生细胞内ＰＧ合成抑制因子，直接影

响ＰＧ合成酶／催产素受体形成的转录因子；第二次分泌对

维持黄体机能有重要意义；在５０ｄ前 （胎盘孕酮单独维持

妊娠前）均如此

ｂＩＦＮ τ 妊娠第１４～３６ｄ
　　与ｏＩＦＮ τ相同，也能刺激子宫内膜产生细胞内ＰＧ
合成抑制因子，对防止溶黄有重要意义；增强牛妊娠第

１８ｄ以后宫内膜中２′，５′ｐｏｌｙ（Ａ）合成酶的活性

　　 （引自王建辰，章孝荣主编．动物生殖调控．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８，９３）

ｂＩＦＮ τ是母牛妊娠识别的信号，是抑制黄体退化的主要物质，其分泌高峰期在妊娠的第

１５～１８ｄ，其作用机理与绵羊相似，表现为子宫内膜对雌激素和催产素诱导产生的ＰＧＦ不敏感，
子宫内膜上催产素的受体在妊娠的第１４～２１ｄ明显减少 （Ｆｕｃｈ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０）。此外，ｂＴＰ τ
也能刺激妊娠母牛子宫内膜产生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因子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ＥＰＳＩ），使ＰＧＦ２α的合成量降低。孕体还能产生ＰＧＥ２，具有维持黄体功能的作用。但

对猪、绵羊和牛的研究表明，ＰＧＥ对抗ＰＧＦ２α溶黄的作用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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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猪的妊娠识别

空怀母猪在发情后的第１２～１６ｄ子宫静脉血中的ＰＧＦ２α浓度达到峰值，出现溶黄体作用。母

猪的妊娠识别发生在妊娠的第１１～１２ｄ，即胚胎的伸长期。猪的囊胚在孵化后 （直径约５ｍｍ）
首先合成的物质是雌激素，当胚胎的直径达到１０ｍｍ，并由球形变为线形时达到峰值，胚胎伸长

结束后，分泌量下降，妊娠第１６～３０ｄ是雌激素合成的第二高峰期 （Ｇｅｉｓｅ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２）。这

对于延长猪的黄体是必要的。雌激素是母猪识别胚胎存在的信号，具有阻止卵巢黄体溶解的功能。
关于第二次雌激素的增加所激起的子宫内膜变化了解颇少。第二次雌激素增加刺激子宫内膜

的机理，与第１２ｄ相比较是有区别的。在第１２ｄ子宫内膜上存在大量雌激素受体，而在妊娠第

１５～１８ｄ的雌激素受体和雌激素受体ｍＲＮＡ却较低。孕体分泌的雌激素不是通过阻止ＰＧＦ２α的

合成来维持黄体的功能。其作用机理是：雌激素与受体结合后使子宫内膜细胞中促乳素受体基因

的表达量升高，黄体和垂体前叶分泌的促乳素与受体结合后，诱导子宫内膜上皮细胞中钙循环发

生变化，使ＰＧＦ２α由内分泌转化为外分泌，即ＰＧＦ２α不是进入子宫静脉，而是通过逆流传递机制

进入卵巢，溶解黄体，从而分泌到子宫腔中很快降解，因而维持了黄体的存在 （Ｙｏｕ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８９）（图６ ２）。因此，孕体合成与分泌雌激素的作用有二：一是改变子宫内膜ＰＧＦ２α的转运，

　　　　　

图６ ２　母猪妊娠识别的机理

（空怀母猪子宫上皮合成的ＰＧＦ２α主要释放到子宫内膜的毛细血管中，引起卵巢黄体的退化；

妊娠母猪的ＰＧＦ２α主要释放到子宫腔中，无法产生溶黄体作用）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６ｔｈＥｄ．Ｌｅａ＆Ｆｅｂｉｇｅｒ，１９９３，２０９）　

使ＰＧＦ２α由向子宫实质分泌 （向内分泌）改变为向子宫腔分泌 （向外分泌）；二是刺激子宫内膜

的生长和分泌，以适合妊娠建立的需要。在母猪妊娠识别过程中，母体的每侧子宫角中至少有两

个孕体，妊娠才能得以维持。否则，未孕一侧子宫角产生的ＰＧＦ２α会使两个卵巢上的黄体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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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ｆｅｚ，１９９３）。
另外，孕体还分泌一系列蛋白质因子以辅助母体的妊娠识别，其中有Ⅰ型干扰素和γ 干扰素

等。但其子宫内膜不像反刍类那么容易接受ＩＦＮ对２′，５′寡腺苷酸合成酶的刺激。事实上，应用重

组ＩＦＮ α或ｂＴＰ １处理猪的子宫内膜以后，２′，５′寡腺苷酸合成酶的活性并不增加。这些结果与

猪孕体蛋白未能延长猪的间情期是一致的。其子宫内膜在妊娠早期ＰＧ的合成并不受抑制。
然而，在模拟胎儿产生的雌激素量给子宫腔注射时，通常只能将发情周期延长几天。对此可

能还需要产生别的因子来使妊娠得以维持 （杨增明等，２００５）。

三、马的妊娠识别

马的孕体能抑制子宫内膜产生ＰＧＦ２α，但具体机理目前还不清楚。孕体在妊娠第１２～１４ｄ做

跨子宫角的往复多次迁移运动可能在抑制ＰＧＦ２α的合成和分泌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Ｓｈａｒｐ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可能通过分泌一种未知的ＰＧ合成酶抑制因子，抑制黄体的溶解。胚胎在第８～２０ｄ
也能分泌雌激素，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它具有抗溶黄体作用，很可能在动员孕体分泌ＰＧ合成酶的

抑制因子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妊娠的第１２～１４ｄ马胚胎还分泌多种蛋白质，分子质量在４０～
６５ｋｕ之间，但这些物质作用还不清楚。Ｓｈａｒｐ等 （１９８９）发现一种小的胚源性蛋白质，其分子

质量为１～６ｋｕ，能抑制ＰＧＦ２α的合成。雌激素和蛋白质可能是妊娠识别信号，直接或间接抑制

子宫内膜产生ＰＧＦ２α （Ｈａｆｅｚ，１９９３）。马妊娠建立后产生的ＣＧ通过刺激卵巢额外的卵泡黄体

化，从而维持血液中高浓度的孕酮，但ＣＧ在马妊娠中是否必需尚无定论。

四、啮齿类动物的妊娠识别

大鼠和小鼠等性成熟的雌性啮齿动物，不能形成完整黄体期，因此它们没有完整的发情周

期。交配或机械刺激大鼠子宫颈，排卵后的假孕大鼠黄体仅能维持１２ｄ左右，以后开始退化。
黄体寿命的延长是由于骨盆神经受到刺激，通过反射弧，引起垂体前叶释放促乳素。促乳素能激

活黄体细胞中的ＬＨ受体，从而维持黄体的存在，抑制ＰＧＦ２α溶黄体作用。孕体在附植后，胎盘

和蜕膜能分泌一系列的胎盘促乳素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ｌａｃｔｏｇｅｎ）和促乳素样激素，以取代垂体促乳素

（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妊娠早期垂体促乳素分泌的半昼夜峰 （ｓｅｍｉｃｒｉｃａｄｉａｎｓｕｒｇｅ）是由子宫

颈的刺激诱发的，是周期黄体转变为妊娠黄体所必需的。嘌呤霉素敏感的氨基肽酶对于小鼠的母

体妊娠识别是必需的，缺乏它的小鼠会因不能形成妊娠黄体而导致不孕 （桑润滋，２００２）。

五、灵长类动物的妊娠识别

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黄体的溶解可由附植胚胎的滋养层细胞分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ｃｈｏｒｉ
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ＣＧ）所阻止。ＣＧ是母体的识别信号，如ＣＧ基因在人１６细胞胚胎期就开

始转录，在胚胎与子宫内膜接触时分泌有生物活性的ＣＧ。ＣＧ能结合到黄体细胞中的ＬＨ受体

上促进黄体形成，维持黄体功能，刺激孕酮产生，抑制ＰＧＦ２α的溶黄体作用 （Ｈｅａｒ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同时，ＣＧ还可能对胚胎具有免疫保护作用 （Ｂａｒｔｏｃｃ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３）。人血液中的ｈＣＧ
在排卵后第８～１０ｄ，即ＬＨ峰第９～１１ｄ可以检测到，其在妊娠早期具有促黄体作用，使周期

黄体 （月经黄体）转变为妊娠黄体保证孕酮的持续分泌。直到妊娠第７周后胎盘和蜕膜开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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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取代黄体功能，孕酮分泌又重新恢复。溶黄体可能需要局部的ＰＧＦ２α参与，其具体过程目

前还不清楚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４）。

六、其他动物的妊娠识别

一些动物具有和正常妊娠期一样长的黄体期，也称假孕期 （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孕体在妊娠期

过了一半或２／３时才对延长黄体功能发挥作用。犬妊娠期为５８～６３ｄ，假孕期为５０～８０ｄ；雪貂妊

娠期为４０ｄ，假孕期为４０ｄ；猫的妊娠期为５８～６３ｄ，假孕期为３０～５０ｄ；兔妊娠期为２８ｄ，假孕

期为１６ｄ；小鼠和大鼠妊娠期分别为１９ｄ和２２ｄ，假孕期分别为１２ｄ和１４ｄ（陈北亨等，２００１）。
不同物种在母体妊娠识别过程中抑制黄体溶解的方式各异。马的妊娠识别信号及其作用机制

还所知不多，可能由胚体分泌一种低分子质量蛋白作为信号。而在反刍动物 （如绵羊、山羊、
牛）中，妊娠识别的抗黄体溶解信号是一组酸性低分子质量蛋白，始称蛋白质Ｘ，后来被命名为

滋养层蛋白１（ＴＰ １）或滋养素层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ｉｎ）。
总之，对早期孕体分泌的妊娠识别信号，目前研究较多的是ＩＦＮ τ、雌激素和ＣＧ。对小

鼠、绵羊、牛、猪、人的部分因子已得到分离与纯化，并在结构上做了分析比较。但对大多数已

发现的因子仅仅是初步认识，均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节　附　　植

附植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指处于活化状态的囊胚滋养层细胞与处于接受态的母体子宫上皮细胞

之间逐步建立组织和生理上联系的过程，附植的作用是为胎儿以后的发育提供充足的营养。在啮

齿类和灵长类动物中，胚胎通过侵入和吞噬作用，穿过子宫黏膜，附植到子宫的基膜中，并引起

基膜细胞的变形、增生；家畜胚胎滋养层与子宫内膜上皮之间只发生表面的、非侵入性的黏着作

用，胚胎始终存在于子宫腔内，因此称为附植。而人类医学上把附植这一过程称为着床。附植是胎

生动物的一种进化现象。附植过程保证了胚胎的有效营养和安全保护，因而有利于胚胎的存活。

一、附植时间

胚泡发生附植的时间在不同种类的动物中具有差异，与妊娠期的长短有一定关系。另外，子

宫的环境条件和胚胎发育的同步程度对附植的顺利完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能成为附植失败

和早期胚胎死亡的原因之一。种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胎盘类型、附植阶段的长度不同 （从啮齿类

数小时到反刍类１～２周）以及细胞接触的进化和滋养层侵入子宫内膜的程度不同。胚泡附植是个

渐进的过程，准确的附植时间差异较大。在游离期之后，胚泡与子宫内膜即开始疏松附植；紧密附

植的时间是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且有明显的种间差异 （表６ ２），最终胎盘建立，附植完成。

表６ ２　妊娠识别和胚泡附植的时间

动物种类
妊娠识别

（排卵后的天数）
附植时间 （排卵后的天数）

开始 （疏松附植） 完成 （紧密附植）
胎盘类型

绵羊 １２～１３ １４～１６ ２８～３５ 结缔组织绒毛膜

牛 １６～１７ ２８～３２ ４０～４５ 结缔组织绒毛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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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动物种类
妊娠识别

（排卵后的天数）
附植时间 （排卵后的天数）

开始 （疏松附植） 完成 （紧密附植）
胎盘类型

猪 １０～１２ １２～１３ ２５～２６ 上皮组织绒毛膜

马 １４～１６ ３５～４０ ９５～１０５ 上皮组织绒毛膜

二、附植部位

家畜胚泡附植的部位都是在子宫腔内，且在子宫系膜的对侧，因为该部位的血管稠密，便于

胚泡滋养层获得丰富的营养，供给胚胎发育的需要。一般牛、羊胚泡位于子宫角内下１／３处；马

的胚泡附植在子宫角的基部，单胎时常迁至对侧子宫角，而产后首次发情配孕的胚胎多在上一胎的

空角基部。怀双胎时，则两侧子宫角各附植一个。在多胎动物 （如猪）中，可通过子宫内迁作用均

匀分布在两侧子宫角，其胚泡则等量等距离分布于两子宫角，胚泡间有适当的距离，防止拥挤。

三、附植过程及附植模型

胚泡附植是一个渐进过程。子宫对胚泡附植的敏感性可分为接受前期 （ｐｒ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ｅ）、接受

期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ｅ）和非接受期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子宫处于接受态的时期称为附植窗口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ｎｄｏｗ）。只有活化状态的胚泡与接受态的子宫同步进行，胚泡才能正常附植。一般将胚胎附植

分为定位 （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期、黏附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期和侵入 （ｉｎｖａｔｉｏｎ）期。
定位是滋养层细胞与子宫上皮细胞间的接触逐渐紧密。最初胚泡尚小，容易在子宫腔内游

离。以后因胚泡液增多，就限制了它在子宫内的移动，逐渐紧贴着子宫内膜。黏附反应是子宫腔

闭合后使子宫内膜上皮细胞与滋养层细胞更加紧密接触的过程。小鼠和大鼠胚胎附植的早期，子

宫腔闭合后，子宫腔上皮紧包着胚泡。子宫腔的闭合与黏附反应的意义在于可能使子宫和胚胎间

能够紧密贴附在一起，使得胚胎在子宫中的位置得以固定。由于透明带消失，胚泡表面密盖微绒

毛的滋养层发育成绒毛膜，直接与子宫黏膜接触。以后绒毛膜逐渐伸展，便与子宫黏膜互相结合

起来 （图６ ３）。最初是绒毛的表面与子宫黏膜联合一起，后来绒毛膜内层同尿膜愈合，尿膜血

管的末端微血管即伸入绒毛内，胎儿与母体之间即通过绒毛血管而交换营养与排泄物。但兔和豚

鼠的胚胎则在附植以后才脱去透明带。当这些动物的胚泡开始与子宫内膜接触时，滋养层细胞先

将透明带的一小部分溶解开，并伸出伪足与子宫上皮接触，然后胚胎的大部分区域侵入子宫内

膜，透明带才逐渐被溶解消失。
附植早期，各种动物的胚泡都是从游离而逐渐接近与接触子宫黏膜，彼此无甚差别。以后则因

动物胎盘类型的不同而附植过程具有明显差异：马、猪为上皮绒毛膜胎盘，其绒毛进入子宫黏膜与其

黏膜上皮结合；牛、羊为结缔组织绒毛膜胎盘，其绒毛丛则与子宫上皮和上皮下的结缔组织相结合；
犬为内皮绒毛膜胎盘，灵长类为血液绒毛膜胎盘，它们的附植程度更深 （图６ ３），称之为植入更为

恰当。当绒毛膜上的尿囊血管变成广泛分布的血管时，附植过程即告完成。胚胎内细胞团定位于附植

部位的对侧 （除灵长类）。第４阶段 （Ｄ）代表上皮结缔组织绒毛膜胎盘型动物附植期的最后阶段。
囊胚固定在子宫的特定位置并与子宫内膜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标志着附植的开始。在那些最

终绒毛膜与血液接触的盘状胎盘，附植过程中必须发生一系列的反应。例如：囊胚固定于子宫腔

上皮，滋养层与子宫上皮建立联系，滋养层的侵入与随后的滋养层基质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ｓｔｒｏｍａ）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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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质的入侵包括表层子宫内皮血管的入侵 （Ｓｃｈｌａｆｋｅ＆Ｅｎｄｅｒｓ，１９７５）。囊胚固定所用方式因物

种而异，这些不同为研究细胞间相互作用的不同特点提供了机会 （Ｅｎ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图６ ３　附植的不同阶段

（胚胎内细胞团定位于附植点的对侧）

Ａ透明带脱落　Ｂ接触前的囊胚定向　Ｃ细胞的同步接触　Ｄ “黏着”或附着

Ｅ穿透子宫内膜　Ｆ上皮结缔绒毛膜胎盘　Ｇ内皮或血液绒毛膜胎盘

（引自王建辰，章孝荣主编．动物生殖调控．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００）
　

这里仅就几种动物胚泡的附植过程介绍如下。
（一）猪

猪的胚胎附植是浅层的表面附植。它的滋养层并不侵入子宫上皮子宫内膜中 （Ｗｏｏｄｉｎｇ＆
Ｆｌｉｎｔ，１９９４）。胚胎在妊娠第１３ｄ完成伸长后，滋养层细胞表面的微绒毛与子宫上皮细胞表面的微

绒毛间出现交错连接 （Ｄａｎｔｚｅｒ，１９８５），开始附着在子宫表面。到妊娠第１８～２４ｄ完成附植，滋养

层的表面除在子宫腺体的开口部和胚胎的两端外与子宫上皮细胞间的这种组织连接完全建立。在子

宫腺体开口部，滋养层表面形成晕 （ｈａｌｏ）状结构。孕体通过这种结构，可以从母体子宫腺体中直

接吸收营养，满足胎儿正常发育需要，如子宫内膜分泌的子宫转铁蛋白被吸收后直接参与胎儿发育

过程中的离子转运 （Ｒａｕｂｅｔａｌ．，１９８５）。虽然滋养层与子宫上皮变成紧密的交叉，并且囊胚与子宫

的血管使子宫上皮形成锯齿状，但子宫腔始终保持完整。因而胚胎始终位于内膜的表面。
（二）反刍动物

反刍动物绵羊、山羊和牛的胎盘大多是浅层的表面附植，并形成双核滋养层细胞。双核细胞

出现是胚胎滋养层细胞附植的标志。它们与子宫腔上皮细胞融合形成暂时的异核体 （牛）或持久

性斑 （绵羊和山羊）（Ｗｏｏｄｉｎｇ，１９９２）。羊在妊娠第１４ｄ，牛在妊娠第１７ｄ，第一次出现双核细

胞。双核细胞开始时主要出现在子宫阜部位的滋养层中，以后遍布整个滋养层，约占滋养层细胞

总数的２０％。牛羊的双核细胞达到高峰期以后逐渐减少，到分娩时双核细胞减少到原来的１／４。
有的双核细胞形成后向子宫上皮部位移行，穿过绒毛连接，与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发生融合，形成多

核细胞，称合胞体或肥大细胞。在胎盘部位，合胞体参与构成妊娠子宫内膜的重建 （图６ ４）。绵

羊的合胞体一直维持到妊娠结束；牛的合胞体在妊娠第２４ｄ时约占新上皮细胞数的５０％，到妊娠

第４０ｄ时消失 （Ｗｏｏｄｉｎｇ，１９８３）。合胞体和双核细胞的功能尚未完全弄清，可能参与胎儿的免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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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运送胎儿产生的某些物质进入母体组织中，合成促乳素、类固醇激素、妊娠蛋白等物质。

图６ ４　反刍动物双核细胞的移行和合胞体的形成过程示意图

ａ绵羊和山羊在妊娠第２４ｄ时 ［双核细胞的移行过程 （１～４），纺锤体主要出现在胚胎滋养层细胞中，

紧贴于子宫上皮基底膜的合胞体通过与移行的双核细胞融合而不断增大］

ｂ牛和鹿在妊娠第２８ｄ时 ［双核细胞的移行过程 （１～５），滋养层和子宫上皮细胞都出现纺锤体，

双核细胞在移行过程中形成三核细胞。通过这一过程，双核细胞中的颗粒状物质可实现跨微绒毛膜带运输］

（引自Ｆｌｏｏ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４ｔｈＥｄ，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３４５）　

绵羊、山羊和牛胚胎在伸长过程中滋养层细胞形成很多指状突起，它们伸入到子宫腺体的开

口部，起着固定和营养胚胎的作用 （图６ ５）。随着胎盘的发育，指状突起逐渐消失。指状突起

形成的时间在绵羊中为妊娠第１３ｄ，牛为妊娠的第１８ｄ；在妊娠第２０ｄ时指状突起都消失。在指

状突起消失之前，绵羊和牛胚胎分别在妊娠第１４ｄ和１６ｄ时，滋养层细胞的绒毛与子宫内膜细

胞的胞质突交错连接，开始时这种连接分散在整个滋养层的表面；分别在第１６～１８ｄ和第２０ｄ
时，子宫阜部位的滋养层细胞发育出更短的绒毛，深入到子宫阜腺体的隐窝中，出现黏附；这种

绒毛不断伸长并出现血管，分别在第３０ｄ和第３６ｄ与子宫阜的组织形成子叶形胎盘。羊的子宫

阜中心凹陷，形成 “母包子型”；牛的子宫阜则为圆形隆起，形成 “子包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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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５　牛胚胎的附植过程

（引自Ｆｌｏｏ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４ｔｈＥｄ．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３４２）　

（三）马属动物

马妊娠第２４～４０ｄ胚胎开始附植。在妊娠第２５ｄ，胚胎滋养层细胞和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紧

密接触，呈指叉样相接，为早期附植。第４周时，胚胎周围出现特异的绒毛膜带围成的圆形

囊———绒毛膜环带 （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ｉｒｄｌｅ）。随着绒毛膜环带的发育进入高峰期，妊娠第３６ｄ时，绒

毛膜带的双核细胞开始从绒毛膜中迁移出来，通过吞噬子宫上皮细胞，穿过子宫上皮，进入上皮

基质中，形成子宫内膜杯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ｕｐ），第３８ｄ时，子宫内膜杯基本形成，一直存在到妊

娠第１３０ｄ（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３）（图６ ６）。马的滋养层细胞 子宫内膜杯细胞与其他有蹄类的双

核细胞相比与子宫内膜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这些细胞要通过子宫腔上皮细胞迁移进入子宫内膜

基质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３；Ｅｎｄｅｒｓ＆ｌｉｕ，１９９１）。子宫内膜杯产生促性腺激素

ＰＭＳＧ，促进卵巢上副黄体的形成，维持孕酮的分泌，有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同时ＰＭＳＧ保护胎

儿免遭母体的免疫排斥反应。到妊娠第４０ｄ时，除内膜杯以外，绒毛膜表面又出现均匀分布的初级

绒毛，它们与子宫内膜中的微绒毛交错连接。在妊娠第１００ｄ时，初级绒毛又形成更细的微绒毛，
相邻的微绒毛发生融合，并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胎盘的微子叶。微子叶是胎儿与母体进行物质交

换的主要场所。微绒毛分支及融合形成的数千个微子叶结构使胚胎牢固地附着于子宫。
（四）啮齿类动物

附植需要子宫由不接受性转变为接受性，即开启 “附植窗口”。现已知子宫的这一重要转变

受到激素的调节，但具体的机理目前尚不清楚。根据Ｃｒｏｓｓ（１９９４）证实，如果以小鼠见栓为妊

娠第１天记为Ｄ１，Ｄ３５胚泡开始形成，Ｄ４２５～４５胚泡激活，Ｄ４～６胚泡附植。小鼠的胚胎

在妊娠第４ｄ时体积扩增到原来的１０～２０倍，这时临近胚胎部位的子宫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表现为子宫内膜的局部水肿，接着出现蜕膜反应 （ｄｅｃｉｄｕａｌｃｅｌ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ＤＣＲ），即子宫上皮细

胞脱落，并被胚胎滋养层细胞吞噬。基质细胞储存糖原，体积增大，形成蜕膜细胞。蜕膜细胞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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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６　母马子宫内膜杯形成的示意图

（引自Ｆｌｏｏ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４ｔｈＥｄ．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３３７）　

续侵入到子宫腔上皮的基底膜，然后通过缝隙连接形成蜕膜组织。ＤＣＲ开始出现在靠近胚胎的

位置，以后逐步扩大，最后在胚胎周围形成一个圆形的附植室。这时胚胎的滋养层细胞分裂加

快，体积增大，并分化出合胞体细胞。滋养层细胞在ＩＣＭ外形成胎盘锥，并侵入到蜕膜组织中。
这样，胎盘细胞可直接进入子宫肌层，与子宫毛细血管发生密切联系，妊娠最终建立。

豚鼠也称荷兰猪，是一种ｃａｖｉｏｍｏｒｐｈ啮齿类，它与鼠科啮齿类有着不同的附植模式。当囊

胚进入子宫腔后便从有内细胞团的一极发育出由合胞体滋养层所构成的附植锥。附植锥伸出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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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透明带与子宫腔上皮相连 （Ｅｎｄｅｒｓ＆Ｓｃｈｌａｆｋｅ，１９６９），再黏附到子宫腔上皮。这些突起在

子宫腔上皮细胞间扩散，并渗入子宫基板 （ｂａｓａｌｌａｍｉｎａ）。这样，整个胚泡侵入腔上皮下方的子

宫内膜基质中，并在此过程中失去透明带 （图６ ７ｂ）。只有囊胚进入子宫内膜后子宫内膜才进

行类似于鼠科啮齿类的蜕膜反应。这种直接侵入子宫内膜的机制使荷兰猪成为理想的研究子宫内

膜侵入的动物模型。但其发情周期相对长较长，一次实际只有３～５枚的胚泡形成，并且很难定

位囊胚附植的最初位置 （Ｃ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五）兔

兔胚泡黏附到子宫上皮细胞顶部的过程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其合胞体滋养层上大量的突起首

先与上皮细胞顶部接触，然后发生融合 （Ｅｎｄｅｒｓ＆Ｓｃｈｌａｆｋｅ，１９７１；Ｈｏｆｆｍａｎ＆Ｗｉｎｆｒｅｙ，１９８９）。尽

管这种与细胞顶部融合的现象在其他物种并不常见，但却表明细胞表面的黏附可能是附植的重要起

始信号 （图６ ７ｃ）。兔在交配后１０ｈ排卵以及体外培养时胚胎滋养层细胞可黏附到子宫上皮细胞

上。这些特性使兔成为研究顶端细胞黏附的有特色动物模型 （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虽然其他动

物也有滋养层 子宫细胞融合现象，但在子宫上皮细胞侵入过程初期，只有在兔上研究得较为详细。

图６ ７　附植类型

ａ啮齿类 ［子宫上皮细胞凋亡后，蜕膜细胞侵入到子宫腔上皮基底膜，而后胚胎滋养层多线染色体细胞侵入子宫上皮

（图中阴影部分细胞）］　ｂ豚鼠 ［附植锥合胞体滋养层穿过透明带，然后侵入子宫上皮细胞之间，随后囊胚的其余

细胞 （含内细胞团）延伸进入子宫基质］　ｃ兔 （在侵入子宫基质之前，合胞体滋养层突起与一个或两个子宫上皮细

胞融合）　ｄ灵长类 （在穿透子宫腔上皮基底膜之前，形成于内细胞团附近的合胞体滋养层侵入子宫上皮细胞之间）　
ＤＣ蜕膜细胞　Ｅｎ．胚胎内胚层　Ｅｐ子宫上皮　ＩＣＭ内细胞团　Ｓ基质　Ｔ滋养层　ＺＰ透明带

［引自Ｃ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Ｅｍｂｒｙｏ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２３）：２１７～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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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灵长类动物

灵长类动物的胚胎在附植过程中也发生蜕膜反应。胚胎发出的妊娠信号作用于母体子宫后，
子宫上皮细胞在与胚胎滋养层接触部位表达肝素结合性ＥＧＦ类生长因子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ｐｉ
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ＨＢＥＧＦ），它与滋养层细胞表面的硫酸乙酰肝素蛋白

多糖和ＥＧＦ受体结合后使胚胎附植在子宫内膜表面。然后在靠近ＩＣＭ部位滋养层细胞形成合胞

体，合胞体滋养层通过蜕膜反应穿过子宫内膜 （图６ ８）。非人灵长类动物在妊娠第１２ｄ，合胞

体滋养层伸入母体血管中，而人的胚胎在这一阶段合胞体滋养层仅侵入到子宫上皮的基膜中，很

少侵入到血管内。

图６ ８　灵长类动物胚胎的附植过程

［改自ＫｉｅｒｓｚｅｎｂａｕｍＤｅｃ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 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ｔｗｏｒｋ．Ｍ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Ｄｅｖ．

２００１（５９）：１２３～１２５］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观察到人胚胎的附植起始阶段，但靠近子宫内膜一侧的囊胚内细胞团的

定向表明：人与其他灵长类一样，是子宫上皮表面的内细胞团附近的滋养层细胞引起囊胚的定向

（图６ ７ｄ）。对 （恒河猴、狨、狒狒）早期胚胎附植的研究表明：靠近内细胞团的滋养层细胞先

发生融合，形成合胞体。恒河猴和狨的靠近内细胞团的滋养层细胞侵入到子宫上皮中 （Ｅｎｄｅｒｓ
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８７）。人们已经用电子显微镜记录了灵长类动物从囊胚接触子宫上

皮到发生侵入之前的阶段。然而狒狒的囊胚在临近附植时会伸出突起，并可观察到滋养层形成局

部的合胞体结构。在这些合胞体的顶端形成胞质突起 （Ｅｎ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尽管灵长类的子宫

内膜在体内和体外条件下均比较容易研究，但由于其繁殖能力较低，因此无法获得大量的附植早

期的子宫。而目前，只能通过解剖观察的方法才能确定子宫是否处于妊娠早期阶段。目前比较一

致的观点是，人的附植窗口至少应该是从月经周期第２０～２４ｄ开启，附植部位为子宫体或底部，
常见于子宫后壁。

到妊娠第１２ｄ（附植后３ｄ）恒河猴胚胎的附植位置可通过超声波定位 （Ｔａｒａｎｔａｌ＆ Ｈｅｎ
ｄｒｉｃｋｘ，１９８８）。此时合胞体滋养层不但侵入子宫上皮，还侵入母体血管，进而附植腔隙阶段开

始出现。这种动物是研究胚胎附植后期的好模型，且在该附植时期，细胞滋养层细胞开始侵入子

宫内膜血管系统，那么通过细胞滋养层来研究动脉侵入与修饰非常有用 （Ｅｎｄｅｒｓ＆Ｂｌａｎｋ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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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ｐ，１９９９）。但恒河猴的腔隙阶段与人不同，主要表现在：在此早期阶段，人表现出更多的通

过单个滋养层细胞侵入子宫内膜基质和较少的血管侵入 （Ｅ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７）。
在研究滋养层附植并侵入子宫上皮的过程时，狨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动物 （Ｅｎｄｅｒｓ＆Ｌｏｐａｔａ，

１９９９）。其囊胚可以在子宫上皮表层维持数日，同时，随着附植位置的扩展，合胞体滋养层不断

侵入子宫上皮。此外，狨每次怀孕有１～３个胚泡，通过监测Ｐ４的水平，可以判断早期妊娠的建

立，这种判断至少有５０％的准确性。这种子宫上皮侵入持续好几天。狨的囊胚适于体外条件下

的试验，并成功建立了体外附植试验模型 （Ｌｏｐａ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这样就可以比较体内外结果并

人为调控附植的环境条件。这个模型非常重要，因为企图用人体外囊胚来模拟其体内环境的附植

模型尚未建立。
（七）其他动物

家犬和猫胚胎附植时，附植点集中，许多合胞体滋养层细胞成岛状分布，它们侵入子宫上皮细

胞的缝隙中 （Ｌｅｉｓｅｒ＆Ｋｏｏｂ，１９９３）。最终在带状胎盘形成部位的所有的腔上皮全部消失，更多的

合胞体和细胞滋养层形成后，合胞体细胞侵入子宫上皮基质并环绕住母体血管基质，随后延伸形成

母体胎盘的迷路。因此家犬、猫和雪貂可被用来研究合胞体滋养层附着并侵入腔上皮的方式，因为

它们有一种自身的调控机制来控制侵入性合胞体滋养层与非侵入性合胞体滋养层的相间分布。

四、附植机理

胚胎附植机理，涉及生理、生化和激素等因素，但在小鼠、大鼠、牛、绵羊、猪、水貂都已

得到证实，最重要的是要求胚胎的发育过程与子宫环境条件的变化能够同步，互相适应。附植的

发生既决定于胚泡的主动性，也决定于子宫内膜是否做好准备，它们必须同步化，才能够使胚泡

的附植顺利进行。
（一）母体类固醇激素

附植主要受雌激素和孕酮的调节，雌激素使子宫内膜增生，孕酮使子宫内膜分泌活动增强，
发生蜕膜化。在这两种激素的联合作用下，能促使附植发生。孕激素在胚胎附植中起主导作用，
它能刺激子宫腔内腺上皮的发育和子宫乳的分泌，为早期胚胎发育提供营养。同时，孕酮及其代

谢物能抑制妊娠母畜的免疫反应，促进附植。妊娠母体内一定水平的雌激素能抑制子宫上皮对异

物的吞噬作用，从而使子宫产生对胎儿的接受性。两种激素还调控附植相关蛋白基因的表达，如

黏蛋白 （ＭＵＣｌ）基因、肝素结合性ＥＧＦ类生长因子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ＨＢＥＧＦ）基因、ＬＩＦ基因、降钙素基因等。此外，母体内的促乳素、催产素

等也参与妊娠识别和附植过程。因此，母体的健康状况和正常的内分泌环境是完成胚胎附植的

基础。
胚胎发育和子宫接受态的建立是由雌激素和孕激素相互协调进行的。子宫的不同细胞对孕激

素和 （或）雌激素的反应不同。雌激素可以直接导致成年小鼠子宫上皮细胞的增殖；而子宫内膜

细胞的增殖需要孕激素和雌激素的共同作用 （Ｐｏｌｌａｒｄ，１９９０）。小鼠妊娠早期子宫对卵巢孕激素

和雌激素的反应与此类似 （Ｈｕ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９）。在见栓的当天和次日，排卵前的卵巢雌激素刺

激子宫上皮细胞的增殖。在第３ｄ，来源于新生黄体的孕激素导致子宫内膜的增殖，这一过程在

妊娠第４ｄ被排卵前卵巢分泌的雌激素所加强。与此相反，在妊娠第４ｄ上皮细胞停止增殖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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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化，此时子宫进入对囊胚的接受状态。子宫与囊胚之间的信号交流确保了附植的起始。对于

啮齿动物，根据其子宫对附植的敏感性，可以把子宫分为预容受期、容受期与不容受期 （不应

期）３个生理阶段。小鼠妊娠或假孕到第４ｄ，子宫由预容受期过渡到容受期 （开始附植）
（Ｎｏｙ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６３）；如果子宫由容受期过渡到不容受期，则子宫对囊胚的存在不应答。因此

小鼠在妊娠或假孕时胚胎的附植会推迟。在妊娠第４ｄ卵巢分泌Ｅ２前切除卵巢，将导致囊胚的休

眠与附植的抑制。这个状态被称为附植推迟。如果每天用孕激素处理，这种状态 （类似于预容受

期）能被维持 （Ｐａｒｉ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３）。在孕激素预处理的前提下，雌激素能刺激子宫进入容受期

并激活休眠的囊胚，从而启动附植 （Ｐａｒｉ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Ｙｏｓｈｉｎａｇａ＆Ａｄａｍｓ，１９９６）。若无囊胚

存在，则子宫进入不应期。如此看来，子宫的容受期可被视为一个 “窗口”，在这段特定的时期

内它将维持对囊胚接受的能力。雌激素激活休眠囊胚与子宫进而启动附植反应的机理尚不清楚。
在卵巢激素中，孕酮对内膜致敏是不可缺少的；小量的雌激素能使宫腔上皮接受和传递胚泡

给内膜的信息，从而使内膜致敏。但大量的雌激素反而可抑制内膜，使内膜对胚泡不起反应。
对大鼠 （Ｃａｎｉｖｅｎｃｅｔａｌ．，１９５６）、小鼠 （Ｙｏｓｈｉｎａｇａ＆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６）和蒙古沙鼠 （Ｍｏｎ

ｇｏｌｉａｎｇｅｒｂｉｌ）（Ｎｏｒｒｉｓ＆Ａｄａｍｓ，１９７１），孕激素与雌激素对启动附植均是必需的。而对仓鼠

（Ｐｒａｓａｄｅｔａｌ．，１９６０）和豚鼠 （Ｄｅａｎｅｓｌｙ，１９６０），只需要孕激素。对兔，如果在妊娠早期卵巢

被切除，则孕激素与雌激素均是必需的 （Ｐｉｎｃｕｓ＆ Ｗｅｒｔｈｅｓｓｅｎ，１９３８；Ｃｈａｍｂｏｎ，１９４９）。对恒

河猴，一些研究者报道只需要孕激素就可以启动附植 （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６９），而另一些人认为雌

激素也是必需的 （Ｒａｖｉｎｄｒａｎａｔｈ＆ Ｍｏｎｄｇａｌ，１９８７）。尽管这种现象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类固

醇激素诱导基因表达的机制存在种间差异来解释，但有待于对关键性的分子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胚胎的作用

附植的先决条件是囊胚必须从透明带中孵化出来，使孵化囊胚表面的滋养层细胞与子宫黏膜

上皮细胞直接接触。透明带的溶解是由于胚泡分泌的一种蛋白分解酶，它在附植时分泌最多；另

一方面，子宫内膜分泌一种胰蛋白酶抑制物，这种抑制物在附植时活性下降。
附植前胚胎首先分泌妊娠信号作用于母体的子宫内膜，母体在接受这些信号后，才由发情周

期转变为妊娠周期，为胚胎发育提供良好的子宫环境。因此，胚胎激素是影响胚胎附植的主要因

素。已知一般胚胎至少能合成孕酮和雌激素，前者有促进和维持黄体机能的作用，后者能刺激胚

胎附植部位，使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高，有利于附植。因此，激素在附植过程中是一种关键性因

素。在家畜中，妊娠信号的强弱与胚胎移植后的受胎率直接相关。如向发情后的母牛子宫中灌注

ＩＦＮ τ能使子宫孕向发育 （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冷冻后的胚胎与滋养层细胞共移植能明显提高

妊娠率 （Ｈｅｙ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体外操作胚胎受胎率低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妊娠信号合成不足有关。
（三）子宫的接受态

首先由于孕酮与雌激素的联合作用，引起子宫内膜发生变化，变为分泌性内膜，表现为子宫

内膜上皮增生、腺体加长、弯曲增多，子宫内膜的结缔组织和成纤维细胞发育。成纤维细胞的胞

质内有丰富的糖原，这就给早期胚胎提供了营养，给附植准备了能源。此种现象称为蜕膜化，它

能够提高子宫内膜的敏感性，从而产生接受性，允许胚胎附植。同时，孕酮与雌激素的联合作用

能够促使发生附植。例如，切除小鼠的卵巢，只供以孕酮，胚泡一直不能附植，如果再供给少量雌

激素，则４８ｈ之内即发生附植。在孕酮的刺激下，可使妊娠子宫产生一种子宫珠蛋白 （ｕｔｅｒｏｇ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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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ｎ），称为胚激肽 （ｂｌａｓｔｏｋｉｎｉｎ），它有促进囊胚生长发育的作用，所以称为促囊胚蛋白更为恰当。
子宫只在某个特定时期允许胚胎附植，这一时期即为附植窗口。而在此之前或之后这一窗口

是关闭的，胚胎无法附植到子宫内膜上。附植窗口的出现是母体子宫上皮细胞中有关基因表达的

结果。目前的研究结果认为，整合素的出现是子宫内膜附植窗口最重要的标志 （Ｌｅｓｓｅｙ，１９９８）。
因此，母体排卵后子宫的孕向发育必须与胚胎发育同步，两者才能协调一致，完成附植并维持胎

儿发育至分娩。如果母体环境受到破坏，或者胚胎未能正常发育，都难以附植。对于多胎动物来

说，胚胎发育的整齐性是影响窝产仔数的主要因素之一，胚胎发育不整齐的品种，发育缓慢的胚

胎因为附植窗口关闭而无法附植，导致早期胚胎丢失，结果窝产仔数下降 （Ｂａｚ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五、延迟附植

有些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胚胎发育到囊胚期后并不立即附植到子宫内膜上，子宫处于非

接受态，胚泡在子宫中游离较长时间后才与子宫内膜发生附植反应，此时为延迟附植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在这段时间内，胚胎的发育处于相对滞育状态，因此又称胚胎滞育。延迟附植的

胚胎代谢活动很弱，ＣＯ２的产量降低，蛋白质的合成减少，ＤＮＡ的合成几乎停止。延迟附植的

动物可分为专性滞育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ｄｉａｐａｕｓｅ）和兼性滞育 （ｆａｃ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ｐａｕｓｅ）两大类。专性滞

育动物的胚泡仅有少量的有丝分裂，如鼬科动物、獾、熊、欧洲狍、蝙蝠、海豹等动物。兼性滞

育动物胚泡不发生有丝分裂，如小鼠、大鼠和有袋类动物。
专性延迟附植的动物胚胎延迟附植是为了使动物的交配和分娩在最合适的季节进行。如欧洲

獾在２月份交配，胚胎在１２月份附植，翌年初产仔；狍在７、８月份交配，胚胎在翌年的１月份

附植，５月份产仔。灰海豹在秋季交配，胚胎在翌年的４月份附植，７、８月份产仔。臭鼬胚胎的

滞育状态可维持约２００ｄ。这些动物的妊娠期从不固定，随外界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兼性延迟附植的动物由于第二次妊娠发生在泌乳期。母体育仔期间，幼仔的哺乳抑制了体内

胚胎的发育，使囊胚的发育停滞，附植延迟，妊娠期延长。母体停止哺乳后，子宫环境发生变

化，重新激活囊胚的发育。对于小袋鼠 （ｔａｍｍａｒ），幼仔吸吮乳头的刺激可以使母体内的囊胚维

持滞育状态，但停止哺乳７２ｈ以上将改变母体的内分泌系统，从而激活滞育状态的囊胚 （Ｒｅｎ
ｆｒｅｅ，１９９３）。而大鼠产后配种的妊娠期为３５ｄ，而正常妊娠期为２２ｄ。这些动物囊胚的游离时间

与母体泌乳期的长短有关。

六、影响胚泡延迟附植的外界因素

光照 （光周期）、环境温度、哺乳刺激以及母体的营养状况与胚胎的延迟附植有直接关系。
１光照控制　对于胚胎滞育的动物，光照可影响胚胎激活的时间及其附植。光照能诱导胚

泡附植的动物还有小袋鼠，大约在夏至时 （南半球是１２月２２日）胚泡重新开始发育。短日照

时，褪黑激素分泌增多；而长日照时，褪黑激素分泌减少。褪黑激素具有抑制性腺的作用，所以

日照增长后，滞育的胚胎被激活并开始附植。切除松果腺神经或颈上神经，都可消除季节性胚胎

滞育。光照通过对褪黑激素的调节影响促乳素的分泌，促乳素和褪黑激素对附植的启动都有促进

作用。欧洲獾和水貂是发生胚胎滞育的动物，改变日照长度，就可激活滞育的胚胎并使其附植。
欧洲水貂、长尾鼬、西欧斑臭鼬和松貂等动物的胚胎是日照变短后附植；欧洲獾则是日照增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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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植。致盲的西欧斑臭鼬处在黑暗环境中时，其胚胎会长期滞育，若切除它们的松果体后也不会

影响胚胎长期滞育，更不能使胚泡附植。因此，光线通过眼睛刺激下丘脑 垂体轴，促使促性腺

激素分泌，使黄体具有活性，从而导致子宫分泌，激活胚泡。与此相反的是，东欧斑臭鼬却不发

生胚胎滞育。
２环境温度　非洲蝙蝠 （Ｅｉｄｏｌｏｎｈｅｌｖｕｍ），于雨季开始时就可激活滞育的胚泡并发生附

植；美洲的蝙蝠 （Ａｒｔｉｂｅｕｓｊａｍａｉｃｅｎｓｉｓ）有一胎儿出生延迟的安全期，即在雨季后春季开始来临

时胎儿出生；嗜飞的蝙蝠 （Ｍｉｎｉｏｐｔｅｒｕｓｓｃｂｒｅｉｂｅｒｓｉｉ）在春天时，从蛰居状态下苏醒后，滞育的

胚泡就开始附植，其原因可能是环境温度起着主要作用，母体温度和代谢情况起着次要作用，但

其实际机理尚不清楚。
３哺乳刺激　有袋类在发情期，排卵受精后胚胎发育到囊胚时，即分娩后的第６～８ｄ受幼

仔吸吮乳汁的刺激而延迟附植。小鼠和大鼠在分娩后的哺乳期的延迟附植是因为哺乳期缺乏下丘

脑激素释放因子，垂体分泌ＦＳＨ受到抑制，使雌激素的水平降低。雌激素的缺乏便使胚胎进入

延迟附植。尤氏大袋鼠初次妊娠时，胚胎进入延迟附植的过程由光照调节，以后则由哺乳刺激来

抑制胚胎的发育；在此期间，胚胎和黄体均不生长，即使没有卵巢激素，胚胎在体内也可存活

１１个月。紫貂等鼬科动物在排卵后黄体就退化，孕酮分泌量极低，随即便进入延迟附植，与有

袋类动物延迟附植的机制不近相同。
兔在分娩后２４ｈ内排卵。若在此排卵期交配并哺育后代，这样的胚胎在孵化后不能附植成

功 （Ｌａｔａｓｔｅ，１８９１）。附植被推迟，是由于哺乳的吸吮刺激可产生高水平的促产素，进而抑制了

促性腺激素的分泌 （Ｆｏｘ＆Ｓｍｉｔｈ，１９８４）。卵巢在高水平促乳素与低水平促性腺激素的作用下

分泌大量的孕酮与少量的雌激素 （Ｙｏｓｈｉｎａｇａｅｔａｌ．，１９７１），尽管孕酮的分泌量很大，但孕酮与

雌激素水平的不平衡使子宫内膜不接受囊胚。当哺乳吸吮刺激下降时，垂体分泌促乳素减少，而

促性腺激素分泌量开始增加，进而刺激卵巢分泌雌激素。孕酮与雌激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子宫接

受囊胚的附植 （Ｙｏｓｈｉｎａｇａ，１９７７）。
４营养控制　生活在沙漠地带的两种有袋类动物红袋鼠 （Ｍａｃｒｏｐｕｓｒｕｆｕｓ）和山袋鼠

（Ｍｒｏｂｕｓｔｕｓ），因哺育小袋鼠是惟一控制 “滞育”因素，在提供的食物量不足时，育儿袋内较小

的袋鼠就发生死亡，持续下去就发生较大的鼠死亡。若能克服这种不良情况，滞育的仔鼠就可幸

存下来，这种情况称为活化，并重新发育，一直到胎儿出生。
囊胚能够延长处于滞育状态的能力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延迟附植的生理环境。有些动物 （如大

熊猫）胚胎附植具体机理目前仍然十分不清楚，深入研究胚胎延迟附植的机理对提高野生动物的

繁殖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延迟附植也是研究正常胚胎附植机理的理想材料。

第三节　母体对胚胎附植的调节

正常情况下１／３的人妊娠后发生流产，其中２２％发生在附植前。家畜在附植过程中，胚胎

损失的８０％由附植不成功引起。游离的胚胎经过细胞分化信号转导等过程后以胎儿胎盘和母体

胎盘的方式黏附在子宫内层，在母体充足的营养供应下进行组织系统的分化和发育。
黄体产生的孕酮对于妊娠维持、子宫内膜接受态的建立以及附植后的妊娠维持都很重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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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证实，雌激素启动附植妊娠和识别是通过诱导子宫上皮分泌细胞因子、生长因子、黏蛋白等对

附植进行调控。由于胚胎附植和母体妊娠识别都是复杂的过程，发现还有很多因子参与其中。而

且由于生长因子等作用中的冗余效应和各种因子间的补偿性又使这些过程的研究更加复杂化。胚

胎附植过程中细胞的分化方式以及某些因子在附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成为发育生物学和

繁殖生理学家研究的热点。
灵长类和啮齿类动物胚胎从透明带孵化后即可进行附植，马、猪、牛、羊等家畜的胚胎孵化

后在子宫游离一段时间后才进行附植，附植需要胚胎和子宫同期化发育，形态上和功能上需要彼

此适应，这种适应和结合过程中有很多因子参与。

一、激素调节

胚胎附植前，子宫上皮细胞的功能和形状都发生很大的变化，甾体激素调节子宫细胞向有益

于胚胎发育和附植的方向分化，子宫形成所谓的附植窗口以准备胚胎的附植。对于啮齿动物，胚

胎附植前出现第二个雌激素峰，由卵泡分泌的雌激素诱导附植的发生，血清雌激素水平达峰值是

子宫内膜附植接受态的重要标志。雌激素和孕激素对子宫的信号调节有很强的时序性，在一定时

间囊胚出现与否，子宫都会受到激素的调节 （Ｃｈａｓｅｓ，１９６８）。附植前切除卵巢，切断了雌激素来

源可以导致附植停滞。研究发现，给附植延缓３０ｄ的小鼠注射雌激素后能使其重新附植 （Ｍｃｌａｒｅｎ，
１９７３），因为雌激素能作用于子宫上皮使其分泌细胞因子。有研究发现 （Ｈｕ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９），排卵

前期，卵巢雌激素促进子宫上皮细胞增殖；来自新形成黄体的孕激素启动基质细胞增殖，使子宫内

膜增殖活动 （从上皮细胞）转向基质，卵巢雌激素进一步加强基质细胞的这种增殖作用。但此时上

皮细胞停止增殖，呈分化状态；胚泡位点处的基质细胞广泛增殖，分化成蜕膜细胞。能够通过附植

相关的特异性分子 （如ＣＡＭ）调节子宫内膜接受性。小鼠胚胎附植过程中前列腺素也有很重要的

作用 （Ｐａｒ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前列腺素在磷脂酶和环氧化酶作用下分解为花生四烯酸。环氧化酶

（ＣＯＸ １，ＣＯＸ ２）只在附植位点表达，ＣＯＸ ２基因敲除的鼠不能正常附植和发生蜕膜化。

二、氨基酸和蛋白质对附植的调节

不论在体内还是在体外，囊胚的生长和附植均需要氨基酸提供营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有些氨

基酸是胚胎发育的调节因子，氨基酸信号通过钠巴霉素 （ＴＯＲ）目标通道起作用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３），
氨基酸信号不仅与胚胎蛋白质的合成和滋养层的分化有关，还可以调节滋养层细胞突起侵入。细胞

内的氨基酸本身不能作为信号引起ＴＯＲ信号转导，氨基酸的转运尤其是亮氨酸选择性转运系统可

以增加细胞内氨基酸的聚集，从而可以刺激囊胚ＴＯＲ信号的转导。ＴＯＲ信号转导可以激发多胺、
胰岛素生长因子的出现增加氮氧含量，增加和细胞运动有关的生物活性物质的合成。

有研究发现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３），骨桥蛋白 （ＯＰＮ）在附植和胎盘形成过程中有很重要

的作用。骨桥蛋白的主要作用是进行翻译后的修饰，包括磷酸化、糖基化和剪切。骨桥蛋白有不

同的种类，分子质量为２５～７５ｋｕ不等。这种多功能蛋白与正常发育或肿瘤生长时的细胞间连

接、细胞和胞外基膜连接有关，也参与免疫反应。灵长类、猪、羊和啮齿类动物上的研究发现，
ＯＰＮ是子宫胎盘微环境的主要组成物质，对附植的主要作用为：是妊娠过程中子宫一胎盘界面

互相黏附的组成物质和转导信号；可由子宫基膜基因表达产生，和胎体侵入的程度有关；在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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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胎盘免疫细胞分泌，可以调节子宫及胎盘的状态，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

三、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的作用

硫酸乙酰肝素 （ＨＳ）蛋白多 （聚）糖是一类蛋白质，它们携带一个或多个高分子质量、线

形、带大量负电荷的ＨＳ变体糖胺聚糖支链。ＨＳ多糖由氨基多糖单位与葡萄糖醛酸或艾杜糖醛

酸相间排列组成。并且氨基葡萄糖与糖醛酸的硫酸化程度不同。ＨＳ链修饰过程的有序性决定了

多糖的有序性，其中一些序列有助于高度特异性地与不同胞外基质蛋白和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相

结合 （Ｔａｉｐａｌｅ＆Ｋｅｓｋｉｏｊａ，１９９７）。ＨＳ蛋白多糖参与多种系统中的细胞黏附过程，这似乎对早

期黏附起促进作用 （Ｌｙｏｎ＆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１９９８）。附植前小鼠囊胚表面可检测到ＨＳ，且ＨＳ合成

显著增加 （Ｆａｒａ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８７）。一些功能性测试表明：ＨＳ参与早期阶段的胚胎附植 （Ｆａｒａｃｈ
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１９８８）。用人的滋养层与子宫上皮细胞系进行的试验结果表明，ＨＳ有助于两者的

黏附 （Ｒｏｈｄｅ＆Ｃ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３）。
一些带有ＨＳ链的核心蛋白已被鉴定 （Ｄａｖｉｄ＆Ｂｅｒｎ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８），但很少研究它们在胚胎

附植中所起的作用。鼠胚胎的多配体蛋白聚糖的表达在附植期的前后进行，但它主要在囊胚的内

部表达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３）。因此，多配体蛋白聚糖通常不会出现在囊胚与子宫上皮附着

的位点上。基底膜蛋白聚糖是一大ＨＳ蛋白聚糖，它主要存在于许多组织的基底膜上；而且人类

妊娠整个过程中，它在胎儿与母体的交界面上大量表达 （Ｒｏｈ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尽管基底膜蛋白

聚糖能在鼠２～４ 细胞胚胎上检测到 （Ｄｚｉａｄｅ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５），但当囊胚转为有附植能力状态时，
其表达量迅速增加，它与体内外胚胎及体内延迟附植胚胎激活后附植能力的获得密切相关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这些观察与基底膜蛋白聚糖在介导囊胚与子宫上皮相互作用的功能相一

致。其他的ＨＳ蛋白聚糖很可能也参与行使类似的功能，因为近来的研究表明，基底膜蛋白聚糖

缺失的鼠并未表现出附植缺陷 （Ｃｏｓｔ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Ｈａｓｓ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对一些其他ＨＳ蛋

白聚糖基因进行敲除试验后并未见有导致附植缺陷 （Ｘ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Ｃａｎｏ Ｇａｕｃ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步骤中，蛋白聚糖很可能有另外的功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建立

多种蛋白聚糖基因缺失的突变型。不仅如此，ＨＳ蛋白聚糖基因的异位激活将导致胚胎在围附植

期或重新分布到囊胚外表面过程中表达不正常。

四、金属蛋白酶及其抑制因子的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金属蛋白酶及其抑制因子 （ＴＩＭＰ）在附植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这

些分子在子宫组织及滋养层中的时空表达有明显差异 （Ｆｉｓｈｅｒ＆Ｄａｍｓｋｙ，１９９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Ｄ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这些表达强烈受到子宫细胞 （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Ｓｃｈａｔｚ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和滋养层细胞 （Ｌｉｂｒａ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Ｍｅｉｓ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中生理相关的细胞因子和激

素的调控。无论是体内还是体外添加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均可抑制滋养层细胞胞外基质的降解

（Ｆｉｓ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Ｂｅｈｒｅｎｄｔｓ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Ｒｅｃｈｔ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并严重影响蜕膜的形

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６）。这些处理及任意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的缺失突变都不影响附植的

起始。因此这些活性物质的基本功能可能是在附植过程中对蜕膜组织的重建及调节滋养层的侵

入。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ｎｓ／ＡＤＡＭｓ（去整合素／去整合素 金属蛋白酶），是一种有附着调节活性和蛋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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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酶活性的细胞表面蛋白 （Ｂｌｏｂｅｌ，１９９７）。最近通过对其表达和功能的研究使得人们对子宫

（Ｏ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与滋养层 （Ｈｕｒｓｋａｉｎ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在围附植期的生理状况有了新的认

识。由于已经建立了编码这些蛋白的基因缺失突变型，这样就可更细致地分析它们在附植相关的

生理反应中所起的作用。

五、细胞因子调节

１表皮生长因子 （ＥＧＦ）家族　ＥＧＦ家族有４种重要的调节因子，包括ＥＧＦ、转化生长因

子ＴＧＦ α、肝素结合性ＥＧＦ类生长因子 （ＨＢＥＧＦ）和两性调节蛋白 （ＡＲ）。猪、羊和马等动

物子宫内膜和子宫冲洗液中都已检测到ＥＧＦ家族成员及其受体的表达，如ＴＧＦ α及其受体表

达于绵羊和猪附植前胚胎、猪输卵管和子宫内膜。但ＴＧＦ α在围附植期的子宫组织中大量表

达，不一定是附植必需的，Ｃｒｏｓｓ（１９９４）研究发现ＴＧＦ α基因缺陷的小鼠也能正常附植。
ＨＢＥＧＦ及ＡＲ表达于猪输卵管及子宫内膜腔上皮及其冲洗液中。ＨＢＥＧＦ表达的模式很特别，
在正常妊娠的小鼠中，编码该因子的基因在黏附发生前８ｈ只在胚泡附着的上皮细胞中表达，胚

胎附植延迟时，在自然状况下不表达，除非注射雌激素。ＥＧＦ及其受体表达于猪输卵管和子宫

内膜，并定位在输卵管柱状上皮细胞和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母马胎盘组织中ＥＧＦ受体表达于

尿囊绒膜和母体子宫内膜，ＥＧＦ则表达于子宫内膜腺上皮。ＥＧＦ可以促进滋养层的生长和胚泡

腔的扩张，也可以增强人滋养层的侵入能力。ＥＧＦ受体在滋养外胚层表达，ＥＧＦ受体基因的突

变不能阻止囊胚的形成和附植的开始，但胚胎不能继续发育。
多种实验表明，ＥＧＦ家族成员介导类固醇激素对生殖道的作用。如啮齿类动物中ＥＧＦ和

ＴＧＦ α介导雌激素诱导的子宫生长。另外，ＴＧＦ α还参与胚泡附植和蜕膜化。
ＨＢＥＧＦ在小鼠子宫组织中的表达受甾体激素的高度调控，并在附植前和围附植期消失；但

在附植位点表达量却大幅增加 （Ｄ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在附植位点ＨＢＥＧＦ的存在形式似乎是受到

诱导的。这暗示出此蛋白可以介导胚胎的附着及子宫上皮与滋养层细胞间的分泌信号。进一步的

研究已证明，ＨＢＥＧＦ与囊胚的结合不仅需要ＥＧＦ受体而且需要ＨＳ蛋白聚糖 （Ｒａａｂｅｔａｌ．，
１９９６；Ｐａｒｉ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用延迟附植的小鼠进行研究，结果与此相符，但ＨＢＥＧＦ在子宫上

皮的表达在附植位点不被诱导 （Ｙｏ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相反地，ＥＧＦ受体与ＨＳ蛋白聚糖 （基底膜

蛋白聚糖）的表达在延迟附植的时段被抑制，并在附植延迟的刺激下迅速恢复 （Ｐａｒｉａ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其他动物的子宫上皮也表达ＨＢＥＧＦ，但其表达模式与附植的联系

不如小鼠的那样显著 （Ｋｅｎｎｅｄ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Ｂｉｒｄｓａ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Ｙｏ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在容受

期的子宫上皮中已检测到多种其他的ＨＳ结合蛋白，其中包括双调节素 （Ｄ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和

ＨＳ互作蛋白Ｌ２９（Ｒｏｈ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６）。这两者在整个子宫上皮组织中表达并不局限于附植位

点。有报道称β３与β１的整合素复合体与基底膜蛋白聚糖结合，此过程似乎受到整合素与核心蛋

白相互作用的调控 （Ｈａｙａｓ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如前所述，人子宫上皮中αυ整

合素的表达在附植接受态显著增强。
２白血病抑制因子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ＬＩＦ）　哺乳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胚胎附

植时需要分泌细胞因子ＬＩＦ参与。白血病抑制因子是一种多效性因子，在许多不同组织中低水

平表达，并表现出包括调节繁殖与发育分化在内的许多生物学活性 （Ｈｉｌｔｏｎ＆Ｇｏｕｇｈ，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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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鼠妊娠第１ｄ（见栓之日），ＬＩＦ在子宫内膜腺体中的表达明显增强，并在妊娠第３ｄ表达量开

始下降。在妊娠第４ｄ（附植期），ＬＩＦ在子宫腺体内出现第二次表达高峰。妊娠第５ｄ表达开始下

降，并在余下的妊娠期内维持低水平。ＬＩＦ缺失鼠证明了ＬＩＦ在附植中的重要作用 （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无ＬＩＦ功能性基因的同卵雌鼠尽管能存活并正常排卵，但其囊胚不能附植。假孕的雌鼠也

表达ＬＩＦ，这说明其表达是受母体控制的。对此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妊娠第３～４ｄ，雌激

素水平的周期性升高直接诱导ＬＩＦ的表达 （Ｂｈａ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ＳｈｅｎａｎｄＬｅｄｅｒ，１９９２）。
研究发现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在小鼠胚胎发育中ＬＩＦ缺陷的个体和野生型个体一样能够

产生附植，出现子宫细胞的增生，激素水平、胚泡附植位置也和正常小鼠相同。但是，ＬＩＦ缺陷

的小鼠子宫对胚胎的出现没有反应，对去极化产生的人为诱导没有反应。ＬＩＦ可以替代雌激素诱

导附植的发生，在切除卵巢的小鼠上还可以诱导去极化的产生。ＬＩＦ瞬时表达可以使子宫产生对

胚胎的可接受性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以及子宫的反极化。
ＬＩＦ在绵羊、猪等许多动物胚泡附植前期和附植期的子宫中都有表达。羊胚胎在妊娠第１６ｄ

时发生胚胎附植，在其附植前后的子宫内ＬＩＦ的表达出现一个峰值。羊妊娠第１６～２０ｄ时子宫

内膜ＬＩＦｍＲＮＡ和蛋白质表达量最高，主要分布在子宫肉阜及子宫肉阜间区的内膜腔上皮，而

在子宫内膜腺体及子宫肉阜间的基质内表达量较低。在妊娠第１７ｄ时胚泡外周的滋养层细胞上

也有ＬＩＦ的表达 （Ｓｅｎｔｕｒ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猪妊娠第１２ｄ以及发情周期第７ｄ和１３ｄ的子宫腔液

中ＬＩＦ的活性最高 （Ａｎｅｇ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体外培养时加入ＬＩＦ可明显提高绵羊、牛等胚胎发

育率。虽然在一些动物中，子宫ＬＩＦ的作用不能完全被ＬＩＦ抗体阻断，也可能表现冗余效应。
３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ＧＦ β）　ＴＧＦ β是重要的自分泌和旁分泌生长因子家族，其成员包

括ＴＧＦ β（１～５）和激活素等，受体有ＴＧＦ Ⅰ、ＴＧＦ Ⅱ和ＴＧＦ Ⅲ型。ＴＧＦ βＳ多以潜在

的非活性的形式分泌，它可被整合素如αυβ６、蛋白酶 （如纤溶酶等）激活。活化的ＴＧＦ βＳ是

２５ｋｕ的同二聚体，通过细胞表面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受体 （Ⅰ和Ⅱ型）转导信号。ＴＧＦ βＳ参

与细胞增殖和分化、细胞外基质蛋白和整合素修饰、损伤组织修复、血管发生和免疫抑制。
在母马附植时，妊娠第３３ｄ子宫内膜腔上皮和腺上皮细胞以及子宫内膜杯中特化的滋养层

细胞都表达ＴＧＦ β１ｍＲＮＡ，且其表达随妊娠进行而增加 （Ｌｅｎｎ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此外，ＴＧＦ

βＳ及其受体在猪围附植期 （妊娠第１０～１４ｄ）胚胎上表达。在猪胚胎体壁内胚层，ＴＧＦ β１ 不

表达，ＴＧＦ β２ 则表达很强，ＴＧＦ β３ 表达量介于两者之间。ＴＧＦ β１ 和ＴＧＦ β３ 在滋养外胚

层表达很强。在妊娠第１２～１４ｄ，外胚层和中胚层细胞ＴＧＦ β３ 和Ⅱ型受体表达下降，而妊娠

第１０～１４ｄⅠ型受体稳定表达，此时的子宫腔、腺上皮及基质ＴＧＦ β１、ＴＧＦ β２ 和ＴＧＦ β３
ｍＲＮＡ的表达都增加。在附植期间，在猪胚胎和子宫组织中ＴＧＦ βＳｍＲＮＡ受到上调，有活

性的ＴＧＦ β存在于围附植期猪胚胎 母体界面。因此ＴＧＦ β很可能参与母胎之间的自分泌 旁

分泌相互作用，调节子宫内膜及胚胎早期生长和分化，在马和猪母体妊娠识别和子宫接受态建立

的关键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 （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４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ＦＧＦ）　ＦＧＦ家族成员包括酸性ＦＧＦ （ａＦＧＦ）和碱性ＦＧＦ （ｂＦ

ＧＦ）。ＦＧＦ基因编码结构相关的蛋白分子 （１６～２０ｋｕ）。ａＦＧＦ和ｂＦＧＦ均缺少经典分泌信号肽，
不依赖于内质网 高尔基体复合物，而是通过其他机制分泌。ＦＧＦ首先与靶细胞中的乙酰型肝素

硫酸盐蛋白多糖 （ＨＳＰＧ）结合，然后此复合物再与高亲和性的跨膜酪氨酸受体结合，从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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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ＦＧＦ分布广泛，序列保守。体外实验表明，ＦＧＦ具有影响细胞增殖、分化、基质形成、
细胞迁移等功能。ＦＧＦ常与ＴＧＦ β同时作用，影响类固醇激素生成和细胞外基质 （ＥＣＭ）沉

积。最近，在妊娠和发情周期小母猪的子宫内膜、子宫系膜和血管中均发现ＦＧＦｍＲＮＡ。猪围

附植期子宫腔上皮和腺上皮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中ｂＦＧＦ表达均增加，但在发情周期则不增

加。发情周期和早期妊娠子宫腔和腺体中均检测不到ａＦＧＦ，而在基质中却可检测到。围附植期

胚胎只检测到ｂＦＧＦ，但无ａＦＧＦ。这些结果说明，ａＦＧＦ和ｂＦＧＦ可能在猪胚胎发育和子宫功能

中起不同的作用，参与附植的调节 （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５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ＩＧＦ）　ＩＧＦ家族成员包括ＩＧＦ Ⅰ和ＩＧＦ Ⅲ、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

合蛋白１～６（ＩＧＦ ＢＰ １～６）、ＩＧＦ Ⅰ型和Ⅱ型受体。ＩＧＦ Ⅰ和Ⅱ都是单链多肽，分子质量

近７５ｋｕ，对许多细胞有促有丝分裂和影响分化作用，主要与Ⅱ型受体起作用，但受ＩＧＦ ＢＰ
１～ＩＧＦ ＢＰ ６调节。在猪、马、牛和羊早期妊娠期，子宫内膜、子宫系膜、胚胎滋养外胚层

及胎盘中都有ＩＧＦ家族成员表达 （Ｒｅｙｎｏｌｋｄ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猪妊娠第１２ｄ的子宫内膜ＩＧＦ ⅠｍＲＮＡ出现峰值，子宫内膜ＩＧＦ Ⅰ ｍＲＮＡ水平随妊娠

期而下降。另外，妊娠期ＩＧＦ ＢＰ ２ｍＲＮＡ水平均比发情周期高，ＩＧＦ ２和ＩＧＦ ＢＰ ２ｍＲ
ＮＡ随妊娠期而增加。ＩＧＦ ⅡｍＲＮＡ只在子宫内膜表面上皮和腺上皮表达，上皮细胞和基质细

胞表达ＩＧＦ ＢＰ ２ｍＲＮＡ水平相似。妊娠期ＩＧＦ Ⅰ受体表达低且恒定，可能不受妊娠阶段和

激素影响。这些结果说明，ＩＧＦ可能参与猪妊娠识别信号的调节 （Ｌｅｎｎ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此

外，ＩＧＦ ⅡｍＲＮＡ在母马胚外中胚层绒毛膜带及成熟子宫内膜杯组织细胞中都有表达，但侵入

型绒毛膜带表达相对较高。这些结果说明，在ＩＧＦ２促进了滋养层侵入。
６整合素　整合素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细胞附着分子在繁殖学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它们参与受精与附植 （Ｂｒｏｎｓｏｎ＆Ｆｕｓｉ，１９９６；Ｓｕｅｏｋ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整

合素是最好的用于判断子宫容受期的免疫组化性标志物之一 （Ｌｅｓｓｅｙ，１９９８）。整合素是跨膜的

异二聚体糖蛋白，由α和β亚单位组成，是细胞外基质纤维黏连蛋白 （ＦＮ）、层粘连蛋白 （ＬＮ）
等的多种细胞外基质分子的受体，可以调节细胞 细胞、细胞 子宫基质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

细胞的黏附、生长、分化和迁移。至今，已发现２２种整合素。整合素配体是一类ＥＣＭ蛋白，
包括纤维粘连蛋白、层粘连蛋白、胶原等。类固醇激素和生长因子等能调节整合素的表达和作

用。猪子宫内膜整合素表达依赖于发情周期调节，妊娠初期表达较低，在附植期表达水平最高，
说明这些蛋白质是子宫接受性的标志分子 （Ｂｏｗ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Ｋｉｍｍｉ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在卵巢切除或发情周期牛子宫中都可检测到整合素和细胞外基质蛋白明显且快速的表达。腔

上皮表达整合素亚单位β１、α３、α６、αⅤβ３、α６ 和αⅤβ３的表达依赖于发情周期。除了第１６ｄ，都

可在子宫肉阜间区的腔上皮的基膜区检测到强的αⅤβ３染色。在发情前期到发情期，上皮基膜的

α６ 染色下降。上皮和血管基膜中都可检测到层粘连蛋白，胶原Ⅳ存在于腺上皮基膜和上皮下基

质细胞中，然而纤维粘连蛋白表达于基质中。α６ 和αⅤβ３依赖于发情周期的分布和表达说明它们

受卵巢类固醇激素、生长因子和前列腺素的调节 （Ｋｉｍｍｉ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整合素αⅤβ３在胚胎附植时调节子宫形成附植窗口，是子宫内皮细胞具有接受性的标记分子，

蔡理全等 （２０００）研究发现，整合素αⅤβ３在小鼠附植窗口时期的胚泡中明显表达，能够作用于

胚胎滋养层，影响子宫上皮细胞的黏附和扩展。整合素在胚胎附植中的信号传递主要通过下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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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焦点黏着激酶来实现 （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８）。宋芳等 （２００３）研究发现，整合素αⅤ、α４ 能调节胚

泡在人蜕膜细胞上的附植，其中整合素αⅤ和胚泡的黏附有关，α４ 和胚胎侵入有关，对滋养层细

胞的生长也有调节作用。
子宫内膜是一般整合素与周期依赖性整合素的活性表达部位 （Ｌｅｓｓ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Ｔａｂｉｂｚａｄｅｈ，１９９２）。退化的子宫内膜基质细胞在附植时整合素也出现相应的变化 （Ｌｅｓｓｅｙ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Ｒｕ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２）。起码有３种整合素可作为附植窗口期的标志性物质，它们在发

情周期第２０～２４ｄ在子宫腺上皮同时表达 （Ｌｅｓｓｅｙ，１９９２）。其中包括子宫腺上皮的顶端αⅤβ３和

αⅤβ５ （Ａｐ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这暗示出它们胚胎与子宫内膜间最初的相互作用 （Ｌｅｓｓｅｙｅｔａｌ．，
１９９６；Ａｐ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在囊胚的表面也表达αⅤβ３和αⅤβ５的类似物质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３）。胚胎也程序化地表达一系列特异的整合素。但也有人认为这些

整合素的表达部位并不在胎盘 （Ｄａｍｓｋ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整合素αⅤβ３、αⅤβ５、α５β１ 识别一个三肽序列Ａｒｇ Ｇｌｙ Ａｓｐ（ＲＧＤ）并与之结合。ＲＧ６３

序列参与滋养层与胞外基质及其派生物的附着 （Ａｒｍａｎ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Ｙｅｌ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体

外实验证明，含有ＲＧＤ序列 的 肽 链 可 以 阻 抑 小 鼠 胚 胎 和 人 胚 胎 的 附 植 （Ｓｈｉｏｋａｗａ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最近的研究表明，子宫内注射ＲＧＤ肽链和抗αⅤβ３的单克隆抗体可显著阻断小鼠胚胎的附

植。现在，对 “干扰素发挥作用的部位是在胚胎上还是在子宫内膜上”尚不清楚 （Ｉｌｌｅｒ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现有报道称其他动物的子宫内膜也表达整合素，其中包括猪、狒狒、山羊、牛和小鼠

（Ｂｕｒｇｈａｒｄ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Ｆａｚｌｅａｂ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Ｋｉｍ＆ＭａｃＬａｒｅｎ，１９９９；Ｓｉｍ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从多

角度研究整合素对妊娠的作用，有助于最终弄清在附植过程中不同的附着和侵入方式。
７黏蛋白１（ＭＵＣ １）　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的游离面通常有一层很厚的黏膜结构，其大部

分成分是黏蛋白 糖蛋白，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子宫内膜是不被滋养层附着的。在类固醇激素的调

节下母体 胎儿界面失去黏附分子，子宫向接受态转变。ＭＵＣ １是黏蛋白成员之一，是一种跨

膜的糖蛋白分子，对细胞表面维持抗黏附性具有重要作用，可使子宫处在非接受态。类固醇激素可

调节ＭＵＣ １ｍＲＮＡ及蛋白质的表达。在猪妊娠早期 （第０～４ｄ），附植前子宫腔上皮和腺上皮中

ＭＵＣ １ｍＲＮＡ和蛋白质表达明显，在第８ｄ表达下降，在围附植期均终止表达，这与子宫接受态

的建立密切相关 （Ｂｏｗ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有黏附能力的囊胚可与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细胞或胞外基质成分发生结合 （Ｃ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而且，Ｎｏｙｅｓ等 （１９６３）的研究证明，有黏附能力的啮齿类动物的囊胚在子宫进入容受

期之前进入子宫不能附植，这可能是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促黏连因子的表达不足。子宫黏液

中有一种重要的因子可以起到屏障的作用。子宫与其他母体生殖管道系统秩序有屏障的保护可以

防细菌的感染，尤其是交配过程中的感染。子宫内膜上皮顶端表面经常性地分泌大量的含有大分

子糖蛋白的黏液。这层黏液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保护子宫上皮不受酶的攻击和细菌的侵染

（Ｈｉｌｋ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ＭＵＣ １是研究最多的生殖道黏蛋白。多种动物的ＭＵＣ １仅在子宫

上皮表达，并受类固醇激素的调节，如鼠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猪 （Ｂｏｗ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兔 （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和狒狒 （Ｈｉｌｄ Ｐｅｔｉｔ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６）。雌激素可有效地促进小鼠

ＭＵＣ １的表达，而孕激素则抑制其表达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对小鼠ＭＵＣ １启动子的

分析发现，此基因并不直接接受类固醇激素受体的调节。这说明是子宫上皮产生的其他因子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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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ＭＵＣ １的表达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类固醇激素调节子宫一系列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的表

达，并有可能参与ＭＵＣ １的表达调控。但尚不清楚具体是哪些细胞因子或生长因子直接调控

ＭＵＣ １基因在各种系统中的表达。
ＭＵＣ １可有效地抑制细胞间及细胞与胞外基质间建立起连接 （Ｌｉｇ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２；

Ｗｅｓｓｅ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此特性取决于胞外结构域精确数量的串联重复，它们在空间上封阻了

细胞表面的促黏连受体 （Ｗｅｓｓｅ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另一种跨膜黏蛋白ＭＵＣ ４ 唾液黏蛋白复合物也有类似的性质 （Ｋｏｍａｔｓ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虽然没对其他的系统进行仔细的研究，但ＭＵＣ ４ 唾液黏蛋白复合物在大鼠子宫中很容易检测

到，并且存在形式与ＭＵＣ １类似。此复合物在子宫容受期迅速减少 （ＭｃＮｅ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最近又有一些黏蛋白基因被界定出来，但它们在母体生殖道中的表达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一般情况下，黏蛋白，特别是 ＭＵＣ １能严重地破坏囊胚与子宫上皮的黏附 （ＤｅＳｏｕｚａ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去除或减少黏蛋白可增加子宫上皮对酶的敏感性并使胚胎更易黏附。当ＭＵＣ １仅

占细胞表面全部黏蛋白成分的１０％时，就足以阻断胚胎在子宫中的黏附 （Ｐ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ｔａｌ．，
１９９６；ＤｅＳｏｕｚ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ＭＵＣ １的表达在子宫进入容受期后迅速下降以利于胚胎的黏附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用孕激素颉颃剂ＲＵ４８６处理小鼠，不但可使其在子宫容受期恢复

ＭＵＣ １的表达，并且成功地阻止了胚胎附植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与此相反，兔和人的

ＭＵＣ １在子宫的容受期表达反而增加 （Ｈ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通过对兔

附植位点的仔细研究发现：ＭＵＣ １在囊胚黏附的部位区域性地减少，这说明是胚胎产生了某

些物质抑制了ＭＵＣ １的表达 （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其他一些影响因素还包括滋养层外表

面表达或分泌的一些因子，它们控制ＭＵＣ １与细胞表面的结合与解离，例如激活细胞表面的

蛋白酶。近来发现，ＡＤＡＭ与ＭＤＣ９可能是潜在的此种因子 （Ｏ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目前还不清楚

人类子宫上皮的附植位点是否也存在局部的ＭＵＣ １消失。ＭＵＣ １也许可以促进人类胚胎的附植

（Ｈ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弄清人的囊胚或其产物，如ｈＣＧ是否可以促进ＭＵＣ １的去除是很重要的。
但是出于伦理上的原因，不可能用人的囊胚来研究它是否可与ＭＵＣ １直接结合。
８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ＥＧＦ）　ＶＥＧＦ是内皮细胞的特异性分裂原，和血管发生直接相

关，在胚胎附植过程中，ＶＥＧＦ抗体可以干扰子宫内膜或胚泡ＭＭＰ ２和ＭＭＰ ９基因的表达

和蛋白合成，使滋养层细胞向子宫内膜侵入的能力降低 （李素敏等，２００２）。ＭＷ是子宫表达的

金属蛋白激酶，ＭＭＰ是附植过程中参与子宫外层细胞基膜退化的酶家族中的一员，ＭＭＰ和其

组织抑制物 （ＴＩＭＰ）相互作用可以介导小鼠胚胎附植过程。小鼠胚胎在受精第３～５ｄ可以检测

到ＴＩＭＰ蛋白和ｍＲＮＡ的表达，囊胚滋养层中也可以检测到，同时发现ＴＩＭＰ ４通过抑制

ＭＷＰ ２和ＭＷＰ ９的活性限制胚胎的生长和附植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９集落刺激因子 （ＣＳＦ １）　ＣＳＦ １是一种造血细胞生长因子，促进单核原始细胞的生长和

增殖，并促进成熟的巨噬细胞的增殖 （ＳｔａｎｌｅｙａｎｄＨｅａｒｄ，１９７７）。研究证明，在小鼠妊娠阶段

ＣＳＦ １是在妊娠期的全过程中存在于子宫上皮和腺上皮 （Ａｒｃｅｃ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９）。有人利用ｏｓｔｅｏｐｅ
ｔｒｏｔｉｃ（ｏｐ／ｏｐ）鼠研究这种细胞因子对附植的作用。这种动物的ＣＳＦ基因在正常情况下会发生缺失

突变并表现出附植率和胎儿成活率的下降 （Ｐｏｌｌ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ＷｉｋｔｏｒＪｅｄｒｚｅｊｃｚａｋ等 （１９９１）证

实ＣＳＦ １在附植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月经周期的增殖中期与分泌中期中，子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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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腺体中也表达ＣＳＦ １（Ｐ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１）。但还不清楚ＣＳＦ １的非正常表达是否会造成不育。
１０降钙素　降钙素是一种由３２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类激素。它由甲状腺滤泡旁Ｃ细胞

合成并分泌 （Ａｕｓｔｉｎ＆Ｈｅａｔｈ，１９８１）。它最主要的生理功能是调节骨骼与肾细胞中的钙水平。
研究表明，在大鼠附植窗口期，其子宫上皮也表达降钙素 （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在大鼠妊娠的

第２ｄ，降钙素ｍＲＮＡ及蛋白质表达增加，并于第４ｄ达到峰值，从第５ｄ开始下降到第６ｄ降到

无法检测到的水平。孕激素是诱导降钙素表达的主要物质，但雌激素可阻断此反应 （Ｄｉｎ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Ｚｈ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从降钙素合成的时空分布看，它很可能由腺体分泌后进入子宫

腔，主要功能可能是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调节囊胚的附植。又有研究表明，在附植前的子

宫腔内，反义寡脱氧核苷酸特异性地与降钙素ｍＲＮＡ结合，这导致了降钙素基因表达的下降和

附植胚胎数量的显著下降 （Ｚｈ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ｂ）。降钙素在附植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降钙素ｍＲＮＡ与蛋白质在人子宫内膜合成。研究表明，降钙素在附植窗口期于子宫内膜上

皮细胞表达 （Ｋｕｍ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与大鼠细胞相似的是，Ｐ４也调控人子宫内膜降钙素的表达。
因此降钙素可作为人子宫进入接受态的一种潜在标志性物质。
１１ＣＯＸ ２衍生的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 （ＰＧ）有许多功能，可调节血管反应及细胞的增殖与

分化。ＰＧ由环氧化酶 （ＣＯＸ）衍生出来。ＣＯＸ是将花生四烯酸转化为ＰＧＨ２的限速酶。而ＰＧＨ２
是不同ＰＧ的共有基本结构 （Ｓｍｉｔｈ＆ＤｅＷｉｔｔ，１９９６）。ＣＯＸ有两种存在形式ＣＯＸ １和ＣＯＸ ２，
它们由相互分离的基因片段所编码。基因打靶证明了它们有不同的功能。ＣＯＸ １缺失的母鼠有分

娩障碍，包括排卵、受精与附植 （Ｄｉｎｃｈｕ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Ｌａｎｇｅｎｂａ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Ｌｉｍ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ＣＯＸ ２是附植依赖性表达。ＣＯＸ ２鼠无法正常附植和发生蜕膜反应，这说明ＣＯＸ ２在

此生理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Ｌｉ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１２激肽释放酶　激肽释放酶 （ｋａｌｌｉｋｒｅｉｎ）是激肽原 激肽释放酶 激肽系统中有活性的丝氨

酸蛋白酶。它能将激肽原裂解，释放血管活性肽———缓激肽。缓激肽有许多生物活性，如增加血

流、降低血管通透性、促进平滑肌收缩、释放Ｃａ２＋和前列腺素 （ＰＧ）等，这些事件恰好发生在

猪胚胎快速伸长和附植期。在此期间，子宫腔的激肽释放酶活性增强，说明激肽释放酶可能在猪

妊娠建立中起作用。在猪发情周期和早期妊娠期间，妊娠第１２ｄ的激肽释放酶活性比发情周期

第１２ｄ的酶活性强，这与子宫上皮孕酮受体的减少有关，此时正是母体妊娠识别时期，也是猪

滋养层黏附的最初阶段。妊娠第１５ｄ的情况正好相反。猪妊娠第１２～１５ｄβ２ 激肽受体基因表达

也增加。因此，激肽释放酶可能在妊娠第１２ｄ裂解激肽原，释放缓激肽，参与胚胎扩张和胎盘

与子宫表面的黏附。在猪胚胎伸长期前，激肽释放酶直接或间接地激活几种基质金属蛋白酶来降

解ＩＧＦ ＢＰ，促进ＩＧＦ从它们的结合蛋白中释放，以增加胚胎生长和雌激素合成，也有利于妊

娠建立 （Ｖｏｎｎａｈｍ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９；霍立军等，２００１）。
１３视黄酸　视黄酸 （ｒｅｔｉｎｏｉｃａｃｉｄ）可改变鸟类和两栖类的胚胎发育，影响基因转录、

ＥＣＭ成分和细胞表面黏附因子的生成、诱导肽生长因子及其受体的表达、刺激ＴＧＦ β等。然

而，视黄酸必须与一组称为ＲＡＲ的转录因子结合才能影响基因表达。在猪妊娠第１０～１５ｄ，胚

胎中ＲＡＲ α、ＲＡＲ β、ＲＡＲ γ基因表达均很明显。ＲＡＲ α在２～９ｍｍ胚胎期表达增加，
在１０～１２ｍｍ时表达轻微下降，但在＞１００ｍｍ时却显著增加。ＲＡＲ β基因在所有胚胎发育阶

段都表达，但较低。ＲＡＲ γ基因表达较明显，但不受胚胎阶段影响。这些结果说明，ＲＡＲ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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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ＲＡＲ α）可以作为接受视黄酸的主要物质，调节猪胚胎伸长前及伸长期的基因表达。
在猪胚胎快速伸长期，子宫腔和胚胎中表达视黄酸结合蛋白 （ＲＢＰ），特别是滋养外胚层，ＲＢＰ
基因表达受胚胎发育阶段影响，与ＲＡＲ α表达模式一致。胚胎和子宫内膜表达ＲＢＰ基因暗示，

ＲＢＰ可能调节视黄酸，以利于滋养层伸长和 （或）保持胚胎免受过量视黄酸的作用 （Ｙｅｌｉｃｈ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猪子宫内膜合成并分泌ＲＢＰ到子宫腔与胚胎快速形态转变是一致的。总之，视黄

酸可以通过多种受体 （ＲＡＲ）在滋养层增生和胚胎伸长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霍立军等，２００１）。
近几年对附植的分子机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实验动物不仅局限于啮齿类，还包括其他物种

和人类。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生物学过程涉及了多种多样的机制，并有多种分子参与其中。通过

对附植位点的滋养层、子宫上皮和子宫间质早期互作的研究，发现了一些起码从母体的角度讲可

以称为共性的东西。很多概念是在小鼠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已有多种附植模式被提出。一些

子宫源性的因子在附植前的很早阶段便大量表达，但到附植前便消失了，如：ＭＵＣ １和ＥＧＦ。
另一些因子在附植开始的前后在激素或胚胎源性的诱导物作用下重新出现，如：ＬＩＦ、双叉边条

曲菌素、环氧合酶２和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样生长因子 （ＨＢＥＧＦ）等。在这些基因中，有些

是瞬时表达的，但有些在附植位点及周围的蜕膜中持续表达。在图６ ９中列出了一些其他动物

的附植早期标志性物质。ＭＵＣ １在子宫上皮局部或完全的消失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人类可

能是个例外。对于许多动物，在子宫容受期或附植位点，子宫上皮内的许多基因的表达会增强，
它们包括：编码生长因子、激素 （ＨＢＥＧＦ、降钙素）的基因；产生脂类激素的酶 （环氧合酶２）
和促附着细胞表面受体 （αⅤβ３ 整合素，ＨＢＥＧＦ）。通过对其他哺乳动物进一步的研究，将明确

这些标志性物质哪些是物种特异性的。

图６ ９　小鼠胚胎附植前及围附植期子宫发育标志分子

［Ｄ１．见栓之日。条状阴影部分表示妊娠动物中各因子表达持续时间。由于适时附植的重要特性，Ｄ４（妊娠第４ｄ）

又分为３个阶段 （早晨，Ｍ，０８：００～０９：００；下午，Ａ，１６：００～１８：００；晚上，Ｎ，２３：００～２４：００）］

Ａｒ双向调节因子　ＢＴＣβ 动物纤维素　ＣＯＸ １环氧合酶１ＣＯＸ ２，环氧合酶２　ＥＧＦ．表皮生长因子　ＥＰＩ．
抗边条曲霉素 （ｅｐｉｒｅｇｕｌｉｎ）　ＨＢＥＧＦ肝素结合ＥＧＦ类生长因子　ＬＩＦ白血病抑制因子　ＭＵＣ １．

黏蛋白　ＮＤＦ．ｎｅｕ分化因子　ＴＧＦ α．转化生长因子α
［引自Ｃ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Ｅｍｂｒｙｏ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２３）：２１７～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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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对胚胎是如何获得附植能力的分子机理还知之甚少，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

究。为此，综合运用内分泌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来探求附植过程的机理将是未

来几年中一项富有挑战性和持续性的工作。

思　考　题

１妊娠识别的机制是什么？

２妊娠过程中，胎儿和母体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３胚胎附植与延迟附植的分子调控机制是什么？

４不同种动物的附植过程有何差异？

（刘国世）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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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七章　性别决定与生殖器官发生

哺乳动物生殖器官的发生有３个明显的特点：①在发生和结构上与泌尿器官有着密切的关

系；②作为性腺主质的生殖细胞并不起源于性腺之内，而是由性腺外其他部位迁移到性腺定居

的；③性腺最初处于性别未分化阶段，于性别决定后才分化为睾丸或卵巢。生殖导管最初也有两

套，随性腺的分化，其中只有一套发育，另一套退化。

第一节　原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是延续生物世代的桥梁，高等哺乳动物生殖细胞的祖先实际上曾经在爬行类、
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性腺里居住过。然而，在胚胎发育期间，生殖细胞并不起源于性腺内部，
其祖先———原生殖细胞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ｇｅｒｍｃｅｌｌ，ＰＧＣ）是在胚胎发育期间由其他部位迁移到性腺

里边来的。对不同动物，原生殖细胞最早出现的部位不同。蛙受精卵植物极附近有些小颗粒，
富含ＲＮＡ，此处即生殖质所在。卵裂后期，这些生殖质定位于囊胚的植物极细胞内。后来随着

原肠形成，这些细胞定位于植物极内胚层 （图７ １）。

图７ １　蛙胚胎发育早期生殖质的位置变化

Ａ最初位于受精卵的植物极　Ｂ再沿卵裂沟上行

Ｃ定位在囊胚植物极细胞

（改自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Ｓｉｎａｕ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１９８５，６６５）
　

鸟类和爬行类的原始生殖细胞起源于早期胚胎的上胚层细胞，后来迁移到胚盘明区前缘处的

内胚层 （属于卵黄囊内胚层）中，增殖形成一个新月状带，称生殖新月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ｃｒｅｓｃｅｎｔ）（图
７ ２）。哺乳动物原生殖细胞最早于原条尾部出现，后来随原条细胞内卷而到达尿囊附近的卵黄

囊背侧内胚层 （图７ ３Ａ）。
人们之所以能识别原生殖细胞，是因为它们具有某些不同于其他胚胎细胞的特征。首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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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　原条期鸡胚背侧观 （示生殖新月区）
（改自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ａｕ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１９８５，６６９）

图７ ３　哺乳动物原生殖细胞的起源和迁移途径

Ａ最早原生殖细胞 （出现在后肠与尿囊接合部附近的卵黄囊内）

Ｂ迁移 （原生殖细胞经原肠壁向背侧迁移到背肠系膜，

再经背肠系膜上迁到生殖嵴内）

（改自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ａｕ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１９８５，６６７）

形状很大，为圆形，具有许多伪足状突起；核很大，且呈泡状。其次，它们的胞质往往具有特殊

的染色特性。例如，哺乳动物的原生殖细胞质内含有大量的碱性磷酸酶；禽类的原生殖细胞质为

兼性着色，而其他体细胞质则为嗜酸性着色；两栖类原生殖细胞的特点是，胞质中卵黄含量要多

于普通细胞。
目前认为，原生殖细胞由发生的部位迁移到性腺中的方式有两种：在蛙和哺乳动物中，原生

殖细胞自卵黄囊内胚层经阿米巴运动上行，途经原肠侧壁到达背肠系膜；再由背肠系膜上迁移到

两侧性腺原基———生殖嵴 （ｇｅｎｉｔａｌｒｉｄｇｅ）内 （图７ ３Ｂ）。研究证明，原生殖细胞的迁移要靠生

殖嵴的吸引，同时也与迁移途径上的细胞和细胞外基质 （如纤连蛋白，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和一些细胞生

长因子）引导有密切关系。在迁移过程中，它们继续不断分裂增殖 （图７ ４）。在鸟类和爬行动

物中，原生殖细胞经血细胞渗透 （ｄｉａｐｅｄｅｓｉｓ）方式进入毛细血管而运行到达生殖嵴附近的毛细

血管，再渗出毛细血管进入生殖嵴内。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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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４　哺乳动物 （人）的性腺分化 （横切面）
Ａ第４周龄胚胎的生殖嵴　Ｂ第６周龄胚胎性别未分化期生殖嵴 （示初级性索）　Ｃ第８周龄胚

胎 （睾丸发育，性索与表面上皮脱离，睾网索发生）　Ｄ到第１６周 （睾丸索与睾丸网相连并与

Ｗｏｌｆｆｉａｎ管相接）　Ｅ第８周龄的人胚胎 （卵巢发育，初级性索退化）　Ｆ在第２０周龄人胚胎

（卵巢与Ｗｏｌｆｆｉａｎ管联系中断，新形成的皮质性索包围生殖细胞）

（绘自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６ｔｈＥｄＳｉｎａｕ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２０００，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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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殖嵴的发生

性腺发育在胚胎学上占有独特的位置。其他所有的器官原基通常只分化成一种器官。肺

原基只能发育成肺，肝原基只能发育成肝。而性腺原基有两种正常的分化途径，既可发育成

卵巢也可发育成睾丸。性腺所采取的分化途径决定了生物体将来的性发育。哺乳动物的性腺

在没有决定采取哪种分化途径之前首先经过一个中性的发育时期，在此阶段既无雌性也无雄

性特征。
性腺的原基又叫生殖嵴。当中肾是主要排泄器官时，生殖嵴在中肾的腹内侧发生。它由

来自原肠 （中肠）顶壁的原生殖细胞带和该处加厚的腹膜间皮一起构成 （图７ ４Ａ和Ｂ）。随

着生殖嵴原基不断向腹腔突入，其背部有生肾组织细胞打入，与原生殖细胞一起形成细胞索

———初级性索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ｘｃｏｒｄ）。这就构成了生殖嵴的髓质。在ＸＹ型和ＸＸ型胚胎中，初级

性索都与性腺的表层上皮相连。生殖嵴的皮质有３类细胞：体壁中胚层来的间皮、生肾组织来的间

充质细胞和由初级性索迁入的原生殖细胞。在人上，胚胎发育第４周时性腺原基在中段中胚层出

现；第６周时初级性索形成；直到第７周前性腺一直处于性别未分化状态 （图７ ４Ａ和Ｂ）。

第三节　生殖嵴分化———性腺的发生

现已证明，性腺的性别由原生殖细胞的性染色体决定 （详见本章第八节）。Ｙ染色体短臂

上的睾丸决定基因使原生殖细胞表面具有Ｈ Ｙ抗原。此抗原与初级性索中的生肾组织细胞上

的Ｈ Ｙ抗原受体相结合，维持初级性索发育为生精小管。部分不含原生殖细胞的初级性索形

成睾网管。于是，性腺分化为睾丸。在人上，如果胎儿是ＸＹ型，第８周时初级性索继续增

殖，深入到结缔组织中。这些性索相互连接形成内部 （髓质）性索网，并在其最远侧端形成

更细的睾丸网 （ｒｅｔｅｔｅｓｔｉｓ）（图７ ４Ｃ和Ｄ）。最终，初级性索 （现在称为睾丸索，ｔｅｓｔｉｓｃｏｒｄ）
与表层上皮间的连接消失，由一层厚的细胞外基质———结缔组织性的白膜 （ｔｕｎｉｃａａｌｂｕｇｉｎｅａ）
将二者隔开。于是，生殖细胞就位于睾丸索内。胎儿出生后及幼年期睾丸索是实心的，而在

青春期中空形成曲精细管，生殖细胞开始分化成精子。曲精细管上的体细胞称为塞托利细胞

（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或叫支持细胞。它们为精子提供营养，并分泌抗缪勒氏管激素。精子从睾丸内部

通过睾丸网运输到睾丸输出小管 （ｅ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ｕｃｔ）。输出小管是中肾的遗迹，它们把睾丸与沃尔

夫氏管 （Ｗｏｌｆｆｉａｎｄｕｃｔ，即中肾管）连接起来。沃尔夫氏管曾经作为中肾的收集管。在雄性

中，沃尔夫氏管分化成附睾管和输精管 （ｖａｓｄｅｆｅｒｅｎｓ）。精子通过输精管而到尿道并排出体

外。同时，在胎儿的发育过程中，睾丸间质中的间充质细胞分化成分泌睾丸激素的Ｌｅｙｄｉｇ细

胞 （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
在雌性中，原生殖细胞表面无Ｈ Ｙ抗原，因此原生殖细胞不能与初级性索中的体细胞

相结合。于是，初级性索退化。初级性索消失后，性腺皮质中的原生殖细胞增殖，与生肾

组织细胞一起形成次级性索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ｅｘｃｏｒｄ）。次级性索不再深入穿透到髓质，而是停

留在性腺的皮质中，因此也称为皮质性索。这些性索分裂成簇，每一簇都包围着一个卵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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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细胞 （图７ ４Ｅ和Ｆ）。原生殖细胞将发育成卵原细胞，围绕在周围的皮质性索细胞将分

化为颗粒细胞 （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ａｃｅｌｌ）。卵巢的间充质细胞将分化为卵泡膜细胞 （ｔｈｅｃａｌｃｅｌｌ）。卵泡膜

细胞和颗粒细胞共同构成包围生殖细胞并分泌类固醇激素的卵泡。每个卵泡含有一个发育中

卵细胞。

第四节　生殖导管的发生

在性腺开始出现性别分化之前，于两条 Ｗｏｌｆｆｉａｎ管 （中肾管）外侧由脏中胚层内凹，形成

两条缪勒氏管 （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ｄｕｃｔ），也通入泄殖腔。性腺分化为卵巢时，中肾管退化。一部分中肾

小管退化形成卵巢冠和卵巢旁体。缪勒氏管前段发育成输卵管，中段发育成子宫角，后段融合形

成子宫体和阴道前部 （图７ ５）。

图７ ５　哺乳动物生殖腺和生殖导管发育的总结

（在性别未分化期，Ｗｏｌｆｆｉａｎ管和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都存在）

（绘自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６ｔｈＥｄＳｉｎａｕ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２０００，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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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腺分化为睾丸时，中肾前部残留的中肾小管与睾丸网管相通，形成输出小管 （ｖａｓｅｆｆｅｒ
ｅｎｓ）。中肾管变成附睾管和输精管 （ｖａｓｄｅｆｅｒｅｎｓ）（图７ ５）。因此，对于雄性，中肾管前段作

输精用，后段作输精和排尿两用，为真正的尿生殖管。缪勒氏管退化，成为成体的遗迹器官———
雄性子宫。

第五节　副性腺的发生

一、雄性副性腺的发生

雄性动物的副性腺最为发达。精囊 （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腺起源于中肾管的下部。恰好在其开

口于尿生殖窦处的前方，两条输精管各外突出一囊，此即精囊腺的原基。从精囊腺到进入尿生殖

窦部位之间的一段输精管叫做射精管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图７ ６）。精囊腺的原基向周围的中胚

层内生长，这些中胚层就形成了精囊腺壁内的肌肉。

图７ ６　雄性副性腺与输精管和尿道的相互关系

（绘自Ｈｏｐｐｅｒ＆Ｈａｒ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ｎｄＥ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４６９）
　

前列腺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ｌａｎｄ）、尿道球腺 （ｂｕｌｂｏ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ｇｌａｎｄ）和尿道腺 （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ｇｌａｎｄ）也都是由

尿道上皮衍生来的。尿道在中肾管开口的上方和下方发出多个突起，形成大的前列腺。这些突起形

成腺体的上皮，周围的中胚层组织形成肌肉和结缔组织。在尿道阴颈部的起始部，由将来形成膜性

尿道的部分发出一对实心突起，形成尿道球腺。实心突起沿着尿道向后延伸一定距离，沿途上的中

胚层组织形成腺体的肌肉和结缔组织。由尿道海绵体部向外突出许多小芽，形成尿道腺 （图７ ６）。

二、雌性副性腺的发生

既然精囊腺是由中肾管的突起形成的，因此雌性动物自然就不会有这种腺体，因为在雌性，
中肾管发生退化。然而，由尿道上皮来的副性腺在雌性动物却都发生。不过，这些腺体要比雄性

动物的小很多。雌性动物的尿道腺和尿道旁腺 （ｐａｒａ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ｇｌａｎｄ）相当于雄性动物的前列腺。
由尿生殖窦向外突出的一些突起形成前庭大腺 （ｍａｊｏｒ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ｇｌａｎｄ）和前庭小腺 （ｍｉｎｏｒ
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ｇｌａｎｄ），都开口于前庭。它们分别相当于雄性动物的尿道球腺和尿道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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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外生殖器的发生

两性外生殖器官在胚胎发生过程中，也是由相同的原基分化而来的，可分为未分化期和分化

期两个阶段。在很早期胚胎的原肛凹陷 （尿生殖膜）的颅端 （指人的方位），间充质局部增生，
形成一个隆起，称生殖结节 （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ｕｂｅｒｃｌｅ）。在尿生殖膜的两侧也各出现两条隆起，内侧的

称为尿生殖褶 （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ｆｏｌｄ），外侧的叫做阴唇阴囊隆起 （ｌａｂｉｏｓｃｒｏｔａｌｓｗｅｌｌｉｎｇ）。两尿生殖褶

之间包围着的沟叫尿生殖道沟 （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ｇｒｏｏｖｅ）（图７ ７）。这些隆起也都是由该处的中胚层

增厚而形成的。后来，随着性腺的分化，这些结构分化为雌雄外生殖器的不同部分。

图７ ７　哺乳动物 （人）外生殖器的发生

Ａ、Ｂ早期未分化阶段　Ｃ、Ｅ雄性外生殖器的分化　Ｄ、Ｆ雌性外生殖器的分化

（绘自Ｈｏｐｐｅｒ＆Ｈａｒ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ｎｄ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４６８）
　

如果胚体发育成雄性，生殖结节明显伸长，形成阴茎。两侧的尿生殖褶合拢成管，构成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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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部 （ｐｅｎｉｌｅｕｒｅｔｈｒａ）。阴茎头端的皮肤向龟头上生长，就形成了包皮。与此同时，阴唇阴囊

隆起也在中线处合拢，形成阴囊。如果胚胎发育成雌性，生殖结节演变成阴蒂。尿生殖道沟扩

展，与尿生殖窦的下段共同组成阴道前庭。尿生殖褶不合拢，而成为小阴唇；阴唇阴囊隆起也不

合拢，形成大阴唇 （图７ ７）。

第七节　性腺位置的变化

追溯胚胎期生殖腺原始发生的位置以至成体时其所在的部位，可以见到睾丸和卵巢都不停留

在胚体原来发生的部位上，均存在位移现象，尤其是睾丸的位置变化特别大。睾丸的移位称睾丸

下降 （ｄｅｓｃｅｎｔｏｆｔｅｓｔｉｓ）。睾丸最早出现于胚体腹腔中肾内侧，以后定位于阴囊内，其下降过程

包括许多因素。泌尿生殖器官是从背侧体壁发生的，外覆一层间皮，当腹部体腔的间皮有结缔组

织加入时，两者结合成腹膜，因此可以说泌尿生殖器官也是在腹膜腔外发生的。当中肾开始迅速

增大时，把被覆其表面的腹膜推向腹腔。在此过程中，中肾两端的腹膜形成皱襞，其颅端皱襞伸

向膈，称中肾脯韧带。另一端皱襞伸向尾端，演变成纤维性结构，称中肾腹股沟韧带。两条韧带

起着固定中肾位置的作用。睾丸形成时仍位于中肾位置的腹膜内，当睾丸体积增大时，这部分的

腹膜也随着扩展。随着胚体发育，中肾逐渐退化以至消失，同时睾丸逐渐发育，原来被覆在中肾

表面的腹膜，逐渐转移而被覆于睾丸表面。原来固定中肾两端的韧带移向睾丸两端，因此中肾腹

股沟韧带演变成睾丸引带 （ｇｕｂｅｒｎａｃｕｌｕｍｔｅｓｔｉｓ）。同时，在骨盆两侧睾丸引带尾端附着处的腹

股沟区形成一对体腔外突，即阴囊。当睾丸降入阴囊之前，睾丸引带伸入由腹膜形成的囊状鞘突

内，并以其末端附着于阴囊底部。以往多认为由于胚体逐渐长大，而睾丸引带没有相应的增长，
或是增长速度在比例上落后于胚体的生长，促使睾丸进入阴囊。睾丸引带在睾丸下降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究竟如何，尚无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睾丸引带并不牵引睾丸进入阴囊，可能是由于腹腔

内脏器官生长而产生的腹腔内压升高，促使睾丸通过腹股沟管而进入阴囊的。较一致的意见认

为，促性腺激素和性激素对睾丸下降起调节作用，性激素可能影响睾丸引带的逐步缩短，促使睾

丸和附睾离开原发生位置逐渐下降至腹股沟管内，最后定位于阴囊内。根据Ｂｕｔｌｅｒ（１９６０）对长

度６～３５０ｍｍ猪胚的观察结果，睾丸下降前，需先经过输精管的延长和腹股沟管扩张，还有睾

丸引带演变成睾丸和附睾尾周围的结缔组织等因素。因此，不能认为睾丸引带的牵引是睾丸下降

的惟一条件。家兔在非配种季节，睾丸回升到腹腔内，当配种季节来临时，睾丸又降入阴囊内，
这也说明睾丸下降是与性激素影响有关，并非是睾丸引带牵引的结果。大型哺乳动物在出生前，
睾丸大多数尚未进入阴囊内。有时睾丸不能进入阴囊，在这种情况 （隐睾病）下，虽然睾丸的分

泌功能未受损伤，但是睾丸和附睾所需的特殊温度却无法保证。因此，两侧隐睾的动物性欲有时

正常，但是不能繁育。偶尔，腹腔内的脏器会穿过腹股沟管而进入阴囊，这种阴囊疝在猪上特别

普遍。
卵巢虽然不像睾丸那样有明显的位置变化，但亦存在位移现象。当卵巢体积增大时，卵巢和

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同时逐步沉入体腔，腹膜层也牵引入腹腔内。腹腔皱襞的伸展致使卵巢、输卵管和

子宫向尾端和腹外侧迁移。中肾腹股沟韧带在雄性胚胎中形成睾丸引带，而在雌性胚胎中则是夹

在腹膜内形成阔韧带。当卵巢向尾侧和腹外侧迁移时，中肾腹股沟韧带弯曲产生角度，在弯曲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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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形成卵巢圆韧带，弯曲尾端形成子宫圆韧带。卵巢、输卵管和子宫使腹膜伸展成系膜状结构，
它既可以容许一定程度的位置变化，同时也起着支持韧带和供血管、神经通入的作用。

第八节　性别决定

一、初级与次级性别决定

初级性别决定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性腺的决定。在哺乳动物，初级性别决定

是严格的染色体决定，一般不受环境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雌性的性染色体是ＸＸ型，雄性是

ＸＹ型。每个个体必须含有一条Ｘ染色体。雄性由于是ＸＹ型，因而可产生两种类型的精子：一

半精子含有Ｘ染色体，另一半含有Ｙ染色体。如果卵子接受了一个含有Ｘ染色体的精子，那么，
所产生的个体就是ＸＸ型，形成卵巢，是雌性。如果卵子接受了一个含有Ｙ染色体的精子，那

么，所产生的个体是ＸＹ型，形成睾丸，是雄性。Ｙ染色体携带一个编码睾丸决定因子 （ｔｅｓｔ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ＴＤＦ）的基因。睾丸决定因子指导性腺分化为睾丸而不是卵巢。与果蝇不

同，哺乳动物的Ｙ染色体是哺乳动物性别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人含有５条Ｘ染色体和一

条Ｙ染色体 （ＸＸＸＸＸＹ），它将发育成男性。此外，一个人如果只有一条Ｘ染色体而没有另一

条Ｘ或Ｙ染色体 （即ＸＯ型）将发育成雌性并产生卵巢，但是不能产生卵泡。对于一个完整的

卵巢来说，第二条Ｘ染色体是必需的。
次级性别决定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ｅ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影响性腺以外的身体表现型。雄性哺乳动物

有阴茎、精囊腺和前列腺。雌性哺乳动物有阴道、子宫颈、子宫、输卵管和乳腺。在许多物种

中，个体大小、发声软骨和肌肉组织的发达程度都有性别差异。这些第二性征通常由性腺所分泌

的激素所来决定。然而，在没有性腺的情况下会产生雌性的表现型。１９５３年Ｊｏｓｔ在胎兔的性腺

未分化之前将其性腺摘除，结果出生的兔子不管是ＸＸ型还是ＸＹ型都表现为雌性的表现型。它

们都有输卵管、子宫和阴道，而都没有阴茎和其他的雄性附属结构。
如果Ｙ染色体不存在，性腺将发育成卵巢。卵巢产生的激素促使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 （中肾旁管）

发育成子宫、输卵管和阴道前庭。如果Ｙ染色体存在，则性腺形成睾丸，并且睾丸分泌两种激

素：一种是抗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激素 （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ｄｕｃｔ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亦称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抑制

物 （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ｄｕｃ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ＭＩＳ），抑制缪勒管道发育；另一种是睾丸激素，使胎

儿发育成雄性，刺激阴茎、阴囊和其他雄性构造的形成，并抑制乳腺原基的发育。因此，胎儿除

非有睾丸分泌的这两种激素的调控，否则就表现为雌性的表现型。
在雌性动物中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仍然完整并分化成输卵管、子宫、子宫颈和阴道前部。由于没有

睾丸激素，沃尔夫氏管 （中肾管）退化。

二、初级性别决定机制

目前已发现了正常性分化所必需的几个基因。与作用于其他发育器官的基因不同，这些与性

别决定相关的基因在不同的动物之间差别很大。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在哺乳动物中找到与果蝇的

性别决定基因直接同源基因，指导哺乳动物的性别决定。然而，由于性别决定基因突变的表现型

往往是不孕的，因而已经通过临床研究来鉴别哪些基因是在性别分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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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小鼠上进行基因工程操作来证明这些基因的功能。
１ＳＲＹ （Ｙ染色体性别决定因子）　在人上，睾丸决定因子的主要基因存在于Ｙ染色体的短

臂上。携有Ｙ染色体短臂但不是长臂的个体是男性，而携有Ｙ染色体长臂但不带短臂的个体是

女性。通过对稀少的ＸＸ型男性和ＸＹ型女性的分析，将睾丸决定基因的位置定位于Ｙ染色体短

臂的末端附近的３５０００ｂｐ区域。１９９０年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及其同事在此区域中发现了一个男性特异的

ＤＮＡ序列，它编码一个含有２２３个氨基酸残基的多肽。这个多肽很可能是一个转录因子，因为

它含有一个称为ＨＭＧ （ｈｉｇｈ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ｇｒｏｕｐ，高变区）框的ＤＮＡ结合结构域。此结构域也存在

于另外几个转录因子和非组蛋白染色质蛋白中，并能促进与之结合的ＤＮＡ区域发生弯曲。此基

因被称为ＳＲＹ （ｓｅ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Ｙ染色体性别决定区），并有充足

的证据证明它的确是编码人类睾丸决定因子的基因。ＳＲＹ被发现存在于正常的ＸＹ型男性和稀

少的ＸＸ型男性中，而在正常的ＸＸ型女性和ＸＹ型女性中却不存在。在另一些ＸＹ型的女性中，
ＳＲＹ基因的点突变或移码突变，可阻止ＳＲＹ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与ＤＮＡ的结合或阻止ＤＮＡ弯

曲。一般认为，在几个睾丸特异性基因的启动子或增强子上含有ＳＲＹ蛋白结合位点，而正是

ＳＲＹ蛋白在这些位点上的结合启动了睾丸的形成过程。
如果ＳＲＹ确实编码主要的睾丸决定因子，那么它将恰好在睾丸形成之前或形成过程中在生

殖嵴中起作用。此预言在后来对小鼠的ＳＲＹ同源基因进行研究时得到证实。小鼠的ＳＲＹ同源基

因 （Ｓｒｙ）也决定睾丸的存在与否；它存在于ＸＸ型的雄性，而在ＸＹ型的雌性中却不存在。Ｓｒｙ
基因恰好在小鼠性未分化的性腺分化成睾丸之前或分化过程中在体细胞中表达，然后其表达

消失。
证明Ｓｒｙ是编码睾丸决定因子的基因的最有力证据来自于转基因小鼠。如果Ｓｒｙ诱导睾丸形

成，那么将Ｓｒｙ插入正常ＸＸ型小鼠的受精卵的基因组中去，ＸＸ型小鼠将形成睾丸。１９９１年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将包含Ｓｒｙ基因 （可能还有调节成分）的１４ｋｂ长的ＤＮＡ显微注射于小鼠刚受精的

原核胚原核中。结果，有些注射此序列的ＸＸ型胚胎形成了睾丸、雄性附属器官和阴茎。（不形

成正常的精子，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ＸＸＹ型小鼠和人，两条Ｘ染色体的存在阻止精子的形

成。而且，转基因小鼠还缺少含有精子发生所需基因的Ｙ染色体其余部分。）因此，有理由认为

Ｓｒｙ／ＳＲＹ是哺乳动物Ｙ染色体上决定睾丸形成的主要基因。
Ｓｒｙ／ＳＲＹ是哺乳动物睾丸发育所必需的，但睾丸发育还需要其他条件。对小鼠的研究显示，

将一些品系小鼠的Ｓｒｙ基因附植到不同品系的小鼠中不能诱导睾丸的形成。当Ｓｒｙ蛋白结合到

ＤＮＡ上的结合位点时，很可能引起ＤＮＡ大的构象变化。ＳＲＹ基因使其附近的ＤＮＡ解旋并折

叠成１８０°。这种折叠可使本来距离较远的转录元件结合蛋白紧密接触，从而能够相互作用并影

响转录。这些结合蛋白的性质尚不清楚，不过，它们也是睾丸决定所必需的。
在性别未分化性腺转化成睾丸的过程中，ＳＲＹ蛋白可能有多种作用方式。过去十年里，人

们一直认为，ＳＲＹ蛋白在生殖嵴内直接起作用而使上皮细胞转化成雄性特有的支持细胞。然而，
近期研究表明，ＳＲＹ通过间接机制起作用：生殖嵴细胞中的ＳＲＹ诱导细胞分泌一种趋化因子，
使得中肾细胞迁移进入ＸＹ性腺。这些中肾细胞诱导性腺上皮细胞转化为具有雄性特有基因表达

形式的支持细胞。研究者发现，当把ＸＸ性腺与ＸＸ或ＸＹ中肾一起培养时，中肾细胞不进入性

腺。然而，当把ＸＹ性腺或含有Ｓｒｙ转基因的ＸＸ小鼠性腺与ＸＸ或ＸＹ中肾一起培养时，中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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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进入性腺。在性腺细胞中的Ｓｒｙ存在、中肾细胞迁移与睾丸索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Ｔｉｌｍａｎｎ和Ｃａｐｅｌ（１９９９）证明，中肾细胞对睾丸索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迁移的中肾细胞

能诱导ＸＸ性腺细胞形成睾丸索。因此，Ｓｒｙ似乎是通过诱导中肾细胞迁移到性腺而间接地诱导

睾丸形成。
２ＳＯＸ９（常染色体性反转）　参与性别决定的常染色体基因之一是ＳＯＸ９，它编码一个假定

的转录因子。该因子也含有一个ＨＭＧ框。含有多个ＳＯＸ９拷贝的ＸＸ型的人，尽管没有ＳＲＹ
基因也发育为男性。仅具有一个该基因功能拷贝的个体发生一种叫做ｃａｍｐｏｍｅｌｉｃ发育异常的综

合征，此病常牵涉到许多骨骼和器官系统。患这一综合征的ＸＹ型病人大约７５％的发育为表型

雌性或兼性的。ＳＯＸ９对睾丸的形成似乎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基因在小鼠的同源基因 （Ｓｏｘ９），
仅在雄性而不在雌性生殖嵴中表达。而且，Ｓｏｘ９基因在有Ｓｒｙ表达的生殖嵴细胞中表达，并且

仅比Ｓｒｙ基因表达时间略迟。Ｓｏｘ９蛋白结合在Ａｍｈ基因的启动子位点上，为雄性表型的出现提

供一关键性连接。
尽管Ｓｒｙ仅在哺乳动物中存在，但Ｓｏｘ９则在整个脊椎动物界都有。Ｓｏｘ９可能是较早的并且

处于更上游的性别决定基因，尽管在哺乳动物中它必须由其相关基因Ｓｒｙ所激活。
３ＳＦ１（Ｓｒｙ与向雄性发育之间接头）　另外一个直接或间接被Ｓｒｙ激活的蛋白是转录因子

ＳＦ１（类固醇生成因子１）。它对于性别分化前性腺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但尽管在ＸＸ小鼠胚胎

生殖嵴中ＳＦ１水平下降，而ＳＦ１在发育的睾丸中却维持很高水平。ＳＦ１在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

雄性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支持细胞中ＳＦ１与Ｓｏｘ９的共同作用，提高ＡＭＨ的转录水平。
在间质细胞中，ＳＦ１激活编码与睾丸酮合成有关的酶的基因。一个ＳＦ１杂合的ＸＹ病人的情况可

以说明ＳＦ１对人类睾丸发育和ＡＭＨ调控的重要作用。尽管ＳＲＹ和ＳＯＸ９基因都是正常的，这

一个体出现了畸形的纤维性性腺，并保留着发育完好的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结构。一般认为，ＳＲＹ直接

或间接激活ＳＦ１基因，ＳＦ１蛋白再激活雄性性别分化途径的两个成分 （间质细胞的ＡＭＨ和支

持细胞的睾丸酮）。
４ＤＡＸ１有可能是Ｘ染色体上的卵巢决定基因　１９８０年，Ｂｅｒｓｔｅｉｎ和她的同事报道了遗传

上为ＸＹ的两姐妹。她们的Ｙ染色体是正常的，但其Ｘ染色体的短臂的一小部分出现重复。随

后又发现了类似病例并得出结论：如果在活跃Ｘ染色体的这一区域有两个拷贝，ＳＲＹ信号将被

逆转。Ｂａｒｄｏｎｉ和她的同事提出，这一区域含有一个基因，它编码的蛋白能与ＳＲＹ因子竞争并且

能指导卵巢发育。在睾丸发育中，此基因将被阻抑，但是如果有此基因的两个活跃拷贝将会克服

这种阻抑。ＤＡＸ１基因已被克隆，并且已被证明其编码一种核内的激素受体。在小鼠胚胎生殖嵴

中，Ｄａｘ１蛋白在Ｓｒｙ蛋白表达后不久开始表达。在ＸＹ小鼠，Ｓｒｙ蛋白和Ｄａｘ１蛋白确实是在同

一细胞中表达。因此，ＤＡＸ１很可能是参与卵巢决定的基因。
５ＷＮＴ４可能是常染色体上的卵巢决定基因　ＷＮＴ４基因是对卵巢决定至关重要的另一个

基因。该基因在小鼠生殖嵴还处于未分化状态时表达。后来，在ＸＹ性腺 （将分化成睾丸）中

ＷＮＴ４的表达几乎检测不到，但在将要发育成卵巢的ＸＸ性腺中却继续表达，并开始形成卵巢。
在缺少ＷＮＴ４基因的转基因ＸＸ小鼠中，卵巢不能正常形成，且其细胞表达一些睾丸特异性标

记，如ＡＭＨ生成酶和睾丸酮生成酶类。在生殖嵴中，Ｓｒｙ可能通过抑制 ＷＮＴ４表达以及促进

ＳＦ１表达来促使睾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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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认识到，睾丸和卵巢的发育都是主动性过程。哺乳动物睾丸和卵巢的初级性别决定都不

是一种默认状态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ｔａｔｅ）。尽管最近几年已取得明显进展，但是我们仍不知道睾丸和卵巢

决定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初级的性别决定问题仍然是 （有史以来一直是）生物学领域的一个悬

而未决的大难题。

三、次级性别决定机制

初级性别决定是指由未分化性腺形成卵巢或睾丸的过程。然而，这并未产生出完整的性别表

型。哺乳动物的次级性别决定是指动物在睾丸和卵巢分泌的激素作用下发育产生雌性和雄性表型

的过程。雌性和雄性动物的次级性别决定都包括两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胚胎的器官形

成过程中；第二阶段发生在青春期。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把哺乳动物胚胎的未分化性腺摘除，该个体的表型即变为雌性：

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管发育，而Ｗｏｌｆｆｉａｎ管退化。这种情况也见于某些性腺没有功能的人。细胞中仅有一

条Ｘ染色体而无Ｙ染色体的个体最初发育出卵巢，但这些卵巢在出生前退化，生殖细胞在青春

期前凋亡。然而，由于最初来自卵巢，而后来自母体和胎盘的动情素的作用，出生的婴儿具有雌

性的生殖道。
雄性表型的形成需要两种睾丸激素的分泌。第一种是ＡＭＨ，由支持细胞产生，引起缪勒氏

管的退化。另一种是睾丸酮，由胎儿的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睾丸酮诱导沃尔夫氏管分化为附睾、
输精管和精囊腺，并诱导尿生殖隆起发育为阴茎和阴囊。

可通过人的雄激素感觉迟钝综合征来说明这两个独立的雄性化系统的存在。这些ＸＹ个体有

ＳＲＹ基因，因此有睾丸产生睾丸酮和ＡＭＨ。然而，他们因缺少睾丸酮受体蛋白而对其自身睾丸

分泌的睾丸酮没有反应。但是，由于能对其肾上腺分泌的雌激素产生应答，于是便发育出了雌性

的表型。可是，尽管有明显的雌性表型，这些个体确实有睾丸。而且，尽管对睾丸激素没有反

应，但他们确实能产生ＡＭＨ并能对其发生反应。因此，他们的缪勒氏管退化。这些人最终发育

为正常但无生育能力的女人，腹腔没有子宫和输卵管，却有睾丸。
１睾丸酮和二氢睾酮　尽管睾丸酮是两种主要的男性化激素之一，但有证据表明在某些组

织中它不可能是有活性的男性化激素。睾丸酮似乎对于来自沃尔夫氏管原基的男性生殖器 （附
睾、精囊腺和输精管）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然而，它并不能直接使雄性尿道、前列腺、阴茎或阴

囊发生男性化。后面这些功能由５α 二氢睾酮所调控。Ｓｉｉｔｅｒｉ和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７４）证明，睾丸酮在

泌尿生殖窦和生殖隆起内转化为５α 二氢睾酮，而在沃尔夫氏管中不转化。５α 二氢睾酮似乎是

一种比睾丸酮更有效的激素。
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ＭｃＧｉｎｌｅｙ等 （１９７４）证明了５α 二氢睾酮的重要作用，发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一个小社区中有几个居民患有５α 酮基类固醇还原酶２遗传缺陷；此酶能将睾丸酮转化为５α 二

氢睾酮。在这些人，该酶的基因不活动。尽管患有此症的ＸＹ型孩子有功能性的睾丸，但她们也

具有阴道盲囊和大的阴蒂。她们看上去是女孩，也是这样扶养长大的，然而其身体内部结构却是

男性的：有睾丸，沃尔夫氏管发育，缪勒氏管退化。因此，外生殖器的形成似乎是受二氢睾酮控

制的，而沃尔夫氏管的分化则是由睾丸酮本身控制的。有趣的是，当这些孩子的睾丸在青春期产

生更多的睾丸酮时，外生殖器能够在高水平激素的作用下发生分化。阴茎长大，阴囊下降，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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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孩的她变成了一个小伙子。
２抗缪勒氏管激素　抗缪勒氏管激素 （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ｄｕｃｔ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可引起缪勒氏

管退化，是一种由支持细胞分泌的由５６０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糖蛋白。当把胎儿的睾丸碎片或分

离的支持细胞与沃尔夫氏管和缪勒氏管片段一起培养时，缪勒氏管退化，但沃尔夫氏管却不发生

变化。一般认为，ＡＭＨ可以结合到缪勒氏管周围的间叶细胞上，从而引起这些细胞分泌旁分泌

因子，诱导缪勒氏管上皮细胞发生凋亡。
３性腺激素　性腺激素对于缪勒氏管和沃尔夫氏管的完全发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雌性动

物中，胎儿卵巢分泌的雌激素足以诱导缪勒氏管分化成各种结构：子宫、输卵管和子宫颈。缪勒

氏管对雌激素类化合物的极度敏感性可被己烯雌酚 （ＤＥＳ）的致畸作用所说明。ＤＥＳ是一种人

工合成的高效的雌激素，能通过改变缪勒氏管的发育模式而引起动物不育。在小鼠中，ＤＥＳ能

引起输卵管上皮呈现子宫的表型，而使子宫上皮看上去像子宫颈。
在雄性动物中，性腺激素实际上也为生育所必需。睾丸输出小管细胞的功能之一是吸收约

９０％的来自睾丸网腔的水。这有利于浓缩精液，延长精子寿命并且保证每次射出的精子含量高。
这种对水的吸收受雄激素调控。若雄性小鼠中无雄激素或其受体，此时水不被吸收，小鼠无生育

能力。不是说雌性动物血液中的性腺激素浓度比雄性动物高吗？但睾丸网中的性腺激素含量比雌

性动物血液中的含量还高。

思　考　题

１哺乳动物生殖器官的发生有何特点？

２原始生殖细胞起源于何处？它有何特征？原始生殖细胞形成之后是如何迁移的？

３睾丸决定基因、Ｈ Ｙ抗原与性腺的性别决定之间有何关系？

４激素在次级性别决定的过程中有何重要作用？

５生殖导管和外生殖器是如何发生的？

（谭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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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分娩发动

第一节　母体妊娠后至分娩前激素的变化

从受精卵在子宫内附植开始截止到胎儿胎膜从子宫内排出这个过程称为妊娠。妊娠的维持需

要母体和胎盘产生的有关激素来协调和平衡。在众多激素中，孕激素和雌激素至关重要，两种激

素的水平和比例通过不断的变化，来调节和维持胎儿的正常发育。此外，其他激素有规律的变化

也起协调作用，共同维持妊娠。分娩是由激素、神经、机械等多种因素的协同配合，以及母体和

胎儿共同参与完成的。分娩前期母体中的各种激素发生较大变化，激素的这种变化也是引起分娩

发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雌激素和孕激素及二者比例的变化

（一）雌激素的变化

１雌激素的化学性质及来源　雌激素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是含有１８个碳原子的类固醇激素，是与

动物繁殖有直接关系的生殖激素。动物体内雌激素主要来源于卵巢的卵泡内膜细胞和卵泡颗粒细

胞。此外，黄体、胎盘、肾上腺皮质、雄性动物的睾丸也可少量分泌。动物体内的雌激素主要有

雌二醇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雌 酮 （ｅｓｔｒｏｎｅ）、雌 三 醇 （ｅｓｔｒｉｏｌ）、马 烯 雌 酮 （ｅｑｕｉｌｉｎｅ）、马 奈 雌 酮

（ｅｑｕｉｌｅｎｉｎ）等种类。其中主要以１７β 雌二醇的活性最高。
２雌激素的变化及其生理作用　在发情和受精后，血液中雌激素从中期水平开始逐渐下

降，但雌激素的分泌并没有停止，孕激素的分泌逐渐增加，在妊娠期雌激素水平总体表现为

上升趋势，随着妊娠时间的延长，胎盘产生的雌激素的逐渐增加。在母马中，血浆中的雌激

素浓度在妊娠前３个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然后稳定上升，到第７个月左右达到峰值，但在

第１１个月前保持较高水平，之后快速下降 （Ｊａｉｎｕｄｅｅｎ＆Ｈａｆｅｚ，１９９３）。在母猪泌尿中雌激素

的水平在妊娠第２周至第５周一直是上升趋势，第５周至第８周有些下降，到分娩时又快速增

加至顶峰，之后又快速下降。在母牛妊娠第９个月时，有大量的雌二醇分泌，在分娩前雌二

醇逐渐达到峰值，一般发生在分娩前的１６～２４ｈ之间。绵羊和山羊在妊娠期间，雌激素逐渐

增至分娩前的高峰。狗从妊娠中期开始到后期雌激素的分泌逐渐达到高峰，而兔在妊娠过程

中呈现出多个可变性的高峰，啮齿类动物明显地表现为多变性高峰 （图８ １） （Ｃａｔｃｈｐｏｌｅ，
１９７７）。

雌激素在雌性动物各个生长发育阶段都有一定的生理效应：在妊娠期，雌激素刺激乳腺

泡和管状系统发育，并对分娩发动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分娩期间，雌激素与催产素有协同作

用，诱导前列腺素的分泌，刺激平滑肌收缩，有利于分娩；在泌乳期，雌激素与促乳素有协

同作用，可促进乳腺发育和乳汁分泌 （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ｌ，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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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　几种常见动物在妊娠后至分娩前血浆中孕激素和雌激素的水平变化

（实线代表孕激素，虚线代表雌激素）

（引自Ｃａｔｃｈｐｏ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３ｔｈＥ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

１９７７，３４１～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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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孕激素的变化

１孕激素的化学性质及来源　孕激素是含有２１个碳原子的类固醇激素，在雌性动物和雄性

动物体内均存在，它既是雄激素和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前体，又是具有独立生理功能的性腺类固醇

激素。孕激素的种类很多，动物体内孕酮的生物活性最高，因此，常以孕酮作为孕激素的代表。
孕激素主要是由卵泡内膜细胞、颗粒细胞或睾丸间质细胞、肾上腺皮质细胞以及胎盘所分泌。此

外，雌性动物自第一次发情排卵形成的黄体也可分泌孕激素。
２孕激素的变化及其生理作用　在发情周期中，血浆中孕酮的浓度在卵泡期一直处于较低

的水平，排卵后，在ＬＨ的作用下，颗粒细胞黄体化，孕酮分泌增加。牛母体一般在排卵后第

７～１０ｄ血浆孕酮水平升至最高，并一起维持到周期的第１５ｄ左右才逐渐下降。在妊娠期，血浆

中孕激素的浓度将会上升，不同的动物在不同的时期达到分泌高峰。一般来说，牛、羊血浆中孕

激素的水平在整个妊娠期间都保持稳定的变化，有的资料显示山羊、兔、狗在妊娠中期之前孕激

素达到高峰；而牛、绵羊、鼠在妊娠中期之后孕激素达到高峰；小鼠在妊娠早期有一个小的峰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２）；马，在妊娠中期之前出现一个孕激素峰，血浆中的孕酮从妊娠开始到

第３５ｄ时，它主要是由主黄体分泌；随后，副黄体开始发育，分泌孕酮的水平也不断的上升，
浓度保持到第１５０ｄ后，副黄体开始退化，这段时间，孕酮主要由胎盘分泌。随后血浆中孕酮的

浓度较低，但在妊娠的最后两个月，孕酮的水平又不断的上升，达到第二次高峰，这次浓度明显

比上次高。猪在妊娠早期也出现了一个孕激素峰，但在余下的妊娠期内基本保持稳定水平 （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２）。另外，不同动物在孕激素的分泌达到高峰时，血液中的水平并不一致 （鼠
为１３０ｎｇ／ｍＬ；杂种猪为２６５ｎｇ／ｍＬ；其他家畜为１４～３５ｎｇ／ｍＬ）。因此，各种动物在妊娠期

内，从胚泡附植开始到分娩，孕激素的水平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孕激素通常也被称为妊娠激素，
孕激素与雌激素共同作用于生殖活动，在很多方面具有协同作用，孕激素分泌的可变性主要是由

于在不同时期胎盘类激素分泌量的不同引起的 （Ｗｅｂ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孕激素的分泌对妊娠是至关重要的，在妊娠时所分泌的类固醇激素中孕激素所占的比例最

大。检测杂交猪和其他一些动物血浆中孕激素结合蛋白的量，发现在妊娠第２０～２５ｄ与第５０ｄ
之间出现峰值，这与血浆中孕激素的水平变化是相一致的，这表明血浆中储存的孕激素主要作用

是维持妊娠 （Ｈｅａｐｅｔａｌ，１９８１）。有两个试验也说明孕激素对于维持妊娠的作用。试验一是采

用１７只小鼠，在交配后３２～６５ｈ内，注射孕激素单克隆抗体，发现它可使妊娠终止。另一个试

验是，在小鼠妊娠第１０ｄ后，采用孕激素抗体处理的方法，使血浆中孕激素的水平在３６ｈ内由

５０ｎｇ／ｍＬ降到２ｎｇ／ｍＬ，发现胎儿最终被吸收 （Ｃｈｅｅｓ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２）。
（三）雌激素和孕激素二者比例的变化

在妊娠的初期，血液中雌激素、孕激素均呈上升趋势，这时雌激素与孕激素的比例还比较

小，其后一段时间，孕激素逐渐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子宫处于安静状态。到妊娠末期则出现相反

的变化，这时孕激素量逐渐减少，而雌激素水平逐渐提高，雌激素／孕激素的比例逐渐增大，于

是子宫又开始恢复收缩。至分娩时，二者的比例达到最大，有的动物在分娩前子宫收缩主要是因

为前列腺素使黄体溶解的缘故。除马在分娩前孕激素水平有上升趋势外，大多数动物分娩前孕激

素开始下降，雌激素逐渐上升并达到峰值，如大鼠、小鼠、牛、绵羊、山羊、猪等 （Ｃａｔｃｈｐｏｌｅ，
１９７７）（图８ １）。在雌激素和孕激素共同作用下，也引起其他激素的变化。雌激素／孕激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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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及二者对子宫收缩程度的作用是影响分娩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已证实，灵长类动物的子宫

不但对雌激素／孕激素的比例变化比较敏感，而且对二者数量的多少也较为敏感。

二、松弛素的变化

（一）松弛素的化学性质及来源

松弛素又名耻骨松弛素，是一种水溶性多肽，它是由α和β两个亚基通过二硫键连接形成的

多肽激素，分子中含有３个二硫键。不同动物的松弛素分子结构略有差异。这说明松弛素不是单

纯的一种物质，而是一类多肽物质。松弛素主要由妊娠黄体分泌，某些动物的子宫、胎盘也可分

泌少量的松弛素。
在人、马、猫、兔和猴体内，松弛素主要是由胎盘所分泌，绵羊的子宫内膜和胎盘组织也可

分泌少量的松弛素，但猪、牛的胎盘不分泌松弛素，松弛素主要是来自于黄体。马属动物，在妊

娠第２００ｄ以后，黄体退化，而血浆中松弛素大量增加，这表明在妊娠后期和产仔时，松弛素主

要是由胎盘分泌的。兔的卵巢并不产生松弛素，主要是由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和内膜颗粒细胞所分

泌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６）。
（二）松弛素的变化及其生理作用

松弛素，在家畜体内分泌量随妊娠期的延长而逐渐增加，在妊娠末期分娩前血液中含量达到

高峰，分娩后从血液中消失。在妊娠初期松弛素的分泌量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它是在雌激素逐渐

下降，孕激素逐渐上升的环境下才开始慢慢增加。
利用放射免疫测定方法发现，马属动物在妊娠第７５ｄ血液中第一次出现松弛素分泌，在第

１７５～２００ｄ达到高峰，在第２２５～２５０ｄ逐渐下降，到分娩前几天又达到高峰。这种变化表明在

妊娠中期黄体的活动性较低，这时松弛素水平变化主要由胎盘来调节 （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２）。狗在

妊娠第２１～２８ｄ血液中就有松弛素分泌，在分娩前２～３周达到高峰，且在产后第４～９周和泌乳期

也有较高的水平，但狗在妊娠期松弛素的来源并不十分清楚 （Ｓｔｅｉｎｅｔｚｅｔａｌ，１９８７）。猫、兔、猪、
牛等在妊娠后期，血液中松弛素的水平上升，并出现多次高峰。它的一个明显的作用就是作用于纤

维软骨韧带，使其具有延展性，且弹性增加，有利于分娩。在松弛素作用下，牛、绵羊和人的骶髂

关节连接也比较灵活，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分娩时产道打开。用雌激素处理过后能够加强趾骨联合松

弛活动，这也是各种动物中出现雌激素峰的一个原因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２）。
松弛素对哺乳动物的作用并非仅限于对雌性孕期生殖道的影响，在妊娠期其主要作用是影响

结缔组织，使耻骨间韧带扩张，抑制子宫肌层的自发性收缩，从而防止未成熟的胎儿流产。在分

娩前，松弛素分泌增加，能使产道和子宫颈扩张与柔软，有利于分娩。此外，在雌激素作用下，
松弛素还可促进乳腺的发育。

三、前列腺素的变化

（一）前列腺素的分布

前列腺素是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分别由英国的Ｇｏｌｄｂａｔｔ和瑞典的ＶａｎＥｕｌｅｒ从人类的精液中和羊

的囊状腺体中发现的，当时认为这一物质是由前列腺分泌的，因而定名为前列腺素 （ＰＧ）。现已

证明机体几乎各种组织器官和体液中都存在前列腺素，如生殖系统、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等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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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前列腺素。前列腺素的基本结构为含２０个碳原子的不饱和脂肪酸，由一个环戊烷与两个脂

肪酸侧链构成。根据结构类型将前列腺素用字母定义为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等，表

明在环戊烷上具有不同的特殊功能基团。字母后的数字表示侧链的不饱和程度。在这些前列腺素

中主要以ＰＧＥ２、ＰＧＦ２α对生殖的调节最为重要。
（二）前列腺素的变化及其生理作用

母体在妊娠后及分娩前，血液中前列腺素的浓度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分娩前２４ｈ，山羊和绵

羊胎盘分泌的ＰＧＦ２α浓度剧增，其分泌的时间和趋势与雌激素相似。其他家畜也有类似的变化，
如：狗在产前４８ｈ前列腺素便开始上升，至产前３ｈ增加近５倍。黄体开始溶解，孕激素的水平

从最初的２８ｎｇ／ｍＬ降到０７ｎｇ／ｍＬ （Ｃｏｎ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８）。狗分娩时前列腺素出现峰值，
这说明黄体溶解是因为前列腺素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并且孕激素量的下降也促使了前列腺素的进

一步的上升，从而子宫的活动增强致使胎儿排出。牛在妊娠第９６～２７８ｄ，卵巢和子宫的淋巴腺

里都有前列腺素分泌，这时，孕酮和雄激素在卵巢中的浓度比在子宫淋巴腺和血浆中的浓度都

高。分娩时，卵巢淋巴腺中的雌激素稍有些增加，而在子宫淋巴腺中前列腺素却出现突然的增

加，并且它的释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Ｈｅ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８）。而小鼠在妊娠第１５５ｄ时子宫上皮

前列腺素Ｆ合酶 （ＰＧＦ Ｓ）和ＣＯＸ １ｍＲＮＡ增加，然而１５ 羟前列腺素脱氢酶 （ＰＧＤＨ）开

始下降，ＰＧＦ２α合成增加；在妊娠第１８５ｄ后，ＰＧＦ２α引起黄体溶解。另外，人在月经周期的第

１４ｄ（排卵前）卵泡液中ＰＧＦ２α浓度比其他时间要高几倍。现已在兔、牛、绵羊的试验中得到证

实，胚胎在附植前也可以合成ＰＧＦ２α；兔在妊娠第３ｄ和第７ｄ的胚泡中ＰＧＦ２α合成量显著增加。
在哺乳动物中，正处于附植期第３ｄ的胚泡迅速合成ＰＧＦ２α被分泌到临近的子宫内膜，使其血管

通透性增加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７）。
一般认为，哺乳动物分娩是由血浆中孕酮的浓度迅速降低而引发的。实际上前列腺素才是真

正发动分娩的关键激素，而孕酮的降低只是由于前列腺素的作用而导致黄体溶解后的结果。在妊

娠晚期，循环血液中的高浓度孕酮使子宫保持松弛。临产前，血浆孕酮浓度迅速降低，子宫催产

素 （ＯＸＴ）受体表达量显著增加，使子宫收缩能力提高。由于子宫收缩以及宫颈与阴道扩张的

刺激，下丘脑ＯＸＴ神经元活动增强，释放ＯＸＴ；ＯＸＴ作用于子宫，刺激其合成前列腺素，进

一步增强子宫收缩能力，由此形成一个正反馈环路，加速分娩过程。如果前列腺素的合成受到抑

制，则分娩将会延迟。因此，前列腺素不仅能够溶解黄体，而且对于分娩也是非常重要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Ｂｉｒｇｉｔ，２００１）。
前列腺素参与调节哺乳动物生殖过程的多个环节。作为近距离信号分子，它具有局部、瞬

时、作用灵活多样的特点。多种信号分子通过控制前列腺素合成酶基因的表达，精确调控ＰＧ的

时空特异性合成。ＰＧＦ２α不仅可以促进排卵，还可溶解黄体，减少孕酮的分泌，进而刺激垂体后

叶释放催产素，这些都有利于子宫肌的收缩和胎儿的排出。这对羊的分娩尤为重要。产前子宫静

脉中ＰＧＦ２α的增加，对子宫平滑肌的收缩具有直接的刺激作用。

四、催产素的变化

（一）催产素的来源

催产素是胎盘哺乳类动物体内的一种九肽神经内分泌激素，主要是由下丘脑的室旁核和视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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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神经元所合成，沿其轴突运输并暂时贮存到垂体后叶，在适当的刺激下以脉冲式释放，对动物具

有多种生理效应。１９５３年研究出了它的化学结构，它是一个含二硫键的九肽，其活性中心是第二位

的酪氨酸和第五位的天冬酰胺，二硫键虽然是稳定催产素分子紧密性的重要因素，但并非为维持生

物活性所必需。１９８３年克隆出了它的基因序列，序列研究表明了与信使ＲＮＡ相偶连的催产素和多

肽在几种外围组织中合成，包括卵巢、妊娠的子宫内膜和蜕膜 （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ｅｖｅｎ，２００３）。
（二）催产素的变化及其生理作用

尽管各种动物催产素释放的精确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分娩的整个过程中，它的分泌

形式主要是脉冲式分泌，催产素在整个妊娠过程中都维持在基础水平，有人证明直到分娩时催产

素的浓度才会增加，在分娩阶段胎儿排出期之前，它将上升到原来的１０倍左右，前列腺素将上

升为原来的１５倍左右。因此得出结论是，在胎儿排出期催产素突然上升是由于前列腺素的调节

作用所引起的 （Ｈａｌｕｓｋａ＆Ｃｕｒｒｉｅ，１９８８）。
对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如兔、绵羊、牛、大鼠、山羊、马、恒河猴、猪、人等）的研究发现，

分娩过程中血浆催产素浓度呈阶段性的升高，并且在胎儿排出时分泌量达到最高。绵羊妊娠末期子

宫颈的活动有着明显的增加，当注射催产素颉颃剂时这种活动受到明显抑制，说明在妊娠末期，有

大量的催产素在分泌 （Ｌａｎｄｇｒａｆｅｔａｌ，１９８３）。兔在第一胎排出时达到高峰。然而在其他的动物

（如牛、绵羊、恒河猴等）在单胎动物出生时催产素的分泌量达到高峰。猪在每一胎排出时都可看

到催产素脉冲式释放高峰。狗如果缺少催产素基因，狗仔出生早期就会死亡，但子宫内催产素受体

的浓度在分娩前还会显著地上升。小鼠在整个分娩过程中血浆的催产素都在大量脉冲式地释放，但

在怀孕晚期，由于孕激素受体颉颃剂的分泌引起了子宫内催产素的ｍＲＮＡ和肽类的减少，从而使

得催产素的量有所下降。然而，对于非孕的小鼠，孕激素可以协同雌激素的作用来促使子宫内催产

素的ｍＲＮＡ的增加。对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催产素通常在夜间分泌，分娩时催产素脉冲式释

放的频率和振幅都会增加。对人类的研究表明，妊娠和分娩时催产素的浓度有大范围的变化。血浆

中催产素很可能是随着分娩时胎儿的排出而逐渐增加；而在整个妊娠过程中，人类血浆中催产素酶

也在大量增加，并且血浆中高浓度的催产素是与高浓度的雌激素相关的，外源雌激素的分泌引起了

催产素浓度的上升。最后，试验还证明了与催产素相偶联的ｍＲＮＡ在妊娠子宫内的合成，发现在

人以及猫的子宫组织中的催产素ｍＲＮＡ和肽类在分娩发动时将会增加。最先是在猫分娩前的子宫

肌上测出和描述催产素结合物的特性的。后来在人类上也得到证明，在整个分娩过程中，子宫内膜

和蜕膜上的催产素受体的浓度是逐渐的上升，等到分娩那一刻时会骤然上升。催产素受体浓度增加

的同时与之相对应的催产素的浓度也在上升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Ｂｉｒｇｉｔ，２００１）。
催产素对分娩的发动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分娩时催产素可使子宫肌细胞膜的钠泵开启。同

时，能抑制依靠ＡＴＰ产生的钙离子与肌质网的结合，引发肌动蛋白的收缩。催产素不仅与卵泡

发育和黄体形成有关，而且还在泌乳反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使在哺乳时围绕乳腺的肌上

皮细胞收缩，射出乳汁。此外，催产素常用于促进分娩，具有治疗胎衣不下、子宫脱出、子宫出

血和促进子宫内容物的排出等作用。

五、其他激素的变化

在妊娠的整个过程中，母体、胎儿以及母体 胎儿的胎盘共同作用来维持妊娠时的激素环境。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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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妊娠期间分泌大量的激素主要是用来维持正常的妊娠和成功的分娩。以上分别叙述了雌激素、
孕激素、松弛素、前列腺素和催产素在妊娠后和分娩前的变化，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

的激素 （如促乳素、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ＬＨ、ＦＳＨ等）在妊娠过程中

及分娩前也有较大的变化。
１促乳素　促乳素 （ＰＲＬ）又名催乳素，是垂体前叶嗜酸性细胞分泌的一种具有广泛生理

功能的肽类激素，通过垂体门脉系统进入血液循环，影响着生殖活动的许多环节。在妊娠早期蜕

膜上的ＰＲＬ有丰富的表达，它可刺激妊娠黄体ＬＨ／ｈＣＧ受体的表达，还可以与ＦＳＨ、ＬＨ协同

作用优化ｃＡＭＰ和孕激素的合成。马在分娩时和泌乳早期有大量的促乳素分泌，主要表现在妊

娠的最后一周内促乳素出现急剧上升，在泌乳早期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在产后１～２个月内又降

低到基础水平。但绵羊从妊娠早期到最终分娩，促乳素从６０ｎｇ／ｍＬ增加到１７０ｎｇ／ｍＬ （Ｖｅｒｎｏｎ
ｅｔａｌ，１９８１）。妊娠后期，ＰＲＬ和具有ＰＲＬ生物活性的其他激素水平显著上升，参与调控类固

醇激素 （如雌激素和皮质酮）和其他肽类的表达，调控乳腺的生长和乳蛋白的合成。另外，还可

以刺激母性行为的发生，为分娩后的母性哺乳做准备。
２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ＰＭＳＧ），主要是由马属动物胎盘的尿囊绒

毛膜细胞产生，其分泌量因妊娠时期、动物种类、个体和胎儿基因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马

在妊娠第３７～４０ｄ出现ＰＭＳＧ，第５５～７５ｄ分泌量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到第１２０～１５０ｄ
消失。研究已经证明，胎儿的遗传型是影响ＰＭＳＧ分泌量最突出的因子。驴怀骡分泌量最高，
马怀马次之，马怀骡再次之，驴怀驴最低。ＰＭＳＧ能促进妊娠马属动物初级黄体分泌孕酮并有

助于次级黄体的形成 （Ｊａｉｎｕｄｅｅｎ＆Ｈａｆｅｚ，１９９３）。在妊娠期维持黄体的功能。ＰＭＳＧ还可以促

进胎儿性腺的增大。
３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是由人类受孕后胎盘滋养层合胞体

细胞合成的激素，它从胎盘滋养层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卵巢，刺激黄体分泌孕酮维持黄体功能，使

子宫内膜保持适合胚胎附植发育的状态。在附植后第１ｄ后的胚泡就能产生ｈＣＧ，在妊娠后第

６０～７０ｄ达到分泌高峰，以后逐渐降低维持至分娩。ｈＣＧ的主要功能是促进胚泡发育，维持妊

娠 （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ｈＣＧ与促甲状腺素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本身具有甲状腺素活

性，可以与促甲状腺素受体结合，妊娠早期提高血浆甲状腺素的水平，增加母体甲状腺的大小。
还可以刺激人甲状腺膜的腺苷酸环化酶的活性，促进Ｔ４ （甲状腺素）向Ｔ３ （三碘甲状腺原氨

酸）的转化。
４促黄体素和促卵泡素　促黄体素 （ＬＨ）和促卵泡素 （ＦＳＨ）是由垂体合成和分泌的激

素。在妊娠早期阶段ＬＨ可促进孕激素的释放，山羊在妊娠第４０ｄ后将垂体切除，还可维持妊

娠，主要是因为ＬＨ和促乳素的作用 （Ｂｕｔｔｌｅ，１９８３）。绵羊在妊娠第５０～１４０ｄ时以及产后几天

血液中都可检测到ＬＨ和ＰＲＬ，且在第５０～１４０ｄ之间ＬＨ呈下降趋势，产后两天内ＬＨ的水平

比较低，随后开始上升，在产后第１３ｄ将上升到最高水平，第２２ｄ左右又恢复了周期水平。马

和驴妊娠早期以及妊娠后的第１００ｄ内血液中都有ＬＨ和ＦＳＨ的分泌。ＦＳＨ分泌的波动性比较

大，在多种动物当中，在妊娠第１００ｄ内分泌量呈现不规则的上升 （Ｋｅｌｌｙｅｔａｌ，１９７４）。妊娠

早期，高浓度的ＦＳＨ和ＬＨ可以特异性地维持黄体的功能和增加促乳素及孕激素的分泌量。妊

娠后期，ＦＳＨ和ＬＨ分泌量减少，有利于孕激素向雌激素的转化，而且促进松弛素的分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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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胎儿的排出。
总之，在整个妊娠过程，激素的变化对于维持正常的妊娠和分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们

主要分析了雌激素、孕激素、催产素、松弛素以及前列腺素在妊娠和分娩时的变化，以及它们之

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得出它们的共同作用是来完成妊娠和分娩。

第二节　胎儿的激素变化

不同物种间母体妊娠时的内分泌调控有着较大区别，同样胎儿决定分娩的作用在物种间也存

在一定差异。在反刍动物 （如绵羊、山羊和牛）胎儿的内分泌系统起主导作用，而在其他物种

（如马和人类）则起次要作用。因此，对妊娠期间胎儿体内的激素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理解分娩

的机理是十分有益的。

一、下丘脑和垂体激素

（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分泌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ＣＲＨ）在胎儿下丘脑和部分动物的胎盘组织可以表达。ＣＲＨ的表达具有种属特异性。
低等灵长类哺乳动物的胎盘组织并不表达ＣＲＨ，只有高等灵长类的动物 （包括人类）胎盘细胞

可表达和分泌。孕期ＣＲＨ主要由胎盘合胞体滋养层组织产生，进入母体、胎儿循环后，参与母

体、胎儿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 （ＨＰＡ轴）的调节。研究证实，人胎盘含有ＣＲＨ样生物活性

物质，且这种物质的化学特性和免疫学特性都与下丘脑ＣＲＨ相一致。人胎盘和羊膜都表达

ＣＲＨｍＲＮＡ，但在妊娠的前６个月内其含量都检测不到。向胎盘细胞培养系统加入地塞米松

（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Ｄｅｘａ）可使ＣＲＨｍＲＮＡ的表达升高４倍，并认为Ｄｅｘａ是通过作用于共有启

动子元件下游３０个核苷酸的转录起始位点发挥作用的。关于ＣＲＨ在胎盘组织中的定位迄今尚

无明确的结论。
胎儿下丘脑小细胞性的神经元也能合成ＣＲＨ，它进入垂体门脉系统促使垂体分泌阿黑皮素

原 （ｐｒｏｏｐｉｏｍｅｌａｎｏｃｏｒｔｉｎ，ＰＯＭＣ）和 促 肾 上 腺 皮 质 激 素 （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ＣＴＨ）。绵羊胎儿下丘脑ＣＲＨｍＲＮＡ和肽的表达出现在妊娠第６０ｄ，第１２０ｄ前表达增加缓

慢，在妊娠的最后２０ｄ表达量明显增加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ＣＲＨ通过膜结合受体

作用于垂体，现已确认绵羊胎儿垂体中存在ＣＲＨ Ⅰ型受体 （ＲⅠ）。ＣＲＨ ＲⅠ受体ｍＲＮＡ表

达并和ＣＲＨ结合出现在妊娠第１００ｄ的胎儿垂体，第１３５ｄ前上升，然后降低 （Ｌｕ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数据显示，妊娠第１２０～１３５ｄ下丘脑ＣＲＨ对垂体功能有很大影响，而且ＣＲＨ在妊娠晚

期表达量显著增加，反映了垂体对ＣＲＨ的敏感度下降。同时，ＣＲＨ和皮质醇可以负调节ＣＲＨ
受体的表达及其与ＣＲＨ的结合；在妊娠晚期ＣＲＨ和皮质醇的水平很高，有可能降低了胎儿垂

体对ＣＲＨ的敏感度 （Ｌ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在体内，胎儿垂体对ＣＲＨ感受度从第１１０ｄ到第１２５ｄ
上升，然后下降。这些发现和妊娠晚期胎儿垂体ＣＲＨ ＲⅠ的表达及其与ＣＲＨ结合降低相一致

（Ｎｏ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５）。这样，虽然晚期妊娠ＣＲＨ表达继续上升，并可能激活 ＨＰＡ轴，但

ＣＲＨ的活性可能会被钝化，对维持轴的活性不能起关键作用。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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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作用　ＣＲＨ在分娩发动中起重要作用。目前大多数学者认

为，ＣＲＨ可能是分娩的启动因素，在正常足月产分娩和早产中起重要作用。ＣＲＨ可进入胎儿体

内并能促进胎儿肾上腺分泌皮质醇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ＣＯＲＴ）、硫酸脱氢表雄酮 （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ａｎｄｒｏｓ
ｔｅｒｏｎｅｓｕｌｆａｔｅ，ＤＨＥＡｓ）。ＣＯＲＴ、ＤＨＥＡｓ分别在非灵长类哺乳动物 （如羊）、灵长类哺乳动物

（如狒狒）的分娩发动中起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人类ＣＲＨ参与分娩发动的机制可能与其促进

胎儿肾上腺分泌ＣＯＲＴ、ＤＨＥＡｓ有关，这有待进一步研究。胎盘ＣＲＨ还可能作用于胎盘以及

胎儿或母体垂体而促进ＡＣＴＨ的释放。已证明，人胎盘能合成与释放ＡＣＴＨ （Ｌｉｏｔｔａｅｔａｌ，
１９８０）。

（二）精氨酸血管加压素

精氨酸血管加压素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ｖａｓｏｐｒｅｓｓｉｎ，ＡＶＰ）由下丘脑的视上核和室旁核小细胞性神经

元分泌，能调节垂体ＡＣＴＨ的合成和分泌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Ｃｈａｌｌｉｓ，１９９５）。绵羊妊娠第６０ｄ时

ＡＶＰ的ｍＲＮＡ和肽出现在胎儿垂体的小细胞性神经元中，但是表达量不随孕龄而改变 （Ｍａｔ
ｔｈｅｗｓ＆Ｃｈａｌｌｉｓ，１９９５）。ＡＶＰ通过Ｖ１ 受体起作用，但是这种受体在绵羊胎儿垂体中的表达尚

未有研究。在体外培养的绵羊胎儿垂体细胞中，ＣＲＨ和ＡＶＰ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提高阿黑皮素

原 （ＰＯＭＣ）ｍＲＮＡ的表达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ＡＣＴＨ）的分泌。在妊娠第１２０～１３８ｄ，在

细胞内ＡＶＰ比ＣＲＨ的刺激作用更大，分娩期ＣＲＨ和ＡＶＰ的作用力量大小相似。ＣＲＨ与

ＡＶＰ对绵羊胎儿垂体ＡＣＴＨ的分泌作用有加性效应。在妊娠期末，给体内胎儿注射ＡＶＰ或者

是ＣＲＨ可以提高垂体ＡＣＴＨ的合成。虽然随着孕龄的增长垂体对ＣＲＨ的反应性下降，但是对

ＡＶＰ的反应性上升。在妊娠第１２０ｄ，ＣＲＨ和ＡＶＰ对ＡＣＴＨ的合成有协同作用，然而在其他

时期只是简单的加性作用 （Ｃａｒ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因此在妊娠晚期ＡＣＴＨ的合成和分泌的持续升

高是由ＡＶＰ和ＣＲＨ共同调节的结果。ＡＶＰ和ＣＲＨ有可能也涉及早期ＡＣＴＨ合成和分泌升高

的调节。
（三）催产素

催产素 （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ＯＸＴ）是胎盘哺乳类体内的一种九肽神经内分泌激素，主要由下丘脑的

催产素神经元合成，沿其轴突运输并储存到垂体后叶，在适当的刺激下以脉冲式释放，对动物体

具有多种生理效应。
（四）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合成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ＣＴＨ）
由腺垂体远侧部和中间部促肾上腺皮质素细胞合成。激素原蛋白转化酶１（ｐｒｏｈｏｒｍｏｎｅｃｏｎｖｅｒ
ｔａｓｅ１，ＰＣ １）能裂解ＰＯＭＣ （阿黑皮素原）产生ＡＣＴＨ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ＣＴＨ又被

激素原蛋白转化酶２（ｐｒｏｈｏｒｍｏｎ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ａｓｅ２，ＰＣ ２）裂解形成小分子量的产物中间叶促皮

质样肽 （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ｌｉｋ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ｏｂ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ＬＩＰ）和α 促黑素细胞激素 （αｍｅｌａｎｏ
ｃｙｔ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α ＭＳＨ）。在绵羊胎儿垂体中，ＰＯＭＣｍＲＮＡ从妊娠第６０ｄ开始表

达；第６０～１００ｄ，中间部ＰＯＭＣ的表达量持续增加，然后保持一定量直到妊娠结束 （Ｍａｔ
ｔｈｅｗｓ＆Ｃｈａｌｌｉｓ，１９９６；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４）。促肾上腺皮质素细胞中免疫反应性的ＡＣＴＨ
表达的增加和胎儿血液循环中ＡＣＴＨ水平的升高反映了ＰＯＭＣ表达的升高。垂体中ＡＣＴＨ表

达的不断升高的原因可能是ＰＣ １的表达发生改变。妊娠期末垂体内ＰＣ １表达水平升高，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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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ＡＣＴＨ分泌升高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前体ＰＯＭＣ被裂解量升高。而且，妊娠过程中胎儿

垂体ＰＣ ２剂量水平没有改变，这说明ＡＣＴＨ被裂解的水平没有升高。这样，虽然ＣＲＨ反

应性降低，ＡＶＰ活性保持不变，但是在妊娠末期ＰＯＭＣ的表达和ＡＣＴＨ的分泌却能 继 续

升高。

图８ ２　分娩前２２ｄ到分娩后１０ｄ绵羊胎儿下丘脑室旁核被破坏组和对照

组血浆几种激素浓度的变化

下丘脑室视旁核被破坏组　●对照组

［引自Ｐｅ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７８）：１２７～１３２］
　

２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变化　在绵羊胎儿，从妊娠第１１０ｄ起血浆中ＡＣＴＨ的水

平不断上升，而且在分娩时会出现一个ＡＣＴＨ输出的波峰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Ｎｏｒｍａｎ
ｅｔａｌ，１９８５）。血浆中ＡＣＴＨ浓度升高１０ｄ后，血浆中皮质醇水平不断升高 （Ｍａｇｙａｒｅｔａｌ，
１９８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诱导了主要的肾上腺类固醇酶的表达，包括皮质醇、Ｐ４５０侧链裂

解酶 （Ｐ４５０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ｅｎｚｙｍｅ，Ｐ４５０ｓｃｃ）和Ｐ４５０Ｃ１７／Ｃ２１羟基化酶 （Ｐ４５０Ｃ１７／Ｃ２１ｈｙｄｒｏｘｙ
ｌａｓｅ，Ｐ４５０Ｃ１７）。因此，说明在妊娠晚期ＡＣＴＨ水平的升高驱动了肾上腺皮质细胞皮质醇的合

成 （Ｃｏｎｌｅｙ＆Ｂｉｒｄ，１９９７；Ｄｕｒａｎｄ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ＡＣＴＨ受体 ｍＲＮＡ的表达出现在妊娠第

１３０ｄ后，应激情况下上升，比如低血氧 （Ｆｒａ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也通过受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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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偶联到腺 苷 酸 环 化 酶 上 提 高 自 身 受 体 的 信 号 转 导，从 而 提 高 肾 上 腺 对 ＡＣＴＨ的 敏 感 性

（Ｄｕｒａｎｄｅｔａｌ，１９８２）。胎儿垂体分泌的促肾上腺皮质素 （ＡＣＴＨ）可以刺激肾上腺皮质的发

育及糖皮质激素的合成与释放。在人、绵羊等动物中，主要的糖皮质激素是皮质醇，但在啮

齿动物中却是皮质酮。糖皮质激素可以刺激肺部表面活性蛋白的生成及结缔组织的发育。它

们还可以促进活性三碘甲腺原氨酸 （Ｔ３）的生成并减少胎盘对Ｔ３ 的消除。分娩前胎儿皮质醇

的浓度明显升高，提高滋养层细胞ＰＧＨＳ Ⅱ的表达和活性，ＰＧＥ２ 分泌量增加，通过旁分泌

和自分泌增加绵羊胎盘中Ｐ４５０Ｃ１７的活性，通过Δ５途径将Ｃ２１类固醇 （孕烯醇酮、孕酮）代谢

为Ｃ１９类固醇激素并到达胎盘。绵羊胎盘中表达Ｐ４５０芳香化酶，可以将Ｃ１９类固醇转化为雌激

素，雌激素浓度升高而孕激素浓度降低，发动分娩。在病理情况下，胎儿下丘脑视旁核被破

坏后会阻止胎儿ＡＣＴＨ和皮质醇水平的升高而延长妊娠，在绵羊胎儿中灌注ＡＣＴＨ或皮质醇

会促进早产。
（五）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素

动物的生殖活动受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调节，垂体作为中间环节，主要通过分泌促卵泡

图８ ３　妊娠末期和分娩发动时绵羊胎儿下

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激活的调控

（引自Ｗｈｉ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ｏｖｉｎｅｐａｒｔｕｒ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ｔａｌ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ｒｅｎａｌ

ａｘｉ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６４：１０１９～１０３２）

素 （ＦＳＨ）和促黄体素 （ＬＨ）影响成年动物性腺的

功能。在胎儿发育期，ＦＳＨ主要影响动物性腺的发

育。现有研究证明，在绵羊胎儿发育过程中垂体促

性腺激素 （ＦＳＨ和ＬＨ）细胞发生于胎儿早期。胎

儿发育早期 （第６０ｄ）血浆中ＦＳＨ含量较低，而中

期 （第９０～１２０ｄ）显 著 升 高，具 有 免 疫 活 性 的

ＦＳＨ （Ｉ ＦＳＨ）浓度达到一个峰值；出生后又降低

到胎儿早期的水平，并持续到青春期之前。另外，
利用放射免疫方法 （ＲＩＡ）对绵羊胎儿发育过程中

血浆ＦＳＨ含量的分析证明，其变化与垂体的促性腺

激素细 胞 发 育 与 其ＦＳＨｍＲＮＡ呈 现 相 似 的 变 化 规

律。人胎儿卵巢中ＦＳＨ结合蛋白，ＬＨ结合蛋白和

ＬＨ受体最早出现于妊娠第２０周，且以后随胎龄增

长，表达水平逐渐增高、增强，而在第２０周前则未

见有阳性表达 （图８ ３）。
在绵羊胎儿发育过程中，雌雄胎儿血浆中ＦＳＨ

浓度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在胎儿后期血浆中ＦＳＨ
有显著的性别间差异。一般认为，动物胎儿中期之后

血浆中促性腺激素含量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性激素的反

馈性调节所引起。虽然说胎儿体内性激素的来源是多

方面的 （如母体胎盘、肾上腺等），但在绵羊胎儿发育到第１２０ｄ之前 （即第９５～１０５ｄ），雄激

素的含量无显著的性别间差异，而雌性胎儿血浆雌激素浓度显著高于雄性。另外，胎儿期血浆中

雄性胎儿的抑制素浓度为雌性胎儿的几倍，并且在婴儿期也发现了相似的免疫活性抑制素的变化

规律。因此，胎儿中期之后 （第１２０ｄ），雌雄胎儿血浆中不同浓度的雌激素和抑制素对于垂体促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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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４　雄性和雌性胎儿血浆中Ｂ ＦＳＨ浓度的变化

［引自曹兴元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８）：９９～１０２］

性腺激素细胞的直接或间接调节作用可能是引

起血浆中ＦＳＨ的性别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曹兴元等，２００３）（图８ ４）。
（六）生长激素

１生长激素的合成　生长激素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Ｈ）是由垂体前叶生长激素细胞

合成和分泌的多肽激素，具有促进出生后个体

发育，调节体内物质代谢的作用。用原位杂交

组织化学方法可以检测细胞内生长激素ｍＲ
ＮＡ的含量以推测基因在转录水平上的活动，
从而反映特定的蛋白质合成状态。实验结果显

示，人胎儿第１６周即可检测出ＧＨｍＲＮＡ，
以后随胎龄增长轻微增加，在第２４～２６周增

速达高峰，第２７周含量为第１６周的１５３倍，
以后有下降趋势 （Ｓｕｇａｎｕｍ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９）。原因可能是，胎儿在第２４～２６周ＧＨｍＲＮＡ的翻

译效率增加，ＧＨ的分泌与合成最旺盛；在妊娠中期，下丘脑的ＧＨ释放因子刺激腺垂体，导致

血浆ＧＨ浓度较高；而妊娠晚期由于胎儿下丘脑功能渐趋成熟，生长激素释放因子分泌可能下

降，或者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分泌增加，因此抑制ＧＨ的分泌，故此期ＧＨｍＲＮＡ有下降趋

势。但在妊娠晚期胎儿血浆ＧＨ的浓度维持一种高水平状态，胎儿血浆ＧＨ的浓度与垂体ＧＨ
ｍＲＮＡ的浓度并无相关性。说明ＧＨ的合成和分泌不仅受ＧＨ释放性因子和抑制因子调节，而

且也受其他脑肽和周围激素的调节。
２生长激素在胎儿发育中的作用　身长、体重为胎儿生长发育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前者表

示全身的生长水平和速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胎儿的骨骼、肌肉、皮下脂肪及内脏增长的总

体情况。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都将其作为对群体或个体营养健康状况评价的最有影响激素的重要指

标之一。有实验表明，胎儿身长、体重均随胎龄增加而增加，并且在第２４周左右出现一次生长高

峰，这与垂体生长激素含量在第２４周达高峰基本一致，似乎可以说明生长激素在胎儿生长发育中

有着重要作用，但无脑儿其垂体及血浆生长激素含量极低，但其出生时的身长、体重与正常儿差异

不大。早产儿其脐血生长激素含量与正常新生儿无差异 （Ｙｕｉｃｈｉ＆Ｈｉｓａｓｈｉ，１９９４），但其出生体重

较低。从这些方面可看出，胎儿时期，高浓度生长激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并非是必需的。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人们已注意到胎儿在子宫内的生长发育与内分泌的因素有关，但内分泌因素涉及的面很

广，特别是母体、胎盘、胎儿自身的因素相互交织，因此很难说某一激素在胎儿生长发育中起决定

性作用，也即胎儿生长发育有赖于这些因素的协调作用 （卫朝霞等，２０００）。

二、性腺激素

１胎儿硫酸脱氢表雄酮的合成　人类胎儿肾上腺有一特定的区域，即胎儿带，是硫酸脱氢

表雄酮 （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ｕｌｆａｔｅ，ＤＨＥＡｓ）合成的部位。随着孕期的进展，胎儿带的体

积、胆固醇合成能力迅速增加。有资料表明，胎盘衍生的ＣＲＨ与胎儿带关系密切。胎盘Ｃ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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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高峰后，胎 儿 带 体 积 亦 达 最 大；产 后 母 儿 循 环 中 的ＣＲＨ 剧 减，胎 儿 带 亦 相 应 退 化。
Ｃｈａｋｒａｖｏｒｔｙ等 （１９９９）认为，ＣＲＨ可通过磷脂酶Ｃ 蛋白激酶Ｃ途径促进胎儿肾上腺细胞Ｐ４５０
１７α 磷化酶／１７，２０ 裂解酶的表达，而对３β 羟胆固醇脱氢酶无作用，故ＤＨＥＡｓ产生增加。
足月时胎盘ＣＲＨ分泌增加，激活胎儿ＨＰＡ轴，胎儿带分泌的ＤＨＥＡｓ进入胎盘，通过去硫酸

化，芳香化逐步转变为雌激素。雌激素进入母体循环，导致雌孕激素比值升高，使子宫平滑肌静

息膜电位提高，同时雌激素也可增加子宫肌层催产素、催产素受体、前列腺素和间隙连接等的表

达，引起子宫收缩。ＤＨＥＡｓ还有促宫颈成熟作用。有人发现，宫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大于４分者，母

血ＤＨＥＡｓ浓度比小于４分者高得多。这可能是因为ＤＨＥＡｓ与宫颈纤维母细胞受体结合，刺激

宫颈ＰＧＥ２产生或胶原蛋白溶解酶的产生，从而引起宫颈成熟。足月时胎盘ＣＲＨ分泌增加，也

可引起胎血皮质醇水平升高，促使胎肺及其他器官系统的发育成熟。
２胎儿１７β 雌二醇与雄烯二酮的协同作用　给怀孕绵羊胎儿注射１７β 雌二醇和雄烯二酮可

以显著缩短妊娠期，但是单独注射１７β 雌二醇却不起作用。１７β 雌二醇可以提高胎儿ＡＣＴＨ的

分泌，而雄烯二酮则降低皮质醇对ＡＣＴＨ分泌的负反馈 （Ｓａｏｕｄ＆ Ｗｏｏｄ，１９９７）。雌激素可能

也影响ＨＰＡ轴的活性，给体内的胎儿注射雌二醇可以提高妊娠晚期肝脏皮质类固醇球蛋白

（ＣＢＧ）和１１βＨＳＤ Ⅰ的表达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现已经发现胎儿下丘脑、海马回和脑干表

达高活性的雌激素硫酸酯酶活性，这就暗示在胎儿脑内有局部的雌激素合成，并对ＨＰＡ功能有

潜在的影响 （Ｐｕｒｎｉ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而且，雌激素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ＧＲ的表达，这就提示

妊娠晚期在垂体和下丘脑ＧＲ的表达的变化反映了局部雌激素合成的升高。
家兔试验表明，妊娠期胎儿血浆中１７β 雌二醇、硫酸雌酮和孕酮的浓度持续升高，分娩前

达到最高峰，分娩后迅速下降。目前研究表明β 雌激素感受器 （ＥＲｂｅｔａ）是鼠下丘脑室旁核

（ＰＶＮ）的主要雌性感受器，传递ＰＶＮ神经内分泌活动中的雌激素指令。ＥＲｂｅｔａ在雌鼠大脑中

增加低于产后阶段，最低水平出现在妊娠期第１０～１２ｄ，然后在妊娠期第１８ｄ到产后第一天增

加到一个较高水平，紧接着从产后第４ｄ出现下降。以上结果表明ＥＲｂｅｔａ在小鼠ＰＶＮ中的表达

可能受周期性类固醇的特异调控。同时表明这种感受器可能通过神经肽对小鼠的分娩和新生小鼠

的发育调控、摄食和体重增加方面起重要作用。

三、其他激素

（一）糖皮质激素

１糖皮质激素的作用和分泌　糖皮质激素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ＧＣ）是治疗早产的常用药物，
有促进早产胎儿器官特别是肺、肠道和大脑成熟的作用。但胎儿过早、过多地接触糖皮质激素则

可以导致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因此，在妊娠早中期，胎儿肾上腺主要以合成雌激素的前体———硫

酸脱氢表雄酮 （ＤＨＥＡｓ）为主；直到妊娠晚期，胎儿肾上腺才合成和分泌糖皮质激素。妊娠期

间母体血液中的糖皮质激素水平随孕龄增加不断升高，母体血液中游离的糖皮质激素水平比胎儿

血液中的水平高１０多倍。所以，妊娠期间必须建立一道阻止母体糖皮质激素进入胎儿体内的胎

盘屏障，以保证胎儿生长需要的低水平糖皮质激素环境。胎盘表达大量的糖皮质激素代谢酶，胎

盘的糖皮质激素屏障作用就是由β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１１β ＨＳＤ Ⅱ）承担的。
体内存在两种类型的１１β ＨＳＤ。其中，１１β ＨＳＤ Ⅰ在体外具有氧化和还原酶的双重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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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体内则以还原酶为主，即将糖皮质激素代谢产物１７ 羟 １１β 脱氢皮质酮 （可的松）活

化为皮质醇。１１β ＨＳＤ Ⅱ为单一的氧化酶，通过催化皮质醇的氧化反应将其失活为可的松。
两型酶均存在于胎盘，但其含量和分布因组织类型及种属的不同而异。
２糖皮质激素的作用机理　现已发现，糖皮质激素参与神经细胞的发生、分化、成熟及死亡。

在胎儿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接触过高浓度的ＧＣ将会影响其出生后的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 （ＨＰＡ
轴）的功能。ＨＰＡ轴与应激反应密切相关，对孕期暴露于高浓度的ＧＣ非常敏感。ＧＣ主要是通过

以下３个方面来影响成年ＨＰＡ轴功能的：①影响脑干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②影响海马皮质类

固醇受体发育状态；③影响室旁核神经元的发育和功能。孕期接触高浓度的ＧＣ还可以直接影响脑

结构的发育。ＧＣ对ＨＰＡ轴功能及脑结构的影响则导致成年行为的改变及一系列疾病的发生。
ＧＣ对胎儿海马皮质类固醇激素受体发育作用依赖于胎儿海马ＧＣ受体的发育状态。人类胎儿

脑中糖皮质激素受体 （ＧＲ）ｍＲＮＡ、盐皮质激素受体 （ＭＲ）ｍＲＮＡ的发育目前尚不清楚。大鼠脑

中ＧＲ与ＭＲ水平在出生前较低，出生后迅速升高，这与出生后ＨＰＡ轴的发育相符。更深入的研

究发现，大鼠脑中ＧＲ和ＭＲ的发育进程不同，ＧＲｍＲＮＡ在胚胎第１３ｄ时出现于下丘脑前部、海

马和垂体；而ＭＲｍＲＮＡ在胚胎第１６ｄ时才出现于海马，第１７ｄ时出现于下丘脑。在大鼠妊娠后

期注射地塞米松 （０１ｍｇ／ｋｇ），可以使其后代海马的ＧＲｍＲＮＡ、Ｍ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下降，ＰＶＮ
中的ＣＲＨ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有所升高。而整个孕期都给予地塞米松 （０１ｍｇ／ｋｇ）则对海马ＧＲｍＲ
ＮＡ、ＭＲｍＲＮＡ的表达无影响，却使杏仁体基底外侧核的ＧＲｍＲＮＡ、Ｍ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升高。
这两种给药方式都可以使杏仁体中央核的ＣＲＨ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升高 （Ｗｅｌ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人们

一直认为ＧＣ与海马ＧＲ和ＭＲ结合，使ＨＰＡ轴的活性降低，并以此来解释暴露于糖皮质激素后，
海马ＧＲ、ＭＲ表达水平降低与ＨＰＡ轴活性增强的关系。海马调节ＨＰＡ轴功能的机制可能是ＧＣ
与ＭＲ结合促进了海马ＧＡＢＡ （γ 氨基丁酸）能神经元的输出，从而抑制下丘脑室旁核神经元的

活性；但ＧＣ浓度进一步升高时，ＧＣ与ＧＲ的结合减弱ＭＲ对ＨＰＡ轴的抑制作用，使ＨＰＡ轴的

活性增强，因此ＧＣ使海马ＧＲｍＲＮＡ水平下降的意义目前尚不清楚。
（二）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激素 （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Ｈ）和脑发育的关系可以说是内分泌领域的一个 “古老”
问题。在现代内分泌学的萌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ＴＨ在脑发育中的重要性。ＴＨ对脑发育的影

响有所谓 “关键期”（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这一时期的脑对ＴＨ特别敏感，而此期前后的脑发育并不

依赖ＴＨ。近年的研究显示，妊娠第１１周以前，人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主要依赖母体的甲状腺

激素。从第１１周开始，胎儿的下丘脑、垂体开始产生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ＴＲＨ）和垂体促

甲状腺激素 （ＴＳＨ），甲状腺开始摄碘。妊娠第１２周起，胎儿甲状腺开始分泌甲状腺激素。妊

娠第２６周，胎儿甲状腺功能完整建立。妊娠第３５～４０周血清甲状腺激素 （Ｔ４）达到高峰，血

浆总甲状腺激素 （ＴＴ４）达１００μｇ／Ｌ，血浆游离甲状腺素 （ＦＴ４）１５ｎｇ／Ｌ，血浆ＴＳＨ８ｍＵ／Ｌ。
但是胎儿３，５，３′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Ｔ３）水平在妊娠期间的增加不显著，主要因为胎盘Ⅲ型脱

碘酶活性增加，使Ｔ４ 转换为ｒＴ３。出生前胎儿的总的Ｔ３ 水平为４５０ｎｇ／Ｌ。胎儿甲状腺素代谢的

特点是甲状腺产生的大多数Ｔ４在高活性的Ⅲ型脱碘酶作用下转换为Ｔ３。由胎儿甲状腺和外周组

织产生的Ｔ３ 是十分有限的。胎儿发育所需的Ｔ３ 都是依靠Ⅱ型脱碘酶在组织局部使Ｔ４ 转换为

Ｔ３ 而提供的。以前的研究证实，母体的甲状腺素几乎不能通过胎盘。一项从志愿者体内试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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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实验结果证实，妊娠分娩前给予母体４～８ｍｇ的左旋甲状腺素 （ＬＴ４），仅有１％～３％通过

胎盘。但是近年来开始重视胎儿自身甲状腺素产生以前的母体甲状腺素的作用。妊娠第６周的胎

儿体腔内已经发现Ｔ４的存在。妊娠第１０周胎儿的脑组织内出现Ｔ３ 核受体，妊娠第１２～１６周，
胎儿Ｔ３核受体增加了６～１０倍。这些结果提示在胎儿甲状腺工作之前，即妊娠的第４～６个月

（Ｔ２期），胎儿的脑结构发育依赖于母体的甲状腺素。从妊娠的第７～９个月 （Ｔ３期）开始，胎儿

的脑发育依赖于胎儿自身甲状腺产生的甲状腺素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２００１）。

第三节　分娩发动学说

分娩是哺乳动物胎儿发育成熟后借助子宫和腹肌的收缩，将胎儿及其附属膜 （胎衣）排出的

自发生理过程。分娩是一个多因子相互作用的生理过程，包括正负反馈的共同调节，这些反馈调

节以精确的时间调控模式和其他因素一起调控分娩发动。胎儿和母体均参与正常的分娩过程，胎

儿的内分泌系统对于反刍动物的分娩发动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对其他动物则是次要的。有一些学

说对分娩发动的机理做了较为详实的解释 （表８ １）。

表８ １　有关分娩发动的学说

学　　说 可能的机理

孕酮浓度下降 　妊娠期防止子宫肌收缩；临近分娩时孕激素的这种作用降低

雌激素浓度上升 　克服孕激素对子宫肌收缩的阻碍作用和 （或）增加子宫肌的自发收缩

子宫容积的增大 　克服孕激素对子宫肌收缩的阻碍作用

催产素的释放 　使对雌激素敏感的子宫肌发生阵缩

ＰＧＦ２α的释放 　刺激子宫肌收缩；使孕激素浓度降低而诱导黄体溶解

胎儿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的

激活作用

　胎儿皮质类固醇释放使得孕激素浓度下降，雌激素浓度升高并释放ＰＧＦ２α，从而

导致子宫肌收缩

　　 （引自Ｈａｆｅｚ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ｒｍＡｎｉｍａｌｓ，７ｔｈＥｄ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ｌｋｉｎｓ，２００１，１５０）

一、胎儿发动分娩机理

胎儿发动分娩学说认为分娩是由胎儿引起的。胎儿的神经内分泌轴在妊娠晚期已经发育相当

完善，怀孕期满后，胎儿发出的分娩信号通过胎儿肾上腺皮质分泌的可的松增多所造成了应激反

应来传递。在绵羊妊娠到第６０～１２５ｄ（妊娠期１５０ｄ），胎儿的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 （ＨＰＡ
轴）是休眠的。大约在妊娠第１２５ｄ，胎儿血浆中皮质醇的浓度突然升高，这种升高和胎儿血浆

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ＡＣＴＨ）浓度的升高时间一致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ｓｚ，１９９８）。实验表明，阻断

ＨＰＡ轴将会延长妊娠 （Ｌｉｇｇｉ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７３）。损伤下丘脑室旁核会阻止ＡＣＴＨ和皮质醇的升

高，最终延长妊娠。给绵羊胎儿注射ＡＣＴＨ或者皮质醇则能促进早产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ｓｚ，１９９８）。在

体内的研究结果表明，ＨＰＡ轴的临界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决定妊娠期的长度和分娩时间。
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 （ＨＰＡ）的激活。在妊娠晚期，导致胎儿肾上腺皮质醇浓度升高的

原因，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重要问题。胎儿ＡＣＴＨ和皮质醇浓度升高与下丘脑功能的变化

有关。有人猜测是下丘脑水平上反馈调节发生了变化。胎儿血浆和垂体中皮质醇高亲和结合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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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质类固醇结合球蛋白 （ＣＢＧ）水平随妊娠而升高。ＣＢＧ在垂体水平上结合皮质醇，从

而限制游离皮质醇对负反馈调节的生物学作用 （Ｗｈｉ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反馈水平的下降可能是

由胎儿血液中皮质醇结合蛋白和皮质醇的结合降低所致。
在灵长类中，胎盘含有一种蛋白１１β 类固醇脱氢酶，它可以将皮质醇转化为无活性的可的

松。妊娠后期，１１β 类固醇脱氢酶活性增强，导致胎儿循环系统中皮质醇浓度下降。结果，通

过胎盘从母体到胎儿的皮质醇的负反馈作用被降低。如前所述，反馈下降，从而使得胎儿

ＡＣＴＨ水平升高并刺激胎儿肾上腺的合成和分泌。
在妊娠晚期胎儿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ＣＲＨ）和精氨酸加压素 （ＡＶＰ）的合成和分

泌增加，在二者的协同作用下，ＡＣＴＨ在垂体负反馈抑制的消失导致灵长类妊娠晚期胎儿肾上腺轴活

性的提高。根据这个理论，在妊娠第１２５ｄＡＣＴＨ的合成和分泌持续升高 （Ｃｈａｌ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胎儿垂体分泌的促肾上腺皮质素可以刺激肾上腺皮质的发育及糖皮质激素的合成与释放

（Ｉｎｇｒ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在人和绵羊等动物中，主要的糖皮质激素是皮质醇，但在啮齿动物中却

是皮质酮。糖皮质激素可以刺激肺部表面活性蛋白的生成及结缔组织的发育。它们还可以促进活

性三碘甲腺原氨酸 （Ｔ３）的生成并减少胎盘对Ｔ３ 的清除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ｂ）。总之，糖

皮质激素可以通过增殖来促进分化。胎儿发动分娩示意图见图８ ５。

图８ ５　胎儿发动分娩示意图 （：兴奋效应）
［引自马文芝等母牛的分娩发动机制与应激天津农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２）：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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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娩前雌激素和孕激素比例的变化

（一）提早分娩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变化

在提前分娩的绵羊中，皮质醇可诱导胎盘产生Ｐ４５０Ｃ１７，而Ｐ４５０Ｃ１７可促进Ｃ ２１前体物合成雌

激素，结果胎盘的孕酮分泌减少，而雌激素的分泌则明显增多，因此发动分娩过程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１９９６；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１９９７）。但在早产的人，皮质醇不会诱导这种酶的产生，可能是其他机制

参与了分娩的发动。在早产的动物中，妊娠晚期胎儿血浆中ＡＣＴＨ和皮质醇的水平会出现显著升高。
而在啮齿动物和人类等物种中，虽然胎儿循环系统中ＡＣＴＨ和糖皮质激素的水平有所升高，但变化却

并不明显。由于这些内分泌的变化对于胎儿和新生儿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当糖皮质激素的水平升高时，
ＡＣＴＨ的含量也出现增加，这似乎是矛盾的，所以确定这种控制基础的分子机制将十分有意义。

（二）正常分娩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变化

在大多数物种中，分娩的发动是由孕激素作用占优势向雌激素占优势的转变过程 （Ｇｅｒｈａｒｄ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分娩前血浆中孕激素的水平下降，可能的原因为：①靶组织内孕激素在与受体结合前局

部合成发生了变化，代谢或联结蛋白水平下降；②孕激素受体的数量、分布及亲和力发生了变化；③
体内合成了内源性的孕激素颉颃剂，如皮质醇，从而阻止了孕激素发挥其生理学作用 （Ｓｈｉｒｌ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孕激素是通过与孕激素受体 （ＰＲ）结合发挥作用的，在人类中ＰＲ存在两种主要的同功型：
ＰＲ Ａ和ＰＲ Ｂ，它们是一个带有两个不同功能启动子的基因的产物 （Ｈａｌｕｓｋ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ＰＲ Ｂ
在氨基端上较ＰＲ Ａ多１６４个氨基酸残基，从而使ＰＲ Ｂ蛋白具有了特定的生物学作用。ＰＲ Ｂ是

孕酮受体的主要形式，ＰＲ Ａ的作用是由ＰＲ Ｂ介导的，ＰＲ Ａ的短转录在很多环境中似乎起着抑

制作用。在人类最初子宫肌细胞中，ＰＲ Ａ剂量依赖性抑制ＰＲ Ｂ的活动。ＰＲ Ｂ是应答于Ｐ基因

的主要配体依赖性转录激活制；而ＰＲ Ａ是配体抑制剂，其转录活性由ＰＲ Ｂ介导。妊娠后期

到自发分娩前ＰＲ Ａ与ＰＲ Ｂ比例明显升高。分娩发动与一系列收缩相关蛋白 （ＣＡＰ）紧密联

系，如催产素、前列腺素、雌激素受体α（ＥＲ α）、催产素受体 （ＯＴ Ｒ）、前列腺受体、间隙

连接 （间隙连接是一个动态过程，连接孔径受细胞膜电位、细胞内ｐＨ、Ｃａ２＋的调节，某些细胞

内膜电位降低，ｐＨ下降或Ｃａ２＋浓度升高都可使通道关闭）、离子通道等。这些蛋白质在孕激素

存在时表达，受雌激素刺激 （Ｓｈｉｒ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ＰＲ Ａ可抑制子宫肌层对孕激素的敏感性，
分娩前ＰＲ Ａ／ＰＲ Ｂ比例升高，使得子宫肌层对孕激素的敏感性下降，同时子宫肌层ＣＯＸ ２
（环氧合酶２）和ＯＴ Ｒ表达量增加，从而增加ＥＲ αｍＲＮＡ表达量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皮

质醇又可诱导胎盘产生Ｐ４５０Ｃ１７，Ｐ４５０Ｃ１７可促进Ｃ ２１前体物合成雌激素，结果胎盘的孕酮分泌

减少而雌激素的分泌则明显增多。雌激素与ＥＲ α结合，可导致分娩过程中其他成分的增多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如催产素受体的表达的增强、紧密连接的增加。同时，雌激素提高了子

宫内前列腺素Ｈ合成酶Ⅱ （ＰＧＨＳ Ⅱ）的表达和活性，引发ＰＧ、ＰＧＥ２ 和ＰＧＦ２α的合成增多。
ＰＧＦ２α提高子宫的收缩性，促进子宫颈的进一步发育与成熟，调节子宫胎盘的血流量。

三、前列腺素的生成

（一）子宫内前列腺素的合成通路

子宫内前列腺素 （ＰＧ）的合成可能有两个通路：胎盘滋养层组织中皮质醇依赖和雌二醇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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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路，以及母体子宫内雌二醇依赖的通路 （Ｗｈｉ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给体内胎儿注射皮质醇提高了

ＰＧＨＳⅡ（前列腺素Ｈ合成酶Ⅱ）ｍＲＮＡ的表达、胎儿滋养层蛋白及胎儿血浆中ＰＧＥ２ 的水平。然

而，当胎儿血浆皮质醇和胎盘雌二醇合成升高时，母体子宫内膜上皮ＰＧＨＳⅡｍＲＮＡ和ＰＧＨＳⅡ
表达量升高 （Ｗｈｉ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胎儿单核滋养层细胞中存在糖皮质激素受体而缺少雌二醇的受

体，因此，胎儿组织内雌二醇对ＰＧＨＳⅡ表达并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胎儿胎盘内ＧＲ （糖皮质

激素受体）介导的糖皮质激素对ＰＧＨＳⅡ的表达起调控作用 （Ｗｈｉ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妊娠晚期母体

子宫内膜中存在ＥＲ，即妊娠晚期雌激素在子宫内膜对ＰＧＨＳⅡ有调节作用。
（二）前列腺素的作用

在培养的牛肾上腺细胞中ＰＧＥ２提高了Ｐ４５０Ｃ１７的表达，ＰＧＦ２α提高了牛排卵前细胞内Ｐ４５０Ｃ１７
的表达 （Ｗｈｉ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前列腺素Ｅ２ （ＰＧＥ２）通过与腺苷酸环化酶相连的膜结合受体作

用，提高ｃＡＭＰ的合成或者通过三磷酸肌醇提高细 胞 内 钙 离 子 浓 度。在５′端 启 动 子 序 列，
Ｐ４５０Ｃ１７的表达被活化的ｃＡＭＰ调控，这暗示ＰＧＥ２ 能提高ｃＡＭＰ和Ｐ４５０Ｃ１７的 活 性。这 样，
ＰＧＥ２ 作为糖皮质激素刺激的中介，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提高胎儿胎盘滋养层细胞Ｐ４５０Ｃ１７的表

达，最终引起胎盘中雌二醇合成的峰。皮质醇刺激产生的ＰＧＥ２可能也对ＨＰＡ轴的激活有作用，
这样就建立了胎儿ＨＰＡ轴和子宫内ＰＧ合成的负反馈机制。

四、催产素的作用

（一）分娩时催产素的释放

开始分娩后，胎儿压近子宫颈，反射性地引起催产素的释放，它的分泌形式主要是脉冲式分

泌，并且在胎儿排出时分泌量达到最高。兔是在第一胎排出时达到高峰，然而其他的动物 （如绵

羊、牛、恒河猴等）单胎动物出生时达到高峰。猪在每一胎排出时都可看到催产素脉冲式释放，
然而在小鼠上，与狗相似，在整个分娩过程中血浆的催产素都在大量脉冲式地释放。妊娠期，垂

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增加５０％，妊娠后期被耗尽。在胎儿排出期间，血浆中催产素随着每一胎

幼畜的排出而呈现脉冲式的增加。胎儿的排出与下丘脑受到强烈同步的电脉冲刺激密切相关。这

种脉冲式刺激增加了子宫颈的活动，通过传入神经刺激下丘脑视上核和室旁核的神经纤维束。这

种现象，被称为Ｆｏｒｇｕｓｏｎ反射 （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ｅｖｅｎ，２００３）。
（二）催产素的作用机理

催产素 （ＯＸＴ）通过与催产素受体 （ＯＴ Ｒ）结合而发挥作用，有３个证据来证明ＯＸＴ和

ＯＴ Ｒ系统在分娩中的作用：在分娩前ＯＸＴ和ＯＴ Ｒ的浓度增加；注射ＯＸＴ促进子宫肌的

收缩将不同于正常的分娩；ＯＸＴ／ＯＴ Ｒ的颉颃剂将破坏正常的分娩模式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ｃｈｍｉｄ，
２００１）。近来的研究表明，结合配体的受体的氨基酸序列具有重要作用。带负电荷的Ａｓｐ在人的

ＯＴ Ｒ第二个跨膜区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可结合配体，另一方面起着信号转导作用。由于

在半胱氨酸和半胱氨酸之间存在二硫键，使得ＯＸＴ分子具有一个循环性的Ｎ端和一个含３个氨

基酸 （甘氨酸 赖氨酸 精氨酸）的Ｃ端。ＯＴ Ｒ的前两个胞外域与Ｃ端的三肽相连，第３个胞

外环与ＯＸＴ的周期蛋白相连，另外，还发现在人的ＯＴ Ｒ上的第４个跨膜结构域的２１８位，Ａ
替代Ｔ将改变孕激素与ＯＴ Ｒ的结合特征和ＯＴ Ｒ的代谢物。人的ＯＴ Ｒ结合孕酮的代谢物

比结合孕酮更好。然而人的ＯＴ Ｒ的Ｔ２１８Ａ的突变致使与这些结合特征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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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结合上配体后，ＯＴ Ｒ就激活Ｇ蛋白。这个蛋白二聚体主要是由α亚基和β亚基、γ亚

基所组成的复合物，并且根据α亚基进行分类。ＯＴ Ｒ与超家族中的Ｇ蛋白相连，激磷脂酶

Ｃ β（ＰＬＣ β）水解４，５ 二磷酸肌醇，使之转变为１，４，５ 三磷酸肌醇 （ＩＰ３）和二酰甘油

（ＤＡＧ）。ＩＰ３ 然后使肌质网释放钙离子到胞质中，来自细胞内的钙离子流的增加通过膜上的钙通

道，使得胞质内的钙离子浓度上升。肌质网和细胞内是否是胞质内钙离子增加的主要来源区，从

而引发肌上皮细胞的收缩，至今还不清楚。
ＤＡＧ主要由ＰＬＣ β（磷脂酶Ｃ β）激活蛋白激酶Ｃ（ＰＫＣ）而产生。ＰＫＣ的一个最重要的酶

作用物是有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ＭＡＰＫ）系统。现已表明对人类肌上皮细胞起促进作用的ＯＸＴ
通过Ｇ蛋白调节机制激活ＭＡＰＫ。当小鼠的ＯＴ Ｒ转染到中国仓鼠卵细胞内，它与Ｇｑ／１１和Ｇｉ／０蛋

白相偶联，刺激这些细胞激活ＥＲＫ ２（细胞外信号调控激酶２）磷酸化和前列腺素合成。同样的

试验证明ＯＸＴ能够促进胞质内的磷脂酶Ａ２ 和环加氧酶２的活性增加，这两个酶是前列腺素合成所

必需的。研究表明，经转染的中国仓鼠的卵细胞，与Ｇ蛋白相偶联取决于ＯＴ Ｒ羧基端的第３９～
５１位上的氨基酸残基。去除掉Ｇｑ蛋白后，ＰＫＣ的活性将会失活，ＥＲＫ２ＭＡＰ激酶磷酸化，除了

抑制ＩＰ３ 外，同样促进前列腺素的合成。然而，通过整个Ｇ蛋白偶联的机制，胞质内钙离子流将会

增加，表明ＯＸＴ内存在多重机制来促进钙离子增加和前列腺素合成。
总之，在妊娠子宫内ＯＸＴ／ＯＴ Ｒ系统有两种不同的生理作用：促进子宫肌的收缩和前列

腺素的合成。靠ＰＬＣ β的刺激而产生的每一个胞内信使很可能与这两种功能有直接关系。在肌

上皮细胞中，ＩＰ３ 通路对于胞质内钙离子的上升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活动作用下最终引起肌上

皮的收缩。相反，在不收缩的蜕膜内，ＤＡＧ通路导致前列腺素的产生，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因

此，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细胞中经过ＯＴ Ｒ刺激后的信号转导特性也有很大区别。催产素促进子

宫收缩，迫使胎儿从产道排出，完成分娩过程。

五、子宫平滑肌的活动

（一）子宫激活和兴奋

分娩开始，子宫活动方式包括长时间维持低振幅、低频率收缩到高频率、高振幅和短期的收

缩，同时子宫内压力上升。子宫肌层的收缩被认为有两个明显的又互相重叠的时期，即子宫激活

和子宫兴奋。子宫激活包括ＣＡＰ （收缩相关蛋白）的升高的调节。这些蛋白使子宫肌层应答于

刺激，并使其协调地收缩。ＣＡＰ包括缝隙连接蛋白４３ （Ｃｏｘ ４３）、ＯＸＴ受体、ＰＧ受体 （ＥＰ
亚型１～４，ＦＰ）、ＥＲ、离子通道的蛋白组分和钙离子通道。子宫兴奋指的子宫肌被激活后对旁

分泌和内分泌刺激的应答性增强，导致子宫激动肌 （如ＰＧ、ＯＸＴ）的合成和释放的增加，加强

子宫收缩。绵羊分娩时缝隙连接的数量和大小都会增加。连接蛋白４３的ｍＲＮＡ表达升高。连接

蛋白４３的启动子序列包括ＡＰ １序列，其在小鼠、大鼠和人类中都是高度保守的，对连接蛋白

４３的基因启动子序列和功能性的分析说明，当雌激素激活启动子时，不存在对称的回文序列。
而且，雌激素并不能直接通过雌激素受体与连接蛋白４３基因的相互作用提高ｍＲＮＡ水平的表

达，而是需要重新合成蛋白。雌激素引发的连接蛋白４３表达的升高与ｃｆｏｓ和ｃｊｕｎｍＲＮＡ水

平的升高相关。而且，分娩和早产时连接蛋白４３的升高与ｃｆｏｓｍＲＮＡ的升高相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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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对子宫肌层的调节

ＣＲＨ可以在体外条件下通过增强催产素和ＰＧＦ２α对妊娠子宫肌层的收缩作用来调节子宫肌层的

紧张度 （Ｄｉｍｉｔｒｉｓ＆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９９）。在妊娠状态下，ＣＲＨ受体与Ｇ调控蛋白相连，并与腺苷酸环

化酶系统发生功能性的联系。子宫肌层中环一磷酸腺苷 （ｃＡＭＰ）的产生与子宫肌层的松弛状态密

切相连。另外，发现ＣＲＨ会抑制孕妇子宫肌层产生ＰＧＥ２，这也说明ＣＲＨ在妊娠期间可以维持子

宫肌层的静止状态。然而，随着分娩的临近，ＣＲＨ的这种作用却逐渐地消失了，这是由于ＣＲＨ受

体复合物的Ｇαｓ调控蛋白与腺苷酸环化酶催化部位连接的紧密程度下降所致 （Ｒｏ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可能的解释是临产前Ｇαｓ的负调控表达发生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催产素发挥了作用，因为它可

以直接对子宫肌层中的腺苷酸环化酶起抑制作用，并且可以使ＣＲＨ受体向低亲和状态转化，并解

除其与腺苷酸环化酶的联系。后一种作用是通过蛋白激酶Ｃ的激活来实现的，并且会导致ＣＲＨ受

体磷酸化和脱敏。ＣＲＨ受体的同工型中的一些对于催产素的作用是很敏感的。一种可能性是催产

素敏感型的ＣＲＨ受体主要对ｃＡＭＰ的产生和子宫的松弛很重要，所以如果这些受体被催产素所抑

制，那么ＣＲＨ在子宫收缩控制和分娩机制中的作用将会发生变化。在妊娠早期，来自胎盘的ＣＲＨ
由于与ＣＲＨ结合蛋白结合而失去活性，然而，在妊娠晚期，ＣＲＨ与子宫肌膜相结合并且对细胞内

ｃＡＭＰ的生成及ＰＧＥ２的抑制有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都可以降低子宫肌层的兴奋性。这些作用对于

ＣＲＨ受体向高亲和状态的转化及受体与腺苷酸环化酶的结合是次要的。这些过程可导致细胞内

ｃＡＭＰ的浓度升高，而ｃＡＭＰ是有效的子宫肌层松弛剂。随着分娩的临近，出现催产素受体的正调

控，并导致ＣＲＨ受体在ＰＫＣ的诱导下向低活性状态转化，而这一过程可能是针对特定的ＣＲＨ受

体的同工型，并导致细胞内ｃＡＭＰ的水平下降，随后使得子宫肌层的兴奋性有所增加。由于分娩时

出现在子宫肌层的Ｇαｓ的负调控，使得这种影响效果得以增强。

六、母体发动分娩机理

母体发动分娩的学说基本内容是：母体某些激素分泌量的变化导致分娩。研究者根据不同的

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分别对母体发动分娩的机理提出如下几种解释：①妊

娠末期母体孕酮含量急剧下降或雌激素含量升高，使两者的比例发生变化，是发动分娩的主要原

因。这是由于在孕酮占优势的条件下，子宫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性降低，因而子宫处于相对安静状

态。而雌激素则刺激子宫肌发生节律性收缩，也能提高子宫肌对催产素的敏感性而间接起作用，
所以，当这两种激素比例发生改变时可导致分娩。但雌激素不能诱发马和猪的分娩。②临分娩前

ＰＧＦ２α分泌量的增加，可导致分娩 （Ｒｏｍ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因为ＰＧＦ２α不但具有溶解黄体作用，
而且能直接刺激子宫肌收缩和分娩时的阵缩，因而发动分娩。③分娩前松弛素分泌增加，可发动

分娩。因为松弛素能使子宫颈松软和开张，因而参与分娩的发动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７）。但是，
对猪的研究发现，早在妊娠中期，血中松弛素含量就达到最高水平，并一直保持到分娩，且骨盆

韧带的松弛是一种渐进性过程。而发动分娩却是爆发性的。④分娩时催产素分泌增多可发动分

娩。这是由于催产素可引起子宫肌的强烈收缩，但对人和牛的研究发现，分娩开始时，血浆中催

产素的含量并不升高，只有当胎儿进入产道时，才通过神经 体液途径引起催产素分泌的增多。
所以，催产素只能协助分娩的完成，而不参与分娩的发动。

母体发动分娩学说认为，妊娠后期激活的胎儿垂体 肾上腺轴只起支持作用，而不是发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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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的原因。这个观点由无脑畸形胎儿的分娩得到证实 （Ｗｈｉ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无脑畸形胎儿几

乎没有垂体／肾上腺功能。怀有单个无脑畸形胎儿的妇女可自发分娩 （不会发生羊水过多，因羊

水过多会引起子宫颈过度伸展和破坏正常的调控机制），其妊娠期长度与怀有正常胎儿妊娠期长

度的平均值相似。这表明在无脑畸形胎儿也可发生自发分娩，但正常的胎儿垂体 肾上腺轴功能

对调整分娩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在灵长类中，胎儿肾上腺对类固醇激素的合成是必需的，可以将

胎盘内雄激素前体，尤其是硫酸脱氢表雄酮，在胎盘硫酸酯酶、芳香酶和其他一些酶的作用下转

化为雌激素。然而，分娩时胎盘Ｐ４５０Ｃ１７并没有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也保持稳定。在灵

长类中，类固醇激素的变化对分娩发动并不是必需的。据报道，胎盘硫酸酯酶或芳香酶缺失、雌

激素水平低的病人也可正常妊娠和分娩 （Ｋｉｎｄａｈ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图８ ６）。

图８ ６　母体发动分娩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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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娩中的重要生理作用机理

（一）电生理学机制

子宫平滑肌收缩在自然状态下是呈节律性的。子宫肌细胞内注入钙，电活性和电位的改变是同时

发生的。电压控制的钙离子通道和钙激活的钾离子通道分别通过允许钙离子进入和激活细胞膜来调控

子宫收缩。离子通道功能的活性变化是分娩时子宫肌收缩增强的一个重要机制 （Ｂｅｒｎａｌ，２００３）。
（二）Ｇ蛋白偶联受体的作用

妊娠期的子宫中有许多激素和激动剂，其中一部分为生长因子，它们通过酪氨酸激酶受体和

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ＭＡＰＫ）途径起调控作用，可以引起子宫肌细胞的肥大和增生。而

子宫肌细胞的肥大和增生可以使子宫适应逐渐长大的胎儿，使分娩所必需的收缩蛋白积累。子宫

内存在许多Ｇ蛋白偶联受体 （ＧＰＣＲ）家族。
这类ＧＰＣＲ缺乏酪氨酸激酶活性，但可以通过水解ＧＴＰ和激活或抑制一系列酶或离子通道

而与异源三聚体 （α、β、γ亚单位）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对子宫收缩起重要作用。许多受体是激

动剂，比如催产素受体、内皮素 （ＥＴＡ）受体等。这些受体通过Ｇｑ／１１家族的蛋白质和磷脂酶

Ｃ β（ＰＬＣ β）连接。
ＰＬＣ β ＩＰ３ ＤＧ途径最大特点是细胞外信号被膜受体结合后，通过Ｇｑ型Ｇ蛋白偶联激活

ＰＬＣβ，将ＰＩＰ２ 分解为ＩＰ３ 和ＤＧ，同时产生两个细胞内信使，然后分别激活两个信号传递途径

即ＩＰ３ Ｃａ２＋和ＤＧ ＰＫＣ通路。ＩＰ３ 通过作用于肌浆网膜上特异的受体 （即Ｃａ２＋离子通道）使

其内部的Ｃａ２＋释放，引起细胞内Ｃａ２＋水平的增加，从而启动细胞内Ｃａ２＋信号系统，即通过依赖

Ｃａ２＋、钙调素 （ＣａＭ）的酶类活性变化来调节生理过程。ＤＧ则通过激活ＰＫＣ，以磷酸化的形式

对许多蛋白质和酶类进行修饰，从而调节和控制另外一系列的生理过程。
ＰＬＣβ途径的激活可以引起休眠组织收缩，增加自发收缩的频率和幅度。细胞内肌浆网储存

的钙离子升高可以引起机械收缩，但这种储存很快被耗尽。而且这种收缩不同于血浆细胞膜上无

钙离子进入的收缩。ＧＰＣＲ调控的钙离子外流对收缩有直接的影响，包括细胞膜和肌浆网复杂的

相互作用。子宫对催产素、内皮素或其他激动剂的敏感性不仅依赖于特殊受体的浓度，而且依赖

于受体和Ｇｑ的偶联以及受体 Ｇ蛋白复合物与细胞上其他信号蛋白的相互作用。
（三）肌球蛋白轻链激酶的作用

和其他类型的平滑肌一样，子宫肌收缩的基础是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相互作用的结果，受肌

球蛋白轻链激酶 （ＭＬＣＫ）调控。这种酶对钙离子敏感，当钙离子水平低时，这种酶处于自发抑

制状态。但是，当细胞内钙离子升高时，它可以连接到钙调素，钙离子 钙调素复合物激活ＭＬ
ＣＫ，可以使肌球蛋白轻链磷酸化。磷酸化的肌球蛋白与肌动蛋白结合形成功能性的结构复合物，
将ＡＴＰ的化学能转化为收缩的机械能。这种反应是可逆的，因为肌球蛋白可以很快地被磷脂酶

去磷酸化而引起松弛。平滑肌中也存在许多机制降低细胞内钙离子，一是通过细胞膜排出钙离

子，一是通过肌浆网降低钙离子。因而，收缩和松弛的正常循环可以改变细胞内钙离子振荡的水

平，平衡ＭＬＣＫ和肌球蛋白磷脂酶的活性。
激动剂也可以通过不依赖钙的途径加强子宫收缩，包括激活ｒｈｏ小Ｇ蛋白家族的ＧＴＰ酶。

它们的作用由ｒｈｏ激酶介导，ｒｈｏ激酶可以使肌球蛋白磷脂酶磷酸化，从而抑制ＧＴＰ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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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ＭＬＣＫ的活性。这种机制被称为钙敏感性。另外，ｒｈｏ激酶还可以直接使肌球蛋白轻链磷

酸化，加强子宫收缩。
（四）环一磷酸核苷 （ｃＡＭＰ和ｃＧＭＰ）途径的激活

子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人类妊娠第４０周，子宫扩展以适应逐渐长大的胎儿，而且保

持休眠状态。但是在分娩时，子宫开始有节律性地收缩，并通过产道强制性地排出胎儿。从松弛

状态到收缩开始可能是由于刺激或者是促进松弛的机制 “关闭”或 “丢失”引起的。环一磷酸核

苷通过一系列细胞内反应 （如特定蛋白激酶）促进平滑肌收缩。在妊娠人类的子宫肌层中，

ｃＡＭＰ和ｃＧＭＰ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不同于血管和气管的平滑肌，子宫对环一磷酸核

苷的敏感性很低。常用的保胎药 （如２β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通过提高ｃＡＭＰ产生而发挥作

用。这个观点集中于ＧＰＣＲ激活ｃＡＭＰ信号通路。腺苷酸环化酶 （ＡＣ）环化ＡＴＰ为ｃＡＭＰ，

ＡＣ通常在ＧＰＣＲ偶联的Ｇαｓ邻近的细胞膜上存在。ＡＣ受体表达量的增加与妊娠期子宫休眠有

关，在妊娠期子宫肌细胞膜上ＧＴＰ依赖的ＡＣ活性要比未妊娠的高，分娩发动后活性会降低。

ＡＣ通过Ｇαｓ与受体 （前列腺素ＥＰ２ 受体）的结合在妊娠期被加强，激动剂通过ｃＡＭＰ松弛子宫

的作用也被加强。ｃＡＭＰ作用受磷酸二酯酶 （ＰＤＥ）负调控，ＰＤＥ４ 的活性 （妊娠子宫肌中显著

表达的一种同工酶）可以被妊娠期子宫肌层低水平的孕激素所抑制。因此，不仅ｃＡＭＰ合成增

加，而且它的代谢也被ｃＡＭＰ大量合成所抑制，从而促进子宫收缩。ｃＡＭＰ依赖蛋白激酶Ａ
（ＰＫＡ）引起松弛的机制还不很清楚，但它可以作为许多物质的底物，如细胞膜上的钾离子通道

（引起细胞膜超极化）；ＰＬＣ 钙途径的组成成分，抑制ＰＬＣ β，促进钙外流；或者ＰＫＡ将ＭＬ
ＣＫ磷酸化，钙离子 钙调素解离，抑制收缩反应 （图８ ７）。

图８ ７　子宫受体和他们的信号转导通路

［引自Ｂｅｒｎａｌ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Ｐａｒｔｕｒ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３５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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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Ａ激酶锚蛋白 （ＡＫＡＰ）的作用

ｃＡＭＰ的很多作用由ＰＫＡ介导。而ｃＡＭＰ引起ＰＫＡ激活的关键是锚蛋白家族 （Ａ激酶锚

蛋白，ＡＫＡＰ）定位于不连续的亚细胞结构内，确保催化活性限制于小的范围内，减少非特定的

磷酸化作用，使磷酸化物质加强了它们的生理学作用 （如平滑肌松弛）。Ａ激酶锚蛋白 （ＡＫＡＰ）
家族包括不同的基因产物和连接变构体。有趣的是，ＡＫＡＰ５ （分子质量与人类中的ＡＫＡＰ７９及

大鼠中的ＡＫＡＰ１５０分子质量相同）包含膜定位序列，可以和４，５ 二磷酸磷脂酰肌醇结合，提供

了一种ＡＫＡＰ信号在细胞膜上的迁移调控模式。在大鼠中，ＡＫＡＰ５ 对于调节子宫收缩有重要作

用，妊娠早期，ＡＫＡＰ５ 靶作用于ＰＫＡ的磷脂酶Ｃ β３，使这种酶磷酸化，降低了对磷脂酶Ｃ偶

联受体 （如催产素）的刺激作用。妊娠后期，ＰＫＡ水平下降，ＡＫＡＰ５ 偶联一种蛋白磷脂酶，导

致磷脂酶Ｃ的去磷酸化，对催产素的作用降低，细胞内钙离子增加。ＡＫＡＰ骨架蛋白的多样性

和特化，与ＰＫＡ不同的激活及ＡＣ调控的敏感程度一起，为细胞内ｃＡＭＰ激活受体的产生提供

了一种潜在的联系。研究妊娠期和分娩时子宫平滑肌细胞中的这些通路是非常重要的。
（六）组织内巨噬细胞的作用

蜕膜有很大的表面积，一方面与子宫肌层联系，另一方面与羊膜 绒毛膜联系。分娩时蜕膜

细胞分泌大量的ＰＧＦ２α，有助于子宫激活。有研究表明，蜕膜的巨噬细胞可以使自发分娩时

ＰＧＦ２α释放增加，而且组织内巨噬细胞有能力释放炎症趋化因子 （ＩＬ １、ＴＮＦ α），提高趋化

因子／前列腺素的产生从而减少细菌的产生。子宫感染的情况下 （绒毛膜羊膜炎），蜕膜的巨噬细

胞通过在蜕膜和胎儿细胞膜附近释放前列腺素和其他一些炎症趋化因子，而关闭子宫肌细胞，引

发早产。
综上所述，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分娩过程是内分泌精确调控发生的事件，胎儿和母体起着

同样重要的作用，包括和胎盘发生功能性联系的胎儿器官 （如肾上腺），并且这些器官 （肺、肝、
大脑）的完全成熟对胎儿的存活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病理状态下 （如感染、产前出血、流产

等），分娩发动可能是由不正常的机制所触发的。
在妊娠末期，都经历ＨＰＡ轴激活的过程和皮质醇升高，以及母体血浆中激素水平的变化，

从而发动分娩。皮质醇主要是通过子宫内ＰＧＨＳ Ⅱ表达的刺激来提高子宫内ＰＧ合成，可直接

提高滋养层细胞ＰＧＨＳ Ⅱ的表达和活性。皮质醇还间接地提高ＰＧＨＳ Ⅱ的表达和活性，在家

畜中这种作用是在母体组织由雌二醇介导的；在灵长类中是在胎儿，还有可能是母体中，包括蜕

膜和子宫肌层，由ＣＲＨ介导的。同时，ＰＧ介导分娩活动，包括子宫肌层收缩性、子宫颈的成

熟和子宫胎盘血流量。分娩过程中，ＰＧ通过反馈的方式维持子宫皮质醇的浓度。在家畜中，ＰＧ
以旁分泌的形式作用维持ＨＰＡ轴皮质醇的合成。在灵长类中，ＰＧ相似的通过旁分泌或自分泌

的形式影响１１β ＨＳＤ Ⅰ和１１β ＨＳＤ Ⅱ的活性，提高子宫内皮质醇的浓度。然而，家畜和灵

长类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在妊娠末期，用以提高子宫内雌激素合成的雄激素的来源不同。在家

畜中，胎盘滋养层细胞表达酶Ｐ４５０Ｃ１７，还能代谢孕激素到雌激素，导致孕激素合成的下降。相

反地，灵长类胎盘合胞体滋养层细胞不表达Ｐ４５０Ｃ１７，雄激素前体必须依赖于母体和胎儿的肾上

腺，致使灵长类分娩时子宫内孕酮不下降。其中，ＰＧＥ２在提高雄激素前体的合成中起很重要的

作用。在家畜中这种作用是通过旁分泌和自分泌诱导Ｐ４５０Ｃ１７，发生在胎盘滋养层细胞。灵长类

胎盘中Ｐ４５０Ｃ１７表达的缺乏是对早产的保护机制，把皮质醇诱导的ＰＧ合成和雌激素依赖的子宫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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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区分开来。另外，子宫下段的松弛可能是灵长类分娩固有的，依赖于系统子宫抑制因子的维

持水平。
分娩发动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具有明显的种间差别。以上两种学说，迄今均无法完全解

释。分娩并非单纯受一种因素所触发，而是在妊娠过程中由许多因子同时发生变化，并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系列内分泌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尚有很多机制性的问题存在

争议，还需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

思　考　题

１雌激素与孕激素比例的变化对分娩发动有何作用？

２妊娠后期如何通过母体中激素水平的变化来推测分娩发动的日期和时间？

３雌雄胎儿体内激素水平有何不同？

４分娩发动前，胎儿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激活对相关激素的水

平以及分娩的发动有何影响？

５母体发动分娩与胎儿发动分娩有哪些异同点？

（田见晖）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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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摇泌乳生理

泌乳 （造葬糟贼葬贼蚤燥灶） 是哺乳动物继分娩之后的一个重要生殖阶段。泌乳包括乳的分泌 （皂蚤造噪泽藻鄄
糟则藻贼蚤燥灶） 和排出 （皂蚤造噪藻躁藻糟贼蚤燥灶） 两个既独立又互相制约的过程。乳腺 （皂葬皂皂葬则赠早造葬灶凿） 是实现

泌乳功能的组织，是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乳腺的生长发育、乳的分泌、乳的维持和排出，均由内

分泌和神经系统调控。

第一节摇乳腺的发育

乳腺是一种衍生的皮肤腺，属外分泌腺。乳腺为哺乳动物独有的特殊腺体，它能够将母体的

营养物质以乳汁的形式供给子代利用。

图 怨 员摇胚胎乳腺从乳带到乳芽的发育阶段

（改自 月则怎糟藻郾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郾员泽贼耘凿郾粤皂藻泽：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缘）

一、乳腺的发生

胚胎乳腺的腺组织由外胚层发育而成。外胚层腹侧面在胚胎早期开始增厚，相继发育成乳

带、乳 条、乳 索、乳 冠、乳 丘 和 乳 芽

（图 怨 员）。

乳芽 （皂葬皂皂葬则赠遭怎凿） 是各种哺乳

动物乳腺发育的主要结构。乳芽开始呈

扁豆状，后变为圆球形和锥形，称为初

级乳芽 （责则蚤皂葬则赠皂葬皂皂葬则赠遭怎凿）。初级

乳芽细胞迅速增殖，中心形成一条管

道，在乳芽近端形成乳腺乳池 （早造葬灶凿
糟蚤泽贼藻则灶）， 即 乳 腺 总 蓄 乳 池 （糟燥皂皂燥灶
早造葬灶凿糟蚤泽贼藻则灶）。在 远 端 形 成 乳 头 乳 池

（贼藻葬贼糟蚤泽贼藻则灶） 和 乳 头 管 （贼藻葬贼糟葬灶葬造）。

初级乳芽增殖后形成的分支，称为次级

乳芽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皂葬皂皂葬则赠遭怎凿），是进

入乳腺池的大乳导管的雏形。缺少乳头

的雄 性 哺 乳 动 物，如 小 鼠、大 鼠、河

狸、马等，它们的乳腺一般只生长发育

到初级乳芽的阶段。

大多数哺乳动物早期胚胎皮肤下

部长出球果状的乳蕾，乳蕾的表层突

·员圆圆·



出部的细胞角质化形成乳头 （灶蚤责责造藻或 贼藻葬贼）。初级乳芽发育形成乳池和乳头管以后，乳蕾逐

渐消失，下面 细 胞 角 质 化 形 成 栓 塞。犊 牛 在 出 生 后 约 圆周 时，栓 塞 溶 解，乳 头 管 与 外 界

相通。

二、乳腺的结构

哺乳动物乳腺的数目、形状、大小、位置和结构，都因动物的种属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雌、雄两性哺乳动物一般都有乳腺，但雄性动物的乳腺通常发育不良，雄性有袋类甚至没有乳腺。

乳腺的组织结构，大体分为实质 （责葬则藻灶糟澡赠皂葬） （即腺组织） 和间质 （泽贼则燥皂葬） （即支持组

织） 两大部分 （图 怨 圆）。腺组织由腺泡 （葬造增藻燥造怎泽） 和导管系统组成。支持组织主要由结缔组

织和脂肪组织构成，其中含有血管、淋巴管、神经和韧带等组织。

图 怨 圆摇山羊的乳房

（引自马春祥编著 郾哺乳动物生殖 郾台北：台北市徐氏基金会，员怨苑怨，猿园园）

（一） 实质

员郾腺泡摇腺泡由单层上皮细胞构成，细胞的形状随泌乳活动的不同时期而变化。多个腺泡

聚集成群或呈小叶状。腺泡与终末乳导管相通，合成分泌的乳汁可进入导管系统 （图 怨 猿）。

腺泡周围有一层致密的基质，内有毛细血管网。星状的肌上皮细胞 （皂赠燥藻责蚤贼澡藻造蚤怎皂） 在腺泡上

皮细胞表面呈网状分布。血液中的催产素可使肌上皮细胞收缩，从而将腺泡腔内的乳汁输入

导管。

圆郾导管系统摇乳腺腺泡相连着导管系统中最细小的终末乳导管，再逐渐汇集形成乳导管和

较大的乳导管，最后通到乳腺乳池或乳头的尖端。终末乳导管的管壁也由单层上皮细胞构成，并

有泌乳的功能，细胞表面也有肌上皮细胞，与腺泡一样受血液中催产素的支配。

·圆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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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怨 猿摇被血管和肌上皮细胞所包围的腺泡

（改自 月则怎糟藻郾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郾员泽贼耘凿郾粤皂藻泽：

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怎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员猿员）

各种动物导管系统的构成有所区别，

乳头 管 的 数 目 也 不 大 相 同。 反 刍 动 物

（牛、羊） 有发达的乳腺乳池，牛有 愿～
员圆条大乳导管通到乳腺乳池，再通过一

个乳头乳池及乳头管将乳汁输送到体外。

人类有员圆～ 圆园条乳导管通向乳头，每一

条乳 导 管 在 乳 头 的 基 部 扩 大 成 乳 窦

（皂葬皂皂葬则赠早造葬灶凿泽蚤灶怎泽），可 以 储 存 乳 液。

猪、猫、狗和兔等动物没有乳池或乳窦，

有汇集了乳腺不同区域合成乳汁的大乳导

管 （如兔有 远～愿条），在乳头上有直接通

向外界的开口。鼠的导管系统最后只汇集

成一条总导管，直接通过乳头与外界相通

（图 怨 源）。

图 怨 源摇源种动物乳腺内管状系统示意图

葬郾鼠 ［许多小管汇合，形成一条乳导管 （郧），在乳头尖端开口 （晕）］摇遭郾兔 ［许多小管汇合，形成数条主导管］

糟郾妇女 ［每一条主导管在近乳头基底处扩大，形成一乳窦 （杂）；乳头被黑色的乳头晕 （粤） 所围绕］

凿郾反刍动物 ［主导管 （酝阅） 开口入一大的乳腺乳池 （郧悦），郧悦和乳头乳池 （栽悦） 相通，栽悦蕴是乳头管］

（引自 粤怎泽贼蚤灶，杂澡燥则贼郾砸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燥灶蚤灶酝葬皂皂葬造泽郾月燥燥噪猿郾员泽贼耘凿，悦葬皂遭则蚤凿早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苑圆，员员圆）

哺乳动物中，单孔类的乳腺无乳头，

乳腺管在腹部皮肤表面称为乳区的一个特

·猿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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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区域向外开口。其他各种动物的每个乳腺都有一个乳头。

（二） 间质

员郾血管摇乳房的动脉来自阴 （部） 外动脉和会阴动脉。乳牛的阴 （部） 外动脉经腹股沟分

为两条乳腺动脉，分别进入左、右半个乳房，再分支为前乳腺动脉 （乳房基底前动脉） 和后乳

腺动脉 （乳房基底后动脉） 到达乳腺的前部和后部，并再分支成小动脉到乳腺实质各部分。到

达乳头的是乳头动脉。

乳房静脉从乳头静脉上行至乳腺静脉，最后汇至后腔静脉进入心脏 （图 怨 缘）。回心血液由

两条途径离开乳房，一条经乳静脉沿腹下体壁至乳井 （皂蚤造噪憎藻造造），正在泌乳的乳牛明显突出在

体表；另一条经阴 （部） 外静脉穿过腹股沟管与股静脉 （髋外静脉） 相连接。

图 怨 缘摇乳牛乳房静脉血回流心脏的途径

员郾乳头静脉摇圆郾乳腺静脉摇猿郾静脉环摇源郾右侧阴部外静脉摇缘郾右侧会阴静脉摇远郾右侧腹股沟环

苑郾右侧耻骨静脉摇愿郾右侧股静脉摇怨郾右侧髂外静脉摇员园郾右侧髂内静脉摇员员郾右侧髂总静脉

员圆郾左侧髂总静脉摇员猿郾后腔静脉摇员源郾右侧腹皮下静脉摇员缘郾横膈膜摇员远郾右侧胸内静脉

员苑郾右侧臂皮下静脉摇员愿郾右侧颈静脉摇 员怨郾前腔静脉摇砸粤郾右心房摇砸灾郾右心室

（改自 月则怎糟藻郾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郾员泽贼耘凿郾粤皂藻泽：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猿园）

动静脉中的血液为乳房提供营养物质和乳成分的前体物，并带走代谢产物。充分的血液供应

是提高动物泌乳功能的重要保证，如体重 缘园园噪早的乳牛，经过乳腺的血流量为其心脏输出量的

员辕缘，与产乳量的比率约为 源园园颐员。

圆郾淋巴摇乳房的皮肤和乳头有淋巴网。腺体区域的小淋巴管在腺小叶间集合成淋巴管，

至乳房基底后端上方的乳上淋巴结，再经腹股沟管至深腹股沟淋巴、髋外淋巴结或股前淋

巴结。

乳腺淋巴除有免疫功能外，淋巴液中的乳糜微粒是乳腺分泌细胞合成乳脂的前体甘油和脂肪

酸的主要来源。

·源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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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郾神经摇支配乳房的神经主要来自腰神经腹侧支，少部分来自荐神经腹侧支。乳牛第一腰

神经的神经纤维到达乳房前部；第二、三、四腰神经腹侧支合成生殖股神经，经腹股沟环到达乳

房实质和皮肤。

山羊、绵羊、马、骆驼和鹿的乳房神经与牛的相似，猪则有其自身的特点，肋间神经参与第

一至第五对乳腺的调节。

神经调节功能对于排乳和排乳的抑制十分重要。

源郾支持结构摇乳腺皮肤的主要功能是保护乳腺不受损伤和免受细菌的侵害。同时，也对附

着在腹壁上的乳房给予一定的支持作用。

乳房的主要支持结构是外侧悬韧带和正中悬韧带 （图 怨 远）。外侧悬韧带起自离乳房上部和

后部较远的腱，沿乳房两侧伸展，发出成片的组织到乳腺内支持乳房，伸展至乳房底部中线时与

正中悬韧带融合。正中悬韧带自腹侧壁的中线伸展到两个半乳房之间，在乳房充满乳汁时，因其

具有弹性由腹部向外扩张而使乳房的容积也随着增大。

图 怨 远摇乳房悬吊系统

（引自 月葬贼澡等编著 郾金国粹等译 郾乳牛学 郾第一版 郾北京：农业出版社，员怨愿愿，圆缘愿）

三、出生后乳腺的发育

（一） 出生到初情期

大多数哺乳动物出生时，雌、雄两性乳腺并无显著的区别。雌性动物出生时，乳腺只具有通

向细小乳头的原始管状系统。由于这一阶段动物雌激素水平很低，因而管状系统的生长很有限，

乳房在外形上的增大主要是由于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的增生所造成。

各种动物从出生到初情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一，乳牛历时 远～ 愿个月。母犊出生时就具有

与成年牛形状相似的腺体和乳头乳池；猿月龄前，未成熟的导管系统长入周围脂肪垫的速度与

自身体重的增长成正比；此后，乳腺的生长速度约为体重的 猿郾缘倍；怨月龄后，两者有着较为

一致的增长速度。其他动物，如豚鼠该阶段历时需 圆缘～ 猿园凿，大鼠约 源园凿，人则需要 员园～
·缘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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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圆年。

（二） 初情期到妊娠

随着雌性动物性周期的出现，卵巢雌激素的合成和分泌也有着周期性的变化。在每个性周期

的卵泡期，雌激素可以刺激乳导管的延长和分支。但是，雌激素需要腺垂体促乳素和生长激素的

协同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乳导管的生长，从而促进乳腺的生长发育。在间情期，乳腺的生长相

图 怨 苑摇乳腺生长发育的步骤

粤郾未成年动物 （乳腺只有简单导管由乳头向四周辐射）

月郾成年未孕动物 （乳腺导管系统增生扩大）

悦郾妊娠动物 （乳腺导管复杂，末端形成腺泡）

阅郾腺泡放大摇 耘郾分娩后腺泡分泌乳汁

（引自向 编著 郾家畜生理生化 郾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员怨愿怨，苑猿远）

对停止，导管系统稍变小。随着性周期的

反复出现，乳腺内逐渐形成分支复杂的导

管系统，乳房的体积也逐渐增大 （图 怨
苑）。小鼠和大鼠等性周期短的哺乳动物，

只有经过交配刺激，排卵后的黄体才具有

分泌孕激素的功能。乳腺主要在卵巢雌激

素和垂体促乳素、生长激素的协同作用

下，乳导管生长、延长、分支增多，但并

不形成腺泡。猪、山羊、绵羊、牛、马和

人等性周期长的哺乳动物，由于具有功能

黄体，卵巢在黄体期分泌孕酮。这些动物

的乳导管是在雌激素、孕激素、促乳素和

生长激素的协同作用下发育的，发情期中

导管上皮细胞呈方形，有分泌活动；黄体

期时上皮细胞呈圆柱形，管腔萎缩。随着

动物的生长，乳腺的导管系统不断延长、

分支和增厚，甚至分化出了小叶腺泡，再

加上有的动物如人和反刍动物乳腺的间质

和支持组织在此阶段也增长很快，因而性

周期长的未孕动物比性周期短的动物的乳

房发育要明显的多。

（三） 妊娠期

动物乳腺在妊娠期的生长率呈指数关系。妊娠初期，导管系统虽进一步发育，但整个乳腺生

长较缓慢。然后，小叶间导管分化形成，出现腺泡，脂肪垫脂肪细胞减少，其所在位置逐渐被乳

导管、小叶腺泡、血管、淋巴管、胶原纤维和结缔组织所替代。

乳牛在妊娠前 猿个月内，主导管沿结缔组织衬垫分出许多侧支，形成小叶间导管；源～ 缘个

月时，腺小叶明显，大部分脂肪组织被腺组织取代，血管和神经逐渐增多；苑～ 怨个月时，腺泡

膨胀并有分泌活动，腺泡内有含大量脂肪球的分泌物，腺小叶紧密靠拢，使小叶间和叶间结缔组

织隔膜伸长变薄；临产前，腺泡细胞开始分泌初乳。

山羊妊娠第 猿～源个月时，腺小叶充分发育并集合成腺叶，腺泡膨胀并开始有分泌活动，充

满着含有大量脂肪球的分泌物。

猪在 缘月龄时导管系统充分发育，妊娠第 圆个月时小叶腺泡发育充分，腺泡内虽有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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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至约分娩前 源凿时，腺泡扩大，基质变薄；产前约 圆凿，腺泡细胞和分泌物中才有脂肪球

出现。

实验动物乳腺在妊娠期的发育模式与牛的不尽相同。妊娠的前半期或前 圆辕猿期是乳腺的增殖

期，导管系统伸长形成分支，出现腺小叶和腺泡；然后是乳腺的增大期，腺泡膨胀，腺泡腔和导

管中充满分泌物，分娩前开始泌乳。

（四） 泌乳期

乳腺细胞是合成和分泌乳汁的场所，乳腺细胞数量的多少与其分泌的乳量密切相关，因而乳

腺细胞的数量尽量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助于乳牛的高泌乳量。乳牛在泌乳初期乳腺细胞的数目不断

增加，直至泌乳的高峰期。以后，乳腺细胞退化的速度比细胞分裂的速度要快，因而在泌乳期的

后一阶段乳腺细胞的数目比初期要少，也会导致产乳量下降。

大多数母牛在产后第 源园～怨园凿内配种，造成了泌乳期和妊娠期有可能共存的现象。共存的

初期，乳腺细胞数量和产乳量的变化不大，但 缘个月后，会比未妊娠的泌乳母牛还要少。

母牛机体的成熟、体重的增加以及重复妊娠和泌乳，会影响乳腺细胞数量增加，而乳腺容积

相应增大，产乳量一般在奶牛 苑～愿岁、第 缘个泌乳期时达到高峰。高水平的产乳量可持续数年，

奶牛至 员圆岁以后逐渐下降。

（五） 干乳期

泌乳高峰期后，乳腺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即乳腺的回缩。距离乳腺乳池远端的腺泡最早开始

退化，体积变小，腺泡腔消失，细胞以自溶方式解体；终末乳导管萎缩；腺小叶也退化成只有少

数分支的小管；腺组织逐渐被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所替代。由于乳房的一系列变化不仅使体积变

小，泌乳量也大大减少，最后泌乳活动停止而进入干乳期。乳腺回缩时，会有大量巨噬细胞浸润

至乳腺内，因而在乳腺完全回缩后，淋巴细胞就成了腺体内数量较多的细胞。

奶牛泌乳早期如若停止哺乳或挤乳，乳腺回缩的速度会增快。由于乳汁积聚在腺泡腔和导管

系统内不能排出，使乳腺细胞的代谢活动迅速降低，退化速度加快。同时，腺泡内压大于血压，

使血液循环受阻，乳成分的前体物也无法进入分泌细胞内，影响了乳的合成。堆积的乳汁逐渐被

吸收，腺泡最终萎缩和崩解。

性周期短的大鼠在泌乳之后全部小叶腺泡系统即行消失，而性周期长的动物由于有功能黄体

期，能保留部分腺泡。

干乳期中，动物原有的乳腺组织回缩退化，为适应再一次泌乳期的到来，又会重新形成新的

乳腺组织，这就是乳腺的改建过程。因而，泌乳期之间的干乳期对于能否在下一个泌乳期获得

高水平的产乳量十分重要。经过几个干乳期后，乳牛的乳腺可改建到发育最好的阶段，也使

泌乳量达到一生中的高产期。随着年龄的增大，每次干乳期的改建程度会减弱，泌乳量也就

逐年减少。

四、乳腺发育的调节

乳腺的生长发育、泌乳的发动和维持以及乳的排出无一不受内分泌和神经系统的调节。

其中，激素起着主要的调节作用。影响乳腺功能的主要激素及其与乳腺有关的主要功能见

表怨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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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怨 员摇影响乳腺功能的主要激素

内分泌腺 激摇摇素 与乳腺有关的主要功能

垂体前叶 促卵泡激素 （云杂匀） 雌激素分泌

黄体生成素 （蕴匀） 孕酮分泌

促乳素 （孕砸蕴） 乳腺生长；发动并维持泌乳

生长激素 （郧匀） 保证乳汁生成

促甲状腺素 （栽杂匀） 促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粤悦栽匀） 促肾上腺分泌糖皮质激素

垂体后叶 催产素 （韵载栽） 排乳

下丘脑 生长激素释放激素 促 郧匀分泌

生长激素释放抑制激素 抑制 郧匀分泌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栽砸匀） 促 栽杂匀（及 孕砸蕴和 郧匀） 分泌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促 粤悦栽匀释放

促乳素抑制因子 （多巴胺） 抑制 孕砸蕴释放

甲状腺 甲状腺激素、三碘甲腺原氨酸 促氧消耗、蛋白质合成及产乳量

降钙素 钙磷代谢 （降低血钙水平）

甲状旁腺 甲状旁腺激素 钙磷代谢 （降低骨组织钙）

胰岛 胰岛素 葡萄糖代谢

肾上腺皮质 糖皮质激素 （皮质醇、皮质酮） 发动和维持泌乳

盐皮质激素 （醛固酮） 电解质和矿物质代谢

肾上腺髓质 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抑制排乳

卵巢 雌二醇 乳腺导管生长

孕酮 乳腺小叶 腺泡生长；抑制乳汁生成

胎盘 雌二醇 乳腺导管生长

孕酮 （随品种而定） 乳腺小叶 腺泡生长；抑制乳汁生成

胎盘促乳素 乳腺生长

摇摇 （改自 月则怎糟藻郾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郾员泽贼耘凿郾粤皂藻泽：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源员）

（一） 胎儿阶段乳腺发育的调节

对大鼠和小鼠在胎儿期乳腺生长发育的研究表明，在母鼠后 员辕猿的妊娠期内，性腺激素影响

胎儿乳腺的生长发育。由于睾丸分泌的雄激素的影响，雄性胎儿乳腺的初级乳芽和表皮分离，乳

头的发育受到抑制 （图 怨 愿糟）。如果在这个发育阶段前将睾丸摘除，雄性胎儿的乳腺就会朝着

雌性胎儿趋势的状况发育，乳芽会附着在表皮上，乳头也将形成 （图 怨 愿凿）。

摘除雌性胎儿的卵巢，并不影响乳腺的正常发育 （图 怨 愿遭）。对雌性胎儿注射雄激素，则

乳腺的发育会向雄性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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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怨 愿摇胎儿小鼠的乳腺发育和切除性腺的影响

（引自 粤怎泽贼蚤灶，杂澡燥则贼郾砸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燥灶蚤灶酝葬皂皂葬造泽郾月燥燥噪猿郾员泽贼耘凿援悦葬皂遭则蚤凿早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苑圆，员员苑）

（二） 出生后乳腺发育的调节

员郾激素调节摇多种激素和因子在动物出生后的不同生理阶段影响着乳腺的生长发育，其中

参与的主要激素如图 怨 怨所示。

（员） 卵巢激素摇卵巢分泌的雌二醇和孕酮，是影响乳腺生长发育的重要激素。在初情期和

妊娠期，雌激素和孕激素对乳腺发育的协同作用尤为明显。

动物初情期开始后，乳腺生长的速度相对比其他组织要快。初情期前如将卵巢摘除，乳腺的

生长会减慢；将摘除的卵巢移植到其他部位或应用雌激素，乳腺又可恢复正常发育。

雌激素在乳腺组织中的受体在初情期开始就出现的，其后随乳腺发育增重，雌激素受体的数

量也增加。促乳素促进雌激素受体的形成。处女动物和妊娠动物乳腺组织中存在孕酮的受体，雌

二醇有助于处女小鼠乳腺组织中孕酮受体数量的增加。

一般认为，雌激素主要促进乳腺导管的生长，雌激素和孕酮的共同作用可使小叶腺泡发育。

但是，不同种动物的乳腺对卵巢激素的反应不尽相同，如单独给予雌激素时，小鼠、大鼠、猫和

兔的乳腺导管发育，而豚鼠、山羊、绵羊和猴除乳腺导管外，小叶腺泡也同时发育。

（圆） 垂体激素摇腺垂体可合成并分泌多种激素，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各自的靶腺激素影响乳

腺生长的，而促乳素和生长激素对乳腺的作用较为直接。实验研究证明，青年动物切除垂体后，

乳腺萎缩，再应用促乳素和生长激素后又可使其恢复正常状况。在妊娠期将可分泌胎盘促乳素的

动物的垂体摘除，因有胎盘促乳素的替代作用，乳腺的发育不受影响。

促乳素和生长激素与卵巢激素协同作用，可以促使乳腺更好地生长发育。大鼠和山羊的乳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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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怨 怨摇乳腺生长发育的调节

悦晕杂郾中枢神经系统摇云杂匀郾促卵泡激素摇蕴匀郾促黄体素

粤悦栽匀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摇栽杂匀郾促甲状腺激素摇郧匀郾生长激素

（引自 月葬贼澡等编著郾金国粹等译郾乳牛学郾北京：农业出版社，员怨愿愿，圆远远）

生理状态下，是由生长激素协同雌

激素、孕酮、促乳素和胎盘促乳素

使其充分生长发育的。将大鼠脑垂

体、卵巢和肾上腺同时摘除后，再

注射这些腺体分泌的激素，可以充

分证明它们在乳腺发育中的作用。

垂体、卵巢和肾上腺摘除后动物乳

腺萎缩，应用雌激素、生长激素和

肾上腺类固醇激素以后，乳腺导管

生长发育，在此基础上再应用孕激

素和促乳素，则小叶腺泡也生长发

育。切除垂体的山羊实验表明，萎

缩的乳腺在应用了生长激素、雌激

素、肾上腺类固醇激素、孕激素和

促乳素 缘种激素后，乳腺能发育到

妊娠中期的水平。

（猿） 胎盘激素摇乳腺发育与

多胎动物的胎盘数和胎盘重量之

间具有相关性。在妊 娠 早 期，乳

腺的发育主要依靠母体的激素作

用。有些动物胎盘产生雌激素和

孕酮，还有一些动物 （如牛） 胎

盘产生胎盘促乳素。有实验表明，

在动物妊娠中期以后切除垂体并不影响乳腺的发育，说明胎盘激素对乳腺发育起重要作用来源。

大鼠和小鼠胎盘分泌大量的胎盘促乳素。切除垂体的大鼠在妊娠后半期可分泌乳汁。大鼠胎

盘提取物，可促进垂体和卵巢已被切除了的大鼠乳腺发育。

绵羊和山羊在妊娠期中，胎盘促乳素分泌量最高时，乳腺的小叶腺泡系统的发育也最完好。

人的胎盘促乳素，在妊娠前段时期能作用于卵巢黄体和乳腺，妊娠末期黄体退化后，主要作

用于乳腺使其进一步生长发育。

（源） 肾上腺类固醇激素摇肾上腺类固醇激素对乳腺发育的作用不如腺垂体、卵巢和胎盘激

素重要。单独切除肾上腺不一定影响乳腺的发育。应用糖皮质激素可引起幼年动物乳腺导管和小

叶腺泡的发育，还可使妊娠期动物乳腺细胞数目增加、细胞代谢活动增强。

（缘） 甲状腺素摇甲状腺的激素可能是通过增强动物机体的代谢机能和同化能力、增进全身

包括乳腺血液的流通，进而促进乳腺的发育。乳牛甲状腺机能低弱时，或在妊娠期将甲状腺摘除

后，乳腺的生长出现异常。摘除了甲状腺的乳牛即便是连续注射己烯雌酚，乳腺也不发生明显生

长的趋势，但在注射己烯雌酚的同时喂给干燥的甲状腺组织碎片，乳腺不但发育，而且还能

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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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因子摇促使组织生长的因子对乳腺的作用值得关注。如表皮生长因子可引起体外培养

的乳腺细胞有丝分裂；在妊娠期增加乳腺细胞 糟粤酝孕的霍乱毒素可促进乳腺的发育；霍乱毒素、

表皮生长因子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协同作用，有利于离体乳腺细胞的有丝分裂。有研究表

明，陨郧云 Ⅰ对乳腺上皮细胞及离体乳腺组织具有促进有丝分裂的作用。陨郧云 Ⅰ促进乳腺上皮细

胞的增生!分化和成熟，也介导卵巢和垂体多种激素对乳腺的促生长发育作用。

圆郾神经调节摇神经系统可调节乳腺的发育。有研究证明，在性成熟前切断母山羊的乳腺神

经，乳腺发育受阻；在妊娠期切断乳腺神经，乳腺的腺泡腔和小叶均不能形成，结缔组织增生；

在泌乳期切断乳腺神经，大部分腺泡则处于静止状态。

乳腺感受器受到刺激，其发出的神经冲动可传到中枢神经系统，并通过下丘脑 垂体系统或

直接支配乳腺的传出神经，显著地影响乳腺的发育，这也说明了神经 体液的相互协同作用。在

生产实践中，按摩初胎母牛或怀胎母猪的乳房，都能促进乳腺的发育和提高产后的泌乳量。前苏

联的科研人员就曾在适当饲养管理的基础上采用按摩乳房的方法，成功培育出了乳腺发育优良且

产乳量高的乳牛。

第二节摇泌乳及其调节

一、乳

乳是哺乳动物乳腺的分泌产物，是幼小哺乳动物在出生后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食物来源。

乳的成分复杂，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和免疫保护作用，在动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

作用。

（一） 乳的成分

哺乳动物的乳中含有幼小动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包括水分、脂肪、蛋白质和非蛋

白含氮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酶类、激素和生长因子、有机酸、气体等化学成

分。反刍动物、马、猪、狗、猫等动物的母乳还提供它们的幼仔获得免疫力所必需的抗体。

水含量是指在有机成分分解最少的情况下，干燥所失去的重量。乳脂主要是指甘油三酯，为

直径 员～员园μ皂的小球形，脂肪球外包裹着脂肪球膜，可以防止絮凝和融合，使脂肪球悬浮在乳

汁中。乳蛋白质为全部蛋白质和酶的总量，在乳中以单个蛋白质分子分散开，或以聚合体、胶团

的形式存在。碳水化合物通常以乳糖表示，是维持乳正常渗透压的主要溶质。矿物质则以灰分表

示，主要与脂肪球的表膜结合。乳糖、矿物质和水溶性维生素均溶于水中。脂溶性维生素 （粤、

阅、耘、运） 与乳中脂肪球结合存在。各种动物的主要乳成分见表 怨 圆。

表 怨 圆摇各种动物乳的成分

动物种类 脂肪 （皂皂燥造辕蕴） 蛋白质 （早辕蕴） 乳糖 （皂皂燥造辕蕴） 灰分 （早辕蕴）

鲸 猿苑缘郾圆 员圆圆 源园郾怨 员源

象 员愿苑郾远 源圆 员源愿郾怨 苑

骆驼 源苑郾愿 猿缘 员源园郾圆 苑

北极熊 猿缘园 员园圆 员源郾远 员圆

·员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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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动物种类 脂肪 （皂皂燥造辕蕴） 蛋白质 （早辕蕴） 乳糖 （皂皂燥造辕蕴） 灰分 （早辕蕴）

马 员愿郾员 圆源 员苑愿郾员 缘

驴 员源郾苑 员愿 员愿员 源

中国水牛 员源圆 远园 员园愿 怨

荷兰牛 猿怨郾远 猿员 员源猿郾员 苑

牦牛 苑怨郾员 缘圆 员猿源郾猿 原

鹿 圆圆圆郾远 员园源 苑缘郾怨 员源

山羊 猿怨郾远 猿员 员猿源郾猿 愿

绵羊 员员苑郾缘 远愿 员园愿 怨

猪 愿怨 缘怨 员源猿郾员 怨

狗 员园苑 怨猿 怨园郾缘 员圆

猫 愿园 员园员 员圆圆郾远 缘

兔 员猿苑郾怨 员园源 缘圆郾远 圆园

大鼠 员源苑 怨苑 怨猿郾源 员源

小鼠 员猿远郾苑 怨园 怨猿郾源 员缘

豚鼠 源源郾员 愿员 愿苑郾远 愿

人 源愿郾远 员源 圆园员郾缘 圆

猴 源源郾员 圆员 员苑圆郾猿 猿

摇摇 （引自郑行编著 郾动物生殖生理 郾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员怨怨源，员怨苑）

由于各种动物幼仔生长发育的不同需求，不同动物乳的成分会存在数量和成分的差异。泌乳

期的不同阶段、同种内动物间的遗传差异，以及饲养动物的营养水平、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挤乳

的过程 （包括时间间隔或是否完全挤乳等） 诸多因素都可影响乳的成分。动物的年龄和健康状

况的影响也很重要；疾病 （如乳房感染） 会极大地影响乳的成分。

（二） 初乳

雌性哺乳动物分娩以后最初几天乳腺分泌的乳称为初乳 （糟燥造燥泽贼则怎皂）。初乳色淡黄而浓稠，

稍有咸味和特殊的气味，煮沸时凝固。

初乳中蛋白质成分较高，乳糖则较少。丰富的球蛋白和清蛋白能经肠壁被吸收入血，有利于

幼仔血浆蛋白的迅速增加。初乳中矿物质较多，母牛分娩初乳中钙、镁、磷及钠的含量比产后几

天要多约一倍，铁比常乳多 员园～员苑倍。镁盐的轻泻作用，有利于幼仔排出胎便。初乳中维生素

含量也高，维生素 粤和维生素 悦比常乳约高 员园倍，维生素 阅约高 猿倍。

动物分娩后第 员～圆凿内的初乳成分接近母体血浆，以后逐日发生改变，这种变化有利于幼

仔逐步适应出生后的营养方式。乳腺在初乳之后所分泌的乳即为常乳。初乳和常乳的成分中最显

著的差异，是初乳中含有极高含量的免疫球蛋白。母体在分娩前的乳腺中积累免疫球蛋白，并在

分娩后通过哺乳的方式传给下一代。那些不能从胎盘传递抗体的动物，对新生幼仔哺乳尤为重

要，因为初乳是它们的后代获得抗体和免疫球蛋白而形成被动免疫的重要途径。犊牛出生不久，

·圆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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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内酶会使抗体降解，肠对抗体的通透性也减弱，因而在出生后 圆源澡之内吮吸初乳就显得

十分重要。

（三） 乳中激素和生长因子

员郾乳中激素和生长因子的种类

（员） 激素 （澡燥则皂燥灶藻）摇乳中的激素有：雌二醇、雌三醇、孕酮、睾酮、皮质醇、可的松、

皮质酮、维生素 阅、促乳素、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卵泡激素、促黄体素、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催产素、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生长抑素、促乳素释放抑制因

子、促乳素释放因子、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生长激素释放激素、胰岛素、降钙素、甲状旁腺激

素、甲状旁腺激素释放肽、松弛素、猿，缘，猿忆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甲状腺素、猿，猿忆，缘忆三碘甲状腺

原氨酸、前列腺素。

（圆） 生长因子 （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郧云）摇乳中的生长因子有：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Ⅰ和Ⅱ）、神

经生长因子、上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 （α 和 β）、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组织型纤溶酶原

激活物、乳腺源生长因子Ⅰ、乳腺源生长抑制因子、巨噬细胞活化因子、促红细胞生成素。

圆郾乳中激素和生长因子的生理功能摇乳中几种激素和生长因子对乳腺和新生幼畜及成年动

物的生理作用见表 怨 猿。

表 怨 猿摇乳中激素和生长因子对母体乳腺、新生幼仔及成年动物的影响

名摇摇称 对母体乳腺组织 对新生幼仔、成年动物

皮质酮 促进细胞分化 影响成年动物的应激反应的效应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增加新生幼仔卵巢 郧灶砸匀受体

生长激素释放激素 调节新生幼仔 郧匀分泌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调节新生幼仔 郧匀和 栽杂匀分泌

鲑鱼降钙素样肽 新生幼仔重要 孕砸蕴抑制因子

甲状旁腺释放肽 调节乳钙、磷、镁含量

促红细胞生成素 促进新生幼仔红细胞生成

促甲状腺激素 调节新生幼仔 栽猿、栽源的分泌

促乳素 维持泌乳 影响成年动物神经内分泌对 孕砸蕴的调节；调

节新生幼仔的免疫系统

松弛素 促进组织的生长和分化

胰岛素 生理浓度通过 陨郧云 Ⅱ受体促进生长；药

理浓度通过 陨郧云 Ⅰ受体促进生长

影响血糖水平及新生幼仔血糖

生长激素 细胞水平影响 陨郧云 Ⅰ的作用，促进乳的

生成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促进组织生长和分化 促进新生幼仔肠道的生长，改变肠 陨郧云受体，

具有系统生长效应

上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 α 促进组织生长和分化 促进胃肠道生长；引起早期眼睑打开

转化生长因子 β 抑制组织生长 抑制小肠细胞生长

前列腺素 在新生幼仔小肠内提供细胞保护作用

摇摇 （仿自汪玉松，邹思湘主编援乳生物化学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员怨怨缘，员猿愿～员猿怨）

·猿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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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怨 猿中可以看出，乳中的激素和生长因子作用于母体的乳腺，可影响乳腺的生长、发

育及退化，泌乳的维持和停止；也可影响乳的成分及其免疫保护作用。对于新生幼仔，乳中的激

素和生长因子对机体的生长及免疫系统、胃肠道、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功能活动均有调节作用。

法国科学家 杂糟澡葬葬造、悦燥怎则藻葬怎凿和 蕴葬灶早造燥蚤泽（圆园园猿） 在 《晕葬贼怎则藻》 杂志上报道了兔的母乳中存

在着称为 圆酝月圆的挥发性活性物质。圆酝月圆被称为是母兔乳腺分泌的小分子外激素，它具有吸引

仔兔寻找母兔乳头，从而得以进行哺乳的重要生理功能。实验表明，兔母乳在室温下放置远园皂蚤灶
后，乳中的 圆酝月圆挥发掉，母乳对仔兔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但在该份母乳中再加入 圆酝月圆，其对

仔兔又具有了吸引力。研究者认为，仔兔出生后 猿～ 缘泽内就能找到母兔的乳头，正是由于母乳

中存在外激素 圆酝月圆的结果。

（四） 乳成分的形成

乳腺上皮细胞 （皂葬皂皂葬则赠藻责蚤贼澡藻造蚤葬造糟藻造造） 具有分泌功能的特征 （图 怨 员园），乳的生物合成和

分泌就是由乳腺腺泡和终末乳导管的上皮细胞完成的。

图 怨 员园摇腺泡上皮细胞超微结构图

（引自 粤怎泽贼蚤灶，杂澡燥则贼郾砸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燥灶蚤灶酝葬皂皂葬造泽郾月燥燥噪猿郾员泽贼耘凿郾悦葬皂遭则蚤凿早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苑圆，员员远）

乳的 责匀，牛乳约为 远郾远，人乳约为 苑郾园，许多食肉动物约为 远郾圆。乳的渗透压与血液几乎等

渗。乳中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与血浆有很大区别 （表 怨 源）。

表 怨 源摇牛乳的成分与其血中前体物的比较

组摇分 每百毫升血中含量 （早） 每百毫升乳中含量 （早）

水分 怨员 愿远

葡萄糖 园郾园缘 痕量

乳糖 园 源郾远

氨基酸 （游离） 园郾园圆 痕量

酪蛋白 园 圆郾愿

·源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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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组摇分 每百毫升血中含量 （早） 每百毫升乳中含量 （早）

β 乳球蛋白 园 园郾猿圆

α 乳白蛋白 园 园郾员猿

免疫球蛋白 圆郾远 园郾园苑

血清白蛋白 猿郾圆 园郾园缘

甘油三酯 园郾园远 猿郾苑

磷脂 园郾圆缘 园郾园猿缘

柠檬酸 痕量 园郾员愿

乳清酸 园 园郾园园愿

钙 园郾园员 园郾员猿

磷 园郾园员 园郾员园

钠 园郾猿源 园郾园缘

钾 园郾园圆缘 园郾员缘

氯 园郾猿缘 园郾员员

摇摇注：初乳中 陨早郧可含 圆园豫以上。

摇摇 （改自 月则怎糟藻援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援员泽贼耘凿郾粤皂藻泽：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员猿愿）

乳的生成是整个机体参与的生理过程。乳生成的过程中，乳腺内部进行着复杂的代谢活动，

母体的消化、呼吸、循环及内分泌活动也明显增强，进行着与乳腺相应的生理活动。哺乳 （挤

乳） 对乳房的刺激，不仅反射性地影响乳腺的生乳活动，也会影响机体各器官系统产生与乳腺

生乳机能相协调的功能活动，保持乳的不断生成。

员郾乳蛋白的合成

（员） 乳蛋白的构成摇乳中的氮大约有 怨缘豫是蛋白氮，其余 缘豫是尿素、氨基酸、氨、肌酸、

尿酸、肌酐等非蛋白氮。

乳中蛋白质主要由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组成 （表 怨 缘）。酪蛋白有 α 酪蛋白、κ 酪蛋白、β
酪蛋白和 γ 酪蛋白 源个亚型，集合成不溶性的微团。乳清蛋白的主要分为 β 乳清蛋白和 α

乳清蛋白，是可溶性的。酪蛋白与乳清蛋白的含量种间差异明显，酪蛋白在反刍动物和啮齿类中

占总乳蛋白的 愿园豫，而在人、猪等动物中却少于 缘园豫。

表 怨 缘摇牛乳中主要蛋白质的含量和来源

乳蛋白种类 占乳蛋白总量的百分比 （豫） 来摇源

酪蛋白 α 酪蛋白 缘远 腺泡内合成

β 酪蛋白 圆园 腺泡内合成

γ 酪蛋白 源 腺泡内合成

酪蛋白总量 愿园

乳清蛋白 β 乳球蛋白 员园 腺泡内合成

α 乳清蛋白 猿 腺泡内合成

血浆清蛋白 员～圆 来自血液

免疫球蛋白 源～缘 大部分来自血液，少量由腺泡合成

乳清蛋白总量 圆园

摇摇 （引自向 编著 郾家畜生理学原理 郾北京：农业出版社，员怨怨园，缘猿愿）

·缘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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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乳蛋白合成的前体物质摇乳中 怨园豫以上的蛋白质，其合成所需的前体物质是血液中的

游离氨基酸。占乳蛋白总量 缘豫 ～员园豫的蛋白质成分，如免疫球蛋白和血清白蛋白等，在机体其

他组织合成后，经血液循环进入乳腺；还有少量的蛋白质可能来自废弃的分泌细胞及其碎片、或

其他细胞的成分。

乳腺细胞只能合成酪氨酸这一种必需氨基酸，乳蛋白合成时所需的其他必需氨基酸来自血

浆。非必需氨基酸除一部分来自血浆外，其余的均可由乳腺细胞合成。

（猿） 乳蛋白的合成摇乳蛋白在乳腺中生物合成的过程极其复杂。乳腺首先要摄取氨基酸，

尤其是必需氨基酸，氨基酸在参加蛋白质生物合成前还需活化。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在乳腺细胞

内的核糖体上进行，完成核糖体循环 （则蚤遭燥泽燥皂葬造糟赠糟造藻） 合成起始、肽链延长和合成终止 猿个阶

段。核糖体位于粗面内质网和细胞质中，由核糖体 砸晕粤（则砸晕粤） 和几种蛋白质构成，形成核糖

核蛋白复合体。蛋白质多肽链在核糖核蛋白复合体内经转译过程合成后，被转运到高尔基体内进

一步修饰。酪蛋白即在高尔基体内聚集成团，呈现出最终的三维结构，存在于分泌的乳中。

促乳素、糖皮质激素、孕酮等多种激素，在转录水平上调节乳蛋白的基因表达。

（源） 乳蛋白的分泌摇高尔基体内除含有乳蛋白外，还有乳糖、盐等非脂肪成分。含有这些

成分的分泌小泡以出芽的方式从高尔基体中脱出，并向腺细胞胞腔方向移动。在移动过程中，电

子显微镜显示酪蛋白复合物聚集成与分泌的乳中所含有的酪蛋白相似的胶粒状。小泡移动到膜边

缘时，小泡膜与腺细胞膜发生融合，泡内的蛋白质通过胞吐作用 （藻曾燥糟赠贼燥泽蚤泽） 被释放进入腺泡

腔内。

圆郾糖的合成摇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机体只有乳中出现乳糖，它是乳中主要的碳水化合物。

乳糖是维持乳渗透压的重要因素，能使乳保持一定的体积。乳糖合成不足时，会影响泌乳量。

（员） 乳糖的前体物摇乳糖由一个分子葡萄糖和一个分子半乳糖通过 员 源糖苷键连接而成。

葡萄糖来自血液，大部分半乳糖由葡萄糖形成，小部分由腺泡细胞内的乙酸盐转化而来。

（圆） 乳糖的合成途径摇乳糖的合成途径如下，其中缩略英文符号 哉栽孕代表尿嘧啶核苷三磷

酸，哉阅孕代表尿嘧啶核苷二磷酸，孕孕蚤代表焦磷酸。

葡萄糖 垣粤栽孕 →
己糖激酶

远 磷酸葡糖 垣粤阅孕

远 磷酸葡糖 →
葡糖磷酸变位酶

员 磷酸葡糖

员 磷酸葡糖 垣哉栽孕
哉阅孕

→
葡糖焦磷酸化酶

哉阅孕 葡糖 垣孕孕蚤

哉阅孕 葡糖
哉阅孕 半乳糖 源

→
表构酶

哉阅孕 半乳糖

哉阅孕 半乳糖 垣葡萄糖 →
乳糖合成酶

乳糖 垣哉阅孕
乳糖在乳腺细胞高尔基体膜上合成，乳糖合成酶由半乳糖转移酶和 α 乳清蛋白构成，前者

存在于高尔基体内；后者在粗面内质网形成后再迁移到高尔基体内，与半乳糖转移酶形成复合物

乳糖合成酶。乳糖合成酶系统需要 酝灶圆垣的存在。

乳糖合成的速率与 α 乳清蛋白在粗面内质网合成并转运到高尔基体的速率密切相关。葡萄

糖和 哉阅孕 半乳糖的浓度影响乳糖合成中酶的活性和乳糖合成的速率。

（猿） 乳糖的分泌摇乳糖合成后存在于高尔基体小泡 （郧燥造早蚤增藻泽蚤糟造藻） 内，高尔基体小泡在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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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上皮细胞的顶膜区，将含有乳糖和乳蛋白的内容物通过胞吐的方式释放到腺泡腔中。

猿郾乳脂的合成摇乳脂是新生动物重要的能量来源，它在乳腺上皮细胞中合成的过程十分复

杂，反刍动物与非反刍动物乳脂合成具有不同的特点。

（员） 乳脂的构成摇乳中脂类总量的 怨苑豫 ～ 怨愿豫是甘油三酯，磷脂和其他微量成分只占 圆豫
～猿豫，其中半数以上的磷脂存在于脂肪小球膜内，其余的存在于脱脂乳中。乳脂质中脂溶性的

成分有各种烃类、维生素 粤、甾醇类、维生素 耘、神经鞘磷脂类、甘油一酯、甘油二酯、烷基甘

油醚、维生素 运等。

草食动物的乳脂中含有短链脂肪酸 （悦源～ 悦员源），但不同种动物所含比例不同，如马和牛约占

猿园豫，而山羊可高达 源愿豫。非草食动物乳中短链脂肪酸含量要少得多，如猪和人乳脂中仅约

占 源豫。

（圆） 乳脂的合成摇乳脂主要成分甘油三酯的前体物脂肪酸，有 缘园豫是长链脂肪酸 （悦员远～
悦圆园），其中的 员远碳酸 （软脂酸） 和 员愿碳酸 （硬脂酸、油酸和亚油酸），是所有动物脂肪酸的主

要来源。但是，不同动物还可以有不同的脂肪酸来源，如单胃动物主要通过葡萄糖酵解变为丙酮

酸，再进入柠檬酸循环，并形成乙酰辅酶 粤（乙酰 悦燥粤）。柠檬酸在该循环中还可以生成草酰乙

酸。反刍动物不能利用在线粒体中由葡萄糖所形成的乙酰 悦燥粤。反刍动物获得脂肪酸的最主要途

径是由瘤胃细菌发酵产生的乙酸和 β 羟基丁酸合成占总脂肪酸 缘园豫的短链脂肪酸。

甘油三酯中的甘油主要来源于 猿 磷酸甘油。甘油三酯 （三酰甘油） 的合成途径如图 怨 员员
所示。

图 怨 员员摇乳中甘油三酯的来源途径

（引自汪玉松，邹思湘编著 郾乳生物学 郾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员怨怨缘，员怨缘）

乳脂中的磷脂，包括磷酸甘油酯、卵磷脂 （磷脂酰胆碱）、磷脂酰丝氨酸、磷脂酰乙醇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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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酰肌醇；各种鞘脂类包括鞘磷脂、葡萄糖苷神经酰胺、乳糖苷神经酰胺等，都在乳腺细胞中合成。

胰岛素促进乳脂合成中酶的活性增强，有利于乳脂和乳磷脂的合成作用。肾上腺素和生长激

素通过增加脂肪细胞内 糟粤酝孕的含量，可增强脂肪酶的活性，对脂肪酸的合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猿） 乳脂的分泌摇乳脂以脂肪球的形式存在于乳中。脂肪球直径 员郾园～员园μ皂，表面包有一

层由蛋白质和磷脂组成的膜，膜能防止球内的甘油三酯被乳中的脂肪酶水解，并能使脂肪球稳定

地处于悬浮状态。

脂肪球在粗面内质网形成，在其向细胞顶端区域移行的过程中不断增大。脂肪球向腺泡腔方

向顶起时，腺泡细胞膜将其包住。随着脂肪球不断向腺泡腔突出，其与细胞之间的连接部分越来

越狭窄，进而断裂开，被腺泡细胞膜包裹的脂肪球最后被释放到腺泡腔中。

源郾维生素摇乳中维生素由血液供给，种类繁多。营养、遗传、生产工艺和技术、环境等因

素影响乳中维生素的含量，如放牧牛的乳中维生素 悦含量高于舍饲牛。不同动物乳中维生素含

量也会有差异，如牛的瘤胃微生物能够合成复合维生素 月（月员、月圆、月员圆等），因而在牛乳中的含

量就高于人乳中的含量，但人乳中维生素 耘的含量高于牛乳。牛乳与人乳中维生素含量的比较

见表 怨 远。

表 怨 远摇牛乳和人乳中维生素含量的比较

维生素 牛乳中含量 人乳中含量

维生素 粤（砸耘辕蕴） 源园园 远园园

维生素 阅（陨哉辕蕴） 源园 员缘～源园

维生素 耘（μ早辕蕴） 员园园园 缘园园园

维生素 运（μ早辕蕴） 缘园 圆园

维生素 月员（μ早辕蕴） 源缘园 员缘园

维生素 月圆（μ早辕蕴） 员苑缘园 猿苑园

尼克酸 （μ早辕蕴） 怨园园 员愿园园

维生素 月远（μ早辕蕴） 缘园园 员园园

泛酸 （μ早辕蕴） 猿缘园园 圆缘园园

生物素 （μ早辕蕴） 猿缘 苑

叶酸 （μ早辕蕴） 缘缘 源园

维生素 月员圆（μ早辕蕴） 源郾缘 园郾源

维生素 悦（皂早辕蕴） 圆园 源缘

摇摇 （引自汪玉松，邹思湘编著 郾乳生物学 郾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员怨怨缘，员员猿）

缘郾无机物质摇乳中含有钠、钾、氯、钙、镁、磷等常量元素，铁、锌、铜、锰、碘、氟、

硒、钴、铬、钼、镍、硅、钒和锡共 员源种必需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动物机体均有各自的生理

功能。此外，由于存在环境的污染，会随污染源和污染程度的不同乳中出现一些非必需微量元

素，如汞、铅、砷等。具有毒性的非必需微量元素对机体有害。

将乳蒸发干燥后经高温灼烧成灰，以灰分表示无机物。由表 怨 苑可见，不同动物灰分含量

·愿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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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差异，含量在 园郾缘豫 ～员郾缘豫之间的动物较多。不同动物乳中常量元素、必需微量元素和

非必需微量元素的含量差异更明显。

乳中无机离子一方面可由高尔基体途径 （郧燥造早蚤增藻泽蚤糟造藻则燥怎贼藻） 分泌，与小泡中的酪蛋白和乳

糖一起在分泌细胞的顶膜处以胞吐作用形式释放入腺泡腔内。第二种分泌途径称为亚细胞途径

（责葬则葬糟藻造造怎造葬则则燥怎贼藻），是一种不需要能量的向膜外扩散的被动转运方式。

表 怨 苑摇各种动物乳中灰分的含量

类别 含量 （豫） 类别 含量 （豫） 类别 含量 （豫）

人 园郾圆 印度象 园郾苑 山羊 园郾愿

兔 员郾愿 马 园郾缘 绵羊 园郾怨

灰松鼠 员郾园 驴 园郾缘 豪猪 圆郾猿

大鼠 员郾猿 猪 员郾园 黑猩猩 园郾圆

豚鼠 园郾愿 骆驼 园郾愿 猫 园郾缘

海豚 园郾苑 驯鹿 员郾缘 斑马 园郾苑

犬 员郾圆 牛 园郾苑 狼 园郾苑

黑熊 员郾愿 瘤牛 园郾苑 鲸 员郾源

毛海豹 园郾缘 牦牛 园郾怨 犀牛 园郾猿

摇摇 （引自汪玉松，邹思湘编著 郾乳生物学 郾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员怨怨缘，员缘员）

摇摇远郾水摇水占乳中成分的 愿苑豫，对乳量有很大影响。乳中的水一部分来自乳腺细胞含钾丰富

的细胞内液体；一部分在乳糖、蛋白质和脂肪的合成中产生。

乳糖浓度影响水的含量。当乳糖浓度增加时，乳中水量增加，钠和氯化物含量减少；乳牛接

近停止泌乳或患乳房炎时，乳量减少，乳中乳糖和钾的含量较低，钠和氯化物的水平较高，致使

泌乳末期的牛乳常带有卤咸味。

二、泌乳发动的调节

乳腺腺泡从血液摄取营养物质生成乳，并分泌入腺泡腔内的生理过程，称为乳的分泌。各种

动物开始分泌大量乳汁的时间不同。某些反刍动物在妊娠中期血中孕酮水平仍高时，乳腺腺泡就

开始有泌乳活动，产前就可挤乳；有些动物 （如啮齿类），产前开始分泌乳汁；灵长类一般在分

娩之后才开始泌乳。分娩时和分娩后，乳腺组织几乎停止生长，并大量分泌乳汁。乳腺的泌乳发

动或称启动泌乳 （造葬糟贼燥早藻灶藻泽蚤泽） 受神经体液调节，而其中激素的调节起主导作用。

（一） 激素调节

员郾腺垂体前叶激素摇妊娠动物切除垂体后可正常分娩，但泌乳机能被显著抑制。应用垂体

提取物可使动物开始并维持泌乳。

妊娠期间，血中类固醇激素含量较高，促乳素维持平稳水平。分娩时，孕酮停止分泌，促乳

素含量增加，这些可能是生理上发动泌乳的触发因素 （图 怨 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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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怨 员圆摇牛围产期乳腺组织中 α 乳清蛋白及血清或血浆中激素浓度的变化

（改自 月则怎糟藻郾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郾粤皂藻泽：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缘远）

促乳素的血中浓度在泌乳发动的第一阶段变化不大。该阶段中，乳腺组织酶的活性增强，细

胞器分化。大多数动物在泌乳的第二阶段，产前全部乳成分急剧大量分泌并在产后延续数日，促

乳素血中含量在临产前急剧上升，与此阶段的乳腺变化一致。有实验表明，产前如没有促乳素

峰，牛乳腺腺泡则很少分化。给母牛麦角碱可抑制产前促乳素峰的产生，如再应用外源性促乳素

模仿产前的波峰，乳腺腺泡代谢活性则不受影响，产奶量也不会下降。因而，动物临产前血中高

浓度的促乳素对于泌乳的发动很重要。

促乳素在乳腺上皮细胞膜上的受体在泌乳发动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逐渐增加。促乳素控制酪

蛋白的基因表达，在与受体结合后，核糖体 砸晕粤增加，酪蛋白 皂砸晕粤翻译转录速率猛增。糖皮

质激素和胰岛素可增强促乳素的作用，而孕酮则对促乳素有抑制作用。

牛生长激素有一个和分娩一致的分泌峰。某些品种的小鼠应用外源性生长激素，可替代促乳

素引起乳的分泌。

圆郾卵巢类固醇激素摇泌乳发动的两个阶段中，血中雌激素的含量是上升的。牛产前一个月

左右浓度增大，于分娩前两天达到峰值，之后迅速下降。

雌激素可增加乳腺细胞膜上促乳素受体的数量，促进促乳素和其他腺垂体前叶激素的分泌。

雌激素促进离体培养的小鼠或奶牛乳腺组织合成酪蛋白和乳清蛋白。

孕酮在泌乳发动的第二阶段中水平下降。牛妊娠期血中孕酮含量较高，在产前 员～圆凿急剧

减少。孕酮对泌乳发动主要起抑制作用。经产母牛在干乳期开始泌乳会受到孕酮的抑制。妊娠期

摘除黄体或通过其他途径减少孕酮的分泌，可导致泌乳的开始和流产。应用孕酮，能影响乳腺组

·园源圆·

动物生殖生理学



织学变化，并影响乳糖、α 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的正常合成。

孕酮对泌乳发动的抑制作用也与它和其他激素间的相互关系有关。孕酮能竞争性地与乳腺细胞

内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妊娠期孕酮的大量分泌，会影响糖皮质激素诱导泌乳的作用。孕酮抑制

促乳素诱导其受体合成的能力，影响乳的生成。应用孕酮，会阻止促乳素增加乳成分的作用。

猿郾肾上腺类固醇激素摇糖皮质激素在妊娠期的大部分时间水平较低，牛产前的血中含量大

幅度增长，其高峰与分娩时间相一致。糖皮质激素与其在乳腺上皮细胞内受体的结合数量，在妊

娠期内增多，在分娩时达到最高值。

糖皮质激素和雌激素一样，可以增加乳腺细胞膜上促乳素受体的数量；也与促乳素一样，对

酪蛋白的基因表达起重要作用。切除垂体的大鼠和豚鼠，同时应用促乳素和糖皮质激素，能够诱

导泌乳。在泌乳发动时，糖皮质激素与促乳素有协同作用，两种激素分泌高峰的出现，是泌乳发

动的特征之一。

源郾胎盘促乳素摇胎盘促乳素与促乳素受体结合发挥作用。血中胎盘促乳素的含量在泌乳发

动的第一阶段增加。小鼠、绵羊、山羊、猴、人等动物的胎盘产生胎盘促乳素。有些动物 （如

兔），胎盘不分泌该激素，但外源注射能替代促乳素诱导乳腺细胞分泌酪蛋白。

（二） 神经调节

泌乳发动的神经调节作用通常是通过与激素的协同作用实现的。临产前挤乳，一般可以发动

怀孕动物开始泌乳。乳头在受到刺激后，神经冲动传至下丘脑，抑制促乳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分

泌，引起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的释放，并进一步促使垂体促乳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肾

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从而诱导乳的分泌。

三、维持泌乳的调节

乳腺的泌乳活动开始发动后，还有一个较长的维持泌乳 （早葬造葬糟贼燥责燥蚤藻泽蚤泽） 的过程。母牛在分

娩后产乳量迅速增加，产后第 圆～愿周达到峰值，以后逐渐下降。

维持一定的泌乳量，必须保持一定的腺泡细胞数和腺泡细胞的乳合成能力。乳汁的排空也很

重要。多种激素、因子和神经系统对维持泌乳起调节作用。

（一） 激素和因子的调节

员郾腺垂体激素摇腺垂体激素对维持泌乳必不可少。动物切除垂体，泌乳立即完全停止。兔

在垂体切除后应用促乳素可恢复泌乳活动。诱导切除垂体的山羊恢复泌乳需要配合应用促乳素、

生长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甲状腺激素 源种激素。促乳素的作用是使腺泡上皮细胞内高尔

基体变大增殖，并在其中合成蛋白质和乳糖。奶牛泌乳量高时，血中促乳素浓度也高；泌乳量低

时，浓度也低。

乳牛在泌乳期间，员皂蕴血中生长激素含量为 愿皂早，而在干乳期降至 猿皂早。高产乳牛整个泌

乳期的生长激素水平要高于低产乳牛。生长激素增强机体代谢的作用，能为乳的生成提供充分的

原料并使泌乳期延长。应用生长激素，可使乳牛的产奶量增加，而饲料转化率提高。泌乳量不断

下降时注射生长激素，或泌乳早期应用基因重组牛生长激素 （则藻糟燥皂遭蚤灶葬灶贼遭燥增蚤灶藻早则燥憎贼澡澡燥则皂燥灶藻，

则遭郧匀），均可提高乳产量；若泌乳后期应用 则遭郧匀，产乳量增加效果更显著。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进垂体分泌促乳素和生长激素，对乳的生成有一定的作用。

·员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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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郾甲状腺激素摇乳蛋白质主要为酪蛋白，酪蛋白碘化即为甲状腺蛋白质。饲喂碘化酪蛋白

可使乳牛血中甲状腺素的水平升高，在泌乳早期产乳量增加，泌乳下降期增加。饲喂碘化酪蛋白

增加产乳量的方法对产乳量较高和年龄较老的乳牛效果较好。

动物摘除甲状腺，破坏甲状腺细胞或抑制甲状腺素的分泌，均可导致产乳量降低。乳牛或山

羊应用甲状腺素或甲状腺蛋白，能增加血中甲状腺素的浓度，又使产乳量提高。

猿郾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蚤灶泽怎造蚤灶鄄造蚤噪藻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陨郧云） 是一类多功能的

多肽因子。陨郧云在骨重建、胚胎发育、神经生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此外，陨郧云在促进

乳腺泌乳和介导生长激素的催乳作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陨郧云可提高血流量，增加乳成分合成所需的前体物质，改变乳腺上皮细胞乳的合成能力，促

进泌乳。乳腺组织中有 陨郧云及其受体，还存在 陨郧云 Ⅰ的 皂砸晕粤。泌乳山羊注射 陨郧云鄄Ⅰ后，产奶

量提高了约 员缘豫。陨郧云 Ⅰ在乳中存在，产后 猿凿内含量最高，以后逐渐下降到常乳水平。初乳

中高浓度的 陨郧云 Ⅰ对乳腺分化完全、发育成熟和乳汁生成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与启动泌乳有

关，同时也是维持泌乳的重要因素之一。

陨郧云促进泌乳的作用，还可通过生长激素、促乳素、雌激素等其他激素间接实现。陨郧云在生

图 怨 员猿摇陨郧云 Ⅰ在 遭郧匀促泌乳作用中所充当的角色

［改自王春阳，王秋芳 郾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与泌乳 郾动物医学进展 郾员怨怨怨（圆园）：员苑］

长激素促进泌乳的作用中充当重要的角色 （图 怨 员猿）。应用足以提高产乳量的 郧匀后，血中

·圆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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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郧云鄄Ⅰ水平也随之升高。注射 则遭郧匀，乳牛肝脏 陨郧云鄄Ⅰ及其结合蛋白的量增加，肝脏和脂肪组织

之中 郧匀高亲和力的受体数量也增加。郧匀的脂解作用可为乳生成提供非必需脂肪酸 （晕耘云粤），

作为乳脂合成前体物质和能量的来源。郧匀的致糖尿作用有 陨郧云鄄Ⅰ作为基础因素，陨郧云鄄Ⅰ能与外

周组织中的胰岛素竞争受体，使胰岛素作用降低，血糖浓度升高，为乳糖的合成提供充足的前体

物质葡萄糖。

源郾其他激素和因子摇一些研究表明，多种激素影响乳的生成。切除肾上腺使乳生成酶

类功能减弱、酪蛋白 皂砸晕粤合成减少、乳分泌较少，再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去氧皮质酮后，

山羊泌乳能力即可恢复。泌乳动物血中降钙素水平高于非泌乳动物，对血清钙、磷的抑制

作用比非泌乳动物强。摘除甲状旁腺可导致血钙浓度降低和产奶量减少，再应用甲状旁腺

激素又可使其增加。血中胰岛素浓度与乳量之间呈负相关，胰岛素具有提高奶牛乳腺以外

的组织对葡萄糖和氨基酸利用的能力。此外，不同的雌激素使用剂量，对维持泌乳的效果

不一。

腺泡上皮细胞产生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一方面可以改变乳腺中免疫细胞的数量，进而使

免疫系统在泌乳期激素调节乳腺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细胞因子还可以抑制促

乳素、促甲状腺激素、生长激素和类固醇激素的合成分泌，促进皮质类固醇的合成分泌，通过影

响这些参与泌乳的激素，实现其调节乳腺泌乳的功能。

（二） 神经调节

哺乳或挤乳对乳房感受器产生刺激，神经冲动传至脑，兴奋下丘脑的有关中枢，通过神

经和体液的途径解除对腺垂体前叶的抑制作用，促乳素释放增加。泌乳发动后，上述的反射

活动使血中促乳素保持一定的浓度，促乳素促进泌乳的作用即可维持。小鼠、大鼠、兔等动

物，如果在泌乳期中断哺乳，乳腺将迅速回缩；停止哺乳后刺激乳头，乳腺还能保持泌乳

功能。

大脑皮层兴奋性增强，可加强乳的分泌。动物的神经活动类型与泌乳性能有一定的关系，乳

牛神经活动过程强、均衡而灵活的个体，产乳量较高，产乳曲线平稳，产乳量昼夜变化较小；弱

型的乳牛，泌乳能力则较差。

四、排乳的调节

哺乳或挤乳引起乳房容纳系统的紧张度发生改变，储积在腺泡和乳导管系统内的乳汁排出的

生理过程，即为排乳。乳汁从乳房内排出体外时，需克服乳头括约肌的阻力。

牛乳排出过程中，首先排出的是乳池内的乳，即乳池乳；接着在排乳反射调节下排出腺泡及

乳导管内的乳，即反射乳 （图 怨 员源）；乳房内还会剩余小部分不能排尽的残留乳。狗首先排出

的是大乳窦中的乳，然后是反射乳。我国黄牛和水牛几乎没有乳池，猪没有乳池，马乳池也

很小。

哺乳动物排乳可在水下或陆地上进行。排乳受神经系统和激素的共同调节。

（一） 乳的神经内分泌调节

摇摇排乳是复杂的反射活动。乳头和乳房皮肤上的感受器接受幼仔吮吸或挤乳的刺激产生兴奋，

传入冲动经生殖股神经传到脊髓。以后，兴奋可由两条途径引起乳房乳的排出。

·猿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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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怨 员源摇排乳的反射性调节模式图

员郾背根的传入神经摇圆郾与植物性神经元联系摇猿郾支配乳腺

平滑肌的交感神经摇源郾自脊髓至下丘脑的上行途径摇缘郾自下

丘脑至大脑皮层的途径摇远郾视上核 垂体途径摇苑郾体

液作用 （催产素） 摇愿郾皮层中枢摇怨郾自皮质至脊髓的下

行途径摇孕郾神经垂体摇酝郾肌上皮摇杂郾视上核

（仿自陈杰主编著 郾家畜生理学 郾第四版 郾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圆园园源，源源员）

员郾神经途径摇与生殖股神经并

行的交感神经支配乳腺平滑肌的收缩

活动，这是神经的节段反射。潜伏期

约 缘泽之后，乳汁即可从乳导管排出。

圆郾神经体液途径摇传入冲动由

脊髓 丘脑束传到丘脑，到达室旁核

和视上核。室旁核和视上核受到脑中

其他部位传来的兴奋性递质 （胆碱

能） 或抑制性递质 （去甲肾上腺素

能） 的调节，并控制神经垂体催产

素的释放。催产素经血液到达乳腺，

迅速从毛细血管中扩散，作用于腺泡

和终末乳导管周围的肌上皮细胞，排

出反射乳，牛大约历时圆园～圆缘泽。催

产素随后在体内被迅速降解。

排乳反射保证幼仔获得乳房中的

乳汁，得以生存。同时，排乳反射也

是乳房内乳汁排空、乳腺维持泌乳的

重要保证。将母牛与吃乳的犊牛分开

后，乳量减少，乳质变坏。

（二） 物理刺激对排乳的作用

通常吮吸或挤乳对乳头的刺激引

起排乳反射，其他一些物理因素也可

引起排乳。

温热刺激可作用于反射弧的感受

器。用 缘猿～缘远益的水洗涤乳房和乳头可以使乳管口径松弛，有益于乳中乳脂的排出。

对生殖道的特殊刺激，如给予山羊子宫颈部机械刺激，可引起排乳。将空气吹入母羊阴道，

生殖道神经末梢产生兴奋，能反射性地促使催产素释放而使乳腺排乳。

哺乳时幼仔的动作，如口腔和牙齿的运动，头顶、趾蹄触碰等，均可对乳房产生强烈的机械

刺激作用而促进排乳。

乳房按摩由于机械作用和温热作用，使残留在大、中乳导管中的乳汁，在按摩时排入乳池，

同时也通过反射性的调节促进排乳。轻拍兔子乳房的皮肤，也能产生轻拍反射 （贼葬责则藻枣造藻曾） 而使

肌上皮细胞收缩。

（三） 排乳抑制

动物的排乳可受许多因素影响产生条件反射。犊牛和挤乳员的出现，有规律的挤乳时间、地

点、设备、操作程序等，都可以作用于乳牛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器官，成为良好的条件刺

激，建立各种有利于排乳的条件反射。相反，排乳反射也会受到抑制。异常的刺激物，如喧闹、

·源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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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新挤奶员、不正确的操作等，强烈的疼痛、不安和恐惧情绪等，常产生中枢性排乳抑制并

导致产乳量下降。

交感神经肾上腺素系统常常抑制正常的排乳，产生外周性排乳抑制。应激时，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增强乳导管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的紧张性，一方面使乳导管部分闭

塞，另一方面使乳房小动脉收缩，乳房循环血量减少，致使到达肌上皮细胞的催产素减少。

肾上腺素还能直接阻止催产素与肌上皮细胞受体结合。出现外周性排乳抑制的动物，再应用

外源性催产 素 也 不 能 引 起 排 乳。一 般 情 况 下，中 枢 性 排 乳 抑 制 较 外 周 性 排 乳 抑 制 更 为

重要。摇

第三节摇泌乳与环境

除遗传因素以外，各种外界环境因素对泌乳至关重要。机体的基础代谢、维持养分需要量、

各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生长发育、生殖等都与环境有关，其中环境温度的改变产生很大影响，

对泌乳的影响也不例外。

一、环境因素

（一） 环境因素

光照期、阳光辐射、空气温度、云量、相对湿度、风速以及动物所处的地理位置等，都是影

图 怨 员缘摇影响动物热能获得或散失的物理因素

（改自 月则怎糟藻郾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粤皂藻泽：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员圆圆）

响动物获得还是散失体热的重要环境物理

参数 （图 怨 员缘）。

动物体 热 量 的 获 得，主 要 与 阳 光 辐

射、空气 温 度、云 层、植 被 和 地 理 环 境

有关。热量的散失则主要受周围 环 境 温

度、云 量、 相 对 湿 度 和 风 速 等 因 素 的

影响。

（二） 环境温度与泌乳

动物生活在一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

才能不改变基础代谢而维持稳定的体温。

图 怨 员远显示了环境气温对 远园园噪早体重奶

牛的维持需要量和泌乳量的影响。奶牛生

活在高于适中温度范围的临界温度环境

时，会产生热应激，发生行为或生理上的

紊乱；较低的临界温度以下的环境温度，

奶牛会产生冷应激。只有在适度的环境温

度范围内，奶牛的产乳量才可能达到最高

水平。

·缘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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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怨 员远摇环境温度对奶牛维持需要量和产乳量的影响

（改自 月则怎糟藻郾蕴葬糟贼葬贼蚤燥灶郾粤皂藻泽：陨燥憎葬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员圆员）

（三） 动物对环境因素的反应

不同遗传类型、年龄、隔热程度和生产水平的动物对环境因素的反应不同。

某些的遗传品系或品种的动物对热、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初生幼仔和年轻动物隔热层较

薄，体表面积与体重的比率较大，与老龄动物相比，它们获得热量和散失热量的速度都比较快。

泌乳动物采食量和代谢产热都较高，抗寒能力较强，但对炎热也较敏感。一头日泌乳量 圆园噪早的

母牛，产热量比干乳牛高 缘园豫；日产量越高，产热越多。

图 怨 员苑摇奶牛热应激曲线

二、泌乳与热应激

泌乳动物需要适宜的环境温度以避免热应

激。奶牛适宜的环境温度为 员远～圆园益。气温超

过 圆缘益时会使产奶量明显下降，生长牛增重明

显减少。诸多因素导致动物产生热应激。

（一） 环境因素与热应激

员郾纬度摇纬度与阳光辐射的角度和日照的

时间长短有关。生活在北纬 猿园毅和南纬 猿园毅之间

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奶牛，环境的热应激严重

影响了它们的产乳量和生长。

圆郾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摇动物皮肤的 源种

散热方式为辐射、对流、传导和蒸发，空气温

度和阳光辐射影响动物皮肤的前 猿种散热能力，

相对湿度则对蒸发散热有较大的影响。奶牛在

不同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情况下所表现的应

激程度如图 怨 员苑所示。热应激的出现与温度、

湿度的变化以及牛处在此种气候条件下的时间

·远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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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密切相关。苑缘豫的相对湿度条件下，环境温度 圆源益时，动物已出现热应激；环境温度上升

到 猿缘益时，动物的应激程度已处于危险期。

高温影响奶牛产乳量。以气温 员园益的产乳量为 员园园豫，气温升到 圆员郾员益、圆远郾苑益、圆怨郾源益
和 猿愿郾园益时，产乳量分别降到 愿怨郾猿豫、苑缘郾圆豫、远怨郾远豫和 圆远郾怨豫。

高温和高湿环境不仅影响产乳量，还影响乳的成分。如在温度 员愿郾猿益、湿度 缘园豫时，乳脂

中含 悦远、悦愿、悦员园、悦员圆和 悦员源的饱和脂肪酸百分比较高；在 猿园郾缘益温度和 苑园豫湿度时，乳脂的性

质发生了改变，上述脂肪酸百分比降低，含 悦员远和 悦员愿的脂肪酸百分比较高，悦员源脂肪酸的成分相

似。不同的季节，牛乳中磷、钙和酪蛋白的含量也有明显的差别。

（二） 热应激与泌乳

动物在热应激时，通过机体多方面的适应性变化，影响乳的产量和质量。

员郾进食与饮水摇图 怨 员远所示，动物在热应激时，进食减少，饮水增加。有研究表明，气

温在 圆员益以上时，每升高 园郾远益，奶牛的采食量下降 员郾源噪早，产乳量下降 员郾愿噪早。生产中，乳牛

出现热应激反应时，本能地寻找较为阴凉的地方躲避，并且气喘加剧。气喘发生时，奶牛拒食，

瘤胃消化功能进一步受到抑制。这一系列现象的发生，是由于热应激刺激作用于下丘脑摄食中

枢，降低食糜蠕动的速率，饮水量增加，消化道充盈，呼吸频率加快。喘息大大减少动物采食和

反刍的时间，因而呼吸频率增加导致反刍的减弱。马、大鼠等在天气炎热时，摄食量也减少。许

多在白天经受热应激的动物，会改在凉爽的晚上进食。

无论反刍动物还是非反刍动物，热应激时都会引起采食量下降，成为高温下导致产乳量降低

的主要原因。此外，高温使动物减弱饲料通过消化道的速率和降低产乳的饲料利用率，也会导致

产乳量的下降。

圆郾代谢适应摇代谢适应是指动物受环境应激时间较长时，会通过调节自身的基础代谢、水

和电解质代谢、酸碱平衡、改变瘤胃发酵过程以及内分泌功能等各个方面，来适应应激作用。

热应激时挥发性脂肪酸减少。高温时反刍动物粗饲料消耗减少，维持精饲料进食量，改变瘤

胃的酵解作用，产生乙酸减少而丙酸没有改变。

热应激改变日粮蛋白质的利用和代谢。动物在热环境中进食量减少，因而蛋白质摄入量也减

少，降低氮的平衡，氮储留减少。

热应激影响电解质代谢。动物出汗蒸发散热时，会随着水分的蒸发而排除部分电解质。牛汗

液中含钾量高，人汗液中含钠量高。损失的各种电解质可由食物中补充。增加牛日粮中的钾含

量，可使其处在长期热应激时的产乳量得以提高。

猿郾内分泌变化摇环境因素通过改变动物体的新陈代谢而影响内分泌的变化。热应激减少采

食量、降低机体代谢率，是使许多激素含量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

实验表明，环境温度从 圆园益升高到 猿园益时，生长激素的基础浓度提高了，同时增强了促乳

素和生长激素对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反应，降低了甲状腺素的浓度。猿园益条件下饲养的母

猪，血中 陨郧云 Ⅰ浓度降低，糖皮质激素皮质醇的浓度也降低。激素的变化可降低机体的总代谢

率，从而减少体热的产生。但是，也可导致高温条件下机体储备动用不足和泌乳量的减少。

热应激时盐皮质激素醛固酮浓度相应改变。醛固酮可通过肾远曲小管的重吸收和排泄作用，

使机体钠储留，钾排出。因而，汗中钾含量高的动物 （如牛），热应激时醛固酮浓度降低；汗中

·苑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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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含量高的动物，醛固酮浓度则升高。

源郾产乳量摇热应激使产乳量降低。一方面是由于高温环境机体过度散热，虽然维持需要量

增加，但进食量少，代谢水平降低，因而产乳量下降比冷应激情况下还要快。

动物妊娠期如经受热应激，会间接影响产后的泌乳，也是冬季母牛产犊后的产乳量要高于夏

季母牛的一个原因。绵羊、牛及实验动物在妊娠期热应激，胎儿和胎盘生长发育减慢，牛胎盘的

硫酸雌酮产生受到抑制，加上热应激下母体代谢的改变，均可影响乳腺的生长发育以及泌乳的

功能。

缘郾乳的成分摇季节、气候、饲料、饲养管理等因素，对乳成分均有显著性的影响，甚至会

引起乳的酸败。

乳成分的明显季节性变化，部分原因与牧草的类型和利用率的季节性有关。冬季乳的含脂

率、干物质总量、非脂肪干物质和蛋白质含量均处于最高时期。高温可使乳脂、乳蛋白和乳糖含

量均有下降。

三、泌乳与冷应激

冷应激对泌乳也有一定的影响。冷应激时动物维持养分需要量增加。在环境温度下降到

原缘益以前，受冷应激的影响使动物进食量增加，饮水量稍有减少，产乳量并不降低；但为了增

加维持深部体温的维持需要量时，产乳量就减少了。

寒冷环境中，动物需要提高代谢率，因而与此相关的激素含量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如生长激

素、甲状腺素和糖皮质激素的浓度均会增加，促乳素浓度则显著降低。

思摇考摇题

员郾乳腺是如何发育的？有哪些调节因素？

圆郾乳中有哪些激素和生长因子？它们有哪些生理功能？

猿郾乳成分是怎样生成的？

源郾泌乳的发动、维持和乳汁排出的机制是什么？

缘郾环境因素如何影响泌乳？

（郑摇行）

·愿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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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摇生殖免疫

动物生殖免疫学 （葬灶蚤皂葬造则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增藻蚤皂皂怎灶燥造燥早赠） 又称免疫繁殖学，是动物繁殖学或动物生

殖生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动物生殖活动中的免疫现象及免疫学调节规律的科学。本章主

要介绍动物生殖免疫学基础知识及应用前景。

第一节摇机体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是机体执行免疫功能的组织机构，是产生免疫应答的物质基础，包括免疫器官、免

疫细胞和免疫分子 猿个方面。

一、免疫器官

免疫器官主要由淋巴组织构成，因而也称为淋巴器官。根据免疫器官的功能，可分为中枢和

外周两类。中枢免疫器官是免疫细胞发生、分化和成熟的场所，包括胸腺、骨髓和法氏囊。外周

免疫器官是成熟 栽淋巴细胞和 月淋巴细胞定居并与抗原发生特异性免疫应答、产生对抗作用的

场所，包括脾脏、淋巴结和其他外周黏膜相关淋巴组织。

（一） 中枢免疫器官

员郾胸腺摇胸腺由皮质和髓质两部分组成，是 栽淋巴细胞分化、成熟的场所。动物在胚胎期，

造血系统的 栽系前体干细胞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胸腺内，先在浅皮质层发育成前胸腺细胞，进一

步发育成皮质胸腺细胞后移入深皮质区，并在该处大量增殖，随后移至髓质，在胸腺激素或细胞

因子的刺激下，分化为成熟的 栽细胞，随后释放进入血液，并进入外周免疫组织。

栽淋巴细胞的成熟过程主要发生于胚胎发育期及初生期。因此，在动物出生后切除胸腺，栽
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将受到影响；而在成年期切除胸腺，则其影响较小。动物成年后，胸腺呈生理

性萎缩，但仍具有使 栽细胞成熟并刺激针对外来抗原的特异性 栽细胞的生长。

圆郾骨髓和法氏囊摇骨髓是主要的造血器官，为各类血细胞的发源地，特别是胚胎血细胞的

增殖分化场所。在胚胎发生过程中，由卵黄囊衍生出原始血淋巴细胞前体，转入胚胎肝和脾，最

后移入骨髓内发育成多能造血干细胞，分化为淋巴系和非淋巴系 （髓系） 干细胞。淋巴系干细

胞有 栽系前体细胞、月系前体细胞和非 栽非 月系前体细胞之分。栽系前体细胞转移至胸腺后发育

成 栽细胞；月系前体细胞和非 栽非 月系前体细胞均留在骨髓内，可分别分化成为 月细胞和 运细

胞 （杀伤细胞，噪蚤造造藻则糟藻造造） 及 晕运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灶葬贼怎则葬造噪蚤造造藻则糟藻造造）。而非 栽系的髓系干

细胞可分化成为多种前体细胞或母细胞，在骨髓内不同微环境中受各种细胞因子 （即促造血生

长因子或集落刺激因子） 和激素的作用，增殖、发育成熟为各种血细胞，进入血液循环。

法氏囊是禽类的 月系淋巴细胞发育器官，功能与哺乳类动物的骨髓相似。

·怨源圆·



（二） 外周免疫器官

员郾脾脏摇脾脏是动物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由被膜和实质组成。实质部又可分为白髓和红

髓。白髓内中央小动脉四周被淋巴细胞组成的淋巴鞘包围，鞘内有淋巴小结，受抗原刺激后形成

生发中心，内含大量 月细胞和浆细胞。在鞘内生发中心的周围为 栽细胞富集区，其中约 圆辕猿是

悦阅源垣的 栽匀细胞 （辅助 栽细胞），约 员辕猿是 悦阅愿垣细胞。红髓内有大量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

（凿藻灶贼则蚤枣蚤糟糟藻造造，阅悦） 以及少量淋巴细胞和浆细胞。

脾脏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免疫细胞的大量增殖并产生效应 栽细胞及其产物的场所，可产生抗

血源性抗原的抗体及免疫应答反应。此外，脾脏也是全身血液的重要 “过滤器”，不但可以清除

血中混杂的病原体、代谢物及其他抗原异物，还能回收丧失功能的老龄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及铁元

素，供再生利用。

圆郾淋巴结摇淋巴结由皮质和髓质组成，前者又可分为浅皮质和深皮质两部分。不同类型的

淋巴细胞和非淋巴细胞的辅助细胞分布在淋巴结的特定区域，即静息状态的 月淋巴细胞主要分

布在浅皮质区聚集成淋巴滤泡 （又称初级滤泡），当 月细胞受到淋巴液原的抗原刺激引起 月细胞

和 月记忆细胞活化，出现生发中心 （次级滤泡），内含大量 月细胞。由于 月细胞活化常需辅助性

栽淋巴细胞 （栽匀细胞） 的参与，所以生发中心的形成具有 栽细胞依赖性。除淋巴细胞外，淋巴

滤泡中尚有部分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在生发中心内有一类较特殊的树突状细胞，称为滤泡树

突状细胞，具有长胞质突起，表面表达大量 云糟受体，可捕获已结合抗体的抗原，有利于激活 月
记忆细胞产生再次抗体应答反应。

深皮质区位于浅皮质区下层，又称副皮质区，是 栽淋巴细胞聚集的场所，其中大多为 悦阅源垣

的 栽匀细胞，混有少量 悦阅愿垣细胞，此外还有大量树突状细胞，能捕获、处理外来抗原后提呈给 栽
细胞，激活细胞免疫。

淋巴结的髓质含有大量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以及散在的淋巴细胞，是活化的淋巴细胞及其

免疫产物进入髓窦、输出淋巴结，进而进入体循环的途径之一。

猿郾黏膜淋巴组织摇黏膜淋巴组织 （皂怎糟燥泽葬造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造赠皂责澡燥蚤凿贼蚤泽泽怎藻，酝粤蕴栽） 由聚集在黏膜

上皮下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其他辅助细胞及广泛分散在上皮内的淋巴细胞构成的无被膜淋巴

小结或弥散淋巴组织构成，具有特殊的结构特征和免疫保护功能。根据其形态和结构特征，可分

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有一定形态结构，称为黏膜滤泡，包括肠淋巴组织、支气管淋巴组织、扁

桃体等；另一种类型称为弥散组织，广泛分布于黏膜固有层，是疫苗诱发黏膜免疫的场所。

（员） 肠淋巴组织摇肠黏膜上淋巴小结大多集合成派伊尔氏结 （孕藻赠藻则’泽责葬贼糟澡），表面覆盖特

定的上皮微皱细胞 （皂蚤糟则燥枣燥造凿糟藻造造，酝细胞），并有微绒毛。酝细胞可将肠腔内的抗原吞饮摄入

胞内，转送至派伊尔氏结淋巴小结内，由抗原提呈细胞提呈，激活 月淋巴细胞转化成浆细胞并

进入黏膜固有层，产生抗体。小结内被激活的 月、栽淋巴细胞可随淋巴液引流至肠系膜淋巴结

内，并随血液循环扩散至全身各部淋巴组织中 （如阴道、乳腺、唾液腺、呼吸道等） 产生免疫

力。肠黏膜上皮内有呈哑铃状的 酝细胞，但在雌性生殖道黏膜未发现哑铃状的 酝细胞。

（圆） 支气管淋巴组织摇支气管淋巴组织的结构与肠淋巴组织类似，主要分布于肺内支气管

及细支气管黏膜内，有淋巴滤泡集结，内含大量 月细胞，外部有类似 酝细胞的支气管上皮细胞

覆盖。集结内有毛细血管、小动脉、静脉网及淋巴输出管，可以摄取支气管内及血液循环中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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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原而发生免疫应答，产生的免疫力供局部及全身防御。

（猿） 扁桃体摇扁桃体是位于腭部及鼻咽腔通道上的淋巴腺体，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门卫，

其表面的上皮隐窝较易捕捉摄入的空气及饮食中的病原体抗原，递交给淋巴组织激发免疫防护

反应。

（源） 弥散黏膜淋巴组织摇弥散黏膜淋巴组织由上皮内淋巴细胞和固有层淋巴细胞两部分组

成。上皮内淋巴细胞是位于基底膜上皮细胞间的一群淋巴细胞，主要有 悦阅猿垣和 悦阅圆垣栽细胞，

其次是 悦阅愿垣细胞，具有特异的免疫效应功能，包括 晕运活性、特异性细胞毒性、增加主要组织

相容性 （酝匀悦）Ⅱ类抗原表达等。固有层淋巴细胞位于上皮下固有层，包括 月细胞和 栽细胞。月
细胞以 陨早粤型及其浆细胞为主，其次为 陨早酝、陨早郧和 陨早耘型。固有层 栽细胞群由 悦阅源垣和 悦阅愿垣细胞

组成，可分泌 酝匀悦Ⅱ类抗原、白细胞介素 圆（陨蕴 圆） 及其受体和 γ 干扰素 （陨云晕 γ） 等。

二、免疫细胞

参与免疫反应及免疫保护作用的细胞，称为免疫细胞，主要有淋巴细胞、抗原提呈细胞、粒

细胞等类型。

（一） 淋巴细胞

淋巴细胞主要有 栽、月、晕运和 晕运栽源种类型 （云蚤则藻皂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远怨）。

员郾栽细胞摇栽细胞是胸腺依赖淋巴细胞 （贼澡赠皂怎泽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栽阅蕴） 的简称，是在

胸腺中分化成熟的一类淋巴细胞，有许多亚群，均具有 悦阅猿抗原标志和识别抗原、介导细胞免

疫和免疫调节等作用。

栽细胞受体 （栽悦砸） 是 栽细胞识别外来抗原并与之结合的特异性受体，是 栽细胞的专有标

志，有两种类型：αβ栽悦砸和 γδ栽悦砸。αβ栽悦砸来源于成熟 栽细胞，为 栽悦砸α辕β （悦阅猿复合体受

体），只能特异性地识别非我抗原，为担当免疫防护的主要 栽细胞所有。带有 αβ栽悦砸的 栽细胞

可分为两种具有不同功能的亚群：悦阅源垣和 悦阅愿垣，前者必须在 酝匀悦 Ⅱ类分子协同作用下才能

识别抗原，后者必须与 酝匀悦 Ⅰ类分子结合后才能识别抗原。γδ栽悦砸为尚未成熟的 栽细胞所有，

对自身抗原有反应性，可能与自身免疫反应有关。蜕膜 γδ栽悦砸栽细胞可参与调节 栽匀员辕栽匀圆细胞间

的平衡，其中一些亚群能改变局部细胞因子分泌，增强 晕运细胞活性，导致流产。外周血 γδ栽悦砸
栽细胞 （简称 γδ 栽细胞） 数目的变化还会使孕酮诱导的封闭因子减少，造成流产 （黄群山等，

员怨怨苑）。

此外，所有 栽细胞均有绵羊红细胞受体和有丝分裂原受体，可被绵羊红细胞围绕结合呈玫

瑰花形；可被外源凝集素 （孕匀粤）、刀豆素 粤（悦燥灶粤） 刺激分裂、转化。基于这一原理，可用

绵羊红细胞进行玫瑰花环抑制试验，检测早孕因子 （耘孕云），进行超早期妊娠诊断。

根据 栽细胞的功能，可将 栽细胞分为如下亚群。

（员） 辅助性 栽细胞 （栽匀细胞）摇这是具有辅助或诱导其他细胞活化、应答、产生细胞因子或

发挥免疫作用的一类细胞。根据细胞因子产生谱的不同，可将 悦阅源垣 栽匀分成 栽匀员和 栽匀圆两个亚群。

栽匀员细胞分泌 陨蕴 圆（白细胞介素 圆）、陨云晕 γ（γ 干扰素）、栽晕云 β （β 肿瘤坏死因子） 等细胞

因子，主要介导细胞免疫反应、炎症反应、迟发性变态反应和急性排斥反应，可导致病理性妊

娠。栽匀圆型细胞型分泌 陨蕴 源、陨蕴 远、陨蕴 员园等细胞因子，主要介导 月细胞增殖、抗体产生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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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排斥反应耐受，在妊娠过程中起免疫营养作用。另外，悦阅愿垣细胞、内膜细胞、上皮细胞等也

可分泌 栽匀员辕栽匀圆型细胞因子。栽匀员型细胞分泌的 陨蕴 圆和 陨云晕 γ，对 栽匀圆型细胞因子分泌有抑制作

用；栽匀圆细胞分泌的 陨蕴 源、陨蕴 员园则可抑制 栽匀员型细胞因子的产生。它们相互制约、相互调节，

共同构成蜕膜免疫微环境中特殊的细胞因子网络，以维持正常妊娠的动态平衡。

（圆） 抑制性 栽细胞 （栽杂细胞）摇其功能与 栽匀细胞相反，表面标志为 悦阅愿垣。现有实验证明，

表面标志与其功能并非完全符合。相反，细胞的功能与其产生的淋巴因子的关系比其表面标志更

密切。

（猿） 细胞毒 栽细胞 （糟赠贼燥贼燥曾蚤糟栽糟藻造造，悦栽蕴）摇其亦称细胞毒淋巴细胞，可表达 αβ 栽悦砸和

悦阅愿垣，具有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病毒感染细胞等靶细胞作用，受 酝匀悦 Ⅰ类分子的约束。

悦栽蕴杀伤靶细胞时，先在 悦阅愿、悦阅圆、蕴云粤 员（白细胞功能相关抗原 员） 等辅助因子参与

下，通过其特异性 栽悦砸与靶细胞结合，使 悦栽蕴活化，进而对靶细胞发起致死性攻击。最后，

悦栽蕴与靶细胞分离，再次结合新的靶细胞，使被攻击的细胞发生死亡。

悦栽蕴与 悦阅愿垣的 栽杂细胞均有 悦阅愿垣表面标志，但两者仍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在表面标志

上，悦栽蕴还表达 悦阅员员和 悦阅圆愿，栽杂细胞则无这些标志。其次，悦栽蕴受 酝匀悦 Ⅰ类分子的约束，

而 栽杂细胞则受 酝匀悦 Ⅱ类分子的约束。第三，刺激 悦栽蕴的细胞为抗原提呈细胞，而 栽杂细胞的刺

激细胞为抗原反应 悦阅源垣细胞。第四，在功能上，悦栽蕴通过细胞毒性物质杀伤靶细胞，而 栽杂细胞

通过生长抑制作用阻碍免疫应答。

（源） 反抑制 栽细胞 （糟燥灶贼则葬鄄泽怎责责则藻泽泽蚤燥灶栽糟藻造造）摇其具有对抗 栽杂细胞的功能，并通过阻断 栽匀

细胞接受来自 栽杂细胞的抑制信号而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是重要的免疫调节细胞之一，可产生 陨蕴
圆及 陨云晕 γ 等细胞因子。

（缘） 栽记忆细胞 （栽皂细胞）摇其是受抗原刺激后将抗原信号铭记在细胞内、处于静息存活而

不增殖状态，但在再次遇到该抗原刺激后可迅速免疫应答的一类细胞。

子宫内膜中的 栽细胞数量随月经周期及妊娠期而变化，是增生期子宫内膜的主要白细胞成

分，早孕期蜕膜 栽细胞为全部蜕膜白细胞的 员园豫 ～圆园豫。母 胎交界的 γδ 栽细胞占总淋巴细胞的

百分比高出母 胎脾脏 猿～源倍，比非妊娠子宫高两倍 （粤则糟噪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栽细胞亚群可通过

栽悦砸介导，特异性识别胎儿滋养细胞，与热休克蛋白 远园的活性相关 （匀藻灶凿藻则泽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源），

并可分泌相应的细胞因子。早孕蜕膜组织中典型的 栽细胞 （悦阅猿垣淋巴细胞）、抑制或杀伤淋巴

细胞 （悦阅愿垣淋巴细胞） 数量较少，约占蜕膜细胞的 猿豫。栽匀细胞在早孕蜕膜组织中极少，因此

在保护胚胎免受母 胎免疫系统排斥方面起一定作用。近期研究认为，栽细胞对妊娠可能有两种

作用：一种为免疫营养作用，栽匀圆免疫及其相关的细胞因子 （陨蕴 源、陨蕴 员园等） 有利于妊娠及胎

盘的正常生长发育；另一种为免疫杀伤作用，主要通过 栽匀员免疫及其相关的细胞因子 （陨蕴 圆、

陨云晕 γ） 影响胚胎生长发育。

圆郾月细胞摇月细胞是囊依赖性淋巴细胞 （遭怎则泽葬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月阅蕴） 的简称，是在禽

类法氏囊或哺乳类类囊器官 （即骨髓） 中发育成熟的一类淋巴细胞，故又可称为骨髓衍生淋巴

细胞，具有产生体液免疫的功能。

月细胞的抗原受体为存在于膜表面的免疫球蛋白 （杂皂陨早），是 月细胞的特异性标志，可按

杂皂陨早类型产生各类免疫球蛋白。多数 月细胞表达 酝匀悦 Ⅱ类抗原，可协助 栽细胞发挥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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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月细胞的补体受体有 悦猿遭（悦砸员、悦阅猿缘） 和 悦猿凿（悦砸圆、悦阅圆员） 等，可与补体成分特异性

结合。目前，可用 悦阅员怨、悦阅圆园和 悦阅圆圆标志检测 月细胞。

月细胞最初由淋巴系干细胞中的 月前体细胞在骨髓或腔上囊内增殖发育成幼稚 月μ 细胞，成

熟发育成 月μ 垣δ 细胞，进一步分化成熟为 月μ、月γ、月ε 及 月α 细胞克隆，从而对抗原产生特异性

免疫应答，发育为各自的浆细胞，产生各自对应的抗体 陨早酝、陨早郧、陨早耘和 陨早粤。在 月细胞的分

化、增殖和成熟过程中，陨蕴 圆、陨蕴 源、陨蕴 缘、陨蕴 远和 陨蕴 苑等细胞因子对其有影响。陨蕴 圆和

陨蕴 远主要协助 月细胞分化成浆细胞，陨蕴 源和 陨蕴 缘分别刺激 陨早耘和 陨早粤的合成，陨蕴 苑能刺激

未成熟 栽细胞和 月细胞的生长。

关于蜕膜 月细胞的研究报道较少 （闫凤亭等，圆园园园），蜕膜中是否存在 月细胞尚有争议。有

研究认为蜕膜中不存在 月细胞；也有人认为蜕膜中存在 月细胞，但其数量极少，不足骨髓来源蜕

膜 月细胞中细胞总数的 园郾缘豫。

猿郾晕运细胞摇晕运细胞来源于骨髓，不吞噬、不需抗原激活，可直接杀伤多种靶细胞 （如肿

瘤细胞或感染的细胞），在体内担当第一线免疫监视任务。晕运细胞由于表面无 栽细胞和 月细胞

的特殊标志，故又称裸细胞 （灶怎造造糟藻造造，晕悦） 或第三群淋巴细胞 （贼澡蚤则凿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糟藻造造，栽孕悦），

是指除 栽细胞和 月细胞外的淋巴细胞。多数 晕运细胞体积较大，胞质中含有较大颗粒，故又称为

大颗粒淋巴细胞 （造葬则早藻早则葬灶怎造葬则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蕴郧蕴）。

晕运细胞可产生 栽匀圆型细胞因子，引起体液免疫反应，从而诱导免疫耐受。子宫内膜中的自

然杀伤细胞 （怎贼藻则蚤灶藻灶葬贼怎则葬造噪蚤造造藻则，怎晕运） 可占 苑园豫 ～愿园豫，以杀伤力极弱的 悦阅缘远垣悦阅造远原型 晕运
细胞为主。各种 栽匀员型细胞因子主要经过 怎晕运细胞的活化而起作用，而 栽匀圆型细胞因子如 陨蕴 源
有抑制 栽匀员型细胞因子对蜕膜淋巴细胞的活化作用。体外实验证实，陨蕴 源可抑制蜕膜 悦阅员远垣

悦阅缘远原 晕运细胞表达 陨蕴 圆砸，从而阻断 陨蕴 圆诱导 晕运细胞活性和蜕膜 悦阅员远原悦阅缘远垣晕运细胞的

阅晕粤合成。另外，晕运细胞可促进蜕膜健康生长，并使附植部位的血管发生适当改变，以及影响

胎盘的发育等。应用转基因动物方法耗竭 怎晕运细胞，可引起子宫附植部位的肌腺体生长受阻、

水肿的蜕膜脉管发育异常，以及胎盘体积变小。由此可见，怎晕运细胞对维持正常妊娠在 栽匀圆型细

胞因子的免疫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 （刘玉清等，员怨怨愿）。

在非孕期子宫内 晕运细胞受激素影响，其数量随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升高而增加。在妊娠早

期，晕运细胞主要分布于侵蚀至蜕膜内的绒毛外细胞滋养细胞周围，约占妊娠早期蜕膜内骨髓源

性细胞的 苑园豫。孕期子宫内 晕运细胞表型不同于外周血 晕运细胞，约 怨园豫表型为 悦阅缘远垣 悦阅员远原

悦阅猿原，圆豫 ～员远豫为 悦阅缘远垣 悦阅员远原，仅有 猿豫表达为 悦阅缘远垣悦阅猿垣；悦阅缘远垣 悦阅员远原细胞被认为具

有营养 作 用，对 胚 胎 无 杀 伤 作 用，而 悦阅缘远垣 悦阅员远垣则 对 胚 胎 有 杀 伤 作 用；在 正 常 妊 娠 时，

悦阅缘远垣 悦阅员远原辕悦阅缘远垣悦阅员远垣处于平衡状态，使子宫免疫微环境具有免疫营养作用，打破这种平

衡，则可能导致妊娠异常。有研究表明，反复性自然流产与 悦阅缘远垣 悦阅员远原辕悦阅缘远垣 悦阅员远垣比率下

降有关。妊娠期子宫内 晕运细胞与外周血 晕运细胞的关系仍不清楚，晕运细胞前体何时进入子宫？

什么因素控制子宫内 晕运细胞增殖和分化？这些问题尚有争议，但大多数研究认为这些过程均与

基质细胞的蜕膜化密切相关。

外周血 晕运细 胞 可 表 达 抑 制 型 受 体 （运陨砸），在 人 类 已 发 现 的 运陨砸有 晕运粤栽员、晕运粤栽圆、

晕运粤栽猿和 晕运粤栽源。运陨砸可特异性识别 酝匀悦 Ⅰ类抗原，传递可抑制 晕运细胞活化的抑制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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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个体其 运陨砸不同，具有遗传性。现已发现，可识别非己 酝匀悦 Ⅰ 类分子的 运陨砸晕运细胞

可识别同种异体抗原。蜕膜 晕运细胞与外周血 晕运细胞同样可表达 运陨砸，且在人群中具有多态性，

但同一个体在蜕膜中 晕运细胞的 运陨砸不同于外周血 晕运细胞的 运陨砸，故蜕膜 晕运细胞可识别胎儿

滋养细胞 酝匀悦 Ⅰ类分子，已发现蜕膜中 悦阅缘远垣 晕运细胞均可表达 悦阅怨源，并与 匀蕴粤 郧特异性结

合 （运蚤灶早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晕运细胞还可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影响胚胎附植、滋养细胞分化、调节巨

噬细胞及 栽匀员、栽匀圆细胞等，在母 胎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胎盘形成部位有大量 晕运细胞聚集，

提示 晕运细胞对胎盘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源郾晕运栽细胞摇晕运栽细胞 （灶葬贼怎则葬造噪蚤造造藻则栽糟藻造造） 又称为第 源类淋巴细胞，是于 员怨愿苑年在 悦阅源
和 悦阅愿双阴性胸腺细胞群内新发现的一群独立的、具有 栽细胞受体和 晕运细胞受体并显示 栽细胞

和 晕运细胞两方面性质的又一类特殊的淋巴细胞 （郧燥凿枣则藻赠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这类细胞在表达 栽细胞

表面受体 （栽悦砸） 灾αβ 的同时表达 晕运员郾员抗原，故而得名 （林剑，员怨怨苑）。晕运栽细胞具有特定

的细胞表面标志，不同于 栽、月细胞以及 晕运细胞。晕运栽细胞不仅表达 栽细胞的表面标志，而且

表达 晕运细胞的表面标志 （雷莉辉等，圆园园猿）。晕运栽细胞的基本特征，一是具有 αβ栽悦砸，其中

栽悦砸α 链有表达恒定性；二是具有产生高水平细胞因子的能力，如产生 陨蕴 源和 陨云晕 γ；三是具

有 晕运细胞受体 晕运员郾员（悦阅员远员）、悦阅员凿限制性和 悦阅猿垣等。但是，悦阅员凿的荧光标记表明，并非

所有鼠的 晕运栽都表达 晕运标记物 （郧燥糟噪藻造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运蚤灶早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

晕运栽细胞的主要功能，一是能产生高水平的细胞因子，尤其是 陨蕴 源和 陨云晕 γ，影响免疫

应答；二是诱导 栽匀圆免疫应答，抑制 栽匀员相关的免疫应答；三是具有细胞杀伤作用；四是具有调

节 阅悦功能，参与适应性免疫应答；五是具有诱导细胞增生、促进 月、悦阅源垣、悦阅愿垣、悦栽蕴细胞

旁路活化的作用 （晕蚤糟燥造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

晕运栽细胞与母 胎界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例如，在围附植期孕鼠子宫存在大量 晕运栽细胞，推

测 晕运栽细胞可能通过 陨蕴 源诱导 栽匀圆型微环境，从而发挥重要作用 （阅葬灶早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人蜕膜

绒毛和绒毛外滋养层细胞及侵袭至母体面的胎儿细胞表达 悦阅员凿配体，而蜕膜 悦阅源垣恒定型 晕运栽
细胞约占蜕膜 悦阅猿垣 栽细胞的 园郾源愿豫 （高于外周血 员园倍）。与外周血相比，蜕膜 晕运栽细胞克隆

倾向表达颗粒 巨噬集落因子。蜕膜 晕运栽细胞的表达间接表明其在妊娠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免疫调

节作用 （月燥赠泽燥灶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晕运栽细胞在妊娠早期的表达水平较高，而晚期的表达水平较低。

与肝脏 晕运栽细胞不同，妊娠早期和妊娠晚期蜕膜 晕运栽细胞在 α 郧葬造悦藻则刺激后发生扩增。而蜕

膜 晕运栽细胞在刺激后未发生凋亡，可能与子宫 晕运栽细胞在刺激后表达高水平的 遭糟造 圆（凋亡抑

制基因） 有关 （宰葬灶早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

检测 晕运栽细胞在人妊娠早期蜕膜和外周血的表达水平，发现蜕膜中的 晕运栽细胞比例显著高

于外周血。蜕膜和外周血的 晕运栽细胞都有产生 栽匀员相关细胞因子 （陨云晕 γ） 和 栽匀圆相关细胞因子

（陨蕴 源） 的能力。与外周血相比，蜕膜产生两种细胞因子的比例显著增加。因此认为，晕运栽细

胞可能通过产生 陨蕴 源和 陨云晕 γ 控制母 胎界面 栽匀员辕栽匀圆的平衡而发挥作用。

（二） 抗原提呈细胞

在免疫应答过程中，能将抗原物质提呈给 栽细胞的一类辅助细胞，统称为抗原提呈细胞

（葬灶贼蚤早藻灶责则藻泽藻灶贼蚤灶早糟藻造造，粤孕悦）。粤孕悦是一群异质细胞，白细胞中主要有单核 巨噬细胞和 阅悦细

胞。一些非白细胞细胞 （如 月细胞、上皮细胞、神经胶质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 在细胞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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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亦可呈现提呈细胞的功能。

单核 巨噬细胞由骨髓产生，存在于骨髓及血中，进入全身及器官内发育增大成为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是多功能的免疫辅助细胞，具有吞噬抗原、激活胞内溶酶体、加工和提呈抗原和免疫调

控等作用。巨噬细胞遇抗原或异物刺激后，向异物趋化，并与异物结合，将其捕获吞入细胞内，

激活胞内溶酶体，将细胞杀死，成为应答性巨噬细胞，并在巨噬细胞活化因子 （如 陨云晕 γ） 的

作用下，进一步激活成为兴奋性巨噬细胞，并在细胞膜上表达免疫区相关抗原 （陨α 阅砸抗原）

和白细胞功能相关抗原 员（蕴云粤 员），使巨噬细胞表达加工提呈抗原的功能，以辅助免疫细胞应

答。兴奋性巨噬细胞在细胞脂多糖 （蕴孕杂） 等的刺激下，可进一步激活成为充分活化的巨噬细

胞，分泌大量溶酶、肿瘤坏死因子、过氧化物等，可杀灭细胞或肿瘤细胞。

外源性抗原被巨噬细胞吞噬、摄取、形成胞内体后，大部分 （约 怨园豫） 抗原被完全降解，

其余抗原与胞内 酝匀悦 Ⅱ类分子结合形成抗原肽 酝匀悦 Ⅱ类分子复合物，运至胞膜后，被 栽匀细

胞的 栽悦砸识别，激活 悦阅源垣 栽匀细胞。在 陨蕴 源、陨蕴 缘和 陨蕴 远的协同作用下，激活 月、栽细胞，

诱发对抗原的体液或细胞免疫应答。内源性抗原直接在胞浆内被蛋白酶体相关结构酶解成抗原

肽，进入内质网与 酝匀悦 Ⅰ类分子和 β圆微球蛋白 （β圆酝） 结合，在 悦阅愿垣分子和辅助分子的共同

作用下，激活 栽悦辕栽杂细胞，形成活化的 悦栽蕴，直接杀灭靶细胞。

阅悦细胞来源于骨髓干细胞，存在于血液中，包括朗罕氏细胞 （蕴葬灶早藻则澡葬皂泽糟藻造造，蕴悦）、滤泡

树突状细胞 （枣燥造造蚤糟怎造葬则凿藻灶凿则蚤贼蚤糟糟藻造造，云阅悦），并指状树突状细胞 （蚤灶贼藻则凿蚤早蚤贼葬贼蚤灶早凿藻灶凿则蚤贼蚤糟糟藻造造，
陨阅悦） 和血 阅悦细胞等。蕴悦主要分布于皮肤表皮中，也分布于口腔、食管、阴道、宫颈等鳞状上

皮层中；云阅悦位于淋巴结及脾生发中心的 月细胞区，与 月细胞密切接触；陨阅悦位于淋巴结副皮

质区的 栽细胞区，与周围 栽细胞紧密接触呈并指状结合，有利于将抗原提呈给 栽细胞。阅悦细胞

膜上有丰富的 云糟γ砸和 悦砸员，可捕获 陨早，并将与其结合的抗原分子提呈给 月细胞。此外，阅悦表

面呈树突状，使表面面积增大，有利于与抗原接触和结合，因而较巨噬细胞的辅助作用强。

（三） 粒细胞

根据姬姆萨染色或瑞忒染色后细胞内颗粒着色的差异，可将粒细胞 （早则葬灶怎造燥糟赠贼藻） 分为如下

猿类。

员郾嗜中性粒细胞摇又称多形核白细胞，为小吞噬细胞，在血中最多，炎症时进入组织中，

具有与巨噬细胞 （酝φ） 类似的吞噬作用，但无抗原提呈和免疫调节作用。

圆郾嗜碱性粒细胞摇在血液中约占 园郾缘豫，其作用与肥大细胞相似。当过敏抗体 （陨早耘） 黏附

细胞后，再遇过敏原即可发生Ⅰ型过敏反应。

猿郾嗜酸性粒细胞摇又称嗜伊红白细胞，在血中占 圆豫 ～源豫，能吞噬并消除组胺颗粒及抗原

抗体复合物，但不能吞噬病原异物，在过敏反应中，此类细胞在血中的数量增多，以对抗组胺。

（四） 蜕膜巨噬细胞

蜕膜巨噬细胞 （凿藻糟蚤凿怎葬造皂葬糟则燥责澡葬早藻，阅酝） 主要分布于蜕膜内浸润的滋养细胞周围，其数量

在人整个月经周期中均无明显变化。妊娠早期 阅酝占全部蜕膜白细胞总数的 猿园豫 ～ 猿缘豫，可分

泌产生多种细胞因子 （如 陨蕴 员、栽晕云、陨云晕 γ、陨云晕 α、酝 悦杂云） 表达黏附分子黏合素 粤蕴、

粤酝、月圆亚基，还能产生其他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如一氧化氮、前列腺素、肾素等，并对局部信

号有很强的反应能力，是胎儿胎盘单位细胞因子网络的关键性调节细胞。动物实验证明，巨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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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活化可引起流产和早产等。

三、免疫分子

（一） 抗原

抗原 （葬灶贼蚤早藻灶，粤早） 有完全抗原和半抗原之分。完全抗原习惯上称为抗原，是指能刺激机

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应答或使免疫活性细胞产生抗体或致敏淋巴细胞 （即免疫原性，蚤皂皂怎灶燥早藻鄄
灶蚤糟蚤贼赠），并与之发生特异性结合 （即免疫反应性，蚤皂皂怎灶燥则藻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的物质。半抗原 （澡葬责贼藻灶）

为小分子物质，只具有免疫反应性，不具有免疫原性，只有与大分子物质偶联后才能获得免疫原

性。肽类、类固醇和有机酸类激素的分子质量较小，不能直接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但能与

其特异性抗体结合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所以属于半抗原。

员郾影响抗原免疫原性的因素

（员） 分子结构和大小摇通常，分子质量愈大、分子结构愈复杂、其中所含不饱和键或芳香

烃结构愈多，免疫原性愈强。分子质量小于 员噪怎的分子 （如类固醇激素、前列腺素等），一般没

有免疫原性；分子质量介于 员～远噪怎之间的分子，如胰岛素、粤悦栽匀等，虽有一定免疫原性，但

免疫原性不强；分子质量大于 远噪怎的物质，如果异源性强，分子结构复杂，则具有较强的免疫

原性，如破伤风毒素、白蛋白等。某些分子，如由多聚赖氨酸组成的多肽和直链淀粉，虽然分子

质量较大 （大于 猿园噪怎），但无免疫原性，即直接免疫不产生抗体或产生的抗体效价较低。

（圆） 异源性摇在正常情况下，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物质不产生免疫应答，只有异己性物质

才产生免疫应答反应。所以，一切可被机体认作异物的物质，都是抗原，主要有 猿类。第一类为

来自不同种属动物之间的物质，即异种抗原 （曾藻灶燥葬灶贼蚤早藻灶）。通常，种属关系愈远，组织结构差

异愈大，免疫原性愈强。蛋白质激素种属特异性愈强，免疫原性愈强。相反，某些蛋白质激素如

（云杂匀、蕴匀等），由于种属特异性较差，即不同物种的激素分子结构差异较小，相对于被免疫动

物的异源性较差，所以用于直接免疫时产生抗体较难。解决的办法是，将其当做半抗原，与其他

异源性较强的大分子 （如微生物分子） 偶联，可大大提高其免疫原性。第二类抗原称为同种异

型抗原 （葬造造燥葬灶贼蚤早藻灶），主要来自同种动物不同个体间产生的抗原，如与性别相关的抗原。大部分

蛋白质激素由于个体间差异较小，所以在同种不同个体间不易产生抗体。第三类抗原为自身抗原

（葬怎贼燥葬灶贼蚤早藻灶），是在外伤、辐射、感染或药物作用下，或因组织成分发生改变，或免疫调节机能

发生失控等情况下产生的抗原，可引起机体产生自身免疫反应，如精子、卵子以及生殖系统发生

炎症反应后所产生的抗原等。

（猿） 抗原剂量、免疫程序等摇为了产生最佳免疫反应，适宜的抗原用量和免疫程序也是非

常重要的。由于动物机体的免疫细胞数与体型大小的比例关系不明显，所以免疫原用量并非按单

位体重来确定。通常，主动免疫时抗原与福氏完全佐剂乳化，抗原用量在数微克至数毫克范围

内，加强免疫时抗原与福氏不完全佐剂乳化，抗原用量可以减半。抗原用量主要取决于抗原种

类，过多时易产生免疫耐受，过少时达不到免疫效果。

免疫程序与抗原种类有关。免疫原性强的抗原，如细菌、病毒、细胞等大分子颗粒抗原，免

疫时间可以短些，一般在主动免疫后，每周进行一次加强免疫，连续 猿～源次免疫便可获得较高

的免疫应答反应。相反，免疫原性较弱的抗原，如类固醇激素与大分子偶联物、某些蛋白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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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般是在主动免疫后间隔 猿～源周进行加强免疫，至少需进行 远～愿次加强免疫才能获得效价

较高的抗体。

圆郾完全抗原的制备摇将半抗原与大分子物质偶联制备完全抗原的方法，主要根据半抗原分

子中的活性基团或可被活化的基团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获得特异性高的抗体，偶联时半抗

原分子中与大分子结合的基团必须避开其生物活性基团。具体制备方法请参见 《酶免疫测定技

术》（杨利国等，圆园园园）。

猿郾抗原的特异性摇抗原特异性是指抗原在免疫原性和免疫反应性两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异性。

在免疫原性方面，某一特定抗原只引起机体某一特定的免疫应答，即产生针对该抗原的抗体和

（或） 致敏淋巴细胞；在免疫反应性方面，某一特定的抗原只与相应的抗体和 （或） 致敏淋巴细

胞特异性结合而发生免疫反应。抗原特异性由抗原决定簇决定，是决定免疫应答特异性的基础。

抗原决定簇 （葬灶贼蚤早藻灶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葬灶贼） 俗称表位 （藻责蚤贼燥责藻），是决定该抗原特异性的特殊化学结

构 （基团），一般位于抗原分子表面，大小相当于相应抗体或致敏细胞的结合部位，可由 缘～ 苑
个氨基酸、单糖或核苷酸残基组成。抗原通过其决定簇与免疫细胞表面的抗原受体结合而激活淋

巴细胞，引起免疫应答。同样，抗原也可通过其决定簇与相应的抗体和 （或） 致敏淋巴细胞特

异性结合，发挥免疫效应。所以，抗原决定簇是决定免疫应答和免疫反应具有特异性的物质

基础。

（二） 抗体

抗体 （葬灶贼蚤遭燥凿赠，粤遭） 是由抗原刺激 月细胞、使其分化增殖成为浆细胞后合成和分泌、并能

与抗原或半抗原发生特异性结合的一类活性物质。由于哺乳动物体内产生的抗体主要分布于体

液，尤其是血清中，因此常将抗血清作为抗体的同义词，将抗原抗体反应称为血清学反应。实际

上抗血清表示从免疫动物体液或免疫细胞培养液中分离得到的原血清或培养液上清，抗体则表示

抗血清中能与抗原特异性结合的蛋白质。

员郾抗体种类摇抗体的种类繁多，分类也无一定标准。在免疫学专著中，常根据其产生机制、

抗原来源、抗原刺激的方式、与抗原反应的性质等特征进行分类。

一般说来，由异种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的抗体，称为异种抗体 （澡藻贼藻则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由同种 （异

型） 抗原刺激产生的抗体，称为同种 （异型） 抗体 （葬造造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或 澡燥皂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某些抗体除

与相应抗原发生结合反应 （免疫反应） 外，还可与无血缘关系的抗原反应。如以豚鼠组织免疫

家兔，制得的抗体在补体参与下能够溶解绵羊红细胞，这一类抗体称为异嗜抗体 （澡藻贼藻则燥责澡蚤造藻
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此外，还有一类抗体称为自身抗体 （葬怎贼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是由于机体在某种条件下对自身

组织 （抗原物质） 产生的抗体。这类抗体在免疫学测定方法 （如 砸陨粤、耘陨粤） 中不仅不可能应

用，而且有干扰作用。根据抗原刺激的方式分类，凡经人工免疫、预防接种、感染或自然接触某

些抗原物质所产生的抗体，都称为免疫抗体 （蚤皂皂怎灶藻葬灶贼蚤遭燥凿赠）。反之，没有明显的抗原刺激即

天然存在于体液中的抗体称为天然抗体 （灶葬贼怎则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 或正常抗体 （灶燥则皂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如血

型系统中的抗 粤抗体和抗 月抗体等，天然抗体不能用于 砸陨粤或 耘陨粤测定，相反对测定的质量有

影响。

所谓完全抗体 （糟燥皂责造藻贼藻葬灶贼蚤遭燥凿赠），就是通常所指的由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的抗体，其免疫球

蛋白的单体有两个以上的抗原结合点，因此又称二价抗体或多价抗体。这类抗体与抗原结合后，

·苑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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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可见反应。如在普通生理盐水中，完全抗体可与可溶性抗原 （如蛋白质胶

体） 或颗粒性抗原 （如微生物颗粒） 反应，出现可见的沉淀或凝集现象。

不完全抗体 （蚤灶糟燥皂责造藻贼藻葬灶贼蚤遭燥凿赠） 又称为单价抗体或封闭抗体 （遭造燥糟噪蚤灶早葬灶贼蚤遭燥凿赠）。由于免

疫球蛋白单体中两个抗原结合位点之一失去免疫活性，即只有一个位点可与抗原结合。这类抗体

与抗原结合后，在生理盐水中不能形成大的抗原抗体复合物，故不出现可见反应，但能封闭和遮

掩抗原的决定簇，阻遏抗原再与相应的抗体结合。

抗原刺激动物机体后，由多个免疫细胞系 （克隆） 产生的抗体，可与同一抗原的多个决定

簇结合，这类抗体称为多克隆抗体 （责燥造赠糟造燥灶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通常，由免疫动物制备的抗血清属于

这一类。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克隆选择 （即去掉多余的免疫细胞系）、由一个细胞系生产、只能

识别抗原某一类决定簇的抗体，称为单克隆抗体 （皂燥灶燥糟造燥灶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酝糟粤遭）。在 耘陨粤中，应

用 酝糟粤遭可以设计许多新的方法，如联立两位点免疫测定法 （泽蚤皂怎造贼葬灶藻燥怎泽贼憎燥泽蚤贼藻泽蚤皂皂怎灶燥皂藻贼则蚤糟
葬泽泽葬赠泽）、邻连法 （责则燥曾蚤皂葬造造蚤灶噪葬早藻蚤皂皂怎灶燥皂藻贼则蚤糟葬泽泽葬赠泽） 等。

圆郾抗体化学本质摇抗体种类虽然很多，但其化学本质是一致的，均为球状糖蛋白，即 γ 球

蛋白 （γ郧，早葬皂皂葬早造燥遭怎造蚤灶）。γ郧的分子质量在 员缘园～员园园园噪怎之间，由于其中一部分 γ郧不具抗

体特性，为了便于区别，通常将具有抗体活性的 γ郧称为免疫球蛋白 （蚤皂皂怎灶燥早造燥遭怎造蚤灶，陨早）。

陨早可从抗血清中分离得到，而且从各种抗原的抗血清中分离得到的 陨早，其化学性质均相同。

这表明，同是 陨早，可能具有不同的抗体性质，可与不同的抗原特异性结合。例如，用 云杂匀β 亚

基或 蕴匀β 亚基刺激机体产生的特异性抗血清、分离纯化后的免疫物质，其化学本质均为 陨早，但

从前一种抗血清分离得到的 陨早只与 云杂匀特异性结合，称为抗 云杂匀抗体或抗 云杂匀陨早。同样，从后

一种抗血清中分离得到的 陨早只与 蕴匀特异性结合，称为抗 蕴匀陨早或抗 蕴匀抗体。

陨早有多种类型，但其基本结构 （单价） 均由两条重链 （澡藻葬增赠糟澡葬蚤灶，匀链） 和两条轻链

（造蚤早澡贼糟澡葬蚤灶，蕴链） 组成，经二硫键连接而呈 再型，可用 （匀蕴）圆表示重链和轻链各两条。

匀链和 蕴链内部具有一系列重复的同源结构单位，每个单位长约 员员园个氨基酸残基，并折叠

形成球状结构，称为抗体的功能区 （凿燥皂葬蚤灶）。每个肽链上氨基酸的种类和排列顺序变异较大的

部分称为可变区 （增葬则蚤葬遭造藻则藻早蚤燥灶，灾区），而氨基酸的种类和排列顺序相对较稳定的部分则称为

恒定区 （糟燥灶泽贼葬灶贼则藻早蚤燥灶，悦区）。

蕴链有 α 和 β 两种类型。蕴链的 灾区位于其氨基端的 员辕圆区域，是 蕴链与抗原特异性结合的

部位，不同 蕴链间氨基酸的差异又以 灾区内 猿个不同区域为最大，这些区域称为超变区 （澡赠责藻则鄄
增葬则蚤葬遭造藻泽藻早皂藻灶贼） 或互补决定区 （糟燥皂责造藻皂藻灶贼葬则赠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蚤灶早则藻早蚤燥灶，悦阅砸）。从氨基端开始，蕴链

的 猿个 悦阅砸分别称为 悦阅砸员、悦阅砸圆和 悦阅砸猿，其中以 悦阅砸猿的变异最大。位于 蕴链羧基端 员辕圆的

功能区为恒定区 （悦）（图 员园 员）。

匀链的 悦区 （悦匀） 位于其羧基端的 猿辕源部分。根据 悦匀的差异，可将哺乳动物的 匀链分为

γ、μ、ε、α 和 δ 五大类，由这 缘种 匀链形成的 陨早，分别称为 陨早郧、陨早酝、陨早耘、陨早粤和 陨早阅（图 员园
圆）。在 悦匀员和 悦匀圆 之间能自由折叠的区域，含有较多的胱氨酸和脯氨酸残基，称为铰链区

（澡蚤灶早藻则藻早蚤燥灶）。当抗体未与抗原表位结合时为 “栽” 形，位于 悦匀圆的补体结合位点被掩盖；当抗

体与抗原表位结合后，则变为 “再” 形，使补体结合部位暴露，有利于补体的活化。匀链的 灾区

（灾匀） 位于 匀链氨基端 员辕源或 员辕缘的功能区，与 蕴链一样，也有 悦阅砸员、悦阅砸圆和 悦阅砸猿互补决定

·愿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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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园 员摇陨早郧分子结构模式图

（仿自孙树汉主编 郾核酸疫苗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圆园园园，员苑）

区，参与抗原表位的结合。禽类抗体还含有 陨早再和 陨早晕，其中含量最多的 陨早为 陨早再（缘～ 苑皂早辕
皂蕴，血浆）。

图 员园 圆摇哺乳动物各种 陨早的分子结构模式图

（三） 补体系统

补体 （糟燥皂责造藻皂藻灶贼，悦） 是存在于正常动物血清中的一组优球蛋白和黏蛋白组成的非特异性

物质，可被抗原抗体反应激活而具生物学效应。许多细胞能合成补体蛋白，包括肝细胞、组织巨

噬细胞、角质细胞、内皮细胞、肾小球细胞等。然而，目前仅证实肝细胞和单核 巨噬细胞有合

成补体组分的全套功能，血浆中绝大部分补体组分是由肝细胞分泌的，但在不同组织中巨噬细胞

·怨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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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的补体占重要地位。

补体由 怨种成分组成，分子质量 苑怨～ 源园园噪怎，分别以 悦员⋯悦怨表示，悦员又进一步分为 悦员择、

悦员则、悦员泽等。补体一般不耐热，缘远益、猿园皂蚤灶即可灭活。有些动物的补体 （如人） 可溶解红细

胞，但猪、马、狗和小白鼠的补体则不然 （闫凤亭等，圆园园园）。

补体系统在机体抗微生物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当补体系统非正常激活时，又可能导致自

身组织损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宿主细胞可以表达多种补体调控蛋白，以抑制同源补体在自身组

织细胞上的激活。比较不同孕期孕妇与正常对照妇女血清补体 悦匀缘园（缘园豫补体溶血单位） 效价

时发现，妊娠前 猿个月 悦匀缘园超过正常水平，妊娠的中、末 猿个月显著降低。比较孕妇妊娠 员缘～
圆愿周时母血、胎儿血及羊水中补体因子 （悦猿、悦源、悦缘；因子 月、匀、陨） 水平，发现这些补体成

分在母体血清中的水平较胎儿血清中持续高 员园倍，胎儿血清中的水平又较羊水中高 员园倍。正常

孕妇血清中 悦猿分解产物 （悦猿葬） 的水平无显著差异，提示正常孕妇体内补体系统未被激活 （云蚤则藻鄄
皂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远怨）。

促衰变因子 （凿藻糟葬赠葬糟糟藻造藻则葬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阅粤云） 是补体 悦猿的调节因子。人 阅粤云是由染色体

员择猿圆带一段长约 猿缘噪遭基因编码的单链膜结合蛋白，分子质量随转录水平、剪接方式及翻译后不

同糖化程度而不同。阅粤云前体带有一段含 猿源个氨基酸残基的引导肽，成熟 阅粤云含 猿源苑个氨基酸

残基。阅粤云的 悦端结合于糖磷脂肌醇 （郧孕陨） 而锚在细胞膜上，使 阅粤云分子活动度大增。

阅粤云的生物学活性是使已经结合的补体 悦圆葬与 悦源遭分离、月遭与 悦猿遭分离 （但并不阻止 悦圆葬与

悦源遭，月遭与 悦猿遭的初始结合），使 悦猿转换酶和 悦缘转换酶难以维持，从而在经典和替代两条补体激

活途径中的 悦猿、悦缘两个环节阻断补体级联反应，防止补体系统及其趋化来的炎症细胞对机体细

胞的免疫攻击。

阅粤云的 保 护 作 用 既 可 被 抗 阅粤云抗 体 消 除，也 可 被 磷 脂 酶 悦破 坏 （悦怎灶灶蚤灶早澡葬皂 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缘），推测磷脂酶 悦的作用机制为 阅粤云分子形成亲脂性的甘油二酰基，被吸入细胞膜的双脂层

而失去活性。阅粤云分子的某些特定表达还是 悦则燥皂藻则血型系统的抗原，所以有可能发生母 胎血型

不合导致的胎儿溶血性疾病 （栽藻贼藻灶泽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

阅粤云的表达贯穿妊娠全程，广泛分布于母体、胎儿及母 胎界面。在受精前，精子表面表达

具完整功能的 阅粤云及另外两个补体调节因子，即 悦阅源远和 悦阅缘怨。卵子也表达 阅粤云和 悦阅缘怨。附

植前胚胎同时表达 阅粤云和 悦阅缘怨。人类胚胎附植后，母 胎界面的蜕膜、胎盘迅速发育，滋养上

皮从受孕后第 远周起表达 阅粤云，以合体滋养细胞 （杂栽） 最丰富，分化中的绒毛外滋养细胞

（耘灾栽） 也大量表达，但分化程度较低的绒毛滋养细胞 （灾悦栽） 很少表达 阅粤云（匀蚤造造藻贼葬造郾，

员怨愿苑）。此外，在羊膜上皮也发现有 阅粤云强烈表达 （灾葬灶凿藻则责怎赠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然而，也有学者

在早期妊娠绒毛组织的荧光免疫组化研究中发现 阅粤云于妊娠第 怨周后消失 （晕蚤泽澡蚤噪燥则蚤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猿）。母体蜕膜组织的间质细胞也表达 阅粤云。母体循环血中红细胞表面 阅粤云水平在妊娠期明显

降低 （匀燥造皂藻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胎儿肝脏也从母体妊娠第 远周起表达 阅粤云。在妊娠晚期，母体活

性 陨早郧进入胎体，与胎儿相应抗原结合可激活补体系统 （陨泽澡蚤澡葬则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

补体膜辅蛋白 （皂藻皂遭则葬灶藻糟燥枣葬糟贼燥则责则燥贼藻蚤灶，酝悦孕，悦阅源远） 是由 悦燥造藻等 （员怨愿缘） 应用 悦猿遭亲和

层析和非特异性多克隆免疫沉淀的方法在外周血淋巴细胞上发现的一种膜蛋白，在 杂阅杂 孕粤郧耘
上表现为非均一的特殊的宽双带。由于其奇特的电泳特征，起初被命名为 早责源缘～ 苑园。但进一步

·园远圆·

动物生殖生理学



研究发现，它对 陨因子介导的 悦猿遭和 悦源遭降解有辅助活性，故将其更名为 酝悦孕。鉴于 酝悦孕的多克

隆抗体与促衰变因子、匀因子或 悦砸员均不起反应，从而认为它是补体活化调节基因家族 （则藻早怎造葬鄄
贼燥则泽燥枣糟燥皂责造藻皂藻灶贼葬糟贼蚤增葬贼蚤灶早早藻灶藻，砸悦粤） 成员中一种新的调节蛋白，在第四届国际白细胞分型讨

论会上将其命名为 悦阅源远。

酝悦孕虽是一种膜蛋白，但近年也有人在血液、唾液和精液等体液中检出。人、大鼠、小白

鼠、几内亚鼠等啮齿类动物仅在睾丸内表达，而且主要是在顶体内膜上，用以促进精子的发育和

成熟。此外，某些肿瘤细胞 （特别是绒毛膜癌细胞） 等也发现有 酝悦孕。

含有 酝悦孕的多克隆抗体可部分阻碍人或鼠精卵细胞结合的能力，表明 酝悦孕可能是精子配体

结合卵母细胞的受体。睾丸生殖细胞内 酝悦孕皂砸晕粤的大小为 员缘园园个核苷酸残基，非特异性剪接

在 猿忆哉栽区。酝悦孕在鼠内的大量表达，揭示其可能是结合卵子的蛋白，具体的结合区域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孙树汉，圆园园园）。

（四）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在 圆园世纪初发现，在不同种属或同种动物不同系的个体间进行正常组织或肿瘤移植，会出

现排斥。排斥反应的本质是一种免疫反应，主要由细胞表面的同种异型抗原诱导。这种代表个体

特异性的同种抗原称为组织相容性抗原或移植抗原，其中能引起强而迅速排斥反应者称为主要组

织相容性抗原，其编码基因是一组紧密连锁的基因群，称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皂葬躁燥则澡蚤泽贼燥鄄
糟燥皂责葬贼蚤遭蚤造蚤贼赠糟燥皂责造藻曾，酝匀悦）。

酝匀悦由紧密连锁、高度多态的基因位点组成，为染色体上 的 一 个 遗 传 区 域 （金 伯 泉，

员怨怨愿），不仅控制移植排斥反应，且与机体的免疫应答、免疫调控及某些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不同动物的 酝匀悦，有不同的习惯名称。人的 酝匀悦编码产物称为人类淋巴细胞抗原 （澡怎皂葬灶造赠皂鄄
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匀蕴粤），牛、绵羊和猪的 酝匀悦编码产物分别称为牛淋巴细胞抗原 （遭燥增蚤灶藻造赠皂鄄
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月韵蕴粤）、羊淋巴细胞抗原 （韵蕴粤，燥增蚤灶藻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 和猪淋巴细胞抗原

（泽憎蚤灶藻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杂蕴粤）。

员郾酝匀悦抗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摇酝匀悦是广泛存在于所有脊椎动物的一个抗原系统 （张红

琳等，圆园园源），其基因结构和功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员） 酝匀悦抗原的基本结构摇酝匀悦的基因产物称为 酝匀悦抗原或 酝匀悦分子，是由 酝匀悦编码

的一类细胞表面转膜蛋白，根据其化学结构和功能，可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抗原。酝匀悦 Ⅰ类

抗原几乎存在于所有有核细胞及血小板的表面，由一条 α 链 （Ⅰ类基因编码的跨膜糖蛋白） 和

β 链 （β圆微球蛋白基因编码的多肽） 以非共价键组成。其中 α 链含有 猿源远个氨基酸残基，分

α员、α圆、α猿、跨膜区和胞质区，由 酝匀悦 Ⅰ类基因编码；β 链游离于细胞外，不由 酝匀悦基因编

码。酝匀悦 Ⅱ类抗原只存在于抗原提呈细胞表面，如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月细胞以及胸腺

上，由 α 和 β 两条链通过结合紧密的非共价键连接组成异二聚体，均由 酝匀悦基因编码，分别由

圆圆怨个和 圆猿苑个氨基酸残基组成。酝匀悦 Ⅲ类基因编码补体成分 悦员、悦圆和 悦猿以及淋巴细胞上的

悦猿受体等。

（圆） 酝匀悦抗原的生物学功能摇各种动物 酝匀悦分子的作用基本相似，不仅编码移植抗原，

而且可通过识别以及清除外来和内在抗原而参与动物机体免疫应答的调控，参与受精、妊娠维

持、分娩启动等生殖活动的免疫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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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源性抗原的提呈：酝匀悦 Ⅰ类抗原分子的主要作用，是提呈内源性抗原 （如细胞内的病

毒、肿瘤抗原等），其多态结合区约可容纳 愿～圆园个氨基酸残基的肽段。内源性抗原 酝匀悦Ⅰ类分

子 α 链的肽结合槽结合肽段，折叠成一定的空间构型，再结合 β圆微球蛋白，形成稳定的肽 酝匀悦
Ⅰ类抗原分子复合体，提呈给毒性 栽细胞 （悦阅愿垣），从而触发免疫反应，杀伤和溶解靶细胞。

②外源性抗原的提呈：酝匀悦 Ⅱ类抗原分子的主要作用，是递呈外源性抗原，其多态结合区

约可容纳 员缘个氨基酸残基的肽段。外源性抗原在线粒体或溶酶体中与 酝匀悦 Ⅱ类抗原分子结合，

然后提呈给 栽匀细胞 （悦阅源垣），从而触发免疫反应。目前发现，酝匀悦 Ⅱ类抗原分子在一定条件

下也可提呈内源性抗原片段。

圆郾酝匀悦分子的遗传特性

（员） 同源性摇各种动物 酝匀悦之间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如牛与人类的 酝匀悦 Ⅰ类抗原同源性

高达 怨园郾苑远豫，表明该遗传结构在群体演化和进化中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圆） 单倍型遗传摇酝匀悦分子在常染色体上紧密连锁形成单倍型，可作为一个单体遗传给后

代，其中基因之间有一定的交换和重组。

（猿） 多态性摇酝匀悦分子具有广泛的多态性和特异性，主要是由于复等位基因、共显性、基

因突变和选择压力所致，其中复等位基因是直接的遗传因素。这种多态性对维持物种的生存和繁

衍是有利的 （林剑，员怨怨苑）。

（源） 连锁不平衡性摇酝匀悦许多基因座组成的单倍型并非完全随机，有些基因比其他基因更

多地连锁在一起，称为连锁不平衡，它与某些疾病的易感性有关。

猿郾人及各种动物 酝匀悦的特点

（员） 人 酝匀悦摇匀蕴粤基因存在于染色体 远责圆员区，是人类最复杂的超基因家族。匀蕴粤基因系

统的表达产物可以划分为 猿类：①Ⅰ类抗原，受控于 匀蕴粤 粤、匀蕴粤 月、匀蕴粤 悦和匀蕴粤 耘、

匀蕴粤 云、匀蕴粤 郧位点，其中 匀蕴粤 粤、匀蕴粤 月、匀蕴粤 悦位点所编码的分子称为经典 匀蕴粤 Ⅰ
类分子；而 匀蕴粤 耘、匀蕴粤 云、匀蕴粤 郧位点所编码的分子，称为非经典 匀蕴粤 Ⅰ类分子。匀蕴粤

郧与妊娠有关。②Ⅱ类抗原，受控于 匀蕴粤 阅孕、匀蕴粤 阅匝、匀蕴粤 阅砸位点。③Ⅲ类抗原，主

要是一些补体成分，如 悦圆、悦源葬、悦源遭等 （雷莉辉等，圆园园猿）。

匀蕴粤 郧基因定位于人第 远号染色体短臂的 酝匀悦远端，表达分子质量为 猿苑～ 猿怨噪怎的产物

（略低于 匀蕴粤 粤、匀蕴粤 月、匀蕴粤 悦抗原），是由 郧藻则葬早澡贼赠等 （员怨愿苑） 最先克隆出来的。员怨怨园
年，耘造造蚤泽等发现在绒毛外细胞滋养层上 （即浸润至子宫蜕膜层甚至达子宫浅肌层以及子宫螺旋

动脉内皮层，与母血及子宫组织有直接接触的滋养细胞层） 有 匀蕴粤 郧大量表达，这种独特的

组织分布提示 匀蕴粤 郧在母 胎耐受方面起重要作用，从而引起高度重视。

匀蕴粤 郧的氨基酸序列和核苷酸序列与 匀蕴粤 Ⅰ有高度的一致性，并有以下分子生物学特

点。①与 匀蕴粤 Ⅰα 基因结构类似，包括 愿个外显子、苑个内显子、员个非转录区，编码 员个信

号肽 （外显子 员）、α员区 （外显子 圆）、α圆区 （外显子 猿）、α猿区 （外显子 源）、穿膜区 （外显子

缘）、胞浆区 （外显子 远～苑） 和 员个非转录区 （外显子 愿）。②至少有 远种同种异构体蛋白，即膜

型的 匀蕴粤 郧员、匀蕴粤 郧圆、匀蕴粤 郧猿、匀蕴粤 郧源和可溶的 匀蕴粤 郧缘、匀蕴粤 郧远蛋白。迄今为止，

大部分研究集中在 匀蕴粤 郧员、匀蕴粤 郧圆、匀蕴粤 郧缘同种异构体上。最大的 匀蕴粤 郧员，编码 员个

最完整的蛋白，包括 α员区、α圆 区、α猿 区、穿膜区、胞浆区。匀蕴粤 郧猿 为最小的片段，由于不

·圆远圆·

动物生殖生理学



能与 β圆微球蛋白结合，因而在细胞膜上不稳定。③与 匀蕴粤 Ⅰ相比，匀蕴粤 郧蛋白具低水平多

态性。现已发现 员远个 匀蕴粤 郧等位基因，其主要变化在外显子 圆及 猿上，相应的氨基酸序列变

化更小。

匀蕴粤 郧与 匀蕴粤 Ⅰα 类抗原有较高的同源性，其主要特点是：①匀蕴粤 郧的启动子是独一

无二的。所有Ⅰ类基因的 缘忆端调控元件 （包括增强子 粤、增强子 月、干扰素反应元件） 和 α 位点

在 匀蕴粤 郧启动子中均未发现。最近发现，在 匀蕴粤 郧启动子中有一段控制 γ 干扰素诱导的 γ 激

活序列。这些微妙的调控特征可能是独特的 匀蕴粤 郧组织分布的根源，也是其功能特征的决定因

素。②匀蕴粤 郧胞内区比 匀蕴粤Ⅰ类分子短得多 （远个氨基酸残基），因而使其自发的内吞作用降低，

这种变化在功能上影响外源性肽的提呈效率和信号系统。③匀蕴粤 郧基因通过选择性拼接转录产

生 远种异构体，分别编码膜结合蛋白质 （皂匀蕴粤 郧） 和可溶性蛋白质 （泽匀蕴粤 郧）。其中 皂匀蕴粤
郧包括全长 匀蕴粤 郧员（有 猿个胞外区）、匀蕴粤 郧圆（α员与 α猿胞外区相连）、匀蕴粤 郧猿（α 区与跨

膜区直接相连） 和 匀蕴粤 郧源。另外 圆个 泽匀蕴粤 郧分别是全长 匀蕴粤 郧员泽（有 猿个胞外区） 和较短

的 匀蕴粤 郧圆泽（剪除 α圆区）。其他的 匀蕴粤类基因，包括 匀蕴粤 耘，均不转录这种短的蛋白质异构

体。④匀蕴粤 郧是有限多态性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 苑种 匀蕴粤 郧等位基因。

（圆） 牛 酝匀悦摇月韵蕴粤位于牛第 圆猿号染色体，由 粤皂燥则藻灶葬等 （员怨苑愿年） 首次报道并命名。根

据基因产物的功能和结构的差异，将其分为Ⅰ、Ⅱ、Ⅲ类基因。由于Ⅲ类基因不参与抗原的提

呈，因而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习惯上又将Ⅰ、Ⅱ类基因称为 粤区和 阅区。迄今为止，月韵蕴粤
的结构已基本研究清楚，它与 匀蕴粤很类似，惟一不同的是不含有 匀蕴粤 阅孕亚区。Ⅰ类基因由于

抗原分子中的 β 链 （β圆微球蛋白） 不由 酝匀悦区域的基因所编码，因此Ⅰ类区只含有一个编码 α
链的基因位点 月韵蕴粤 粤。

利用人类 匀蕴粤糟阅晕粤探针的 杂燥怎贼澡藻则灶杂交分析表明：Ⅱ类基因由编码Ⅱ类抗原分子 α 链的

基因 阅粤和编码 β 链的 阅月基因组成。阅粤基因 （包括 阅砸粤、阅匝粤、阅晕粤、阅酝粤、阅再粤等） 含有

缘个外显子，分别编码信号肽、α员功能区、α圆功能区、转膜区 （栽酝） 和胞质区 （悦再）、猿忆非翻

译区 （猿忆哉栽）；阅月基因包括 阅砸月、阅匝月、阅酝月、阅陨月，分别编码信号肽、β员 功能区、转膜区、

胞质区、猿忆非翻译区。Ⅱ类基因可分为Ⅱ葬、Ⅱ遭两个明显的亚区，前者含有 阅砸和 阅匝基因，与

Ⅰ类基因紧密连锁；后者含有 阅再粤、阅再月、阅韵月、阅晕粤、阅陨月、阅酝粤、阅粤孕员（转运蛋白基因）、

蕴酝孕圆（蛋白酶体相关基因） 以及 蕴酝孕苑，两个亚区之间的重组距离为 员苑糟酝。阅砸基因含有 阅砸粤、

阅砸月员、阅砸月圆和 阅砸月猿源个基因位点。晕燥则贼澡藻则灶杂交表明：阅砸粤为高度表达的基因位点，阅砸月员 是

一个不表达的假基因，阅砸月圆的表达量非常低或根本不表达，阅砸月猿 是惟一可高度表达的基因位

点，阅砸粤和 阅砸月猿分别负责编码 α 链和 β 链，组成Ⅱ类抗原分子功能最重要的部分。阅匝基因至

少含有 阅匝粤员、阅匝粤圆、阅匝月和 阅匝月圆源个基因位点，均可高度表达，并可复制。不同单倍体所含

的 阅匝基因数目不同，但其形成机制和意义尚不清楚。

（猿） 绵羊 酝匀悦摇韵蕴粤位于绵羊第 圆园号染色体上，也分Ⅰ、Ⅱ和Ⅲ类，其多态性也是集中在

Ⅱ类区的 阅砸和 阅匝亚区的基因上。目前已发现 韵蕴粤至少有 猿个 阅砸粤等位基因、圆园个 阅砸月等位

基因、愿个 阅匝粤员等位基因，员远个 阅匝粤圆等位基因和 远个 阅匝月等位基因 （月造葬贼贼皂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

悦澡葬则凿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耘则蚤糟噪泽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胡承阅等，员怨怨怨）。

（源） 猪 酝匀悦摇杂蕴粤位于猪 苑号染色体。Ⅰ类区至少有 粤、月和 悦猿个座位，这一区有 远～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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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位基因。Ⅱ类基因确定的有编码 阅砸和 阅匝的座位，包括 阅砸粤、阅砸月、阅匝粤、阅匝月，后又发

现 阅孕粤基因座位，但没有发现对应于 阅孕月的座位 （悦澡葬则凿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

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杂蕴粤基因多态性与母猪排卵数、胚胎存活率、窝产仔数、出生重、断

奶重、断奶日增重以及公猪性器官发育等均有影响，表明 杂蕴粤参与猪的生殖内分泌和胚胎发育

的调控 （李华等，圆园园猿）。

（五） 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 （糟赠贼燥噪蚤灶藻） 是指一类由活化的免疫细胞 （淋巴细胞、单核 巨噬细胞等） 和相关

细胞 （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等） 产生的小分子多肽或糖蛋白，对细胞功能具有多活性、多功能

调节作用。通常，细胞因子的产生和作用具有多向性特点，即单一刺激可诱发多种细胞因子的产

生，而一种细胞因子又可作用于多种靶细胞，呈现多种生物学效应；同时，各细胞因子之间通过

合成和分泌的相互调节、受体表达的相互调控、生物学效应的相互影响而组成一个相互协同又相

互控制的免疫反应协调网络，在机体免疫应答反应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细胞因子种类很多，功能各不相同，与生殖有关的细胞因子见表 员园 员（逯彩虹等，圆园园员；

杨利国等，员怨怨员）。

员郾白细胞介素 （蚤灶贼藻则造藻怎噪蚤灶，陨蕴）摇陨蕴是参与白细胞不同种群间信息传递的细胞因子，主要

在白细胞 （栽细胞和巨噬细胞） 中产生，通过与免疫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使免疫细胞活化、增

殖、分化，并调节其功能，具有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机能，目前已发现的有 陨蕴 员、陨蕴 圆、

陨蕴 猿到 陨蕴 猿园等。反刍动物的子宫可以分泌 陨蕴 员、陨蕴 猿和 陨蕴 远，在胚胎中发现了 陨蕴 员和

陨蕴 远。现已证实，人类及大鼠垂体细胞上有 陨蕴 员、陨蕴 圆和 陨蕴 远受体的表达。陨蕴 员对垂体分

泌的所有激素均有影响，可增加大鼠垂体 粤悦栽匀、云杂匀、郧匀和 栽杂匀的基础分泌，并对卵巢激素

正反馈诱导的 蕴匀峰有直接抑制作用。陨蕴 远对垂体的作用类似于 郧灶砸匀和 栽杂匀，也能使 云杂匀、

蕴匀、孕砸蕴和 粤悦栽匀分泌增加。

圆郾集落刺激因子摇集落刺激因子 （糟燥造燥灶赠鄄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悦杂云） 是由活化 栽细胞、内皮细

胞、成纤维细胞、粒细胞或巨噬细胞等产生的免疫细胞因子，通过与其特异性受体结合，发挥其

生物学作用。由活化 栽细胞、内皮细胞、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月细胞及巨噬细胞

产生的 悦杂云，称为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郧酝 悦杂云）；由噬中性粒细胞分泌的 悦杂云，称

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郧 悦杂云）。此外，蜕膜组织中的巨噬细胞能合成 郧 悦杂云，胎儿巨噬细

胞可能是胎盘 郧 悦杂云主要分泌细胞。由激活的巨噬细胞分泌的 悦杂云，称为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 （酝 悦杂云） 或集落刺激因子 员（悦杂云 员）。宫内膜的腺上皮及内皮细胞也含有 酝 悦杂云，分泌

期宫内膜的 酝 悦杂云浓度高于增殖期，妊娠后蜕膜内的 酝 悦杂云增加数倍。酝 悦杂云的受体基因

表达位于腺上皮细胞，在人类月经周期的变化尤其明显，妊娠早期其浓度升高。

酝 悦杂云的作用有：①增加分泌期宫内膜巨噬细胞数量；②以自分泌方式促进宫内膜腺体的

周期性增殖及分化；③蜕膜分泌的 悦杂云 员，可以促进滋养细胞有丝分裂及 澡孕蕴和 澡悦郧的分泌，

介导妊娠早期蜕膜 绒毛的互相作用；④与精子发生调节有关。

免 疫组化分析发现，睾丸的生殖细胞和精液中的精子都有郧酝 悦杂云表达。放射性标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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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酝 悦杂云与受体结合实验，发现牛的精子有 员园缘个以上高亲和力的位点和 员员园园个低亲和力的位

点，并且发现精子的葡萄糖、维生素 悦摄取与 郧酝 悦杂云有关，郧酝 悦杂云增强精子中的葡萄糖、

维生素 悦转运。郧酝 悦杂云与精子发育也有密切的关系 （郧则葬贼葬则燥造蚤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悦杂云在高浓度

（员园园灶早辕皂蕴） 时可以显著增强 粤型精子细胞的生长能力，但在低浓度时却没有上述作用。郧酝
悦杂云在低浓度 （园郾园员灶早辕皂蕴，园郾员灶早辕皂蕴，员灶早辕皂蕴） 时可以促进生长，但在高浓度 （员园灶早辕皂蕴）

时明显降低 粤型精子细胞存活率。悦杂云和 郧酝 悦杂云联合应用时却不能提高 粤型精子细胞存

活率。

郧酝 悦杂云可促进髓样细胞增殖、刺激造血干细胞形成中性粒细胞、酸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

集落增强外周血成熟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的生物学功能。近期研究发现，郧酝 悦杂云、

酝 悦杂云及 陨蕴 猿均能刺激胎盘细胞生长分化。在流产发生率高的小鼠中，预先以胎盘免疫可减

少流产的发生，其机理是增加了 悦杂云的产生。在体内，胎盘、蜕膜是合成 郧 悦杂云、酝 悦杂云及

郧酝 悦杂云的场所，人足月妊娠胎盘中 酝 悦杂云皂砸晕粤较妊娠早期高。人蜕膜组织与基底细胞、

腺体腔上皮细胞、大量髓样细胞相比，含有大量颗粒细胞、巨噬细胞及 栽细胞。小鼠子宫在妊

娠时 酝 悦杂云能增加 员园园倍，而 郧酝 悦杂云在小鼠交配时合成明显增加，主要由子宫上皮细胞产

生。人类在整个妊娠过程中，母 胎交界处 （母体蜕膜、胎儿胎盘） 能合成 郧 悦杂云，其含量在

妊娠早期高于妊娠晚期，在胎盘中高于蜕膜中，酝 悦杂云与此相反。悦杂云皂砸晕粤于妊娠晚期时高

于妊娠早期。妊娠早期高水平的 郧 悦杂云能刺激胎盘生长。

猿郾转化生长因子 β（栽郧云 β）摇栽郧云 β 是由血小板、肿瘤细胞、栽细胞、月细胞、激活的

栽细胞和 月细胞及胎肝细胞等分泌的细胞因子，分子质量为 圆缘噪怎，由两个分子质量为员圆郾缘噪怎的

亚基通过两个二硫键联结而成二聚体，只有二聚体形式才有生物学活性，才能抑制或促进细胞增

殖，并在细胞转移、分化和对细胞外基质的调控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实验证明，向小白鼠胚盘腔

内注射 栽郧云 β 抗体，可以阻止胚胎附植。栽郧云 β 可以抑制滋养层增殖，诱导滋养层分化，抵

御母体排斥反应，保护胚胎的免疫抑制作用。栽郧云 β 对小鼠和人的妊娠建立也具有多种作用。

绵羊在胚胎附植初期的胚胎滋养层和子宫上皮分泌 栽郧云 β，说明 栽郧云 β 对反刍动物的胚胎附

植及浸润等生理活动也有调节作用。

栽郧云 β 对免疫的调节作用：①抑制免疫效应细胞的增殖、分化和活性；②抑制细胞因子的

产生及其免疫调节作用。栽郧云 β 发挥上述生物学活性需要与其高亲和力的受体结合。蜕膜中含

有的 栽郧云 β，主要来自蜕膜中的 栽细胞、月细胞、活化的 栽细胞和 月细胞、胎肝造血细胞和 γδ
细胞，能抑制 陨蕴 圆诱导的细胞增殖。小鼠蜕膜中有一种非 栽细胞性抑制性细胞，属一种小淋巴

细胞，能使滋养层细胞激活。激活后的抑制细胞释放一种可溶性、非特异性抑制因子，又称蜕膜

相关抑制因子 （阅杂云），与 栽郧云 β 有关，可被 栽郧云 β圆 抗体中和。阅杂云与 栽郧云 β 能抑制 蕴粤运
细胞对滋养层细胞的损伤，同时抑制滋养层细胞过度生长、侵入子宫内膜，达到调节滋养层生长

发育的作用。栽郧云 β 对 晕运、蕴粤运和巨噬细胞产生 栽晕云 α 的效应有抑制作用，因此，对蜕膜及

胎盘的分化有抑制作用。

栽郧云 β 皂砸晕粤均匀地分布于宫内膜的腺体及基质中，其含量呈周期性变化，分泌期的浓度

约为增生期的 圆倍，妊娠早期蜕膜内的含量增加 缘倍，异位的宫内膜亦含有 栽郧云 β。栽郧云 β 可

增加宫内膜基质细胞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陨郧云月孕） 量，进而抑制基质细胞的增殖。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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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早期，栽郧云 β 可刺激基质细胞合成基质蛋白，形成宫内膜的蜕膜样变，并刺激基质细胞合成

甲状旁腺样相关蛋白，促进滋养细胞将钙从母体转运到胎儿。胚胎进入宫腔后，滋养细胞分泌尿

激酶，使蜕膜组织中的纤溶酶原激活为纤溶酶，促进胚胎的附植。而另一方面，蜕膜层的巨噬细

胞及蜕膜细胞分泌 栽郧云 β 诱导滋养细胞合成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及纤溶酶原抑制因子，使金属

蛋白酶及纤溶酶失活，栽郧云 β 本身可使滋养细胞分化为无浸润性的合体滋养细胞，通过上述两

种机制使附植时滋养细胞的浸润受到一定限制。

源郾干扰素 （陨云晕）摇陨云晕是病毒感染刺激下产生的一类因子，能保护同一物种的其他细胞免

受多种病毒的侵袭。陨云晕可分为两型三大类。Ⅰ型 陨云晕包括 陨云晕 α 和 陨云晕 β，两者有抗病毒活

性，其基因在 怨号染色体上。Ⅱ型 陨云晕即 陨云晕 γ，无抗病毒活性，基因在 员圆号染色体上。

陨晕云是母体妊娠识别中起核心作用的细胞生长因子之一，由生长期的胚胎滋养层分泌，在妊

娠中期到妊娠后期可引起子宫内膜上皮分泌 孕郧云圆α的模式发生变化，间接地抑制黄体的退化。对

于绵羊，抑制黄体退化的时间是从妊娠后第 员圆～员猿凿开始的，这个时期 陨晕云的分泌量较少，从

附植开始 （即妊娠第 员远凿） 迅速达到高峰，而后急剧下降。陨晕云不仅参与妊娠识别，而且参与附

植过程中的多种生理活动，在妊娠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陨云晕 γ 主要来自活化的 栽细胞、晕运细胞和胎盘滋养层等，可增加胎儿组织 匀蕴粤 Ⅰ类和

匀蕴粤 Ⅱ类分子的表达；干扰胎盘生长，导致胎儿发育迟缓。体外实验证明，陨云晕 γ 抑制滋养层

的生长，与 栽晕云 γ 协同作用可抑制胚胎与胎儿的生长发育，并对啮齿动物胚胎中纤维样细胞有

细胞毒作用。陨云晕 γ 也可通过活化子宫自然杀伤细胞，直接杀伤滋养层细胞或抑制子宫上皮细

胞分泌 郧酝 悦杂云，引起 栽晕云 α 激活的羊膜滋养层细胞发生凋亡。

陨云晕 α 主要由激活的巨噬细胞产生，能够激活羊膜细胞及合体滋养层细胞的程序性死亡，

增强子宫血管内皮表达 枣早员圆，启动凝血过程而引起血栓形成、血管平滑肌收缩、造成胎儿供血系

统发生栓塞坏死。细胞毒 栽淋巴细胞在 栽晕云 α 的作用下可发育成 酝细胞。母体对孕胚的识别取

决于来自胚胎的抗黄体溶解信号，这样才能阻止卵巢黄体不被子宫内膜所分泌的 孕郧云圆α的溶解。

现已证明，绵羊胚胎产生一种具有抗黄体溶解活性的蛋白质，即羊滋养层蛋白Ⅰ（燥栽孕 Ⅰ），其

氨基酸序列与 陨云晕 α 相同。两者生物学功能相似，均具有抗黄体溶解活性和很强的抗病毒活

性、免疫抑制活性及体内对淋巴瘤细胞的抗增殖活性。燥栽孕 Ⅰ通过 陨云晕 α 受体对子宫内膜起

作用。

缘郾肿瘤坏死因子摇悦葬则泽憎藻造造等 （员怨苑缘） 首先发现细菌内毒素可诱导机体产生一种引起肿瘤坏

死的因子，因而命名。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多种细菌、病毒及寄生虫感染后均可诱导不同类型

的细胞产生 栽晕云 α，并参与机体的病理和生理活动。现已发现，产生 栽晕云 α 的细胞有：巨噬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栽细胞和 月淋巴母细胞等。

栽晕云 γ 由激活的 栽细胞合成，子宫内膜体外培养后亦有 栽晕云 γ 的分泌，而且本身也有其

受体。栽晕云 γ 可诱导子宫内膜上皮的人类白细胞抗原 阅砸分子的表达，介导子宫内膜的淋巴 上

皮细胞的相互作用。此外，栽晕云 γ 还抑制子宫内膜上皮的增殖，还可能与内膜基底层的低增殖

活性有关。

栽晕云的受体有两类，分子质量分别为 缘缘噪怎和 苑缘噪怎，故称为 孕缘缘砸（栽晕云 砸员） 和 孕苑缘砸（或

栽晕 云 砸圆）。栽晕 云 砸员和 栽晕 云 砸圆分别由 源缘缘个和 源远员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有一个跨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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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外部分以富含半胱氨酸的 源个重复序列为特征，胞内区域的氨基酸序列未发现相似处。因而

提示：两类受体与不同的蛋白质作用，激活特异的信号传递途径。大多数细胞类型都存在这两类

受体，但在不同细胞中两类受体所占比例不同。用基因敲除技术证明，两类受体产生的大量信号

是不重叠的。孕缘缘砸在细胞损伤、诱导抗病毒活性、成纤维细胞增殖以及细胞程序凋亡、激活具

多向调节作用的核转录因子 晕栽云 κ月等多种生物活性的信号传递方面起重要作用 （阅蚤则葬皂蚤藻贼
葬造郾，员怨怨怨；孕葬赠灶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而 孕苑缘砸主要传递胸腺细胞和 晕运等淋巴细胞 的 增 殖 信 号

（耘则蚤糟噪泽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

重组 栽晕云破坏体外培养的 杂藻则贼燥造蚤细胞间的紧密连接，影响胶原蛋白Ⅳ和其他蛋白质在细胞

外基质中的平衡。栽晕云诱导 杂藻则贼燥造蚤细胞表达胶原质Ⅳ、白明胶酶 月等蛋白质，但不影响白明胶

酶 粤的表达量。栽晕云促进白明胶酶的活化，活化的白明胶酶 粤分解细胞外基质中的胶原网，重

组血睾屏障中的胶原网。有实验证据表明，少精症患者的 栽晕云等位基因的频率与正常人有区别。

运怎糟藻则葬等 （圆园园员） 依据精子的密度和功能，将临床病人分成 猿组：精子缺乏活力、严重少精症

和中等少精症，同时设立正常对照组。按照标准方法抽提外周血白细胞 阅晕粤，用 孕悦砸法扩增

栽晕云和血管紧张素酶 （粤悦耘） 基因，扩增的产物用 晕糟燥Ⅰ酶消化后，电泳消化的产物，检查

栽晕云和血管紧张素酶 （粤悦耘） 等位基因的缺失和突变变化。结果发现，基因Ⅱ（粤悦耘） 垣月员月圆
（栽晕云圆遭藻贼葬） 和基因型Ⅱ（粤悦耘） 垣月圆月圆（栽晕云 圆 遭藻贼葬） 在病人 （愿郾苑豫）中的频率较正常人

（圆愿郾源豫） 低 （责约园郾园缘）；等位基因 月员（栽晕云 圆 遭藻贼葬） 在病人中的频率较高 （源园郾圆豫 ），而在

对照组中较低 （圆怨郾缘豫，责越园郾园缘）；等位基因 阅（粤悦耘） 在少精症患者中出现的频率高，但与

对照组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运蚤灶早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

在研究中还发现，在无血清的培养基中 栽晕云与曲精小管组织培养，可以有效抑制生殖细胞

的凋亡，呈剂量依赖性，进一步研究却发现生殖细胞中 栽晕云的信号通路没有显著变化。可是却

发现曲精小管中的 云葬泽配体表达下降，表明生殖道中的 栽晕云可以影响生殖细胞 云葬泽蕴表达，参与

生殖细胞凋亡的调控 （云则葬灶噪造蚤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

远郾白血病抑制因子 （造藻怎噪藻皂蚤葬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赠枣葬糟贼燥则，蕴陨云）摇作用于睾丸的 蕴陨云主要由 杂藻则贼燥造蚤细胞

和精细管外细胞分泌。蕴陨云不但可以直接抑制 澡悦郧刺激 蕴藻赠凿蚤早细胞合成雄激素的作用，而且还可

减轻增高 糟粤酝孕浓度的试剂 （霍乱毒素、枣燥则泽噪燥造蚤灶、孕郧耘圆） 刺激 蕴藻赠凿蚤早细胞合成睾丸激素的效

应，可以减少 远园豫以上的雄激素合成。用 员园灶早辕皂蕴和 圆郾缘灶早辕皂蕴的 蕴陨云与 蕴藻赠凿蚤早细胞共培养，

源愿澡后分别达到抑制的最大效应和半数效应，且这种效应与剂量和时间有依赖关系。蕴陨云抑制作

用不是细胞的毒性，因为从培养基中去除 蕴陨云后，蕴藻赠凿蚤早细胞的类固醇激素合成能力可以重新恢

复。蕴陨云抑制睾丸激素合成的机理，不仅在于调节 糟粤酝孕的合成，还有可能是减少线粒体中胆固

醇的利用。蕴陨云降低 蕴匀辕澡悦郧诱导类固醇合成急性调节蛋白 皂砸晕粤转录的效率，用 远郾远灶早辕皂蕴的

蕴陨云培养 蕴藻赠凿蚤早细胞 源愿澡后达到最大抑制效应。新生期和成年期的睾丸 蕴藻赠凿蚤早细胞表达 蕴陨云受

体，表明睾丸发育期中可能存在着 蕴陨云抑制 蕴藻赠凿蚤早细胞合成睾丸激素的过程。

蕴陨云对 杂藻则贼燥造蚤细胞生长也有促进作用。用 员灶早辕皂蕴的 蕴陨云培养 杂藻则贼燥造蚤细胞 猿～远凿后，其作用

相当于 员园灶早辕皂蕴睫状神经因子。但是二者都对 杂藻则贼燥造蚤细胞的增殖没有影响。此外，浓度为 苑郾缘
灶早辕皂蕴的 蕴陨云和 员园灶早辕皂蕴的 悦晕栽云对从 猿日龄兔睾丸中分离出的精母细胞有显著的增殖作用，

其中 蕴陨云（苑郾缘灶早辕皂蕴） 与 员日龄兔睾丸中分离出的静止期精母细胞孵育 猿凿后，表现出刺激静止

·愿远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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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精母细胞增殖的能力 （再藻葬皂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愿）。

第二节摇生殖系统的免疫监视

一、雄性生殖系统的免疫监视

（一） 睾丸的免疫监视

员郾睾丸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员） 睾丸是特异性免疫保护器官摇与一般免疫特异性器官 （如脑和眼前房） 不同，睾丸有

广泛的血管和充分的淋巴引流，且其间质内含有较多的 粤孕悦细胞。人睾丸正常情况下仅有极少

量的淋巴细胞，当睾丸受损害时免疫细胞则显著增加 （粤造藻曾葬灶凿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

睾丸产生免疫保护作用，最初认为是由血睾屏障维持。现有证据表明，生殖道的某些部位

（如睾丸网） 则不能完全保护抗原。更多的证据表明，血睾屏障不能完全保护生殖细胞抗原。最

近的研究证实，小鼠睾丸自身抗原与循环抗体的反应通常发生于次级精母细胞和精原细胞 （再怎造藻
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愿）。用精子活化的 栽细胞能够转化未处理的小鼠发生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睾丸炎，提示

对精原细胞的免疫反应在血睾屏障存在时亦可发生。

血睾屏障只是保护机制的一部分，其保护机理尚不清楚。低温对睾丸免疫保护不起作用，因

为已证实小鼠耳部低温不能保护耳部移植物的生存。而睾丸移植物伴随睾丸移到腹腔后仍能继续

生存。当宿主用供体组织免疫活化后，将棉线包绕的多聚乙烯管放在睾丸内可导致非特异性炎症

反应，而将甲状腺组织移植至睾丸则迅速遭到排斥 （宰葬躁葬灶贼，圆园园圆）。

性腺类固醇激素 （如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 均可抑制免疫功能，包括免疫组织的体积、

分泌功能、移植排斥、抗感染能力等 （在澡怎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在垂体切除或注射类固醇激素情况

下，植入睾丸可降低睾酮和孕激素水平而不影响甲状腺在睾丸内的生存期限，提示性腺的免疫保

护作用与性腺类固醇激素无关。同样的研究也发现，垂体切除或用 郧灶砸匀颉颃剂慢性处理，可抑

制睾酮和孕酮的分泌，对隐睾大鼠睾丸内移植的胰岛无影响 （酝燥燥则葬凿蚤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然而，

也有实验证实，甲状旁腺植入睾丸前用雌二醇处理的小鼠，对移植物发生排斥反应，可能是雌二

醇抑制间质细胞产生类固醇，或干扰了间质细胞的其他功能，或非类固醇类具有免疫调节因子的

作用，提示类固醇在性腺免疫保护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

小鼠睾丸巨噬细胞出现于胚胎发育第 员远凿，散在于睾丸索之间及白膜下。随着发育细胞密度

增加，至分娩后 员凿，睾丸纵隔和附睾结合部集中了大量的巨噬细胞。在小鼠出生后的 源周内巨

噬细胞快速生长，达到成熟水平，以后长期存在于睾丸和附睾的间质内，被称为 “常驻巨噬细

胞”，主要分布于小鼠睾丸直细精管和睾丸网的间质，但在曲细精管内未见。睾丸间质内巨噬细

胞数目较多，仅次于间质细胞 （与间质细胞的比例为 员颐源）。巨噬细胞的突起常位于间质细胞附

近并与之相接触，而间质细胞的突起常位于巨噬细胞表面的质膜凹陷。这两种细胞之间彼此作

用，从而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巨噬细胞及其产物可对间质细胞产生负反馈调节作用。有报道巨噬

细胞来源的一氧化氮可能通过抑制至少一种类固醇合成酶来部分抑制间质细胞的睾酮合成；另

外，巨噬细胞分泌的肿瘤坏死因子可通过抑制 猿β鄄羟类固醇脱氢酶在间质细胞的表达，从而抑制

其基础睾酮分泌，说明巨噬细胞对间质细胞的调节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同情况下所起作用不同。

·怨远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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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功能与免疫系统最重要的关系是睾丸巨噬细胞正常残留在间质组织内，直接与促性腺激

素反应，改变内分泌环境，进而与间质细胞形成复杂的联合，产生 陨蕴 员和 栽晕云 α 而影响睾酮

分泌。陨蕴 员是近年来发现影响精子体内生育力的细胞因子之一 （运葬怎泽澡蚤糟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白细胞

产生的 栽云晕 α 和 栽云晕 γ 对于调节间质细胞分泌睾酮亦有重要作用。

（圆） 睾丸支持细胞对免疫系统的影响摇成年大鼠支持细胞含有白细胞介素 员样蛋白，且可

分泌至间质内。睾丸产生的 陨蕴 员样因子与巨噬细胞产生的 陨蕴 员有同样的分子量。人的睾丸内

也发现有 陨蕴 员样因子，可调节精原细胞增生。

有人提出成年小鼠睾丸精细胞有刺激免疫抑制细胞 （栽杂） 的功能，进而抑制脾淋巴细胞增

生。支持细胞分泌的免疫抑制因子也参与睾丸免疫抑制。不成熟大鼠支持细胞在培养中可分泌多

种蛋白质，可抑制植物素刺激的淋巴细胞增生。例如，栽郧云 β 是支持细胞产生的高潜能免疫球

蛋白，可抑制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功能。

（猿） 睾丸间质细胞对免疫系统的影响摇睾丸间质细胞和睾丸巨噬细胞间有广泛接触。用

澡悦郧处理单侧隐睾大鼠后，腹腔及阴囊睾丸间质细胞与巨噬细胞的体积发生变化，表明这两种

细胞有明显的功能关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其他淋巴样细胞在体外可非特异性地与间质细胞

结合。

用过量 澡悦郧、蕴匀或 郧灶砸匀处理，可导致大鼠睾丸发生炎性反应，包括肥大细胞脱颗粒、多

形核白细胞浸润、血流量增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和睾丸间质积液 （月藻则早澡，员怨愿苑）。适量

澡悦郧处理可防止炎症样变化的发生。但体内注射胶乳珠 （造葬贼藻曾遭藻葬凿） 则引起 澡悦郧诱发的间液积

聚 （运藻则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怨）。这些实验结果提示，间质细胞过度刺激可引起炎症反应，故可推测巨噬

细胞是炎症反应的调节细胞。

（源） 曲细精管对免疫系统的作用摇与间质细胞的作用相反，曲细精管似乎有刺激免疫系统

的功能。实验性成年隐睾和放射性照射的大鼠胚胎，使睾丸发生退化，支持细胞功能降低，但不

影响甲状旁腺组织在睾丸内的生存。其原因可能是隐睾或曲细精管受损伤后，刺激类固酵激素产

生，进而抑制淋巴细胞的功能。另一种解释是曲细精管产生的生长因子可能进入间质组织，进而

刺激淋巴细胞增生。曲细精管的破坏，导致生长因子产生减少，从而导致免疫抑制。

（缘） 睾丸分泌物对免疫系统的影响摇实验证明，睾丸间液可刺激亚大剂量刀豆素 粤（悦燥灶
粤） 诱导的胸腺细胞增生，而对亚大剂量植物血凝素 （孕匀粤） 诱发的胸腺细胞增生无作用。现已

证实，这些淋巴刺激因子是分子质量大于 猿园噪怎的活性物质。

成年大鼠曲细精管培养物可刺激 悦燥灶粤诱发的胸腺细胞增生，而对 孕匀粤刺激增生无反应。

与淋巴因子的作用结果相同，其活性物质的分子质量亦大于 猿园噪怎，提示睾丸间液中的淋巴因子

可能是由曲细精管进入间质的。与睾丸间液和曲细精管培养物相反，间质细胞短期培养物可抑制

孕匀粤诱发的胸腺细胞增生，而对 悦燥灶粤导致的增生无作用。超滤实验证实，这些抑制物分子质

量大于 员园噪怎。根据这些实验结果推测：①一些大分子的活化因子从曲细精管释放到睾丸间质，

进而活化淋巴细胞；②间质细胞分泌一种或多种非类固醇性免疫抑制因子，抑制淋巴细胞活性。

这些因子是什么物质仍需证实。现已发现，由间质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小分子物质 （如 α 内

啡肽、β 内啡肽、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孕郧耘圆等），对巨噬细胞和淋巴细

胞功能具有刺激或抑制作用。从睾丸间液提取得到分子质量为 员猿园噪怎的蛋白源性免疫抑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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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抑制植物血凝素或变应原性细胞导致的外周淋巴细胞增生，但其产生部位仍待证实。

（远） 精液摇精液具有免疫抑制作用，能对机体免疫系统产生直接作用，如抑制淋巴细胞、

巨噬细胞、补体和抗体活性。精液进入雌性生殖道后，参与抑制局部和全身的免疫应答，使雌性

免受过敏反应或防止发生免疫性不育，这可能是在某些动物精液稀释液中加入精清可以提高受胎

率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抑制作用也促进了某些性传播疾病的发生、感染和传播。此外，精液

还具有抗补体作用，这可能是维持正常生殖或引起某些性传播疾病致病的原因。

圆郾免疫系统对睾丸细胞的影响摇不仅睾丸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系统对睾丸功能也有

重要的作用。幼年动物胸腺提取物可抑制 澡悦郧刺激的间质细胞分泌睾酮。植物血凝素活化的脾

淋巴细胞培养介质可抑制幼年大鼠粒层细胞的分泌功能。由巨噬细胞产生的 陨蕴 员可刺激大鼠间

质细胞分泌睾酮，抑制 云杂匀诱发的 蕴匀受体发育，抑制 蕴匀刺激的猪粒层细胞分泌孕酮。小鼠巨

噬细胞在培养中可刺激粒层细胞分泌孕酮，也可促进间质细胞分泌睾酮。切除胸腺的新生小鼠，

性功能丧失 （云蚤灶凿造葬赠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怨）。巨噬细胞还可分泌大量 栽晕云 α，与支持细胞上的特异性受

体结合后，影响 云杂匀和 陨郧云对支持细胞功能的调节作用。此外，巨噬细胞还可调节间质细胞功

能，从而对支持细胞有间接调节作用。

支持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是血睾屏障的主要组成部分，血睾屏障对于睾丸内的免疫抑制起重

要作用，因而巨噬细胞通过影响支持细胞也参与睾丸内的免疫平衡状态。静态的间质巨噬细胞出

现较弱的 酝匀悦类分子，电镜下其细胞质和细胞器也不如通常所见的结缔组织巨噬细胞那样丰

富，而且这种巨噬细胞还能降解 粤型精原细胞和细线期精子细胞，以防止自身抗原与 悦阅源细胞

接触，这些都有利于维持睾丸内正常的免疫稳定，在避免睾丸遭受免疫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

巨噬细胞在正常生殖过程中还是一种重要的辅助细胞，没有巨噬细胞的参与精子生成就会遇

到障碍，以至不育。编码巨噬细胞生长因子及集落刺激因子 员基因发生突变的小鼠，睾丸内睾酮

浓度及生精细胞数目都很低，说明巨噬细胞在生精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巨噬细胞分泌的某些细

胞因子也对生精细胞有重要作用。据报道，睾丸中存在大量由巨噬细胞和间质细胞分泌的 粤悦杂阅鄄
运孕（晕鄄乙酰 丝 天冬 赖 脯四肽，为一种促造血干细胞增殖的天然调节因子），通过促进胸腺嘧

啶核苷酸的生成参与生精过程，发挥重要的旁分泌调节作用。栽晕云 α 可以影响 云杂匀对支持细胞

的刺激作用，还可以抑制间质细胞睾酮的生物合成，从而间接影响生精过程，与 栽晕云 α 相关的

蛋白也可能参与免疫抑制而保护生精细胞。因此，巨噬细胞可通过细胞因子的旁分泌途径对生精

细胞发挥正负调节作用，至于在调节中哪种调节作用最明显，可能与精子发生阶段及巨噬细胞的

不同状态有关。

（二） 生殖道的免疫监视

员郾雄性生殖道的免疫细胞分布摇雄性生殖道是由黏膜上皮构成的管状系统，不同部位的上

皮，其结构和功能也有所差异。包皮、尿道口 （开放的） 和阴茎舟状窝由复层扁平上皮组成，

而其他部分 （包括阴茎、输精管、附睾、睾丸网和附属器官） 则由单层柱状、圆柱状或假复层

上皮组成。曲细精管的管壁上皮为特殊的生精上皮，主要由生精细胞和支持细胞组成。这些管道

上皮由于结构和组成上的差异，相应各部分的防御机制、包括天然和获得性的免疫防御机制也有

所不同。单层上皮一般形成腺体，这些上皮细胞能分泌抗微生物成分，如抗体、溶菌酶、防御素

等。已发现人类精囊腺能分泌黏蛋白 宰哉悦远、防御素 缘和高浓度的 陨蕴 愿，在精液中还可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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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上皮来源的趋化因子。这些黏液成分被覆在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层，可以有效地阻止病原菌

贴附在黏膜表面。虽然扁平复层上皮不参与形成腺体，但由于它由多层细胞 （包括上皮细胞和

表层扁平细胞） 组成，可以阻碍病原体的侵入。支持细胞参与形成的血睾屏障，除了保证精子

发育在相当稳定的微环境中外，还是一道有效的天然免疫屏障，可以避免发育中的精母细胞、精

子细胞及精子本身具有的特异抗原与机体免疫系统相接触而导致免疫反应。一旦这种天然屏障遭

到破坏，就会产生抗雄性生殖细胞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 （月藻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远）。此

外，在雄性泌尿生殖道的不同区段，都能找到一定数量的抗原提呈细胞 （巨噬细胞和郎罕氏细

胞） 和免疫活性细胞 （栽细胞和浆细胞）（表 员园 圆）。

表 员园 圆摇男性生殖器官检出的免疫细胞

生殖器官 栽细胞 巨噬细胞 郎罕氏细胞 浆细胞 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

睾丸 依 垣垣 原 原 原

睾丸网 垣 垣垣 原 原 垣

输出小管 垣 垣垣 原 原 垣

附睾 垣垣 垣垣垣 原 原 垣

输精管 垣垣 垣垣垣 原 原 垣

精囊腺 垣垣 垣垣垣 原 原 垣

前列腺 垣垣 垣垣垣 原 垣 垣

尿道球腺 垣垣 垣垣 ？ ？ ？

阴茎龟头 垣垣垣 垣垣垣 原 垣垣 垣垣

舟状窝 垣垣 垣 垣垣 垣 原

包皮 垣 垣 垣垣 原 原

摇摇注：“ 垣” 表示阳性；“ 原” 表示阴性；“ 垣垣垣” 表示强阳性。

摇摇 ［改自贲昆龙，王晓蕾 郾雄性生殖道局部免疫 郾中华男科学 郾圆园园员（苑）：圆员员～圆员源］

早在 圆园世纪 愿园年代，有人用卵清蛋白对大鼠进行腹腔内初次免疫，然后在皮内和尿道内进

行加强免疫。缘凿后，在尿道黏膜处出现大量能产生卵清蛋白特异性 陨早粤的浆细胞。据此认为，

雄性尿道是公用黏膜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雄性动物精浆内及尿道分泌物中都含有一定量的 陨早郧
和分泌性 陨早粤、陨早酝（泽陨早粤和 泽陨早酝），但是这些抗体的来源不是很清楚。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抗

体进入外分泌物中的机理是不同的，单体 陨早粤、陨早郧、陨早耘和 陨早阅等主要是被动地渗漏到外分泌物

中；多聚 陨早粤（责陨早粤） 则主要通过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将局部浆细胞产生的抗体、经上皮细胞转

运到外分泌物中，只有一部分是从血清中直接转运而来。

雄性生殖道和副性腺分泌物中的 责陨早粤可以通过血液穿过上皮细胞、由 责陨早砸主动转运而来

（宰葬灶早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责陨早砸是上皮细胞合成的跨膜蛋白，其胞外部分通过共价键与 责陨早粤结合后，

发生构象变化，可以携带 责陨早粤穿过细胞，释放到分泌物中。责陨早砸酶切产物，即分泌片 （泽藻糟则藻贼燥鄄
则赠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杂悦），可释放到外分泌物中。分泌片在分泌物中能以游离状态存在，不再与另一

责陨早粤结合，因此常被称为 “牺牲型受体”。

生殖道产生 责陨早粤抗体的细胞分布于生殖道局部的浆细胞。为了弄清楚这些抗体分泌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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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及其调控因素，将抗体分泌细胞标记后，通过尾静脉注射给 月粤蕴月辕糟小鼠，发现这些细胞可

以游走并定居到某些雄性生殖器官的特定部位，但与雄性生殖道相比，要少得多。在 匀陨灾 员感

染者尿道中，出现集聚的浆细胞群，匀陨灾特异的 泽陨早粤水平通常在射精前的分泌液中比精液中高。

监控雄性生殖道黏膜中细胞免疫反应时，从精液或尿道标本中可分离到功能性的 栽细胞 （匝怎葬赠造藻
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

圆郾雄性生殖道的抗感染作用摇雄性生殖道黏膜在抵抗病原微生物感染时，除了局部阻挡与

排除作用外，一些先天的非特异性免疫因子起重要作用。例如，精浆中存在许多不同的天然免疫

防御因素，包括溶菌酶、转铁蛋白、谷氨酰胺酶等，能够抑制微生物生长和杀死病原菌 （粤造藻曾鄄
葬灶凿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在感染 匀陨灾 员的个体精液中，可以检测到对 匀陨灾 员有抑制作用的 孕趋化

因子，如 砸粤晕栽耘杂、酝陨孕 员α、酝陨孕 员β。在天然的或非特异性的免疫因子中，防御素 （凿藻枣藻灶鄄
泽蚤灶） 是抗菌肽中最重要的一类，在哺乳动物中主要存在 α 和 β 两种形式，主要由黏膜部位的上

皮细胞所分泌。此外，小鼠支持细胞可以分泌 α 防御素 （郧则葬灶凿躁藻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据中国科学

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报道，从大鼠附睾头中克隆得到的抗菌肽基因 （月蚤灶 员） 所编码

的多肽与 β 防御素有 圆园郾猿豫的同源性，并具有抗菌活性，发生附睾炎症时可以引起其表达上调

（蕴蚤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这些研究结果提示，生殖道中可能存在抗微生物的天然免疫机制。一般来说，

雄性生殖道黏膜及其精液中的 晕运细胞通常不多见，但是能找到大量的非淋巴细胞性白细胞，这

些细胞可以通过吞噬作用消灭病原体。

除了上述非特异性免疫因素外，获得性或抗原特异性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具有抗雄性

生殖道感染作用。发生生殖道和尿道炎症 （如前列腺炎和附睾炎） 病人的生殖道分泌物中，可

以检测到对病原微生物特异的 泽陨早粤。处于不同发病阶段的 匀陨灾 员感染者，精液中始终能检测到

抗 匀陨灾 员抗体，但其滴度通常较血液中低。这些结果反映体液免疫在抗生殖道感染中具有重要

作用。匝怎葬赠藻等 （员怨怨愿） 发现，无论是 匀陨灾 员血清抗体阳性还是阴性的男性病人，都能从精液

中分离得到功能性的 栽细胞。在 匀陨灾 员感染者的精液中，还能克隆到 匀陨灾 员特异的细胞毒

悦阅愿垣栽细胞，进一步证明雄性生殖道存在抗病毒的细胞毒 栽细胞 （匝怎葬赠造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

猿郾抗精子免疫反应摇
（员） 雄性抗精子抗体的产生摇精子对于雄性虽为自身抗原，但由于它直到初情期才出现，

因而对自身免疫系统而言仍然是 “异己” 的。正常情况下，因血睾屏障阻碍了精子抗原与机体

免疫系统的接触，不会产生抗精子免疫反应。但是当血睾屏障遭到破坏 （手术、外伤等），精子

涌出或巨噬细胞进入生殖道吞噬消化精子细胞，其携带的精子抗原激活免疫系统，就会产生抗精

子抗体 （粤泽粤遭）。输精管结扎或其他阻断术后，受术者中约 缘园豫 ～远园豫的人产生高滴度的 粤泽粤遭，

并可持续数年。

粤泽粤遭形成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抑制性 栽细胞数减少或活性下降。此类细胞存在于附睾和输

精管的皮下组织中。正常情况下，由睾丸网及其输出管漏出的少量精子抗原可激活抑制性 栽细

胞，使成熟 月细胞识别抗原的过程变得迟钝，降低机体对精子抗原的体液免疫反应，形成免疫

耐受。当抑制性 栽细胞数量或活性下降以及精液内补充抑制性 栽细胞的因子缺乏时，也可导致

粤泽粤遭产生。

生殖道感染也可造成出现 粤泽粤遭的发生率增高，其确切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存在同精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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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有交叉反应的抗微生物抗体有关，或者感染使具有免疫作用的细胞游移进入生殖道，与精子

抗原接触后产生 粤泽粤遭。

（圆） 粤泽粤遭对生殖的影响摇分析屡配不孕奶牛血清中抗精子抗体水平，证实 粤泽粤遭水平升高

是引起屡配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利国等，员怨愿愿）。分析抗精子抗体对鸡繁殖性能的影响，证

实抗精子抗体的产生直接导致受精率下降，甚至不受精，并且影响血蛋率和孵化率 （李秋艳等，

圆园园员）（表 员园 猿）。

表 员园 猿摇鸡抗精子抗体与受精率、血蛋率、孵化率关系

抗精子抗体 鸡数 入孵蛋数 受精蛋数 血蛋数 受精率 （豫） 血蛋率 （豫） 孵化率 （豫）

强阳性 缘园 猿员远 圆缘 猿 苑郾怨 园郾怨 苑郾怨

阳性 缘园 猿苑愿 圆缘怨 猿圆 远愿郾缘 愿郾缘 远愿郾缘

阴性 缘园 猿源远 猿员猿 圆 怨园郾缘 园郾远 怨园郾缘

摇摇 ［改自李秋艳等 郾中国兽医杂志 郾圆园园员（猿苑）：员～员源］

抗精子抗体对雌性生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①对精子运行的影响：粤泽粤遭可阻止精子穿过宫颈黏液。无论是精液还是宫颈黏液中存在

粤泽粤遭，两者接触后均使精子产生运动特征的改变。应用体外精子 宫颈黏液穿透试验 （杂悦酝悦）

检测抗精子抗体时所观察到的精子颤动现象，是由于精液或宫颈黏液中抗体的 云（葬遭）圆段与精子

表面抗原结合，而抗体的 云糟段黏附于宫颈黏液的蛋白分子团上，使精子活动受限所致。无论是

凝集还是制动抗体，随着抗体滴度的升高，精子穿透值下降。

粤泽粤遭还可阻止精子在雌性生殖道的运行。除阴道和宫颈部位分泌免疫球蛋白发生免疫反应

外，用特殊的免疫荧光方法证实，输卵管是含有免疫物质最多并能充分发生局部免疫反应的器

官。因此，对于 粤泽粤遭阳性患者，即使有精子闯过子宫颈这一关，在雌性生殖道的运行中仍会受

阻，能够到达受精部位的精子很少，从而阻断受精。

②对获能及顶体反应的影响：获能是受精的必要条件。获能过程发生精子膜的变化，其中包

括丢失一些精子表面分子及顶体外膜和浆膜上膜颗粒的重新排列。粤泽粤遭会影响这种膜颗粒的活

动，从而阻碍或延迟获能。实验证实，抗精子单克隆抗体可与参与顶体反应的位点结合，从而可

减少顶体反应的发生。

发生顶体反应时，精子释放透明质酸酶，用以溶解卵丘的黏性物质，并由卵丘细胞释放出顶

体反应刺激物。通常，完整的抗精子抗体及其单价的 云（葬遭） 片段能阻碍精子释放透明质酸酶，

从而抑制精子的顶体反应。随着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发展，更多的研究聚集在对受精有影响的精子

抗体上。其中研究较多的是抗精子蛋白 （泽孕 员园） 组织特异性单克隆抗体 （酝匀杂 员园） 和抗精

子表面受精抗原 （云粤 员） 的抗 云粤 员抗体。抗 云粤 员抗体能够在精液中阻止人精子的获能及顶

体反应 （自发顶体反应），但对结合透明带表面的精子并没有明显抑制顶体反应的作用。

③对穿过透明带及精卵结合的影响：用手术法从卵巢中获得的卵子，与事先同抗体孵育过的

精子进行精子 透明带相互作用，证实抗 云粤 员抗体可明显减少精子与透明带的结合。这种抑制

作用的机制尚不清楚，可能是因为 云粤 员具有透明带受体活性而其抗体阻止了这种活性。还有

研究表明某些具有酶活性的精子蛋白有结合透明带的特征，但 云粤 员是否具有酶的活性、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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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中哪一部分参与了结合，目前尚不清楚。

应用精子穿透实验 （杂孕粤） 可以检查 粤泽粤遭对精卵结合的影响。但是，由于 杂孕粤缺乏种属特

异性，能否反映体内精卵结合的真实状况尚有疑问。有实验表明，粤泽粤遭并不影响精卵融合过程。

也有研究表明，粤泽粤遭对受精卵及前期胚胎也有一定的影响。

临床资料也显示，精子上结合有 粤泽粤遭时 陨灾云的受精率显著降低，也有报道称结合抗体的精

子与抗体阴性精子受精率无明显差异，认为 粤泽粤遭主要是影响精子的运输过程而导致不育 （闫凤

亭等，圆园园园）。

源郾性腺激素对雄性生殖道免疫力的影响摇性腺激素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调节作用。例如，

摘除雄鼠性腺可以导致外周淋巴结、脾脏及胸腺肿大。在鼠及人类的胸腺都检测到睾酮受体，并

证明雄激素能通过影响胸腺分化而抑制 栽细胞免疫。但是，这些受体是否在成熟 栽细胞内表达

尚有争议 （韵造泽藻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临床研究表明，某些自身免疫紊乱可能是由于性腺激素对于免

疫系统的影响造成的。去除性腺能显著减少尿道球腺上皮分泌 责陨早砸，这种作用能被睾酮处理所

逆转。此外还发现，尿道球腺上皮有雄激素受体，说明这些组织是激素依赖性的。检测大鼠生殖

器官各部位胞质内 责陨早砸和 陨早粤水平，发现所有被检器官中，前列腺内 责陨早砸和 陨早粤的表达是其他

组织内的 圆圆倍。同样，陨早粤水平在前列腺和精囊腺中也很高。而去除性腺能显著降低前列腺和

精囊腺中的 责陨早砸量，并能通过注射双氢睾酮而得到恢复。到目前为止，对于性腺激素如何调节

黏膜免疫还不很清楚，栽细胞内是否表达雄激素受体还有争议。但是，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睾

丸，能合成和分泌孕酮，而睾酮和孕酮的比例能从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些激素是刺激还是抑制免疫

反应。睾酮处理后可以显著增加前列腺和精囊腺分泌物中的 责陨早粤含量，并可使外周血或大部分

被检生殖器官中的循环抗体分泌细胞水平显著升高 （杂贼藻则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

二、雌性生殖系统的免疫监视

（一） 卵巢组织的免疫监视

原始卵泡发生于胚胎期。在卵巢内分泌和细胞因子局部作用下，少数原始卵泡周期性发育为

初级卵泡。卵泡壁细胞起源于组织巨噬细胞，排卵过程有炎性因子的参与，但并不是针对卵泡内

成分的免疫诱发排卵。透明带本质上是卵母细胞特有的一种基质成分。在卵泡发育期间，卵泡壁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对卵母细胞的减数分裂有调控作用 （胡承阅，员怨怨苑）。卵细胞本身可以接受

这类细胞因子的信号，但作为正常组织，卵母细胞及卵泡并不诱发特异性免疫反应。

自身免疫性卵巢炎症患者以卵巢组织为抗原而引起的自身免疫反应，是 “卵巢早衰” 等疾

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为机体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过强，使外周血中抗卵巢抗体、抗透明

带抗体、抗颗粒细胞抗体等的滴度升高，活性 栽细胞百分比增加。此外，卵巢内生长卵泡和成

熟卵泡及黄体数减少，闭锁卵泡增多。生长卵泡、内膜层和颗粒细胞层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其中

以 栽细胞、月细胞、巨噬细胞和 晕运细胞为主，栽细胞中 韵运栽源细胞较 韵运栽远细胞为多，对原始卵

泡的生长发育影响较小 （林建华等，员怨怨缘）。

透明带是卵母细胞及附植前受精卵的非细胞性糖蛋白外壳，形成于卵泡发育早期，其结构随

卵子的发育而复杂化。透明带在精卵结合及保护早期胚胎发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中特异性精

子受体能防止异种精子及同种多精受精。研究表明，透明带抗原可刺激同种或异种机体产生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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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抗透明带抗体与透明带结合，能干扰卵母细胞与卵泡细胞间的信号交流，导致卵泡和卵母

细胞发生闭锁。用抗透明带抗体处理的卵子失去与同种精子结合的能力。抗透明带抗体在体内还

能干扰胚胎孵化而妨碍附植。杂澡蚤增藻则泽等 （员怨苑苑） 用与人透明带具有交叉免疫反应的猪透明带为

抗原靶标，借助于间接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出人血清中透明带抗体，发现大部分不明原因的不孕妇

女血清中存在此抗体。其后的报道均支持 杂澡蚤增藻则泽的发现。近年借助于特异、敏感的酶联免疫吸

附测定技术，在不明原因不孕妇女及输卵管结扎术后妇女血清中检测出较高的透明带抗体阳性

率。并发现随着被测对象年龄的增长及不孕时间延长，抗透明带抗体阳性率有增加趋势。上述事

实表明，抗透明带自身抗体可能是免疫性不孕的重要原因，抗透明带抗体与某些输卵管结扎术后

卵巢相关后遗症的发生是否有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动物实验发现，胸腺切除的新生小鼠出现不孕并产生抗透明带抗体。抗透明带抗体短暂的出

现有可能导致永久性卵巢功能变化，这些事实有助于分析抗透明带抗体引起不孕的机制。摇
在透明带抗体检测技术方面，已建立了透明带沉淀反应、间接免疫荧光技术、被动血凝法、

放射免疫法、精子透明带结合 （或穿透试验）、酶联免疫吸附技术等。由于人透明带与猪透明带

间有交叉反应，目前均用猪透明带检测人血清中透明带抗体，以新鲜猪红细胞吸收待测血清排除

其中异种凝集素的干扰。上述检测方法中以酶联免疫吸附技术敏感性较强，特异性较高，既能定

量，又能确定抗体类型，而且样本用量少，无需特殊设备，易自动化操作。但在特异性靶抗原的

制备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

迄今，关于与卵巢抗原相关的不孕症有效治疗方法尚无报道。

（二） 雌性生殖道免疫监视

员郾雌性生殖道各部位抗体生成细胞的分布及其变化摇生殖道局部黏膜具有产生抗体的能力，

但产生各类抗体的细胞比例均不相同。哺乳动物生殖道局部黏膜以 陨早粤分泌细胞为主 （占

愿园豫），而全身淋巴组织 （食道、淋巴结和脾脏） 以 陨早郧分泌细胞为主 （表 员园 源）。总体来说，

生殖道分泌物中 陨早粤与 陨早郧的比例均高于血清内的含量。多数研究表明，子宫内膜以 陨早郧分泌细

胞为主，其次为 陨早粤分泌细胞、巨噬细胞、细胞毒 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等。宫颈和

宫腔内的补体活性均高于生殖道的其他部位。宫腔内其他免疫细胞 （如树状细胞、郎罕氏细胞、

栽细胞等） 也分泌细胞因子，其分泌量随发情周期和妊娠期的变化而波动。在雄激素作用下 陨早粤
含量降低，随孕酮升高则含量增加。排卵期间，子宫颈和子宫腔内的抗体浓度最高，输卵管也保

持较高水平的抗体，以 陨早郧抗体为主，是 陨早粤的 缘～员园倍 （栽葬噪藻怎糟澡蚤，员怨怨园）。

表 员园 源摇哺乳动物生殖道局部黏膜和食道、淋巴结、脾脏淋巴组织内抗体产生细胞类别比较

类摇别
淋巴组织

生殖道局部黏膜 食道、淋巴结、脾脏

细胞总数 跃远伊员园员园 圆郾缘伊员园员园

陨早粤 愿园豫 猿园豫

陨早郧 远豫 缘圆豫

陨早酝 员猿豫 员苑豫

陨早阅 员豫 员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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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据 运怎贼贼藻澡等报道，内外子宫颈黏膜含有的抗体生成细胞数最多，主要是 陨早粤分泌细胞 （表

员园 缘）（运怎贼贼藻澡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因此，对难孕动物进行输精时可考虑通过子宫颈，将精液输入到

子宫腔中，以提高受胎率。

表 员园 缘摇女性生殖道各部位的抗体生成细胞分布及含量

组摇织 样本数
低倍镜检 员园次 陨早

细胞平均数

变动

范围

占总 陨早细胞百分率

陨早粤依杂 陨早酝依杂 陨早郧依杂

输卵管 怨 猿愿 员猿～员缘 远苑郾缘依员园郾缘 圆员郾怨依源郾愿 员园郾远依愿郾猿

卵摇巢 缘 园 — 园 园 园

内子宫颈 员苑 员圆远 缘圆～员愿园 苑圆郾源依员圆郾猿 员圆郾圆依愿郾圆 员缘郾源依苑郾远

外子宫颈 员园 远远 源源～员园园 苑怨郾园依员猿郾猿 员园郾圆依远郾怨 员园郾怨依怨郾园

子宫内膜 愿 园 — 园 园 园

子宫肌层 愿 园 — 园 园 园

阴摇道 缘 猿源 圆圆～源圆 苑怨郾员依员员郾员 员猿郾缘依员园郾源 苑郾源依远郾园

圆郾雌性生殖道抗精子免疫摇雌性动物生殖道特别是子宫具有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吞噬

因子，可形成免疫屏障，参与局部免疫反应。此外，生殖道还可分泌抗体 （表 员园 缘和表

员园 远），参与体液免疫反应。

表 员园 远摇女性生殖道和血液内抗精子抗体及类型

类摇别 血液 腹腔液 子宫输卵管冲洗液 阴道分泌物

陨早粤 猿辕员园 圆辕远 缘辕苑 缘辕缘

陨早郧 猿辕员园 圆辕远 圆辕苑 圆辕缘

陨早酝 愿辕员园 猿辕远 源辕苑 圆辕缘

雄性动物的精子对雌性动物来说是同种异质抗原，交配过程实际上是反复注入抗原的过程。

但在正常情况下，交配以后并不引起对精子抗原的免疫反应。只有当精子与雌性动物的免疫细胞

接触时，才会产生抗精子抗体。然而有试验证明，正常交配或正常人工授精后可以从母畜体内检

出抗精子抗体，说明即使在未损伤的生殖内，精子也有引起免疫反应的可能性。可能原因是少数

雌性个体过于敏感，或因精液中缺乏免疫抑制因子。

生殖道感染或患性传播疾病，可产生 粤泽粤遭。这可能是由于感染局部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引

起的。另外，不能排除精子表面抗原与抗微生物抗体进行交叉反应的可能性。

此外，雌性生殖道有丰富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淋巴管，精子抗原在雌性生殖道中会导致

传入性免疫反射弧出现，致敏淋巴细胞或其产物以及抗体皆可与血液中的抗原相互作用，使抗原

破坏并灭活。此时的精子免疫反应既属细胞性，又属体液性，且这两种反应的局部作用可能超过

全身作用 （高庆华等，圆园园园）。

将小鼠精子 （含 蕴阅匀 悦源、杂孕员园、孕匀 圆园、杂孕 员苑等抗原） 经胃肠道免疫小鼠，每周 猿次，

每次 圆伊员园员园精子，连续 圆周，小鼠妊娠率只有 源源豫，而对照组达到 员园园豫。在体外试验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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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奶牛颗粒精液，解冻后，滴一滴于玻片上，再加一滴母牛血清或阴道分泌物，二者混合，盖

上盖玻片镜检，都有不同程度的精子凝集现象。这些结果表明，生殖道内有精子抗体存在。从现

代免疫学观点来看，因精子具有抗原性，多次交配如同重复免疫接种，使母体抗体滴度升高。

悦燥燥蚤灶遭泽等 （员怨苑猿） 曾指出血清中 陨早郧或 陨早酝抗体引起精子凝集反应，提示生殖道中主要是分泌

型 陨早粤抗体的作用。当生殖道受到损伤、感染发炎时，宫颈浆细胞增殖，黏液中含有更多的 陨早粤
抗体，从而形成生殖免疫障碍。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进行多次输精，相当于给母畜再次受到

精子抗原的刺激，使抗体水平升高。

猿郾生殖道细胞因子免疫监视摇细胞因子由多种细胞产生，是一种细胞调节功能的多肽，一

方面抵抗病源微生物，另一方面许多细胞因子又直接参与生殖的调节。据报道，生殖道组织可表

达 栽郧云 β、栽郧云 α、耘郧云、陨郧云、孕阅郧云（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等活性细胞因子及其受体，且

其表达水平和受体数目均随性周期和妊娠期的变化而变化，说明这些因子对生殖道局部免疫监视

和内分泌调节具有一定作用。例如，在排卵之后，血中雌激素水平下降，孕酮水平升高，陨蕴 远
增加，基础体温升高，可能与 陨蕴 远直接参与免疫反应有关。在黄体期，血中 陨蕴 员水平升高

（与排卵期相比），刺激滋养层细胞增殖和 澡悦郧的分泌，所以 陨蕴 员在发情周期调控方面起一定

作用 （月葬皂遭藻则早藻则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在妊娠期，血中 陨蕴 员升高，可以激活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皮

质轴，使肾上腺皮质素水平升高，从而抑制淋巴细胞免疫应答反应，阻止产生免疫抗体。

（三） 生殖道黏膜免疫监视

黏膜免疫系统是雌性生殖道和其他黏膜表面防御病原微生物的第一道防线，既存在细胞免

疫，又存在体液免疫。在雌性生殖道，其免疫应答既涉及对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抵御，又涉及对

同种异体精子和胎儿的免疫耐受，因此有其特殊性。由于在无菌的上生殖道和有菌的下生殖道提

供的免疫监视 环 境 不 同，生 殖 道 黏 膜 上 皮 细 胞 对 病 原 体 的 反 应 也 不 相 同 （孕则葬遭澡葬造葬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员）。

妇女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后，可在子宫、宫颈和阴道分泌物中产生特异性抗体。在动物实验

中，局部给予不同的抗原，在生殖道局部都可产生特异的 陨早粤和 陨早郧抗体，证明在雌性生殖道可

诱导局部免疫应答 （悦燥则遭藻蚤造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砸怎泽泽藻造造，圆园园圆；砸赠葬灶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宰蚤则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

员郾抗原提呈细胞 （粤孕悦）摇有效的免疫应答反应，要求 粤孕悦提呈抗原给 栽细胞，使 栽细胞

活化，引起一系列免疫活性细胞发挥效应，其中包括细胞因子的产生、细胞毒性和抗体分泌等。

雌性生殖道黏膜中白细胞占细胞总数的 远豫 ～圆园豫，输卵管和子宫中的白细胞比例比宫颈和阴道

高，绝经后妇女子宫内膜白细胞减少。生殖道黏膜中的白细胞中大多数是 栽细胞 （猿园豫 ～
远园豫），但在输卵管中有很多粒细胞，而其他生殖道组织中粒细胞数目很少。所有生殖道组织中

都含有 月细胞和巨噬细胞，只是数目较淋巴器官中少 （郧蚤增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子宫内膜中有大量

白细胞，分布在上皮细胞间和基质内，可以是分散的，也可聚集在腺体附近。子宫内膜中的白细

胞在发情周期不同时相的数量和构成比不同，但子宫内白细胞本身不表达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

因此这种调控作用一定是间接的，可能是通过表达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的上皮细胞或基质细胞起

作用 （郧蚤造造泽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在恒 河 猴 的 阴 道、宫 颈 阴 道 部、颈 管 内 的 黏 膜 下 有 中 等 数 量 的

悦阅远愿垣巨噬细胞，在生殖道黏膜下层存在不同数量的 悦阅圆园垣 月细胞，部分动物的阴道黏膜下和

宫颈阴道部黏膜下存在集合淋巴结，内含巨噬细胞和 月细胞 （酝蚤造造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郎罕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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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阴道和宫颈黏膜上皮，周围是激素依赖并呈周期性变化的上皮细胞，有抗微生物免疫

作用，又可耐受精子抗原 （月赠噪燥增，员怨怨苑）。宫颈阴道黏膜的 悦阅员α 垣郎罕氏细胞在不同区域有差

别，但数目和分布与发情周期无关。郎罕氏细胞的数目与发情周期中宫颈阴道部和阴道上皮厚度

的变化，并不伴随上皮内免疫细胞数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酝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除经典的 粤孕悦
（如巨噬细胞、阅悦细胞和 月细胞） 外，雌性生殖道黏膜上皮细胞也可提呈抗原，并受 酝匀悦 Ⅱ
类分子的限制 （孕则葬遭澡葬造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许多研究证明，阴道、宫颈、输卵管上皮、子宫内膜上

皮和基质细胞都有抗原提呈功能 （云葬澡藻赠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宰蚤则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宰蚤则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

圆郾生殖道黏膜免疫的效应细胞摇在子宫内膜中有集合淋巴结，它以 月细胞为中心，周围是

大量 悦阅愿垣悦阅源原栽细胞，再外围是巨噬细胞环。巨噬细胞、悦阅源垣和 悦阅愿垣栽细胞、悦阅缘远垣 晕运细

胞分布于整个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 栽细胞 圆辕猿以上是 悦阅愿垣 栽细胞，多表达 αβ 栽悦砸，γδ栽细

胞只占 缘豫 ～员园豫，并且在发情周期中相对稳定 （郧蚤造造泽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宰澡蚤贼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而输

卵管、宫颈、阴道缺乏集合淋巴结，但具有 悦阅愿垣和 悦阅源垣 栽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宫颈阴道部和

阴道的基质中有少量 栽细胞，可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悦悦砸缘，是 匀陨灾 员感染的协同受体 （郧蚤造造泽藻贼
葬造郾，圆园园员）。在宫颈阴道部和阴道上皮内有大量 悦阅愿细胞和少量 悦阅圆垣、悦阅猿垣、悦阅源垣、悦阅愿垣 栽
细胞、悦阅圆园垣 月细胞以及表达 陨早的浆细胞，这些免疫活性细胞的类型在不同区域量有差别，但

数目和分布与发情周期无关 （酝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浆细胞位于颈管内、宫颈阴道部、阴道和输卵

管 （郧蚤造造泽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悦阅猿垣 栽细胞和巨噬细胞、阅悦细胞分布于整个下生殖道的上皮。悦阅猿垣

栽细胞的溶细胞活性在宫颈和阴道较高，且与发情周期无关 （宰澡蚤贼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而它在子宫

内的溶细胞活性受激素调节 （再怎造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愿）。

猿郾生殖道黏膜的免疫球蛋白摇雌性生殖道黏膜系统表达的成分尽管有 泽陨早粤，但 陨早郧更丰富，

而且缺乏产生与黏膜免疫应答的典型 酝粤蕴栽（黏膜淋巴细胞）（砸怎泽泽藻造造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用抗原经

生殖道免疫可在抗原刺激局部产生 陨早粤，其他黏膜部位的免疫可通过共同黏膜免疫系统诱导生殖

道产生特异性抗体。陨早郧和 陨早粤一样，都对病原体的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悦燥则遭藻蚤造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

分布于子宫颈的浆细胞分泌大量 陨早粤及少量 陨早郧和 陨早酝。宫颈黏液中约 愿园豫的 陨早粤呈多聚体形

式，而在阴道液中仅 缘缘豫为多聚体 （运怎贼贼藻澡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

从大鼠子宫分泌片和子宫上皮细胞中可检测到高水平的多聚 陨早粤（责陨早粤） 受体。在发情周期

中，子宫组织内的多聚 陨早粤受体 皂砸晕粤水平与多聚 陨早粤受体表达相关，并受雌激素和孕酮的调

节。雌激素使多聚 陨早粤 受体 皂砸晕粤 水平升高，孕酮可部分抵消雌激素的作用 （运蚤灶早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苑）。在人类子宫内膜偶尔可检测到浆细胞和表达免疫球蛋白的细胞，子宫内膜本身产生的

陨早粤很少，宫腔内大部分 陨早粤是在组织中合成并转移而来 （郧蚤造造泽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人类子宫颈管内

分泌物比子宫颈阴道分泌物中的免疫球蛋白水平高。在子宫颈管内和子宫颈阴道分泌物中，陨早郧
占 愿园豫，陨早粤占 员圆豫；而在消化道黏膜分泌物中 陨早粤占大部分 （愿园豫）。在子宫颈管内和子宫颈

阴道分泌物中，陨早郧和 陨早酝主要来自血清 （月葬则凿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

源郾蜕膜基质细胞摇蜕膜基质细胞 （凿藻糟蚤凿怎葬造泽贼则燥皂葬造糟藻造造，阅杂悦） 是蜕膜的主要细胞成分，约

占全部蜕膜细胞数的 苑缘豫。非孕子宫内膜成纤维细胞样前体细胞受雌激素和孕激素的作用后，

或在妊娠状态下发生蜕膜化，转化成 阅杂悦。阅杂悦细胞膜表面表达 悦阅员园、悦阅员猿以及协同刺激分子

悦阅愿园、悦阅愿远（韵造蚤增葬则藻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由于蜕膜基质细胞培养上清可抑制 晕运细胞、栽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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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认为 阅杂悦在妊娠中不仅具有营养作用，很可能参与母胎免疫微环境的调节，是一种免

疫潜能细胞。

阅杂悦主要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发挥免疫功能，可分泌 郧酝 悦杂云、郧 悦杂云、酝 悦杂云、陨蕴 远、

陨蕴 愿、陨蕴 员β、耘郧云和 栽晕云等。其中，郧酝 悦杂云、郧 悦杂云、酝 悦杂云具有诱导胎儿白细胞生成、

滋养细胞增生及胎盘生长发育等作用。此外，阅杂悦还可通过分泌 栽郧云发挥免疫抑制功能。栽郧云
可抑制蜕膜 悦阅缘远垣悦阅员远原 晕运细胞的活性，在维持正常妊娠中起重要作用。除细胞因子外，阅杂悦
还可分泌多种激素，如促乳素、前列腺素、肾素等，这些激素在胎盘局部发挥重要生理功能。

缘郾脱膜上皮细胞摇蜕膜上皮细胞占蜕膜细胞总数的 圆豫，在分泌期和妊娠早期呈多角形，并

含丰富的胞质和糖原，具有分泌和营养作用，是蜕膜网络中细胞因子的主要来源。蜕膜上皮细胞

可分泌的细胞因子有 酝 悦杂云、郧酝 悦杂云、栽郧云 β、栽晕云、陨蕴 员、陨蕴 远、陨蕴 愿、耘郧云和 陨郧云
等，并可表达黏附分子。持续性表达的黏合素有 粤缘月员，周期性表达的黏合素有 粤员、粤增、月猿。

同时，还可产生不同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如纤维连接蛋白、层连接蛋白、胶原等，这些基质成分

是黏附分子的重要配基。

远郾生殖道黏膜免疫的调节摇雌性生殖道黏膜免疫受抗原、细胞因子及性腺激素的调节。子

宫及阴道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的抗原提呈作用受激素和细胞因子的调控，随发情周期的变化而变

化 （运葬怎泽澡蚤糟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但在发情周期，性腺激素并不通过改变下生殖道免疫活性细胞的数

目和分布而影响生殖道黏膜免疫 （酝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而是通过对多聚 陨早粤受体 皂砸晕粤表达的调

节而部分影响生殖道黏膜免疫 （运葬怎泽澡蚤糟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

（员） 性腺激素对阴道黏膜免疫的调节摇在阴道，雌激素抑制抗原提呈，并在 圆源澡内达到最

大抑制效应。此时尚未有 酝匀悦 Ⅱ类分子表达的变化，说明雌激素的抑制效果并非由 粤孕悦的转

移而引起 （宰蚤则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换言之，阴道 粤孕悦酝匀悦 Ⅱ分子的表达不是雌激素抑制抗原提呈

作用的关键。在用抗体处理后，阴道细胞的抗原提呈作用受抑制，说明介导阴道 粤孕悦抗原提呈

作用时，有跨膜协同刺激分子的参与。动物实验中，大鼠阴道黏膜抗原提呈作用在发情期受抑

制，可降低机体对精子抗原的敏感性 （宰蚤则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

（圆） 性腺激素对子宫免疫的调节摇在人类中，绝经前妇女子宫组织内有集合淋巴结。绝经

后妇女子宫内膜具有溶细胞活性较高的 悦阅猿垣栽淋巴细胞，而在绝经前妇女子宫内膜增生期，

悦阅猿垣 栽淋巴细胞的溶细胞能力降低，至分泌期则呈低度甚至无溶细胞能力。这些事实说明，子

宫免疫体系及其溶细胞活性均受性腺激素调控 （再藻葬皂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愿）。在发情前期子宫上皮抗

原提呈作用最强，此时处于排卵前雌激素的高峰期；在发情期抗原提呈作用最弱，有利于精子进

入子宫而不被排斥 （孕则葬遭澡葬造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阴道黏膜免疫也受性腺激素的调控，雌激素对阴道

抗原提呈作用的影响是独立的，且对子宫的影响不同 （宰蚤则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

（猿） 性腺激素对乳铁蛋白的影响摇存在于雌性生殖道的乳铁蛋白 （造葬糟贼燥枣藻则则蚤灶） 是一种铁结

合糖蛋白，可杀死细胞并调节炎症和免疫应答。在雌性大鼠生殖道不同区域乳铁蛋白的表达不

同，对雌激素的诱导反应也不同。乳铁蛋白在阴道和输卵管峡部上皮持续表达，在发情前期和发

情期成熟大鼠子宫上皮中的表达水平升高 （栽藻灶早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因此，激素也可通过调节乳铁

蛋白的表达而影响雌性生殖道黏膜免疫。

（源） 细胞因子对雌性生殖道黏膜免疫系统的调控摇用 陨云晕或 陨蕴 圆远处理去势大鼠，可使子

·园愿圆·

动物生殖生理学



宫抗原提呈作用增强 （孕则葬遭澡葬造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宰蚤则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陨云晕 γ 可增加 陨早粤从组织到子

宫腔内分泌片的转运，使子宫腔分泌片和 陨早粤水平升高，使上皮内淋巴细胞和多形核白细胞显著

增多，但对子宫上皮细胞的形态无显著影响。由此推测，抗原可能通过细胞因子，尤其是 陨云晕
γ，刺激子宫局部免疫应答，调节 陨早粤从组织到宫腔的转移 （孕则葬遭澡葬造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对发情周

期宫颈黏液免疫球蛋白、细胞因子和血清性激素变化的研究发现，陨早粤、陨早郧呈双峰，分别在雌

激素峰值出现的前一天及排卵后出现，陨蕴 员园的峰值与排卵前雌激素峰值一致；陨蕴 员β 峰值出

现在雌激素峰的前一天。说明细胞因子和激素在雌性生殖道黏膜免疫中起作用 （运怎贼贼藻澡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愿）。在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妇女中，陨早粤、陨早郧、陨蕴 员β 水平与孕酮水平的增加相平行，而且宫

颈黏液中的 陨早大多数是 陨早粤，高于不用药妇女，临床上观察到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妇女 杂栽阅（性传

播疾病） 发病率降低，可能与此相关 （云燥憎造噪藻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

苑郾免疫途径对雌性生殖道黏膜免疫应答的影响摇由于存在共同黏膜免疫系统，在其他黏膜

部位的免疫也可在生殖道获得相应的免疫应答。比较经鼻免疫及经阴道免疫的效果，发现经鼻免

疫可产生的阴道 陨早粤、陨早郧和血清 陨早粤、陨早郧强于经阴道免疫；而且经阴道免疫不能在唾液中检测

出相应抗体。经鼻免疫产生的阴道抗体持续至少一年，并在长时间后可被免疫诱导剂再次诱发

（砸怎泽泽藻造造，圆园园圆）。暴露于肠黏膜的霍乱弧菌蛋白能引起生殖道黏膜的免疫应答。感染霍乱弧菌

的妇女血清中无 泽陨早粤抗霍乱毒素 月亚基 （悦贼曾月） 效应，而在宫颈分泌物中发生明显的效应，说

明肠道抗原具有使生殖道产生特异性黏膜免疫的能力 （砸赠葬灶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经皮免疫破伤风类

毒素 （栽栽） 可使血清、唾液和阴道内特异性 陨早郧明显升高，特异性 陨早粤轻度升高。在黏膜组织

中出现抗体分泌细胞 （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泽藻糟则藻贼蚤灶早糟藻造造，粤杂悦），子宫和阴道组织中较多，小肠和唾液腺中

较少，说明经生殖道外的免疫可在生殖道局部产生特异抗体，而不是从血清中漏出 （郧燥糟噪藻造藻贼
葬造郾，圆园园园）。黏膜表面特异性免疫应答可以阻止病原微生物的入侵和播散，使用不同的载体可产

生除特异性免疫应答之外、向 栽匀员或 栽匀圆方向偏离的免疫应答。通过控制 栽匀细胞的效应，可提供

更有理论性的疫苗设计方案。尽管雌性生殖道的淋巴组织有其特殊性，但经其他途径免疫可产生

生殖道局部的有效免疫应答，也可根据这一思路设计雌性生殖道疫苗，以阻止 杂栽阅或开发避孕

疫苗。

（四） 生殖内分泌系统的免疫监视

员郾免疫细胞能分泌生殖内分泌激素摇中枢免疫器官的胸腺、骨髓，周围免疫器官的脾、淋

巴结及外周血淋巴细胞上均可检测到 郧灶砸匀的免疫反应阳性标记。放射免疫分析表明，人外周 栽
细胞、大鼠胸腺、脾淋巴细胞、允怎则噪葬贼细胞均含有与下丘脑 郧灶砸匀免疫活性和生物活性一致的物

质 （粤扎葬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用 孕悦砸或 砸晕粤杂造燥贼遭造燥贼技术在大鼠 晕遭圆系细胞 （粤扎葬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

宰蚤造泽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脾细胞、胸腺细胞、允怎则噪葬贼细胞 （粤扎葬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 中也可检测到 郧灶砸匀
皂砸晕粤，该 皂砸晕粤与下丘脑 郧灶砸匀皂砸晕粤的免疫学和生物学活性相同，核苷酸序列一致，转录、

翻译、选择性剪切位点相似。在猪胸腺、脾、外周血的淋巴细胞中也得到类似证据 （宰藻藻泽灶藻则藻贼
葬造郾，员怨怨苑）。以上资料表明，免疫细胞能自身合成 郧灶砸匀。

圆郾淋巴细胞表达某些激素受体摇例如，晕遭圆栽细胞经催乳激素处理后同时表达 郧灶砸匀和 郧灶鄄
砸匀砸基因 （宰蚤造泽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在猪胸腺、脾、外周血淋巴细胞中用 孕悦砸技术还可扩增到

郧灶砸匀砸糟阅晕粤（宰则葬贼澡葬造造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园）。郧灶砸匀及 郧灶砸匀砸在免疫系统的广泛分布，为 郧灶砸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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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一定的免疫调节功能提供了依据。

猿郾生殖激素能增强 栽细胞增殖能力摇有丝分裂素刀豆素 粤（悦燥灶粤）、羟链霉素 （孕匀阅）、植

物血凝素等均可诱导 栽细胞增殖，并促进 栽细胞 郧灶砸匀的表达与转录 （粤凿藻造泽遭藻则早，员怨愿猿）。郧灶鄄
砸匀激动剂显著增强 允怎则噪葬贼细胞的增殖能力；郧灶砸匀颉颃剂作用相反。另外，抗 郧灶砸匀单抗也使

允怎则噪葬贼细胞增殖能力降低。悦燥灶粤与 郧灶砸匀协同作用，可提高淋巴细胞增殖分化能力。郧灶砸匀颉

颃剂可阻断淋巴细胞的增殖与分化。这些资料表明，郧灶砸匀在淋巴细胞增殖分化过程中起关键性

作用，至少在其信号转导过程中必不可少。值得注意的是，郧灶砸匀在淋巴细胞亚群的增殖分化调

节中有一定的特异性。用 郧灶砸匀激动剂长期治疗子宫内膜异位 （藻灶凿燥皂藻贼则蚤燥泽蚤泽） 不育患者时，以

流式细胞仪分析其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发现，悦阅远怨垣悦阅猿垣、悦阅猿垣悦阅圆缘垣、悦阅猿垣匀蕴粤阅砸垣 （

酝葬灶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悦阅远怨垣、悦阅猿垣悦阅源垣、悦阅源垣悦阅愿垣淋巴细胞亚群上调，而 悦阅源垣、悦阅圆缘垣 栽
细胞下调 （月造葬糟噪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悦阅猿垣悦阅圆缘垣在外周血单核细胞 （孕月酝糟） 中上调，而在腹水

单核细胞 （孕云酝糟） 中下调。淋巴细胞表达 郧灶砸匀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以 孕澡燥则遭燥造藻泽贼藻则（孕酝粤）

处理 郧栽员细胞，显著降低 郧灶砸匀 皂砸晕粤稳定性，半寿期从 猿园澡降到员员澡，提示 孕酝粤可能抑制

郧栽员细胞的 郧灶砸匀转录。

源郾激素对 月细胞及抗体分泌具有调节作用摇新生猴经 郧灶砸匀颉颃剂和雄激素共同处理，月
细胞低于正常水平，单用 郧灶砸匀颉颃剂处理效果较弱 （酝葬灶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提示 郧灶砸匀具有促

进 月细胞增殖的作用。郧灶砸匀也可直接影响免疫应答中的 陨早郧水平，经 郧灶砸匀颉颃剂处理的 猿月

龄大鼠，用抗原多次 （以福氏完全佐剂和 月杂粤） 刺激，血清中抗 月杂粤的 陨早郧抗体水平显著降低。

用 郧灶砸匀颉颃剂治疗去势狼疮模型小鼠 （杂宰砸伊晕在月），可减少血清 陨早郧总量和抗 阅晕粤抗体的

量，改善存活状态；郧灶砸匀激动剂则使阉割雌鼠血清抗 阅晕粤抗体和 陨早郧总量增加。但也有不同

报道，用 郧灶砸匀激动剂治疗重度子宫内膜异位女性不育症时，发现其 陨早郧生成量减少。

缘郾激素对早期淋巴细胞增殖和分化有重要作用摇淋巴干细胞在胚胎期开始从卵黄囊迁入胸

腺并迅速增殖分化，在有足够 栽细胞情况下，胸腺 （特别是其皮质部） 随年龄增长而萎缩。据

报道，用 郧灶砸匀激动剂处理大鼠后，胸腺质量和胸腺细胞对 郧灶砸匀砸含量的年龄依赖性增强，皮

质部增宽，并恢复胸腺细胞对 悦燥灶粤刺激的增殖反应能力。雌性大鼠用 郧灶砸匀或 郧灶砸匀激动剂处

理，胸腺和脾的质量均增加，胸腺素 α员水平提高 （月造葬糟噪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郧灶砸匀颉颃剂则有阻

断作用 （粤凿蚤灶燥造枣蚤，员怨怨猿）。与胸腺相比，脾对 郧灶砸匀的敏感性较差，郧灶砸匀颉颃剂仅能部分阻断

脾淋巴细胞的分裂 （粤则灶燥造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这说明 郧灶砸匀可改善生理性或病理性原因引起的胸腺

萎缩、郧灶砸匀砸水平降低及 栽细胞的增殖能力降低等状况。

（五） 妊娠免疫识别

员郾母 胎免疫关系的特殊性摇将胎儿视为同种异体移植的假说认为，妊娠类似于组织器官移

植，但两者显然不同。组织器官移植常伴随外科损伤，有暂时性大量抗原进入体内，当抗原被抗

原提呈细胞提呈后，大多发生排斥反应。这些均不同于假设为同种异体移植的胎儿，加之胎儿可

被视为具有渗透作用的屏障，故妊娠期母体免疫系统的变化不能等同于组织器官移植。因此认

为，将胎儿视为同种导体移植的根据并不充分。

与器官移植相比，妊娠具有其独特性：①妊娠发生在特殊的器官 （子宫），可被其自身黏膜

屏障 （蜕膜） 所保护；②胎儿的大小和潜在的影响是逐渐增加的；③妊娠期产生的许多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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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和细胞因子等产物可直接调节母体免疫系统；④上述妊娠期产物、脱落的胎盘和胎儿细胞及

亚细胞颗粒均可直接进入母体和胎儿。因此，发生母 胎相互作用的部位为子宫蜕膜及母体血

循环。

胎儿在某种程度上可避免母体的排斥反应，因为滋养细胞不表达 酝匀悦 Ⅰ类 （匀蕴粤 粤和

匀蕴粤 月） 或 酝匀悦Ⅱ类分子，细胞滋养细胞可表达非经典 匀蕴粤 郧分子，不仅不激活细胞毒 栽细

胞，而且可抑制 晕运细胞功能；加之 栽匀员型反应可被胎盘产物 （如孕激素、前列腺素、耘圆及细胞

因子 陨蕴 源和 陨蕴 员园） 所抑制。但同时母体免疫抑制可导致母体易于发生感染，类似于接受皮质

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器官移位病人。更为严重的是胎儿因免疫系统尚不成熟，且处于相

对不流动的羊水中，故更易于发生感染。间接来自母体或直接上行侵入的胎儿胎盘感染，均可导

致流产、早产和生长缺陷，甚至宫内死亡。但妊娠期发生严重感染的几率并无明显增加，故妊娠

的免疫变化不是单纯的免疫抑制。胎儿既能抑制母体排斥反应，同时又能维持甚至增强对感染的

抵抗力。

圆郾妊娠时母体天然免疫系统被激活摇母体天然免疫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妊娠期均被激活。

从妊娠早期开始，单核细胞及粒细胞数目增多，吞噬作用增强，表面内毒素受体 悦阅员员、悦阅员员遭、

悦阅远源表达增加，细胞内活性氧升高，同时单核细胞产生的 酝悦孕 员及 陨蕴 员圆升高，胞浆内新喋

呤、栽晕云 α、粒细胞碱性磷酸酶、乳铁蛋白、弹性蛋白酶等均升高。有研究表明，在正常妊娠

时，单核细胞及粒细胞均被激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脓毒症时的改变。而且，在子宫蜕膜中 月
细胞和 栽细胞并不是主要的浸润细胞，而是天然免疫细胞，包括大颗粒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

γδ栽细胞。但是，在妊娠期并不是天然免疫系统的所有成分均被激活。最明显的例子是细胞毒细

胞作用和 晕运细胞产生干扰素 γ 受抑制，可能与特异性抑制因子如可溶性 匀蕴粤 郧有关。

猿郾妊娠时单核细胞被激活摇据推测，特定的或可溶性胎盘产物对母体天然免疫及特异性免

疫有相反的调节作用。特异性免疫反应被避免或抑制，与之相反的是天然免疫系统被激活，可能

是由于妊娠特异性因子激活单核细胞，产生多种可溶性因子 （如细胞因子、酶、脂类等） 所

引起。

某些可溶性胎盘产物可直接释放进入母体血循环，抑制淋巴细胞功能。但也有实验证实，这

些胎盘产物可激活单核细胞。而且胎儿细胞或滋养细胞也可进入母体血循环。这些细胞或亚细胞

颗粒几乎均可被吞噬细胞清除，同时吞噬细胞被激活。即使吞噬细胞未能吞噬这些细胞及亚细胞

颗粒，进入母体血循环的胎儿细胞或滋养细胞膜脂质也可通过脂类受体 （如 悦阅员源及 悦阅员员遭） 激

活单核细胞。

源郾孕信号摇滋养层细胞产生的脂类化合物，或与其他可溶性因子一起与天然免疫系统相互

作用，产生妊娠特异性信号。妊娠期的天然免疫系统不同于非妊娠期的状态，可产生独特的第二

信号，称为 孕信号。可溶性胎盘产物可作为佐剂激活经典免疫反应的第二信号，刺激单核细胞产

生 陨蕴 员圆等细胞因子，并表达 悦阅愿远等细胞黏附分子，但因相对缺乏特异性抗原提呈而不发生 栽细

胞介导的排斥反应。在妊娠期的免疫反应中，第一信号不被激活，而第二信号起重要作用。

第二信号的激活有其潜在的危害，因其可激活特异性免疫应答，导致胎儿被排斥或母体发生

免疫性损伤。外周血可产生第二信号，但 粤孕悦不能提呈抗原至淋巴细胞。即使 粤孕悦可提呈抗

原，胎盘产物 （如孕激素、孕郧耘圆和 栽匀圆类型细胞因子） 亦可使免疫反应趋于 栽匀圆类型，以维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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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反应向 栽匀圆类型转化，抑制单核细胞细胞因子 （如 陨蕴 员圆） 等的产生。

孕信号的作用至今仍不十分清楚，可能包括上调一些单核细胞表面抗原及促进单核细胞因子

（如 陨蕴 员圆、栽晕云 α 和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员） 的产生。至于 孕信号是促进还是抑制淋巴细胞对第

一信号的反应，目前尚不清楚。孕信号可激活天然免疫系统的某些成分，亦可能通过诱导 栽匀圆反

应而抑制某些淋巴细胞功能。孕信号的抑制性成分有可能导致妊娠期的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

风湿性关节炎。如果 孕信号与经典免疫反应的第二信号相同，则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疾病在妊

娠时有可能恶化，而非缓解。

缘郾糖复合物摇游离胚泡识别子宫内膜的机制，与母体子宫上皮细胞和胚胎滋养外胚层细胞

之间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大量研究表明，细胞表面的糖复合物 （糖脂、糖蛋白） 在识别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在小鼠胚泡附植时，子宫内膜上皮细胞中有 蕴藻再悦（岩藻糖化乳糖系列的寡糖成

分） 的特异性糖蛋白出现。而且胚泡在进入宫腔后，表面出现 蕴藻再糖抗原，因而认为它在胚泡附

植中可能是作为一种中介分子参与附植始发阶段胚泡与母体间的识别和黏着。还有一些蛋白如

（黏蛋白 员），可使子宫内膜细胞表面维持抗黏附性，但在类固醇类激素作用下，在附植开始时也

就是母体妊娠识别阶段，其基因终止表达，以利于母体和胎儿之间实现配体和受体相互作用。总

之，附植前后子宫内膜细胞糖复合物的变化，可能与胚泡和子宫内膜的识别、粘连有关。

远郾细胞因子摇随着妊娠识别和附植机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又发现许多细胞因子和生

长因子 （如白血病抑制因子、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 也参与胚

泡与母体识别及黏附的调控，这些因子在附植期间与许多相关因子共同组成在激素调节下的

“附植级联”，参与母体与胚胎对话，促进母体子宫内膜细胞发生一系列有利于胚胎附植的变化，

对于胚泡成功附植具有重要意义。

苑郾干扰素摇陨晕云是反刍动物胚胎滋养层细胞产生的抗黄体溶解信号，使母体识别妊娠。绵

羊 陨晕云与子宫内腹腔上皮和表面腺上皮的 陨晕云 γⅠ型受体结合，从而抑制雌激素受体和催产素

受体的表达，进而抑制黄体溶解物质 孕郧云圆α的脉冲释放。另外，整合素、激肽释放酶、内皮素

Ⅰ、视黄酸等也参与母体妊娠识别及胚胎附植。此外，还有很多因子参与母体妊娠识别和胚泡附

植的调节。

（六） 免疫耐受与妊娠维持

有关妊娠免疫耐受的机制，有多种学说。各种学说都有一定依据，但都未彻底解决这一问

题。本节简介各种学说，旨在从各个角度探讨引起妊娠免疫耐受的机制。

员郾月怎则灶藻贼学说摇即克隆选择学说，认为不同淋巴细胞在不同抗原刺激下增殖，产生识别不

同抗原的克隆。能够识别自身抗原的克隆在生命早期被选择性淘汰。免疫系统的功能，是区分在

发育过程中确定的 “自我” 和后来进入的 “非我”，并耐受 “自我”，攻击 “非我”。胚胎带有

父系遗传标志、性腺和副性腺，在初情期后完成组织分化。按照 月怎则灶藻贼学说，能对这类组织的

特异性成分发生特异性反应的淋巴细胞克隆不能在生命早期被淘汰，因而有可能对这类组织发生

特异性自身免疫耐受反应。

已知胎盘滋养层细胞可以表达 酝匀悦 Ⅰ型抗原 （悦澡葬贼贼藻则躁藻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愿猿），因此可将母体对

胚胎表现的免疫耐受作用解释为：①滋养细胞不表达 酝匀悦 Ⅱ；②缺乏辅助性 栽细胞，或蜕膜

组织的抑制性 栽细胞 （栽杂） 具有优势作用；③母体在妊娠期处于某种特殊的全身性或局部性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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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抑制状态；④物理性的母 胎屏障作用。同样，对在正常情况下为何不发生针对配子细胞自身

免疫的解释，是生殖系统存在许多物理性屏障，如曲精细管支持细胞屏障、卵泡壁屏障、性腺组

织内 栽细胞因子特性等。所有这些解释均基于 月怎则灶藻贼学说的同一假设前提，即这类组织本身具

有引发针对性免疫排斥反应的能力，只是由于某种特殊的调节机制或物理屏障，在生理情况下不

会导致排斥反应。

圆郾自我及非我识别学说摇该学说是在肯定免疫系统对自身抗原进行识别的前提下，在 月怎则鄄
灶藻贼学说基础上提出的两种新的假说之一。该学说认为 （酝藻凿扎澡蚤贼燥增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胚胎不是感染

性异物，不具有病原相关分子识别信号，所以母体不排斥胚胎。脊椎动物的免疫有 猿种先天识别

方式：微生物性非我 （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灶燥灶泽藻造枣）、丧失自我 （皂蚤泽泽蚤灶早泽藻造枣） 和诱导或改变自我 （蚤灶凿怎糟藻凿
燥则葬造贼藻则藻凿泽藻造枣）。对微生物性非我的识别基础是对微生物特异性病原相关分子产物的识别，这种识

别使天然免疫能够区分自我及微生物性非我。自我识别基于对正常自我标志 （皂葬则噪藻则燥枣灶燥则皂葬造
泽藻造枣） 的识别，自然杀伤细胞和细胞毒性 栽细胞通过对自身 酝匀悦 Ⅰ的识别，抑制凋亡信号的释

放；唾液酸、非活化补体第 猿成分与细胞膜成分的结合、补体调节蛋白的表达以及 悦阅源苑的表达

可以作为保护细胞不被吞噬和补体攻击的信号。诱发及改变的自我识别通过检出异常的自我标

志，即对坏死及凋亡细胞的识别，发动对坏死或凋亡细胞的清除。

在物种发生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免疫系统，其功能是抵御异物的入侵及清除自体内坏死的细

胞残屑。以自我识别为基础的识别方式，可用最少的受体基因编码，在最大限度实施维持自体内

环境免疫稳定的功能。自体细胞对免疫细胞活性的抑制、获得性免疫反应对 栽匀细胞的依赖、栽匀

活化对 粤孕悦信号的依赖以及这类细胞间相互作用对 酝匀悦的依赖等，均说明获得性免疫反应对自

身信号的依赖程度远大于对异源性信号本身。晕运栽细胞以细胞膜成分 悦阅员凿为活化识别对象，

并受 酝匀悦 Ⅰ类分子的抑制性调节，表现 栽匀功能 （月藻灶造葬早澡葬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至少可以说明胸腺

内发育并未全部清除由自身抗原活化的淋巴细胞克隆。低等脊椎动物已经完成免疫系统的初步分

化。作为胎生哺乳类进化始祖的软骨鱼类 （如某种鲨） 和爬行类 （如蝰蛇） 中少数也通过胎生

的方式进行生殖。免疫不排斥胚胎应是进化过程中早已具有的特性。在长期自然选择下保存至今

的物种，其免疫系统应能在其生存环境下抵御危及种系延续的异物入侵。在种系发生过程中从未

对该种系构成过威胁的异物，宿主未必具有特异性识别能力。在自然选择条件下发生的物种，不

会编码对同种移植物个体特异性成分进行识别的受体。有限的免疫识别编码首先应能满足对病原

性寄生物特异性成分的识别，以及对自身组织突变的识别。肠道正常共生菌丛，作为无害的异

物，并不诱发宿主的免疫排斥。胎生方式的存在本身即可证明，即使存在妊娠母体对胚胎遗传异

质性的识别，也不会产生损及胎儿的排斥反应。

猿郾危机模型假设摇该学说 （酝葬贼扎蚤灶早藻则，圆园园圆） 认为，损伤细胞释放的危险警示信号活化

粤孕悦。这种由损伤诱发的警示信号可以是细胞自身的构造，也可以是诱生的、细胞内的、分泌性

的、甚至细胞外基质的一部分。健康的或凋亡的细胞不释放这种警示信号，只有坏死细胞释放这

种信号。内源性警示信号包括 阅晕粤、砸晕粤、热休克蛋白、干扰素、白介素 员、活化的血小板及 栽
细胞表面表达的 悦阅源园分子及基质降解产物等。由于 粤孕悦是 栽细胞接受抗原刺激并发动特异性

免疫反应的关键，组织损伤本身被视为发动免疫反应的启动因素。根据这一学说，母体对胚胎表

现的免疫耐受作用可解释为：正常胚胎不释放警示信号；同样，性腺、配子细胞、哺乳期乳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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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情期后发生的组织作为正常的自体组织，正常表达自身抗原，也不释放警示信号，不会引起自

身免疫。

现已证明，妊娠期存在胚胎与母体间细胞的交换，而且来自对方的细胞可以在体内长期存

在。例如，在一名 圆苑年前分娩过男婴的妇女循环血中发现有 再染色体阳性细胞 （月葬则蚤灶葬早藻，

圆园园圆）。月怎则灶藻贼的克隆选择学说及近年出现的自我非我识别和危险信号学说均忽略了胚胎组织对

免疫活性细胞的作用和滋养细胞对免疫活性分子的反应性，不能彻底地解释围附植期在母 胎界

面上发生的免疫学现象。但是，危机模型假说对配子、性腺和副性腺等在生命早期未完成分化的

组织不受自身免疫攻击，已能提供相对完善的解释。

源郾胎盘作用假说摇现有证据表明，胎盘滋养细胞可以释放活性介质，活化母 胎界面的免疫

细胞。在母 胎界面上有包括巨噬细胞游走抑制因子在内的多种免疫、炎性细胞信号分子的表达

（粤则糟怎则蚤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并大量聚集具有 晕运活性的蜕膜大颗粒淋巴细胞 （藻郧蕴）、晕运栽细胞和 悦阅
栽细胞。藻郧蕴表达穿孔素，能够有效地杀伤 晕运敏感细胞 （胡承阅等，员怨怨怨）。滋养细胞表达

云葬泽蕴，可直接诱导活化的免疫活性细胞发生凋亡 （姜勋平等，圆园园源）。胚胎滋养细胞是一类低分

化的细胞，大量表达原癌基因，对多种凋亡信号分子缺乏敏感性 （栽藻贼藻灶泽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园）；合体滋

养细胞表达凋亡抑制蛋白 （遭糟造 圆），可以抵抗 晕运细胞释放的凋亡信号 （陨皂则蚤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

近年发现，凋亡信号通过与膜表面相应受体的结合，在多数情况下活化 云葬泽相关死亡决定途径

（云粤阅阅），使细胞凋亡或坏死，但也可能活化核因子 （晕云） 允月或 糟 躁怎灶氨基端激酶 （允晕运），发

动细胞的增殖 （悦澡藻灶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栽怎灶早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在母 胎界面，主要由蜕膜 晕运细胞释放

的细胞因子对胎盘滋养层细胞的作用，除诱导凋亡外，还有其他作用。例如，滋养层细胞对干扰

素的反应方式不同于其他细胞；围附植期子宫内膜补体合成减少 （蕴蚤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胚胎表达的

补体调节蛋白对于控制母 胎界面的免疫反应强度、维持胚胎生存起决定性作用 （蕴蚤藻贼葬造郾，

圆园园圆）。简单地仅将胚胎、配子细胞及性腺、副性腺组织视为免疫活性细胞攻击的靶组织，是不

全面的。由母 胎免疫或胚胎组织与母体内分泌共同作用下的特殊免疫调节方式，在胚胎植入阶

段参与局部蜕膜的破坏和清除，从而为滋养层细胞向蜕膜深层的浸润创造条件。母体免疫抑制，

藻郧蕴功能不全不利于胚胎植入 （蕴蚤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

滋养层细胞是与母体直接接触的胚性组织，在母 胎免疫中作用尤为重要。滋养层细胞可能

通过以下机制介导妊娠免疫耐受。

（员） 屏障作用摇滋养层细胞包裹整个孕体，在母体和胎儿间构成物理屏障，从而阻碍母 胎

间免疫细胞与应答产物之间的直接接触。滋养层细胞屏障易受病原体的侵袭和分娩损伤，使母体

和胎体内能检测到少量对方有核细胞。母源性 陨早郧可能经过滋养层细胞表面 云糟受体转运入胎体。

杂杂 粤、杂杂 月等自身抗体进入胎血循环 后，可 阻 断 胎 心 节 律 的 房 室 传 导 （月则怎糟葬贼燥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缘）。然而，绝大部分母体 陨早郧被绒毛间质中的巨噬细胞清除。

（圆） 独特的 酝匀悦表达摇鉴于 酝匀悦在免疫应答中的特殊作用，配子及孕体 酝匀悦抗原的表达

一直是母 胎免疫研究的热点之一。已知精子、卵子、卵裂中的受精卵和胚胎均表达 酝匀悦抗原。

滋养层细胞能否表达 酝匀悦争议很大，多数研究认为滋养层细胞不表达经典的 酝匀悦 Ⅰ、酝匀悦
Ⅱ抗原，且不受干扰素上调，提示调控滋养层细胞表达 酝匀悦的机制尚未明了 （阅澡葬遭澡葬则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远）。酝匀悦表达缺失不仅显著降低滋养层细胞的免疫原性，同时也阻抑 悦栽蕴的形成及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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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作用。然而，绒毛外滋养层细胞可表达缺少多态性、非经典的 酝匀悦 Ⅰ类抗原，即 匀蕴粤 郧。

匀蕴粤 郧基因定位于 酝匀悦远端，表达产物分子质量 源园噪怎，略低于经典的 匀蕴粤 粤、匀蕴粤 月和

匀蕴粤 悦，部分可分泌入液相。匀蕴粤 郧表达于胎盘、胎肝、胸腺及眼部，参与 栽细胞间识别与

信号传递，能抑制 悦栽蕴和 晕运细胞的形成与效应。但也有人认为，匀蕴粤 郧只是 酝匀悦进化的痕

迹，病理妊娠时也未见异常表达 （蕴葬造皂葬灶葬糟澡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另外，利用流式细胞仪、砸栽 孕悦砸、

杂燥怎贼澡藻则灶印迹和放射标记等效术，在 皂砸晕粤和蛋白水平发现妊娠早期滋养层细胞表达经典的 匀蕴粤
郧（运则燥灶藻灶遭藻则早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

（猿） 细胞毒抗性摇滋养层细胞对 悦栽蕴和 晕运细胞的细胞毒作用不敏感。用配偶细胞免疫小

鼠产生的 悦栽蕴和抗体、或给孕鼠被动输入杀伤活性高的抗配偶 悦栽蕴，均不能杀伤滋养层细胞；

晕运细胞也是如此。滋养层细胞这一特性显然与妊娠免疫耐受有关，但具体机制远未明了。酝匀悦
对 悦栽蕴的作用与对 晕运细胞的作用不同。悦栽蕴的活化和发挥效应有赖于靶细胞表达 酝匀悦，而正

常表达自身 酝匀悦 Ⅰ类抗原的细胞不易被 晕运细胞杀伤。绒毛滋养层细胞对 悦栽蕴的抗性与其

酝匀悦缺失有关 （粤扎葬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匀蕴粤 郧可抑制 悦栽蕴和 晕运细胞活性。滋养层细胞膜也能

显著抑制 晕运细胞的细胞毒作用 （蕴葬造皂葬灶葬糟澡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

（源） 免疫抑制作用摇滋养层细胞功能活动的产物 （如胎盘蛋白、妊娠激素、细胞因子及其

膜本身） 均有广泛的免疫抑制作用。滋养层细胞能分泌抑制谱广、效能强的 栽郧云 β，抑制淋巴

细胞对丝裂原及同种异体抗原的反应，以及抑制 悦栽蕴和 晕运细胞活性。滋养层细胞膜对 栽细胞和

晕运细胞功能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可能与膜的接触抑制及促进 栽郧云 β 转录有关 （蕴赠泽蚤葬噪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缘）。体内滋养层细胞与母体免疫细胞不论在绒毛血窦还是在蜕膜内、体循环中均有广泛的直

接接触。

（缘） 表达补体调节蛋白摇滋养层细胞补体调节蛋白的发现，得益于滋养层淋巴细胞交叉抗

原 （栽蕴载） 的研究。最先认为，栽蕴载是保证妊娠成功的分子基础，但近来有人认为仅是能辅助淋

巴因子裂解的膜辅因子蛋白 （酝悦孕、悦阅源远）。已发现所有滋养层细胞均表达 酝悦孕、促衰变因子

（阅粤云、悦阅缘缘） 和 悦阅缘怨。悦阅源远主要表达于胚胎滋养层细胞，可进入液相发挥效应。悦阅缘怨的表

达高于 悦阅源远、悦阅缘缘，提示其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常妊娠胎盘局部有一定的补体活化，如免疫复

合物的沉积，特别是滋养层细胞向蜕膜浸润时更易出现补体活化。正常孕妇体内存在抗滋养层细

胞的抗体，诱发或注射抗 酝匀悦抗体对妊娠结局无影响；病理妊娠则有显著的补体活化，表明滋

养层细胞表达一系列补体调节蛋白，参与妊娠免疫耐受的建立与维持。

（远） 诱导蜕膜免疫摇在胎盘母体面的蜕膜内，存在由绒毛外滋养层细胞、免疫细胞和蜕膜

细胞组成网络状免疫 酝悦孕环境，不但有完整的细胞因子网络，且免疫细胞处于特定的功能状态，

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蕴蚤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可能是妊娠外周免疫耐受的具体表现，其形成是滋养层

细胞功能活动的结果，没有滋养层细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蜕膜化。滋养层细胞诱导蜕膜免疫

酝悦孕环境形成的机制，除免疫因素外，可能还有性腺激素及前列腺素参与。占外周血淋巴细胞

员园豫 ～员缘豫的 晕运细胞在妊娠蜕膜内为数最多，比例高达 源缘豫，不表达 陨蕴 圆砸，细胞毒性作用

弱于外周血 晕运细胞。栽细胞量少，不表达 栽细胞活化所必需的 αβ栽悦砸和 陨蕴 圆砸。蜕膜免疫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分泌量却显著高于外周血淋巴细胞。

缘郾补体调节因子 阅粤云摇随着妊娠的进程，妊娠相关激素 ［如早孕因子 （耘孕云）、澡悦郧、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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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甲胎蛋白等］大量生成，可抑制免疫活性细胞的功能；胎儿滋养层细胞不表达 酝匀悦 Ⅰ、

酝匀悦 Ⅱ，使抗原提呈过程受阻；胎儿滋养层细胞表达 匀蕴粤 郧，向所有 晕运细胞传递抑制性信

号 （砸葬躁葬早燥责葬造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从而削弱母体特异免疫功能。与此相反，母体自然免疫却明显增

强 （杂葬糟噪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表现为循环血中单核细胞、粒细胞数量增多，吞噬和分泌功能旺盛，

表面表达 悦阅员源、悦阅员遭、悦阅远源增加；急性期反应蛋白水平升高；补体系统 悦员择、悦猿、悦源水平升

高；蜕膜组织中巨噬细胞增多，功能增强。此外，蜕膜组织中存在大量 γδ栽细胞，能识别胎儿

滋养层细胞并与其发生免疫反应 （粤则糟噪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母体自然免疫功能增强无疑有利于防御

感染，但同时对同种异体移植物胎儿的发育造成免疫损伤。补体系统是自然免疫的重要成员之

一，悦猿在补体的两条激活途径中处于中枢位置，其激活后的最终产物膜攻击复合物 （酝粤悦） 以

及趋化而来的炎症细胞均可对胎儿形成致命攻击。因此，补体调节因子、特别是 悦猿的调节因子

阅粤云在保护胎儿、维持妊娠方面起重要作用。

阅粤云通过以下途径维持妊娠。

①保护精子、卵子和受精卵，使其顺利通过生殖道，并对囊胚成功附植具有保护作用。受精

前的精子、卵子和受精后的受精卵、囊胚以及附植后母 胎界面，均可表达 阅粤云，主要依靠抑制

悦猿转换酶和维持 悦缘转换酶，削弱或阻断生殖道补体系统的酶促级联反应，保护生殖细胞、囊胚

免受母体补体系统 酝粤悦的溶解，以及被趋化来的炎症细胞所释放的溶解酶所破坏。

②增强母体抗感染能力。在妊娠的中晚期，母体循环血红细胞表面 阅粤云明显降低，有利于

提高母体血中补体水平，增强母体抗感染能力，减少母体和胎儿的感染机会 （陨皂则蚤藻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远）。

③特异性地防止 悦则燥皂藻则血型不合引发的胎儿溶血。阅粤云是 悦则燥皂藻则血型系统抗原，不同血型

妊娠时，滋养层细胞高表达的 阅粤云分子能大量吸收来自母体的抗胎儿血型抗原抗体，减少该抗

体对胎儿的损伤 （砸藻蚤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

④非特异性地降低因各种血型不符、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酝匀悦） 不同导致的胎儿溶血

或免疫排斥。妊娠晚期，母体活性 陨早郧进入胎儿血循环，与胎儿相应抗原发生免疫反应，从而激

活补体系统，而胎儿血细胞和其他组织细胞在此之前已表达 阅粤云，可减弱由此引发的免疫伤害

（悦燥怎增藻造葬则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允葬则增蚤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

远郾外周免疫无反应学说摇早年有人曾提出，胎儿不被母体排斥的免疫学机制包括胚胎没有

免疫原性、妊娠改变母体免疫应答能力、子宫是特殊的免疫赦免器官、胎盘是有效的免疫屏障、

胎儿不具备免疫应答能力等 （杂葬则早藻灶贼，员怨怨猿）。现在发现，胚胎具有一定的免疫原性，孕期母体

免疫应答力完整，将异体皮肤移植入子宫腔，同样遭排斥；在母体血液循环中能检出胎儿细胞，

胎儿出生时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均已建立等。

免疫耐受可粗分为中枢免疫耐受和外周免疫耐受。中枢免疫耐受主要是克隆排除或流产，即

阴性选择，意指在胚胎期表达高亲和力 栽悦砸的 栽细胞在中枢免疫器官内识别与主要组织相容性

复合体结合的自身抗原后，被 “清除”（粤则灶燥造凿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外周免疫耐受主要为免疫无反应

性 （葬灶藻则早赠），系成熟 栽细胞 悦阅猿 栽悦砸被交联后因缺乏辅助刺激信号而不能活化，或发生细胞

凋亡。另外，借助 云葬泽蕴辕云葬泽交联，悦栽蕴也可发生自杀或自相残杀。

目前，对免疫无反应性尚无确切的定义，多指免疫细胞特定的、可逆转的、不能产生免疫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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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功能状态。缺乏辅助刺激因子、陨蕴 圆分泌及其受体表达异常、栽悦砸或 悦阅愿辕悦阅源表达低下、

抗体反馈抑制、产生独特型抗体、发生免疫抑制等，均可促成免疫无反应性。已知 栽细胞活化

必须有 栽悦砸与 粤孕悦细胞表面 酝匀悦 肽复合物的结合。栽细胞与 粤孕悦之间各种黏附分子的识别与

配对，如 悦阅源、悦阅猿与 酝匀悦、悦阅圆愿与 月愿、蕴云粤 员与 陨悦粤酝 员等；栽细胞和 月细胞的增殖与分

化，也依赖于各种辅助刺激因子，包括一系列细胞因子的分泌和相应受体的表达 （宰葬造凿皂葬灶灶藻贼
葬造郾，员怨怨猿），干扰任一环节均可导致免疫无反应性。胎儿对于母体而言，类似于同种异体移植

物，其抗原不可能存在于母体中枢免疫器官内。因此，妊娠免疫耐受的本质可能是外周免疫无反

应性。现已发现，蜕膜内 栽细胞 栽悦砸 αβ 和 陨蕴 圆砸表达受到抑制 （阅蚤藻贼造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

近来认为，免疫耐受是因为自身抗原长期刺激淋巴细胞，使其兴奋性降低、刺激阈增高所

致。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的应答，涉及淋巴细胞活化中的信号转导，其中磷脂酶 悦活性、三磷酸

肌醇、二酰基甘油、细胞内钙浓度等，都必须超过一定阈值，否则淋巴细胞经过一定增殖或

（和） 分化后又恢复至静止状态，表现为免疫耐受，而且淋巴细胞的兴奋性及刺激阈值随抗原刺

激时间和频率的增加而分别降低与增高，因而影响免疫应答 （月则怎糟葬贼燥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如果该理

论属实，就可解释母体对抗原量缓慢渐增，且持续存在的胚胎不产生免疫应答的机制。

苑郾封闭抗体理论摇一定程度的免疫抑制为妊娠成功所必需。滋养层细胞本身具有广泛的免

疫调节作用，蜕膜内也有许多免疫抑制因子。蜕膜细胞培养上清液能抑制 栽细胞和 月细胞功能，

也可通过分泌 孕郧耘圆介导免疫抑制。小鼠流产模型显示，蜕膜内有非特异的、非 酝匀悦限制性的、

非淋巴细胞的自然抑制细胞，该细胞可能受滋养层细胞诱导 （月怎造皂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

理论上，母体对胎儿有害的免疫应答可被封闭抗体 （月粤） 阻断。月粤最初发现于肿瘤免疫

中，因动物血清中 陨早郧组分能阻抑自身淋巴细胞对癌细胞的杀伤而得名。以胎儿细胞为靶抗原，

在受孕动物体内也能检测到 月粤。员怨苑远年，砸燥糟噪蚤造蚤灶第一次发现体内的 月粤缺失，故而将 月粤与妊

娠成功地联系在一起。已发现在胎盘后血、外周血和脐血中，均存在能抑制丝裂原诱发淋巴细胞

增殖的 陨早郧组分物质，抑制 陨蕴 圆砸、悦阅源、悦阅愿、匀蕴粤鄄阅砸、悦阅圆、蕴云粤等分子的表达，加入重组

陨蕴 圆能部分逆转其抑制作用。根据以下临床与实验资料：①月粤出现于妊娠第 远～ 员圆周，最晚

不超过妊娠中期；②所有正常孕妇均有 月粤，缺失者发生流产；③月粤阴性的自发性流产患者经治

疗转阳后，愿园豫能顺利分娩；④月粤与滋养层细胞活力有关等，栽葬噪藻怎糟澡蚤认为，月粤是维持妊娠必

不可少的因素 （栽葬噪藻怎糟澡蚤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园）。但也有人认为，月粤仅是妊娠的结果，自发性流产检出

率低是因为孕期短的缘故，且体液免疫缺失的小鼠和人均能顺利妊娠 （粤凿藻造泽遭藻则早藻贼葬造郾，员怨愿猿）。

愿郾云葬泽辕云葬泽蕴系统引起细胞凋亡假说摇
（员）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系统基本特性摇云葬泽（又名 粤责燥 员辕悦阅怨缘） 是存在于细胞表面的Ⅰ型跨膜糖蛋

白，属于 栽晕云和 晕郧云受体超家族，称为死亡受体，由 猿员怨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分子质量源缘噪怎。

人 云葬泽基因位于染色体 员园择圆猿上，有 怨个外显子，源个重要区域与死亡信号转导有关：死亡信号

激发域、诱导程序性细胞死亡的抗 云葬泽单克隆抗体作用域、死亡抑制域和死亡域。死亡信号激发

域是与 云葬泽蕴特异性结合的部位。死亡域则与 栽晕云 砸员 同源，介导细胞死亡，称为死亡区。云葬泽
蛋白有膜结合型 （皂云葬泽） 和可溶型 （泽云葬泽） 两种形式，主要以膜受体 （即 皂云葬泽） 形式存在，也

可以通过转录水平的不同拼接产生 泽云葬泽。泽云葬泽对 皂云葬泽诱导的凋亡有抑制作用。

云葬泽抗原在体内广泛分布于各种组织和器官，如胸腺、肝、脾、肾、淋巴结、心、肺、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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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等。

云葬泽蕴又称 悦阅怨缘蕴或死亡因子，是 云葬泽在体内的天然配体，属于转化生长因子受体 （贼则葬灶泽枣藻则
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则藻糟藻责贼燥则，栽郧云 砸） 家族的Ⅱ型跨膜蛋白，由 圆员愿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分子质量 源园
噪怎。云葬泽蕴基因定位于人和鼠染色体 员择圆猿上，有 缘个外显子。云葬泽蕴也以膜结合型 （皂云葬泽蕴） 和可

溶型 （泽云葬泽蕴） 形式存在，在细胞膜金属蛋白激酶作用下可发生蛋白水解，从细胞膜上脱落，形

成 泽云葬泽蕴。人的 泽云葬泽蕴介导细胞凋亡的能力较 皂云葬泽蕴弱。云葬泽蕴分布于活化 栽细胞、晕运细胞、单核

巨噬细胞及免疫豁免区 （如眼前房、睾丸滋养细胞等）。

云葬泽蕴与 云葬泽在结构上互补结合，可诱导表达 云葬泽的靶细胞发生程序性死亡。因此，云葬泽辕云葬泽蕴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诱导细胞凋亡 （葬责燥责贼燥泽蚤泽）（杂怎凿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杂扎葬遭燥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不论是表

达于细胞表面的 云葬泽蕴还是纯化的 云葬泽蕴，或者是抗 云葬泽的 陨早酝抗体，只要与细胞表面的 云葬泽分子

结合，即可向细胞内传递信号，使细胞随之发生凋亡。云葬泽辕云葬泽蕴系统引起细胞凋亡的作用，主

要在免疫耐受方面。在胸腺中 怨缘豫的 栽细胞因此而凋亡，是 栽细胞在胸腺中发生阳性选择的主

要机制。同样，月细胞也在骨髓发育过程中发生凋亡。细胞凋亡在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免疫耐

受的形成及特异性免疫反应的控制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云葬泽与 云葬泽蕴间相互作用的可能形式有：

①栽细胞与靶细胞之间的凋亡，这是最常见的凋亡形式。栽细胞表达 云葬泽蕴，使表达 云葬泽的靶细胞

凋亡。②栽细胞与 栽细胞之间的凋亡。栽细胞在激活后可表达 云葬泽，也可表达 云葬泽蕴，导致相互作

用的 栽细胞一方死亡或双方死亡。③靶细胞与靶细胞之间的凋亡。靶细胞既可表达 云葬泽，也可表

达 云葬泽蕴，导致一方或双方死亡。

除活化的 栽细胞外，免疫特赦器官和其他某些上皮组织均可表达 云葬泽蕴。例如，在睾丸和胎

盘组织中有 云葬泽蕴高度表达，在前列腺、肺、子宫组织可见有 云葬泽蕴表达，同时有不同数量的 云葬泽
皂砸晕粤或 （和） 蛋白表达。云葬泽和 云葬泽蕴在某些上皮组织中共同表达，提示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介导的凋亡

在这些组织细胞的生理性更新、维持自身稳定中起重要作用。胸腺细胞和外周血中的多种正常细

胞 （如活化的 栽细胞、月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精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均可表达 云葬泽，通

过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介导细胞凋亡，在机体 栽细胞和 月细胞的个体发育及免疫调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云葬泽和 云葬泽蕴在体内表达异常时，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载藻则则蚤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

免疫特赦或免疫豁免区，是指同种或异种基因组织移植物可在此持久存活的部位。传统观念

认为，这些部位由于血管 组织屏障和缺乏淋巴液灌注，避免抗原与免疫细胞接触，从而使免疫

系统不发挥作用。但现代研究显示，血管 组织屏障并不能完全阻止淋巴细胞液进入该部位。据

郧则蚤枣枣蚤贼澡等 （员怨怨缘） 报道，免疫特赦区 （如眼和睾丸组织中） 高度表达 云葬泽蕴，直接杀伤因感染因

素或异体抗原激活、并可表达 云葬泽的浸润淋巴细胞，发挥免疫特赦作用。也有报道指出，恶性肿

瘤细胞表面表达 云葬泽蕴，诱导表达 云葬泽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凋亡，在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中发挥一

定作用。

利用 云葬泽蕴的免疫保护效应，蕴葬怎等 （员怨怨远） 用 云葬泽蕴糟阅晕粤转染成肌细胞，然后将表达 云葬泽蕴
的成肌细胞与胰岛细胞共同移植于不同品系的小鼠，结果发现功能性胰岛细胞不被宿主免疫系统

排斥，可发挥正常的血糖调节功能，表明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系统在对异己抗原产生的外周免疫耐受中也

起重要作用。

（圆）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在母 胎界面的表达摇母体与胎儿之间发生免疫作用的主要部位，是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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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蜕膜和胎盘组织，即母 胎界面。蜕膜富含淋巴细胞，胎盘组织携带父方 匀蕴粤基因，胎盘和蜕

膜实际上成为胎儿与母体免疫系统之间的屏障。母体通过蜕膜主要与胎盘而不是胎儿进行相互免

疫作用，而胎盘中与母体免疫系统接触的主要细胞类型是滋养层细胞。因此，母体对胎儿免疫的

识别，实质是母体蜕膜淋巴细胞对胎盘滋养层细胞的识别 （悦则燥泽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即胎盘滋养层

是体内另一重要的免疫特赦部位。

在妊娠早期，胎盘组织中绒毛内层的细胞滋养层和外层的合体滋养层均表达 云葬泽蕴；在足月

胎盘绒毛的合胞体层，有 云葬泽蕴高度表达。足月胎盘绒毛膜滋养层、羊膜的上皮细胞也存在 云葬泽蕴
表达。离体的滋养层细胞在培养 源愿～怨远澡后，有 云葬泽蕴高度表达，随着细胞滋养层细胞的分化增

强，云葬泽蕴表达升高，至足月时，胎盘绒毛的多核层有高水平的 云葬泽蕴表达 （月葬皂遭藻则早藻则藻贼葬造郾，

圆园园员；砸蚤增藻泽贼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匀葬皂皂藻则等 （员怨怨怨） 运用免疫组化和双免疫荧光技术对 云葬泽蕴蛋白进

行定位，发现在胎盘绒毛中 云葬泽蕴主要定位于浸入子宫组织、未进入母体血流的滋养层细胞以及

与母体白细胞密切接触的间质滋养层细胞，这些细胞不表达 云葬泽。

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母 胎界面的 云葬泽表达时，发现绒毛几乎不表达 云葬泽，而母体蜕膜组织的

部分细胞表达 云葬泽。为了进一步弄清表达 云葬泽的蜕膜细胞类型，同时对 云葬泽和 悦阅源缘进行定位分

析，观察到母体蜕膜中表达 云葬泽的细胞有些是白细胞，但不是所有 悦酝源缘细胞均表达 云葬泽，表达

云葬泽的细胞也不都表达 悦阅源缘。

也有实验表明，在胎盘滋养层细胞中有 云葬泽表达。由足月胎盘分离的绒毛细胞滋养层在体外

培养时，可表达 云葬泽皂砸晕粤，可编码跨膜序列，分泌全长蛋白，即活化的胞膜锚定受体。应用活

细胞 耘蕴陨杂粤分析技术，证实 云葬泽定位于细胞表面。然而，足月或早孕细胞滋养层及足月合胞体滋

养层不能被 云葬泽抗体 （悦匀Ⅱ） 和表达 云葬泽蕴的 栽细胞杂交瘤细胞诱导凋亡。虽然滋养层细胞的

云葬泽反应失活机制尚不明确，但可避免被表达 云葬泽蕴的相邻或自身滋养层细胞所杀伤 （孕葬赠灶藻藻贼
葬造郾，员怨怨怨）。

（猿）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介导的细胞凋亡与妊娠免疫耐受摇将经过 孕匀粤和 陨蕴 圆激活、表达 云葬泽的淋

巴细胞与早期妊娠滋养层细胞系 （耘阅圆苑） 细胞共同培养 圆源澡，用原位显示技术 （栽哉晕耘蕴） 检

测，发现有 猿园豫淋巴细胞发生凋亡，当加入抗 云葬泽蕴抗体时，凋亡被抑制 源园豫。而在对照组，

耘阅圆苑细胞与未经激活、不表达 云葬泽的淋巴细胞共同培养，或激活的淋巴细胞与不表达 云葬泽蕴的成

纤维细胞培养时，仅有 源豫 ～缘豫的淋巴细胞发生凋亡，说明淋巴细胞凋亡可通过 耘阅圆苑细胞上表

达的 云葬泽蕴与活化淋巴细胞上表达的 云葬泽交联所诱导。从足月胎盘中分离纯化滋养层细胞，培养

圆源澡或 源愿澡后计数，设立实验和对照两组。实验组将滋养层细胞与 允怎则噪葬贼细胞 （悦阅猿垣淋巴细胞

系） 共同培养，对照组将 允怎则噪葬贼细胞单独培养，或将 允怎则噪葬贼细胞与成纤维细胞共同培养。继续培

养 员远澡后，分别用光镜和电镜观察，并进行 栽哉晕耘蕴检测，发现实验组细胞凋亡率高达 远愿郾源豫，

而在对照组中 允怎则噪葬贼细胞单独培养时，细胞凋亡率为 圆郾缘豫；允怎则噪葬贼细胞与成纤维细胞共同培养

时，凋亡率为 员怨郾圆豫。抗 云葬泽蕴抗体可明显抑制滋养层细胞与 允怎则噪葬贼细胞共同培养的细胞发生凋

亡，而无关抗体则不起作用。为了进一步鉴别凋亡细胞是滋养层细胞还是淋巴细胞，又检测了

悦阅猿垣淋巴细胞的凋亡率，其结果与上面一致。同样，抗 云葬泽蕴抗体可部分抑制 悦阅猿垣的细胞凋亡

率。如果将滋养层细胞与人外周血 栽细胞共同培养，用 栽哉晕耘蕴和 葬灶灶藻曾蚤灶 灾技术检测 悦阅猿垣细

胞凋亡率。当外周血 栽淋巴细胞经 孕匀粤激活后加入滋养细胞，则 悦阅猿垣细胞凋亡率提高。在培

·员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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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体系加入抗 云葬泽蕴抗体，凋亡率降低，不相关抗体则不引起凋亡率的降低。

用转基因及流式细胞分类等技术研究孕鼠外周免疫系统中的胚胎抗原反应性细胞时，发现在

外周免疫器官脾脏和淋巴结中，胚胎反应性 栽细胞在妊娠早期及晚期被大量清除，且这种克隆

清除将持续至产后很长时间。进一步实验证实，在妊娠期间母体胚胎反应性 栽细胞是与胚胎来

源细胞相遇后被特异性清除的。并且，云葬泽辕云葬泽蕴诱导的细胞凋亡在这种维持外周免疫耐受、胚

胎抗原特异性 栽细胞清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自发流产患者早孕期蜕膜中分离 栽细胞，用电泳进行细胞 阅晕粤梯带分析，未发现凋亡细

胞。但用流式细胞分析仪检测凋亡细胞亚 “郧员” 峰，却发现凋亡系数在 圆豫 ～ 圆源豫之间，说明

滋养层细胞不能刺激同种抗原特异性 栽细胞，但表达非典型 酝匀悦同种抗原，在活化的 栽匀细胞辅

助下产生 陨早郧同种抗体。提示通过 云葬泽和 云葬泽蕴信号的蜕膜 栽细胞凋亡是防止母体免疫系统对半

同种移植物胎儿排斥的机制之一。

云葬泽蕴基因由于发生点突变，亮氨酸替代了苯丙氨酸，从而失去了与 云葬泽结合的能力，是

云葬泽蕴功能缺陷小鼠、纯合的 早造凿小鼠缺乏表达 云葬泽蕴功能的原因，可被看成是 云葬泽蕴基因敲除小

鼠。纯合的 早造凿孕鼠在蜕膜与胎盘交界面有大量白细胞浸润及坏死，且所生鼠仔体形较小，有一

些甚至不能存活。

可溶性 云葬泽作为凋亡抑制剂，在维持早孕期母体免疫耐受中也起重要作用。正常早孕期妇女

血浆中 泽云葬泽浓度明显低于同年龄未孕对照组，而正常晚孕期妇女与其未孕对照组比较，泽云葬泽浓

度无显著性差异。另外，与健康孕妇相比较，严重先兆子痫患者血清中 泽云葬泽浓度明显升高，提

示高浓度的 泽云葬泽可提高严重先兆子痫患者中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介导的淋巴细胞发生凋亡。

尽管近年来许多学者通过实验证实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系统诱导的细胞凋亡在妊娠免疫耐受中发挥一

定的作用，但滋养层细胞与淋巴细胞共同培养所导致的淋巴细胞凋亡不能被抗 云葬泽蕴抗体完全封

闭，纯合 早造凿突变孕鼠也并没有导致完全的妊娠失败。这些现象表明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系统并不是妊娠免

疫耐受的惟一机制，需与其他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妊娠免疫耐受的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

怨郾酝匀悦系统调控学说摇目前已明确，机体对移植物的排斥反应，是由 酝匀悦基因所调控的。

例如，人 酝匀悦系统的 匀蕴粤 郧选择性地在胎盘表达。无论是妊娠早期还是妊娠晚期的胎盘，

匀蕴粤 郧主要在绒毛外细胞滋养层细胞上表达，在合体滋养层细胞上只有少量表达或没有表达。

在妊娠早期和妊娠晚期胎盘的不同滋养层细胞亚群中，已发现 远种 匀蕴粤 郧皂砸晕粤。妊娠早期胎

盘以 匀蕴粤 郧员为主，足月胎盘以 匀蕴粤 郧源为主。所有绒毛外细胞滋养层细胞 （即增殖性和浸润

性绒毛外细胞滋养层细胞、血管内滋养细胞、间质滋养细胞和绒毛膜细胞滋养层细胞） 都表达

匀蕴粤 郧蛋白质，绒毛膜绒毛间质中心的胎儿血管内皮细胞也可表达 泽匀蕴粤 郧。相反，在母体螺

旋动脉或脐带血管内皮细胞上没有 匀蕴粤 郧表达。妊娠早期和足月胎盘内胎儿内皮细胞也表达

匀蕴粤 郧，用原位杂交证明细胞柱根部绒毛的增殖性细胞滋养细胞表达低密度 匀蕴粤 郧。环绕在

绒毛外部的合体滋养层细胞，未发现 匀蕴粤 郧；绒毛膜绒毛中心的间质 匀燥枣遭葬怎藻则细胞和妊娠早期

绒毛膜板表达 泽匀蕴粤 郧。在羊膜和羊水中也有 匀蕴粤 郧，最近还发现在早期胎盘和晚期胎盘上有

匀蕴粤 悦、匀蕴粤 耘的表达，而且绒毛外滋养层细胞既表达与 β圆微球蛋白结合的 匀蕴粤 郧、匀蕴粤
悦，也表达游离的 匀蕴粤 郧、匀蕴粤 悦的重链。提示这几种匀蕴粤 Ⅰ类分子在妊娠过程中起协同

·圆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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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此外，细胞滋养细胞在早期强表达 匀蕴粤鄄郧，随后表达逐渐下降。

关于母 胎局部是如何与 匀蕴粤 郧发生相互作用和调节、使胎儿不遭排斥的问题，可做如下

解释。

应用转基因技术将 匀蕴粤 郧基因转导给 苑圆员郾圆圆员细胞，使这种肿瘤细胞能在细胞膜上表达

匀蕴粤 郧分子，可显著抑制外周血 晕运细胞的杀伤活性。因此推测，滋养层细胞上高表达的 匀蕴粤
郧有颉颃 晕运细胞的杀伤活性作用。匀蕴粤 郧对 晕运细胞功能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与 晕运细胞

上的杀伤细胞抑制受体 （运陨砸） 及 悦型凝集素家族间相互作用而获得 （悦葬则燥泽藻造造葬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

酝糟酝葬泽贼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砸燥怎葬泽等 （员怨怨苑） 认为，匀蕴粤 郧本身就能抑制 晕运细胞溶解细胞的功

能，其证据有：①匀蕴粤 郧单抗 愿苑郧（对 匀蕴粤 郧员 具特异性） 能恢复 晕运细胞溶解靶细胞的功

能；②在大肠杆菌中产生的可溶性重组 匀蕴粤 郧融合蛋白，能抑制外周血中 晕运细胞溶解细胞的

作用。由于 匀蕴粤 郧蛋白为低多态性，因此 匀蕴粤 郧可能成为 晕运细胞受体的公共配体，保护胎

儿免受 晕运细胞的杀伤，对胎儿组织产生免疫耐受作用。

在母 胎界面的 匀蕴粤 郧还可通过 栽细胞上的 运陨砸受体，向细胞内传导抑制信号，从而抑制

杀伤性 栽细胞的杀伤功能。悦阅愿垣栽细胞可以识别并与 匀蕴粤 郧结合，起到抑制细胞毒作用。此

外，可溶性 匀蕴粤 郧可直接与 栽细胞上的 悦阅愿结合，但不行使经典 匀蕴粤 Ⅰ类抗原功能，使杀

伤性 栽细胞不产生杀伤作用，反而阻止了 栽细胞与 匀蕴粤 Ⅰ类抗原作用，导致 悦阅愿垣栽细胞的

凋亡。

综上所述，匀蕴粤 郧在母 胎界面的作用可归纳为：①在与母体蜕膜接触的滋养层细胞上，

有 匀蕴粤 郧高表达，使滋养层细胞能向子宫蜕膜内浸润，完成胎盘形成和螺旋动脉重铸的过程；

②匀蕴粤 郧可以直接或间接抑制 晕运细胞的杀伤作用，从而降低母体的免疫反应；③匀蕴粤 郧与

杀伤性 栽细胞 （栽糟） 结合，抑制 栽糟杀伤作用；④调节蜕膜和外周单核细胞的细胞因子释放，使

α 栽晕云和 γ 栽云晕水平降低，陨蕴 源水平升高，促使辅助性 栽细胞 栽匀员辕栽匀圆细胞因子的平衡向 栽匀圆

偏移，有利于妊娠维持。

第三节摇生殖免疫调控

一、排卵的免疫调控

（一） 细胞因子对生殖内分泌和发情排卵的调控

通常认为，细胞因子是介导免疫系统的，不属于神经肽家族。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细胞因子在下丘脑、腺垂体间有细胞信号传递作用。参与调节内分泌系统的细胞因子有：陨蕴、

栽晕云、陨云晕、悦杂云和 栽郧云。它们通过受体介导，以自身分泌、旁分泌及远距离作用形式调控生殖

内分泌。

员郾白细胞介素摇陨蕴 员是最早发现参与下丘脑 垂体功能调节的细胞因子，对下丘脑 腺垂

体 卵巢轴的主要作用是抑制 郧灶砸匀的分泌 （运葬责造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陨蕴 员β 能抑制 郧灶砸匀脉冲频

率和幅度，抑制发情前期 耘圆诱导的 蕴匀高峰。阿片受体颉颃剂纳洛酮可以阻断 陨蕴 员对 郧灶砸匀的

抑制作用，提示 陨蕴 员的作用与内源性阿片肽有关。此外还证明，陨蕴 员β 抑制位于 郧灶砸匀神经元

细胞核内的早期内源性基因的表达，干扰大鼠发情前期下丘脑 郧灶砸匀的释放 （砸蚤增藻泽贼藻贼葬造郾，

·猿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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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怨猿）。陨蕴 员α 可抑制 蕴匀的脉冲频率，但对脉冲振幅没有影响，对 云杂匀的脉冲释放也无显著性

影响。关于 陨蕴 员影响垂体促性腺激素释放的体外实验报道结果并不一致，有报道认为 陨蕴 员直

接刺激培养的垂体前叶 蕴匀细胞分泌，但 运葬则葬灶贼澡（员怨怨员） 报道在同样条件下 陨蕴 员有阻断 郧灶砸匀
刺激培养的大鼠垂体前叶细胞分泌 蕴匀和 云杂匀的作用。悦葬灶灶燥灶（员怨怨愿） 将 源园灶早陨蕴 员β 注入大鼠

侧脑室，猿澡后 愿员豫抑制 蕴匀，员圆澡后 员怨豫抑制 云杂匀。此外，有报道认为，陨蕴 员β 能够引起去睾

丸大鼠 （宰葬造凿皂葬灶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 和羊 （孕澡蚤造造蚤责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 血浆中 蕴匀延迟性下降。

陨蕴 员对卵泡内颗粒细胞的数量及功能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能调节卵巢颗粒细胞的分化，

抑制离体培养大鼠粒层细胞分泌孕激素及 云杂匀所诱发的 蕴匀生成。陨蕴 员可降低培养的猪卵泡颗

粒细胞中基础孕酮及 蕴匀诱导孕酮的分泌，还可抑制大鼠培养的颗料细胞中 蕴匀受体的形成，使

孕酮合成下降。此外，陨蕴 员能刺激未成熟卵泡内颗粒细胞的增殖。卵泡成熟并分化为黄体细胞

后，陨蕴 员即失去此功能，表明 陨蕴 员促颗粒细胞增殖与本身的分化状态有关。人月经周期中外

周血及卵泡液中 陨蕴 员水平呈周期性变化，周期的中期有其峰值出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排卵前

卵泡液内的 陨蕴 员以分泌方式调节颗粒细胞合成前列腺素及纤维溶酶原激活物，参与排卵的发

生。一旦优势卵泡发生排卵并形成血体，颗粒细胞黄素化后，血体内的单核 巨噬细胞合成 陨蕴
员，一方面通过旁分泌方式增强颗粒源黄体细胞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刺激排卵后破溃血管内皮细

胞及卵巢组织内成纤维细胞合成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降低排卵后卵巢内蛋白及胶原纤维的

溶解速度，有利于卵巢的修复及黄体的形成。

陨蕴 远在下丘脑基底部合成和释放并影响下丘脑激素的分泌。陨蕴 员β 可刺激下丘脑基底部合

成和分泌 陨蕴 远，地塞米松则抑制其分泌。神经垂体的星状胶质细胞、促黑素细胞和前叶的卵泡

星状细胞都可分泌 陨蕴 远。神经垂体分泌的 陨蕴 远通过血液循环短路运送至腺垂体，影响腺垂体

激素分泌。陨蕴 远能明显促进犬离体垂体细胞合成和释放 云杂匀和 蕴匀。大鼠卵巢颗粒细胞也能分

泌 陨蕴 远，陨蕴 员、陨云晕和 云杂匀对其分泌活动有促进作用，而 陨蕴 远又呈剂量依赖关系抑制 云杂匀刺

激孕激素的分泌，表明在卵巢类固醇激素生成的调节中，陨蕴 远可能有潜在的旁分泌或自分泌作

用。人排卵前的卵泡液中存在着 陨蕴 远，其含量为 圆园～源园陨哉辕皂蕴。有证据表明，陨蕴 远能促进卵

泡闭锁，调控未成熟卵泡的发育和优势卵泡的选择。

圆郾肿瘤坏死因子摇人、大鼠和牛的卵巢中存在具有免疫活性的 栽晕云 α。人卵巢颗粒细胞能

合成和分泌 栽晕云 α，在 云杂匀、澡悦郧、悦杂云 员的作用下其分泌量明显增加。实验证明，离体培养

的兔黄体细胞在脂多糖刺激下，可产生具有生物活性的 栽晕云 α，通过旁分泌或自分泌形式调节

云杂匀、蕴匀对性腺细胞的作用及性腺本身的功能。栽晕云 α 对腺垂体激素有影响，但对生殖轴的影

响仍有争议。有实验证明，栽晕云 α 能刺激体外培养的下丘脑细胞释放 郧灶砸匀和 陨蕴 远。尽管在

郧灶砸匀神经元内未发现 栽晕云 α 受体，但是 栽晕云 α 能通过间接机制影响 郧灶砸匀分泌。栽晕云 α 能

诱导产生 晕韵，通过 郧灶砸匀神经元上特殊的 晕韵受体改变 郧灶砸匀的释放。有实验发现，栽晕云 α 不

影响体外培养的下丘脑组织释放 郧灶砸匀。在卵巢切除大鼠脑室内注射 栽晕云 α，可致血清 蕴匀浓度

降低。也有实验发现，栽晕云 α 对雄性及发情前期雌性大鼠腺垂体培养细胞的 蕴匀基础分泌无影

响，但明显以剂量依赖方式抑制 郧灶砸匀刺激的 蕴匀分泌。例如，注射员园灶早辕皂蕴的 栽晕云 α 即能刺激

离体大鼠腺垂体细胞分泌具生物活性的 蕴匀、云杂匀和 孕砸蕴，而且这种刺激作用是快速的，缘皂蚤灶后

起作用，远园皂蚤灶后无明显作用。在动物实验中发现，退化的黄体可产生较多的 栽晕云 α，在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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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此外，栽晕云 α 能抑制 云杂匀诱导的大鼠卵泡内芳香化酶的活性及孕激素

的合成，其机理可能是抑制了孕激素生物合成的某些关键步骤。栽晕云 α 抑制黄体细胞孕激素分

泌的作用位点在细胞膜受体水平，推测 栽晕云 α 与黄体细胞上 栽晕云受体结合，可能影响积聚、内

移、激素受体复合物的降解或受体的再循环，导致膜上 蕴匀辕澡悦郧受体总数减少，从而抑制 澡悦郧
诱导的 糟粤酝孕生成和孕酮分泌。通过观察发现，栽晕云 α 能明显促进人颗粒细胞的增殖，还能促

进雌激素的合成和分泌。至于为何产生与动物实验截然相反的结果，目前认为，可能是由于动物

实验中所获得的颗粒细胞主要来自小至中等大小的卵泡，而从人体获得的是经过 澡悦郧刺激后排

卵前的卵泡。有人发现，栽晕云 α 能抑制 蕴匀诱导的人小黄体细胞分泌孕激素，并呈时间和剂量

依赖性，但并不抑制其基础分泌；对大黄体细胞，则不起抑制作用。摇摇
在卵泡期，卵泡液中的 栽晕云 α 来源于颗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云杂匀因抑制巨噬细胞的 孕郧云圆α

合成而使 栽晕云 α 分泌量增加，蕴匀和 悦杂云 员可明显增强 云杂匀的作用。卵泡液内的栽晕云 α 含量

随卵泡成熟而逐渐升高，并在排卵前达高峰。高浓度 栽晕云 α 可进一步促进排卵前颗粒细胞及卵

泡膜细胞合成大量的前列腺素，参与排卵过程。兔新生黄体巨噬细胞及 栽晕云 α 极少，黄体萎缩

时有大量巨噬细胞及 栽晕云 α 出现。进一步研究表明，栽晕云 α 可抑制 蕴匀促孕酮分泌的关键酶，

从而在卵巢内损害黄体期 蕴匀对黄体功能的支持作用，加上本身有细胞毒性，可能与黄体萎缩的

启动有关。

猿郾干扰素摇目前，有关 陨云晕对生殖轴调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卵巢的作用上。动物免疫

功能受损后，很多生殖机能也发生障碍，其中包括卵泡闭锁增加、卵巢形态异常及不育。据报

道，陨云晕 γ 能抑制颗粒细胞分化。从经雌激素预处理的 圆缘日龄大鼠中分离粒层细胞，在雄烯二

酮作用下，将其离体培养 圆凿，如果培养介质中不加 云杂匀，粒层细胞的类固醇激素生成量很少，

此时即使加入 陨云晕，对类固醇生成量亦无影响。在介质中加入 云杂匀（员园皂早辕皂蕴） 后，粒层细胞的

雌 辕孕激素比例升高，均超过 员园园。当 陨云晕与 云杂匀同时存在时，雌 辕孕激素比例降低，并呈剂量依

赖性。此外，陨云晕 γ 可减少粒层细胞内 云杂匀诱导产生的 蕴匀受体，而 陨云晕 α 无抑制和促进

作用。

（二） 激素免疫诱导发情排卵

激素免疫是指以激素为抗原，通过主动或被动免疫中和内源性激素，使该激素的生物活性全

部或部分丧失，引起内分泌平衡改变，从而发生各种生理变化。主动免疫是指以激素为免疫原，

注射后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以中和内源性激素。被动免疫则指给动物直接注射激素特异性

抗体，以中和自身激素。迄今为止，已有多种激素进行了免疫试验。在性腺激素中，有雄激素

（杨利国等，员怨愿愿）、雌激素 （林建华等，员怨怨缘；杨利国等，员怨怨园）、抑制素 （匀藻灶凿藻则泽燥灶藻贼葬造郾，

员怨愿源；杂葬怎皂葬灶凿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源；孕则蚤糟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宰则葬贼澡葬造造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园；杂糟澡葬灶遭葬糟澡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

酝糟悦怎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宰澡藻葬贼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杂糟葬灶造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猿；郧造藻灶糟则燥泽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阅’ 粤造藻泽鄄
泽葬灶凿则燥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匀藻灶灶蚤藻泽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蕴燥增藻造造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员；杂葬贼贼藻则造藻藻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黄群山等，

员怨怨苑；姜勋平等，圆园园圆；王进荣等，圆园园园，圆园园员；杨利国等，员怨怨远，圆园园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垂体促性腺激素、催产素、前列腺素、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杨利国等，员怨愿怨） 等。

员郾下丘脑激素免疫摇
（员） 郧灶砸匀免疫摇将 郧灶砸匀与具有免疫原性的大分子蛋白载体偶联后免疫动物，可诱导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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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特异性抗 郧灶砸匀抗体。该抗体特异性中和内源性 郧灶砸匀，从而影响与 郧灶砸匀有关的 蕴匀、云杂匀
等激素的合成与分泌，使动物正常的生殖性能发生改变。有人认为，郧灶砸匀抗体与受体结合，使

垂体中 郧灶砸匀受体明显减少，影响内源性 郧灶砸匀与其受体的结合，改变激素的作用。另有人认

为，可能是由于动物体内的活性物质与抗体结合变为非活性物质，从而减少对靶细胞作用的程

度，干扰代谢系统。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 郧灶砸匀免疫反应可破坏 郧灶砸匀分泌细胞。对羊进行 郧灶鄄
砸匀主动免疫后，当体内 郧灶砸匀抗体水平降低至检不出时，羊体内促性腺激素水平依然很低，表

明 郧灶砸匀的早期主动免疫可能对动物的繁殖功能造成永久性改变。

用 郧灶砸匀免疫的雌性动物，卵巢上几乎没有大卵泡，虽有小卵泡出现但没有黄体，排卵率降

低，卵巢子宫重量减轻。这是由于 郧灶砸匀免疫后，血液中 蕴匀和 云杂匀水平降低，引起卵泡颗粒细

胞上促性腺激素受体减少，从而抑制卵泡发育，并阻止颗粒细胞分化成黄体细胞。用 郧灶砸匀免疫

母猪后，抗体效价在第 员缘周达到最高，血清中 蕴匀浓度在 员圆周降到不可测水平。这些研究结果

表明，郧灶砸匀免疫动物后，对内源性 蕴匀和 云杂匀的合成与分泌有特异性抑制作用。但在卵泡发育

的后期使用 郧灶砸匀抗体不起作用。既然抗体浓度没有达到足以使基础的和脉冲的 蕴匀释放发生改

变的水平，那么 郧灶砸匀抗血清的使用机理可能涉及对卵巢的直接作用。

（圆） 催产素免疫摇现已发现，催产素除具有促进子宫平滑肌收缩作用外，还具有刺激子宫

分泌前列腺素和诱导黄体溶解的作用。因此，用催产素进行主动或被动免疫可引起母畜发情、排

卵受阻。例如，对山羊进行催产素主动免疫，可使其发情周期延长，前列腺素水平下降。对绵羊

进行免疫，可使其怀孕率下降，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

圆郾促性腺激素免疫摇
（员） 蕴匀免疫摇蕴匀的重要作用是促进排卵，诱导黄体生成并分泌孕酮。因此，用 蕴匀或 澡悦郧

主动或被动免疫母畜，可影响排卵和受胎。例如，在母犬的黄体期或怀孕期用马抗 蕴匀血清处

理，可引起孕酮水平下降。用 澡悦郧亚基进行主动免疫，可使灵长类动物产生闭孕效果。允燥澡灶泽燥灶
等 （员怨愿愿） 将牛 蕴匀联合卵清蛋白，分别以 云悦粤、酝员园猿、远灾砸为佐剂对处女牛进行主动免疫，

在 云悦粤和 酝员园猿组均阻碍母牛排卵。阅藻、杂蚤造增葬等 （员怨愿远） 在奶牛上也进行过类似实验，蕴匀免

疫，未发现对 云杂匀的影响；用 蕴匀免疫大鼠，排卵受到抑制，但卵泡发育正常。

（圆） 澡悦郧免疫摇澡悦郧免疫在计划生育领域主要用做避孕疫苗，但在过渡到人体实验之前，

已在一些动物上做了大量研究。经过对 澡悦郧与 澡蕴匀的交叉反应和 澡悦郧抗原性的研究，目前多选

用其 β 亚基作为抗原。也有人将 β 澡悦郧与异种动物 蕴匀的 α 亚基 （如 α 燥蕴匀） 偶合，这是因

为 澡悦匀在 α 和 β 两个亚基联合状态下最适宜于与靶组织的受体结合。免疫所需载体，以破伤风

类毒素 （栽栽） 多见，也有选用霍乱毒类 月链 （悦匀月）、氢氧化铝等。

用 β 澡悦匀 栽栽免疫 远猿名处于生育年龄 （圆缘～猿远岁） 的妇女，其中多数妇女反应良好，但

有少数妇女的抗体滴度很低。产生的抗体具有抗 澡悦郧和破伤风的双重作用，有效免疫时间为 猿园园
～缘园园凿，月经周期和排卵不受影响，对身体也无副作用；但抗体滴度低的妇女，容易出现避孕

失败。由于 β 澡悦郧与 蕴匀存在部分交叉反应，担心 澡悦郧免疫有损于垂体。但对接受免疫者进行

的垂体功能及组织学检查，以及对可能发生免疫复合物沉积的肾、肺、脾、卵巢的检查，与正常

无明显差异。相反，可能是因为 蕴匀受体并不存在于细胞膜上，所以抗体不会进入垂体细胞而产

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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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 源种 澡悦郧疫苗通过了临床试验：①世界卫生组织 （宰匀韵） 推荐的 β 澡悦郧 悦忆
猿苑粤粤 白喉类毒素苗，以去甲 酝阅孕 角鲨烯和 粤则造葬糟藻造粤为佐剂；②人口委员会避孕法研究国际

会议上更新的 β 澡悦郧 栽栽氢氧化铝佐剂苗；③α 燥蕴匀 β 澡悦郧 栽栽或 α 燥蕴匀 β 澡悦郧
悦匀月苗；④β 澡悦郧 栽栽 β 澡蕴匀 悦匀月苗。源种疫苗均产生有效的 澡悦郧抗体，与 蕴匀的交叉反

应为 员猿豫，与 云杂匀无交叉反应，无明显副作用。

利用 澡悦郧与 蕴匀的交叉反应可控制动物的生育力。允燥澡灶泽燥灶等 （员怨愿愿） 用 澡悦郧主动免疫处女

牛，也达到了避孕目的。

（猿） 孕酝杂郧免疫摇由于 孕酝杂郧同时具有 云杂匀和 蕴匀两种活性，所以用 孕酝杂郧主动或被动免疫

雌性动物，可抑制发情排卵。胚胎移植中，许多人用其进行超排。与多次注射 云杂匀超排相比，

孕酝杂郧使用方便，仅需注射一次，价格相对低廉，对动物刺激性小。然而，由于 孕酝杂郧半衰期较

长，在水牛中为 缘凿（再葬灶早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怨）、奶牛中为 员圆园澡左右 （月藻增藻则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羊中为

圆员澡（孕澡蚤造造蚤责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远），超排后残余的 孕酝杂郧会导致第二次排卵波的出现，并伴随产生高浓

度雌激素等，因而对胚胎发育有副作用 （阅蚤藻造藻皂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在超排程

序上应用 孕酝杂郧抗体 （粤孕酝杂郧） 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理想途径。迄今为止，已经从绵羊 （月蚤灶凿燥灶，

员怨苑苑）、山羊 （运怎皂皂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愿园）、火鸡 （阅澡燥灶凿贼藻贼葬造郾，员怨苑愿） 等多种动物上获得了 孕酝杂郧
抗血清。最近，孕酝杂郧单克隆抗体已用于奶牛 （酝燥赠葬藻则贼藻贼葬造郾，员怨愿缘） 和绵羊 （酝葬则贼藻皂怎燥糟蚤藻贼
葬造郾，员怨怨缘） 超排。我国在 孕酝杂郧抗体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已获得了 孕酝杂郧单克隆抗

体 （马友福等，员怨怨远）。

结合应用 孕酝杂郧及其抗体诱导肉牛孪生的机理是抗 孕酝杂郧抗体通过中和残留的 孕酝杂郧，维持

孕酝杂郧处理后母牛生殖内分泌的恒定，从而有利于早期胚胎的发育，进而提高人工孪生率 （杨利

国等，员怨怨员；杨利国，圆园园猿）。

结合应用 孕酝杂郧抗体进行超数排卵的效果，取决于开始注射抗 孕酝杂郧抗体的时期。一些研究

认为，在发情行为出现时注射 粤孕酝杂郧可以改善超排效果 （阅澡燥灶凿贼藻贼葬造郾，员怨苑愿；运怎皂皂藻则藻贼葬造郾，

员怨愿园；酝藻赠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酝燥赠葬藻则贼藻贼葬造郾，员怨愿缘），问题是如何判断发情的开始时期。一般认为，

确定发情以出现静立发情为判定特征，然而，人为判定结果往往准确性差。研究表明，在奶牛超

排中，蕴匀峰值一般出现在静立发情的 原怨～ 垣猿圆澡之间，而且其中大约 员圆豫的供体牛在发情时

无 蕴匀峰出现 （悦葬造造藻泽藻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由此可见，发情早期注射 粤孕酝杂郧，不可避免地处于 蕴匀
峰之前，这就可以解释一些 粤孕酝杂郧使用效果的差异。推迟 粤孕酝杂郧注射时间 （发情后 员圆澡或 圆源
澡），有人认为对超排效果并无明显改善 （杂葬怎皂葬灶凿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源）。然而，应用员园园园陨哉孕酝杂郧对

山羊超排后，在发情后 员圆澡注射 粤孕酝杂郧，结果使超排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表现在试验组 （孕酝杂郧
垣粤孕酝杂郧组） 可用胚胎数几乎是对照组 （孕酝杂郧组） 的两倍 （分别为缘郾缘园依圆郾园愿和 圆郾远苑依

猿郾员怨），而退化黄体数、未排卵卵泡数则显著低于对照组。在绵羊上的试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马友福等，员怨怨远）。由此可以推测，在 蕴匀峰后注射 粤孕酝杂郧能改善超排反应。

也有试验认为，在 蕴匀峰值后 员愿澡注射 粤孕酝杂郧，能显著增加奶牛的可用胚胎数 （注射

粤孕酝杂郧组每头奶牛的平均可移植胚胎数为 缘郾园，而生理盐水组则为 猿郾缘），改善 孕酝杂郧的超排效

果，但也有不一致的报道。另外，可以应用 孕源宫内释放装置 （孕砸陨阅） 或相似方法抑制 蕴匀峰值，

并于 孕源抑制去除后固定时间注射 郧灶砸匀，以确定注射 粤孕酝杂郧时间。应用这种方法，并不影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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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血液中激素分泌图型，同时可以使 蕴匀峰值前的卵泡发育不同步现象有所改善，并使 孕酝杂郧超

排时不出现 蕴匀峰的动物头数减少 员源豫，从而提高动物的排卵率。

猿郾性腺类固醇激素免疫摇类固醇激素免疫的研究始于 员怨苑园年对雌激素的免疫。员怨苑苑年

杂糟葬则葬皂怎扎扎蚤等首次发现主动免疫类固醇可提高母羊的排卵率。员怨愿猿年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

（悦杂蕴砸韵） 研制的由英国 郧蕴粤载韵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生产的双胎素 （云藻糟怎灶凿蚤灶），对提高绵羊的

繁殖力试验取得了成功，初步显示了类固醇激素免疫的经济意义。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开展了

对不同动物类固醇激素免疫的研究工作，绵羊、山羊和鹿对类固醇激素免疫能引起超数排卵反

应，牛对类固醇单一激素主动免疫的效果不明显。在我国，自 圆园世纪 愿园年代开始研究，已在绵

羊和鹿的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

（员） 作用机制摇性腺类固醇激素主要有雌激素、孕酮、睾酮以及它们的衍生物。在生理状

态下，动物通过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的调节作用，使内分泌维持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由下丘

脑产生的 郧灶砸匀，刺激垂体释放 云杂匀和 蕴匀，这两者又促进卵巢上卵泡的生长和发育。卵巢分泌

雌激素、孕酮和睾酮，维持家畜的发情和生殖表现，并对下丘脑或 （和） 腺垂体具有负反馈作

用，即当类固醇激素浓度增加到一定水平时，就会抑制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这样，动物体内的激

素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有规律地变化。类固醇激素的免疫就是以类固醇激素抗体通过主动或被动中

和体内的类固醇激素，使其全部或部分丧失生物学活性，引起原来内分泌平衡状态的改变，从而

发生各种生理变化。

（圆） 主动免疫摇类固醇激素主动免疫是将激素通过共价键偶联到大分子载体蛋白上，生产

完全抗原，用于免疫动物，刺激体内的 月细胞产生免疫应答，从而产生相应的抗类固醇激素抗

体。常用的载体蛋白有卵清蛋白、甲状腺球蛋白、钥孔 血蓝蛋白 （运蕴匀）、牛血清白蛋白

（月杂粤） 和人血清白蛋白 （匀杂粤），其中又以 月杂粤应用最为广泛。当特异性抗体中和内源性类固

醇激素后，激素浓度大大降低，这样就减弱甚至消除了激素对下丘脑或垂体的负反馈抑制作用，

使郧灶砸匀、蕴匀和 云杂匀分泌量增加，卵巢对促性腺激素的敏感性发生改变，促进更多的卵泡发育成

熟以至排卵。对公畜，则可以增加精子的产量。在免疫雌激素时，通常不是直接用雌激素作为主

体制备抗原去免疫动物，而更多地以雄烯二酮作为主体制备抗原。雄烯二酮作为睾酮衍生物，是

合成雌激素的前体，被免疫中和后，合成雌激素的原料浓度大大降低，从而使雌激素的合成减少

甚至停止，负反馈作用被削弱甚至消失。用雄烯二酮代替雌激素制备免疫原的另一原因，是由于

用雄烯二酮制备抗原时佐剂的选择、免疫程序的设计以及其本身结构特点等已经研究得较为清

楚。当然，也有用其他类似物，如雄烷二酮、孕烷醇酮、雄烯酮等作为主体制备抗原的。澳大利

亚的双胎素就是以雄烯二酮 羧基硫醚作为抗原的。而在泰国，用 酝粤栽阅（孕烷醇酮抗原） 提高

生长率、肉产量和繁殖力。

（猿） 被动免疫摇类固醇激素被动免疫是利用抗原物质去免疫中间动物 （如山羊），使其产生

特异的类固醇激素抗体。然后，从中间动物血清中提取出相应的类固醇激素抗体，或者直接将中

间动物的血清注射到家畜体内，使其中和对应的内源性类固醇激素，从而解除对下丘脑或垂体的

负反馈抑制作用。被动免疫与主动免疫一样，都是用抗体中和家畜的内源性类固醇激素，只是两

者抗体产生的途径不同。主动免疫是由免疫动物机体自身产生抗体，被动免疫则借助一种中间动

物。因此，两者免疫的效果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主动免疫的作用能维持比较长的时间，而被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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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的效果比较快。一般的原则是，当需要精确的免疫中和时间，或需要中和作用可逆转时，往往

采用被动免疫的方式；而要长期中和内源性类固醇激素时，则宜采用主动免疫方式。

（源） 佐剂选择摇在用类固醇激素进行主动免疫时，要使免疫反应的强度适当。因为太弱起

不到理想的免疫效果，太强则会导致动物出现严重的局部组织反应甚至全身的异常变化。同时体

内的类固醇激素水平过低会引起动物发情终止，不排卵或不育，增加空怀率。控制适当的免疫强

度要选择适当的佐剂。在微生物免疫中，经典的佐剂是福氏佐剂，这在类固醇激素的免疫中也经

常使用。现在已找到一种比福氏佐剂更理想的佐剂，是 阅耘粤耘 葡聚糖。这是一种多聚阳离子化

合物，与其他佐剂相比，具以下几个优点：①水溶性好，可在水溶液中与抗原一起无菌过滤；②
可以产生稳定的、易于控制的免疫反应；③免疫接种只引起轻微的局部组织反应。

（缘） 类固醇激素免疫对内分泌的影响摇关于类固醇激素免疫对生殖内分泌的影响，迄今为

止，不同的研究者用相同或相近的方法免疫试验动物，得到的结果却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

完全相反。杂糟葬则葬皂怎扎扎蚤等 （员怨苑苑） 在多次试验中，发现用雄激素免疫的绵羊，血中 云杂匀水平变化

不大，甚至有所下降，因而认为排卵率的提高与 云杂匀变化无关。悦澡葬灶早（员怨愿苑） 用雌激素、孕源主

动免疫青年母牛，发现两者均不改变 云杂匀的分泌，但提高 蕴匀水平。栽澡燥皂葬泽等 （员怨怨苑） 用 孕源免

疫母羊，有人用雄烯二酮和 员苑β 耘圆免疫母牛，也有人用睾酮免疫成年奶牛和初情期肉用处女

牛，都发现 蕴匀脉冲频率明显增加，蕴匀水平大大提高，而 云杂匀水平则几乎保持不变。关于 蕴匀
水平上升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免疫中和了内源性的类固醇激素，消除了对下丘脑或垂体的负反馈

作用，从而使 蕴匀释放增加，但对 云杂匀水平没有影响。有学者认为，免疫使分泌抑制素的大卵泡

数增多，性激素活性降低，进而使抑制素水平上升，从而选择性地抑制 云杂匀水平的上升。另一

种解释是，免疫动物的大卵泡增加，分泌的 耘圆亦随之增多，可反馈抑制 云杂匀的分泌。此外，还

有人用优势卵泡理论来解释免疫动物 云杂匀水平变化不大、而排卵率升高的现象。这种理论认为，

绵羊等排单卵动物的卵泡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优势卵泡分泌的雌激素能反馈作用于下丘脑和垂

体，将 云杂匀的血浆浓度抑制在某一水平，使卵泡不能最终完成生长和成熟。同时，在卵泡自身

产生的 耘圆作用下，卵泡对 云杂匀反应的敏感性增加，从而导致对 云杂匀需求的减少。目前，支持最

后一种解释的学者占多数，但有少数学者得出不同试验结果。有人选用多种动物，密集采血，增

加试验时间，结果发现免疫羊的黄体数、血中 蕴匀和 云杂匀都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排卵率的提高

和 云杂匀水平的上升密切相关。无独有偶，有人用 孕源主动免疫羊，发现免疫组除 耘圆水平稍有升高

外，蕴匀和 孕源的浓度与对照组差异不大。在公畜中，匀葬扎葬泽等用雄烯酮主动免疫公猪，结果表明

免疫组与对照组的雄烯二酮水平没有差异，睾酮水平则上升 猿愿倍。用异源性的雄烯酮衍生物作

抗原主动免疫公猪，结果仍是雄烯酮水平没有什么变化，而睾酮的含量到屠宰时比对照组高

猿愿倍。

（远） 类固醇激素免疫对排卵率和繁殖率的影响摇研究与生产实践证实，类固醇激素免疫可

提高母羊排卵率和繁殖率。曾培坚等 （员怨怨源） 对新疆细毛羊分别使用澳大利亚的双胎素 （简称

澳双）、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研制的双羔素 （兰双） 和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制的双羔苗 （上

双），其有效成分分别是雄烯二酮 羧基硫醚 匀杂粤、睾酮 猿 羧甲肟 月杂粤和睾酮 猿 羧基硫醚

月杂粤。试验的结果是，应用澳双免疫提高产羔率 员愿郾远豫 （远郾怨豫 ～ 源怨郾远豫），应用兰双免疫提高

产羔率 圆园郾园豫，应用上双免疫提高产羔率 缘郾怨豫。王云芳等用 载允悦 粤型双羔苗免疫新疆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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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平均提高双胎率 员怨豫。可见，类固醇激素免疫的效果是肯定的。许多试验并且证明双羔素

提高杂交羊的繁殖率更为明显。杂糟葬则葬皂怎扎扎蚤等 （员怨怨源） 用雄烯二酮免疫美利奴羊，用睾酮和皮质

醇免疫大莱斯特与美利奴杂交羊，发现都能提高排卵率和繁殖率。在澡藻灶早等 （员怨怨猿） 对梅花鹿用

雄激素免疫，结果双胎率为 员员郾苑豫，对照组仅有 员郾猿豫。宰蚤造泽燥灶等 （员怨怨缘） 用多种类固醇激素对

良种美利奴绵羊免疫，没有表现出差异。杨利国等 （员怨怨园） 以 阅耘粤耘 葡聚糖为佐剂，在较好的

饲养管理条件下，比较睾酮 月杂粤和雌酮 月杂粤免疫母羊的效果。结果发现，两种疫苗均能诱导

猿园豫 ～远园豫的母羊产双羔，但在发情率方面，雌酮免疫不及睾酮免疫 （杨利国等，员怨怨园）。

砸澡蚤灶凿等 （员怨怨源） 用雄烯二酮免疫西门塔尔青年母牛，结果优势卵泡数量增加。运葬灶藻等

（员怨怨远） 用 耘圆免疫奶牛，未发现卵泡数增多，而用雌酮免疫则可提高排卵率。虽然迄今尚无有关

用类固醇激素免疫提高母牛繁殖力的报道，但并不能肯定类固醇激素免疫对提高母牛繁殖力没有

作用，可能尚未找到最适宜的方法。

源郾抑制素免疫摇自 韵’杂澡藻葬（员怨愿圆） 首先报道用天然抑制素粗提物免疫绵羊可以提高排卵率

以来，用抑制素或其亚基主动或被动免疫绵羊、山羊、牛、猪、豚鼠等动物均可产生抑制素抗

体，减小抑制素对 云杂匀的抑制作用，从而增加排卵率，提高繁殖力。抑制素是由性腺分泌的糖

蛋白激素，是由 α 和 β 两个亚基通过二硫键相连形成的异二聚体，不同种属的动物抑制素氨基

酸序列差异很小，能选择性抑制垂体产生和分泌 云杂匀，若用免疫中和方法去除内源性抑制素，可

间接增强 云杂匀的作用，从而促进卵巢中卵泡发育，提高排卵率。抑制素免疫的免疫原主要来自

组织液中提取、生化合成多肽片段及基因重组。

（员） 天然抑制素免疫摇雄性动物睾丸网液、睾丸淋巴液、精液和前列腺中均存在抑制素，

雌性动物的卵泡液和胎盘组织中也存在抑制素。迄今为止，我国已从动物的精液、卵泡液和睾丸

网液中提取得到均一的抑制素 （杨利国等，圆园园圆；张宁等，圆园园园；赵桐茂，员怨愿源），用这些提纯

的抑制素免疫动物，可以提高排卵率，达到诱导多胎的作用。

匀藻灶凿藻则泽燥灶等 （员怨愿源） 将部分纯化的牛卵泡液抑制素溶于生理盐水，源益与福氏完全佐剂等

体积乳化，作为免疫原免疫罗姆尼羊，使母羊排卵率提高，但 云杂匀、蕴匀未明显改变。月蚤灶凿燥灶等

（员怨愿愿） 用单克隆抗体亲和层析提纯的羊卵泡抑制素，使 苑头免疫牛每次平均排卵数达 员员郾远枚。

用亲和层析法纯化的牛卵泡抑制素与福氏完全佐剂乳化免疫美利奴羊，可使排卵率由平均 员圆园豫
提高到 圆猿园豫 （悦怎灶灶蚤灶早澡葬皂藻贼葬造郾，员怨怨缘）。匀藻灶灶蚤藻泽等 （圆园园员） 用部分纯化的羊卵泡液免疫青年

母牛，部分牛排卵数增加 员～猿枚。杨利国等 （员怨怨远，圆园园圆） 用猪精液抑制素主动免疫黄牛，处

理的 缘苑头母牛中有 员缘头牛产双胎，孪生率达 圆远郾猿豫。叶荣等 （员怨怨远） 对 圆苑园头母黄牛在产后

员猿个月用猪精液抑制素进行主动免疫，猿源周后进行加强免疫一次，结果发现排双卵牛的血清抗

抑制素水平显著高于排单卵牛和不排卵牛的水平，且排卵数与抗抑制素抗体水平呈正相关 （则越
园郾苑缘园苑，责约园郾园员）。

（圆） 抑制素合成肽免疫摇根据抑制素 α 亚基上的抗原决定簇，分别合成 悦端或 晕端的 圆缘～
源园个氨基酸残基片段，与载体蛋白偶联后免疫动物，可以提早母畜的发情期，增加排卵率，促

进卵泡和胚胎的发育。杂糟葬灶造燥灶等 （员怨怨猿） 用抑制素 α 亚基片段 （员 圆远） 与 匀粤郧及 α 球蛋白偶

联后免疫青年母牛，结果产生的抗体滴度为 员颐圆园园园时，结合率从 源豫 ～缘园豫不等，优势卵泡生

长速度快 （圆郾缘依园郾圆皂皂辕凿对 员郾远依园郾猿皂皂辕凿），生长时间短 （缘郾苑依园郾愿凿对 怨郾远依员郾远凿），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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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的持续时间短 （苑郾缘依园郾愿凿对 员圆郾园依圆郾源凿），但不影响排卵率。蕴燥增藻造等 （圆园园员） 用抑制素

α 亚基片段 （员 圆远） 合成肽免疫鸡，可以产生抗抑制素 粤的抗体，改变 云杂匀和 孕源 的分泌和开

产日龄，增加排卵前直径为 愿郾怨皂皂的卵泡个数 （猿郾怨员依园郾愿怨对 员郾愿圆依园郾源源，责约园郾园缘），排卵卵

泡数增加 （缘郾缘缘依园郾圆愿对 猿郾苑猿依园郾圆园，责约园郾园员），产双黄蛋比例分别为 怨辕员员和 员辕员员（责约
园郾园圆）。王进荣等用人工合成的抑制素 α 亚基片段 （员 圆远） 免疫产蛋鸡，结果免疫组的产蛋率、

大白泡、小白泡和小黄泡数均升高 （责约园郾园缘），免疫组外周 耘圆水平上升 （王进荣等，圆园园园；

圆园园员）。用人工合成的抑制素 α 亚基片段 （员 圆怨） 免疫小母牛，结果免疫组 云杂匀提高 缘圆豫
（责约园郾园员），排卵率提高 缘愿豫 （责 约园郾园员），大卵泡 （≥员园皂皂） 数增加 （郧造藻灶糟则燥泽泽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源）。粤灶凿藻则泽燥灶等 （员怨怨愿） 用不同的猪抑制素合成肽免疫美利奴羊，结果发现一些长的抑制素

合成肽 （员 猿圆、员 圆远、苑 圆远、愿 猿园） 在第一次加强免疫后排卵率提高 圆倍，第二次加强免疫

后排卵率提高 猿～缘倍，短肽的排卵反应较弱。阅’ 粤造藻泽泽葬灶凿则燥等 （员怨怨怨） 分别用人工合成的人抑

制素和猪抑制素 α 免疫母羊，结果在繁殖季节，免疫组排卵率提高 （员圆郾员对 缘，责约园郾园缘），可

移胚数目增加 （远郾苑对 员郾缘，责约园郾园员），胚胎质量提高 （怨源郾远对 源园郾远，责约园郾园员）；在非繁殖季

节，免疫猪卵泡抑制素的排卵率同样增加 （怨郾源对 圆郾远，责约园郾园员），但对可移植胚胎数无影响

（猿郾怨对 圆郾员，责跃园郾园缘），而且胚胎质量下降 （缘源郾员对 员园园，责约园郾园员），而免疫人抑制素 α 亚基

片段在繁殖季节降低了排卵率。用人工合成的羊抑制素 α 亚基氨基末端 圆缘个氨基酸残基片段与

人 α 球蛋白偶联，免疫母羊后，抗体滴度和排卵率均升高，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但 云杂匀水平

没有变化 （酝藻赠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而采用更短的间隔时间 （宰藻藻泽灶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或更加纯化

的免疫原 （如生化合成） 的抑制素 α 亚基片段与载体蛋白连接免疫后，排卵数和 云杂匀均升高

（杂葬贼贼藻则造藻藻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宰葬造造葬糟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愿缘；宰则葬贼澡葬造造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园）。

（猿） 重组抑制素免疫摇用基因重组方法得到的抑制素融合蛋白，分子质量比化学合成的模

拟肽大得多，抗原性较好。匀藻灶灶蚤藻泽等 （圆园园员） 用重组的人抑制素 α 亚基免疫 员愿只波尔山羊，

消除了主峰后 员圆～圆园澡的 云杂匀次峰，蕴匀基础浓度在排卵后均降低，耘圆水平上升明显，但在乏情

季节进行免疫对 云杂匀和 蕴匀的分泌没有影响。将抑制素 α 亚基成熟肽段与细菌麦芽糖结合蛋白重

组的融合蛋白免疫 悦燥贼怎则灶蚤曾鸡可加速开产期的到来，增加日产蛋量 （杂葬贼贼藻则造藻藻藻贼葬造郾，圆园园圆）。在

卵清白蛋白的抗原表位插入人工合成的抑制素 α 亚基片段 （员 圆远），表达得到 源远噪怎融合蛋白，

用于免疫家兔获得高滴度的抑制素抗血清，抗体效价高达 员颐员园园园园（郧造藻灶糟则燥泽泽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源）。

杂藻憎葬灶蚤等 （员怨怨愿） 将牛抑制素 α 亚基片段 （员 员源） 与大肠杆菌肠毒素非毒性亚基重组表达的嵌

合抗原免疫兔，获得的兔血清被动免疫鼠，结果鼠的血浆 云杂匀水平升高。

用基因工程方法构建的重组蛋白免疫动物后 （云蚤灶凿造葬赠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怨），云杂匀和现排卵率升高，

不仅与外周血 云杂匀 升高有关，还可能与黄体 期 及 卵 泡 期 云杂匀、蕴匀 分 泌 模 式 的 改 变 相 联 系

（宰则葬贼澡葬造造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园）。除了在绵羊上研究较多外，在大鼠 （杂葬灶凿藻则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员）、母马 （酝糟鄄
悦怎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母牛 （孕则蚤糟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愿苑）、山羊 （刘桂琼等，圆园园猿）、猪 （月则燥憎灶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园） 上应用抑制素免疫，排卵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张小东等 （员怨怨愿） 用人 α 亚基（员 圆远）

栽赠则 郧造赠合成肽免疫 猿岁考力代母羊，云杂匀浓度上升，受胎率及妊娠期无显著影响，而产羔率提

高 源园豫。

（源） 抑制素基因免疫摇基因免疫是用一定方法将带有目的基因的表达载体转染到动物活体

·员园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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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其表达产物经抗原提呈激活免疫系统，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并引起相应免疫应答的

技术。这种方法又叫核酸免疫或 阅晕粤免疫，其疫苗称为基因疫苗、核酸疫苗、阅晕粤疫苗或裸

阅晕粤疫苗 （孙树汉，圆园园园；姜勋平等，圆园园源）。

抑制素基因疫苗是将抑制素抗原编码基因插入到真核载体 阅晕粤上，构建重组真核表达质粒，

用于免疫动物 （姜勋平等，圆园园园）。实验室先后构建了 缘种抑制素基因疫苗，用于免疫小鼠 （姜

勋平等，圆园园圆）、大鼠 （酝葬燥藻贼葬造郾，圆园园猿；茆达干等，圆园园猿） 和卡拉库尔羊 （单胎绵羊品种）

（张德坤等，圆园园源） 后，均使外周血中 云杂匀水平升高，排卵数增加，并成功地诱导单胎绵羊

生双胎。

缘郾前列腺素免疫摇前列腺素免疫可导致动物发情周期延长。以 孕郧云圆α 匀杂粤结合物对母羊进

行主动免疫，结果在连续两个繁殖季节，均出现了长达 员猿缘凿左右的持久黄体，有效抗体滴度至

少可维持到 源园园凿以上。

二、受精的免疫调控

（一） 精子受精抗原

员怨愿源年，晕葬扎领导的研究小组用正常生育者的洗涤精子免疫 月粤蕴月辕悦小鼠，并取其脾细胞与

淋巴瘤 晕杂 员细胞进行杂交，共得到 源园个分泌抗体的杂交瘤细胞克隆，应用其中的 酝粤圆源单克

隆抗体建立免疫亲和层析法，从二碘水杨酸锂 （蕴陨杂） 溶解的精子膜制剂中纯化得到一种分子质

量为 圆猿噪怎的糖蛋白，与精卵受精密切相关，被命名为受精抗原 员（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葬灶贼蚤早藻灶 员，云粤
员）。

员郾云粤 员的生化特性摇云粤 员为睾丸特异性糖蛋白，约占可溶性睾丸制剂总蛋白的 猿郾缘豫，

主要在精子发生的后期表达。在睾丸组织中，云粤 员常以成熟形式、降解形式或糖基化修饰形式

存在，不同形式的 云粤 员分子可带有不同的电荷，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杂阅杂 孕粤郧耘） 上可

出现分子质量不完全一致的蛋白带。从人和鼠的精子中分离、纯化得到的 云粤 员，以分子质量

圆猿噪怎单体或 源苑～缘园噪怎的二聚体形式存在。在 杂阅杂 孕粤郧耘上，云粤 员主要通过离子键相互作用，

以二聚体形式存在，用 员郾缘皂燥造辕蕴晕葬悦造处理后，就可见到 云粤 员的单体形式。云粤 员为组织特异

性糖蛋白，在不同动物中具有很强的保守性。人、兔、鼠、牛等物种间的 云粤 员有高度同源性

（月则燥灶泽燥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怨）。间接免疫荧光显示 （晕葬扎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云粤 员主要存在于精子的顶体

后区、中段及尾部，用简单的理化方法处理的精子，获能与未获能精子有相同的 云粤 员存在方

式，提示 云粤 员不是精子从附睾液或附属腺液中吸附的蛋白，而是精子膜的内在膜蛋白。用 月蚤燥
砸葬凿底物凝胶技术研究表明，云粤 员不显示任何蛋白酶解活性及顶体素活性。云粤 员单克隆抗

体 酝粤圆源仅与精子反应，而与红细胞、成纤维细胞、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等均无反应 （晕葬扎藻贼
葬造郾，员怨愿源）。

用抗 云粤 员的单克隆抗体 酝粤圆源从小鼠的 糟阅晕粤 λ早贼员员文库中筛选出 云粤 员糟阅晕粤，用 耘糟燥
砸Ⅰ将其酶切，亚克隆进 责月造怎藻泽糟则蚤责贼Ⅰ载体上，进行测序。发现鼠 云粤 员糟阅晕粤缘忆端有 愿圆遭责的非

编码区，猿忆端有 苑缘遭责的非编码区，编码区共 源怨缘遭责，编码 员远源个氨基酸，在终止密码后有一 责燥鄄
造赠（粤） 尾。对 云粤 员糟阅晕粤测序完毕后，将其用 耘糟燥 砸Ⅰ酶切后再插入 责郧耘载 圆栽载体中，并

转至大肠杆菌 允酝员园缘细胞内，用异丙基 β 阅 半乳糖苷诱导 云粤 员的表达，并用免疫亲和层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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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取和纯化得到 云粤 员（在澡怎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重组 云粤 员（则云粤 员） 的分子质量为 员愿圆噪怎，责陨
为 愿郾缘，在 员缘愿～员远园氨基酸处有一 晕 糖基化位点，而且至少含两个 韵 糖基化位点。则云粤 员的

悦端为强的疏水区，中间有几个亲水区，晕端为弱亲水区，这与膜蛋白的特性一致，并有可能与

云粤 员的多聚化特性有关。则云粤 员与天然 云粤 员的性质有极好的相似性 （晕葬扎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愿；在澡怎
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天然 云粤 员含糖类约占 员愿郾愿豫，则云粤 员的分子质量正好与天然 云粤 员的肽类一

致。则云粤 员也为睾丸特异性表达，用 云粤 员糟阅晕粤探针进行 晕燥则贼澡藻则灶印迹分析表明，此探针与

肾、肝、心、肺、脑、肌肉、肠、脾、子宫、卵巢等组织均无杂交信号。则云粤 员亦倾向于多聚

化，在 杂阅杂 孕粤郧耘上可见二聚体和三聚体形式，用 员郾缘皂燥造辕蕴晕葬悦造处理后显示单体带；则云粤 员
能与 云粤 员单克隆抗体特异性反应，并具有卵透明带 在孕猿配体 辕受体活性。

圆郾云粤 员的免疫学特性摇云粤 员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用洗涤精子免疫小鼠或用纯化 云粤 员
免疫兔均可产生高滴度的抗 云粤 员抗体，且此抗体仅识别 云粤 员。云粤 员免疫所得的抗体类型随

免疫部位及 云粤 员抗原决定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输精管切除男性，源源豫的血清有抗云粤 员抗

体，且以 陨早郧类和 陨早酝类为主，而精浆中仅有 源豫的抗 云粤 员抗体，精浆和血清中抗 云粤 员抗体

的发生率无相关性 （晕葬扎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怨）。有报道指出，输精管切除家兔血清中，猿只中有 圆只存

在免疫复合物 （陨悦），且从 陨悦中分离出 云粤 员和 陨早郧类抗 云粤 员抗体。为此，晕葬扎等 （员怨愿源） 也

对输精管切除男性血清和精浆中 陨悦进行了检测，但并未发现有相应的 陨悦存在。引起此结果差异

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可能与不同物种间形成 陨悦的敏感性不同有关。然而，在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 （匀陨灾） 感染者中，不仅检出了抗 云粤 员抗体，而且检出了大量 陨悦，并在 圆园豫的病人中分离

出 云粤 员抗原，引起此现象的原因，可能与 匀陨灾感染后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缺陷有关 （晕葬扎
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园遭）。

抗精子抗体阳性女性的血清和宫颈黏液中均有 陨早郧类和 陨早粤类抗 云粤 员抗体，其中 陨早粤类抗

体中 陨早粤员辕陨早粤圆比例为 圆辕员（酝藻灶早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一般来说，陨早粤亚类的发生与抗原特性有关，

肽类抗原一般诱导 陨早粤员类抗体，而脂多糖和大多数糖类一般可刺激 陨早粤圆抗体的产生，此结果也

间接证实了 云粤 员为糖蛋白。而且，应用杂交瘤技术也已获得多种抗 云粤 员单克隆抗体，从而

证实 云粤 员有不同的抗原决定簇，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肽类和 （或） 糖类抗原。

云粤 员除可激发体液免疫应答产生抗 云粤 员抗体外，还可引起细胞免疫应答 （晕葬扎藻贼葬造郾，

员怨怨园葬）。体外研究表明，云粤 员可激活 粤泽粤遭阳性者的淋巴细胞，而对生育者的淋巴细胞无激活

作用，提示 云粤 员可作为自身抗原或同种抗原致敏机体淋巴细胞。进一步研究显示，云粤 员激活

淋巴细胞后可使其分泌干扰素 γ 和肿瘤坏死因子及一些尚未确定的因子，而这些因子可活化巨

噬细胞，并显著抑制精子活率和精卵受精后的胚胎发育，从而导致不育和流产。云粤 员还可激发

抗独特型抗体的产生 （月葬则蚤灶葬早藻，圆园园圆）。有研究表明，在已生育和未婚妇女血清中均无抗 云粤
员抗体 （葬遭 员），但 苑员豫的已生育妇女血清中有抗 云粤 员抗体的抗体，即 云粤 员的抗独特型抗

体 （葬遭 圆），而未婚妇女血清中则无抗抗体，提示 葬遭 圆的产生是接触精子的结果。现已证实，

免疫系统的调节是通过独特型 抗独特型网络进行的，抗原激发抗体的产生，抗体再激发抗抗体

的产生，从而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育龄期的女性接触精子后可产生精子免疫应答，然而已生育

女性的 葬遭 员可诱发 葬遭 圆的产生，能中和 葬遭 员的应答，而不育女性因缺乏对 葬遭 员的应答，

结果导致不育。

·猿园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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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郾抗 云粤 员抗体对生殖过程的影响摇输精管切除男性和不育夫妇中广泛存在抗 云粤 员抗体。

免疫性不育男性中抗 云粤 员抗体的发生率达 缘园豫，免疫性不育女性中达 远猿豫。用 云粤 员单克隆

抗体 酝粤圆源进行体外研究，发现 酝粤圆源并不引起精子凝集和制动。用精子凝集技术 （杂粤栽）、精

子制动技术 （杂陨栽） 和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检测 猿圆例免疫性不育患者血清中抗云粤 员抗体，发现

杂粤栽和 杂陨栽的滴度与 耘蕴陨杂粤吸光度值之间无相关性，有些 杂粤栽或 杂陨栽低滴度或阴性者，耘蕴陨杂粤的

反应却很强，从而间接证实 云粤 员的免疫不引起精子凝集被制动，即 云粤 员的免疫不影响精子

活率。尽管抗 云粤 员抗体对精子活率无明显影响，但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 （悦粤杂粤） 系统显

示，抗 云粤 员抗体可影响精子头侧向位移幅度 （粤蕴匀）、平均直线性 （蕴陨晕） 和精子尾鞭打频率

（月云栽）。这 猿个参数均是评价精子超活化的重要参数，而超活化是精子获能的结果，提示抗 云粤
员抗体可影响精子获能。精子获能后将发生顶体反应，抗 云粤 员抗体与精子结合后可抑制顶体素

释放，大量顶体素留在精子中，从而影响顶体反应发生 （酝藻灶早藻藻贼葬造郾，员怨怨怨）。但抗 云粤 员抗体

只抑制自发性顶体反应，并不抑制卵子透明带诱导的顶体反应 （运葬责造葬灶藻贼葬造郾，员怨怨圆）。

云粤 员可能是精子上的 在孕受体，人体的 云粤 员可以与纯化的猪 在孕猿 结合，并完全抑制精子

穿卵反应 （杂孕粤）。在孕具有 猿个主要组分：在孕员、在孕圆和 在孕猿，而 在孕猿对精卵识别和融合却是至关

重要的，因此，抗 在孕猿抗体具有抗生育效应。现已证实，不育女性血清和卵泡液中均有抗云粤 员
抗体，而且此抗体明显抑制精子穿透卵 在孕，具有抗 云粤 员抗体的精子亦不能与卵细胞膜融合而

受精。不育女性血清中抗 云粤 员抗体可能为多克隆抗体，其中有针对精卵细胞膜融合关键分子

的抗体表位，可抑制精卵细胞膜融合，而抗 云粤 员单克隆抗体却不能抑制精卵细胞膜的融合

受精。

抗 云粤 员抗体对受精后胚胎发育亦有重要影响。精子与卵细胞受精后，精子表面某些抗原

可整合到合子膜上，这些抗原分子在最初几次分裂中仍保留于细胞表面，随后才内在化并降解。

形成合子后的二倍体基因组在 圆细胞胚胎开始活化 （晕葬扎藻贼葬造郾，员怨愿源），并在胚胎细胞表面表达

一些抗原，这些抗原可能与精子细胞表面某些抗原相同，因而抗精子表面抗原的某些抗体可干扰

受精后胚胎发育。用抗 云粤 员抗体的 云葬遭忆对受精后不同发育阶段的一系列胚胎进行了检测，发

现抗 云粤 员抗体的 云葬遭忆与鼠卵母细胞和受精卵无任何反应，而与 圆细胞胚胎有 缘猿噪怎和 圆缘郾苑噪怎
的两条带，与 源～愿细胞胚和桑葚胚有 圆缘郾苑噪怎的一条带，与囊胚有 缘猿噪怎的一条带。这些带为

云粤 员的单体和二聚体形式，提示受精后的 圆细胞胚至囊胚均表达 云粤 员或类 云粤 员分子。若免

疫性不育女性血清中有抗 云粤 员抗体，则可抑制胚胎发育，使胚胎停滞于桑葚胚期，进而退化

和引起不育 （在澡怎藻贼葬造郾，员怨怨苑）。

（二） 精液免疫抑制作用

精液中存在一种免疫抑制性物质精液免疫抑制因子 （蚤皂皂怎灶燥泽怎责责则藻泽泽蚤增藻枣葬糟贼燥则蚤灶泽藻皂藻灶，

陨云杂），通过抑制免疫应答，从而使精子进入雌性体内不受排斥。

精液中 陨云杂对免疫系统的抑制途径有：①抑制 栽细胞和 月细胞对有丝分裂原或抗原的增殖反

应。随着抗原或分裂素的刺激，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释放单核因子及淋巴因子，从而刺激淋巴细

胞增殖。免疫辅助细胞的克隆扩充是宿主防御的重要成分。许多研究已证明，人精液对淋巴细胞

增殖有潜在的抑制效应，例如 陨云杂能阻碍 栽细胞生长因子发挥活性。②抑制巨噬细胞和 孕酝晕细

胞通过表面亲细胞抗体识别靶抗原的能力。陨云杂通过精浆抑制因子和吞噬细胞表面亲细胞抗体的

·源园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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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糟受体附着机制，抑制白细胞对革兰氏阴性菌的识别和吞噬。精浆 云糟阻塞因子同样能阻碍亲细

胞抗体作用的白细胞和单核细胞。这些亲细胞抗体能识别外源性靶细胞。③抑制 晕运细胞和 悦栽蕴
识别和破坏肿瘤细胞和各种感染细胞的能力。晕运细胞是宿主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对以前没有接

触过的新生物和各种感染细胞能进行破坏。现已证明，晕运细胞识别和破坏靶细胞的能力可被

陨云杂所抑制。据报道，人精浆可抑制混合淋巴细胞培养物中的 悦栽蕴增殖，甚至可抑制 悦栽蕴对巨细

胞病毒感染靶细胞的破坏作用。④抑制补体 悦员和 悦猿的活性。精浆可抑制依赖补体、抗体介导的

细菌及红细胞溶解作用。人精浆稀释 员园园园倍，仍能抑制补体介导的对淋球菌及一些革兰氏阴性

菌的溶解。

（三） 精子免疫性不孕的治疗

引起免疫性不孕的因素中，除精子免疫之外，还有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器官发生的自身

免疫性疾患，以及由抗透明带抗体引起的自身免疫性卵巢炎等。但直接影响生殖的免疫因素主要

有以下 猿种：①同种免疫和屡配不孕，包括同种抗精子抗体和同种不相容抗原；②对卵巢的自身

免疫，包括抗透明带抗体和自身免疫性卵巢炎；③对睾丸的自身免疫，包括自身抗精子抗体和自

身免疫性睾丸炎。

近年来，对精子免疫性不孕的研究，不论是抗精子抗体产生的机制，还是抗体和不孕的因果

关系及其发病机理，都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医学临床

对精子免疫性不孕的治疗，报道较多，但有关治疗家畜免疫性不孕的报道较少。现就国内外有关

人精子免疫性不孕的治疗情况做一简要介绍，在研究家畜免疫性不孕症治疗方法时可参考人用的

激素种类和用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应用，在畜牧生产中对种公畜数量的

要求不是很高，考虑到兽药成本，对因免疫性原因引起的种公畜一般不做治疗，除非是珍稀动物

或种用性能特别好的动物，才有治疗价值。

员郾类固醇激素疗法摇利用肾上腺皮质醇抑制免疫功能的作用，通过大量使用皮质类固醇制

剂，抑制抗精子抗体形成，以达到降低血液和性器官分泌液中的抗体效价，改善精子在雌性生殖

道内上行和受精的内在环境。据 月葬泽蚤造蚤和 耘造葬造蚤枣蚤（员怨苑园） 报道，因细胞性免疫引起的人少精子或

无精子症不孕患者，每日口服甲基泼尼松 源园皂早，连续两周，以后递减，怨周后完全停服。治疗

员愿例，其中 怨例 （缘园豫） 精子数上升，员例妊娠成功。以后使用激素治疗的人逐渐增多，治疗

效果亦各不相同。激素治疗法可分为 猿种：短期大剂量疗法、中剂量疗法和较长时间使用的小剂

量疗法。

（员） 短期大剂量疗法摇血中存在抗精子抗体的男性不孕患者，可在短期反复给予大剂量肾

上腺皮质激素进行治疗。即从妻子月经周期第 圆员凿起，连续 苑凿服用甲基泼尼松，每日 怨远皂早，

妊娠不成功者，下次月经周期第 圆员凿起，再做同样治疗。短期大剂量给药方法，虽有成功妊娠

的报道，但由于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及面部发热、出疹、神经痛、精神异常等副作用较大，

常致中途停药。

（圆） 中剂量疗法摇每日口服脱氢可的松 源园～远园皂早，每隔 猿～源凿减少 员园皂早，减至 缘皂早辕凿，

再维持 猿～缘凿后停药 （月葬蚤灶藻泽藻贼葬造郾，员怨苑源）。这种方法副作用减少，还未见中途被迫停药者。

（猿） 小剂量疗法摇每日口服地塞米松 圆～猿皂早，连服 怨～员猿周，以后经 苑周减量停药。应用

此法，可使 远苑豫的血中有精子细胞毒性抗体病例、缘愿豫的精浆中有精子凝集抗体病例的抗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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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降至检不出水平，其中 圆园豫患者获得妊娠。

皮质醇激素疗法，最初只用于治疗男性不育症。由于皮质醇激素有影响排卵和致敏的危险，

所以对女性不孕症患者必须慎重使用。但对强烈希望怀孕，而血中又查出抗体的不孕妇女，可试

用大剂量皮质醇激素疗法 （月葬则蚤灶葬早藻，圆园园圆）。尽管至今尚未见有使用皮质醇疗法出现排卵障碍

和畸形儿出生的报道，但该法的潜在危险是皮质醇激素对早期受精卵发育可能有影响。

圆郾反复输精摇有人提出，在排卵期，将丈夫的精液反复注入至妻子的子宫内，达到受胎的

目的。其原理是：血中和宫颈黏液中有精子制动化抗体，因而影响精子穿透宫颈黏液。反复输精

后，血中精子制动化抗体不仅可以被精子吸收，而且还可以被精浆蛋白吸收。因此，在排卵期，

将精液反复注入宫腔内，一方面精液可中和子宫内分泌液中的抗精子抗体，另一方面可达到人工

授精的目的。定期测定患者血中抗体效价，抓住抗体效价低下的时机，并在接近排卵期时，每隔

源～远澡，注入精液。

如果抗精子抗体不是存在于宫颈黏液，而是出现在精浆中，由于抗体 （陨早郧或 陨早粤） 的 云糟片

段部位与宫颈黏液精蛋白微粒有亲和性，和抗体结合的精子通过抗体的 云糟端亦会被宫颈黏液中

的糖蛋白微粒捕捉，使精子上行通过宫颈黏液发生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应首先将精子从精液中

分开，进一步将精子洗净，尽可能除去抗体成分，然后进行授精。

应该指出，从不孕症患者检出的抗精子抗体不是单一抗体，可能是针对精子和精浆多种抗原

成分的多种抗体。由不同抗原产生的相应抗体，其作用机制是不同的。今后应该逐步对不同的不

孕患者所携带的抗体类型进行分析，并针对其影响受孕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治疗对策。而且最好

是先经过治疗，降低抗体水平之后，再进行授精。

三、细胞因子与胚胎和胎盘发育

细胞因子对胚胎的发育有营养及保护作用。胚胎滋养层细胞刺激母体子宫内的蜕膜细胞及免

疫细胞释放细胞因子，促进滋养层细胞的功能及生长，因而具有营养胚胎的作用。此外，蜕膜中

陨蕴 员和 陨晕云 γ 刺激胚胎滋养层细胞，增加白细胞抗原的表达，进而抑制附植部位的免疫反应，

阻止母体对胚胎产生免疫排斥反应。

发生在胚胎发育时期的免疫反应，称为个体发育炎症 （燥灶贼燥早藻灶蚤糟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蚤燥灶），由宫内膜组

织细胞、炎症细胞、胚胎细胞及其合成的细胞因子共同介导，细胞因子作用于附植的胚胎，影响

胚胎发育的程序及胚胎的质量。

胚胎的吸收与胚胎附着处 晕运细胞的数量有关。如 陨晕云 γ 具有增强 晕运细胞的功能，可提

高流产率；而 郧酝 悦杂云能抑制 晕运细胞的功能，可导致小鼠胚胎体积超常增大。

胎盘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内含大量的单核细胞，滋养层细胞本身可合成细胞因子 （如 陨蕴
员、陨蕴 圆、陨蕴 远、陨晕云 γ、栽晕云 α 等），影响母体和胎儿的免疫应答。

（一） 悦杂云 员
由子宫内膜腺上皮及基底细胞合成和分泌的 悦杂云 员，其量与血中 悦杂云 员水平呈正相关关

系。分泌期子宫内膜的 悦杂云 员浓度高于增殖期，妊娠后蜕膜内的 悦杂云 员增加数倍。悦杂云 员的

变体基因表达位于腺上皮细胞，在发情周期无明显变化，但在妊娠早期其浓度升高；悦杂云 员对

滋养层细胞的作用与 郧酝 悦杂云相似。胚胎进入宫腔后，悦杂云 员引起滋养层细胞增殖，并使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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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细胞转化为合体滋养层细胞，释放 澡悦郧及 澡孕蕴，加速胚胎向内膜层的植入。但是，高浓度的

悦杂云 员可导致胚胎吸收或流产，干扰胚胎附植。

（二） 陨蕴 员和 陨蕴 远
子宫内膜和附植前胚胎能合成和分泌 陨蕴 员。例如，在人的子宫内膜、蜕膜及早期妊娠胎盘

中有 陨蕴 员皂砸晕粤的表达，含量与外周血中的 陨蕴 员一样，呈周期性变化，可在分泌晚期达到高

峰。实验证实，胚胎附植成功率，与其分泌的 陨蕴 员量呈正相关。在胚胎进入宫腔前，滋养层细

胞分泌的 陨蕴 员，可抑制胚胎的过快生长。

现已发现，在子宫内膜上皮和基底细胞中存在 陨蕴 员受体。陨蕴 员α 能刺激子宫内膜上皮细胞

合成 孕郧耘，促进子宫内膜基底细胞合成胶原酶，分解细胞外基质，导致子宫内膜剥脱出血。

此外，陨蕴 员还能诱导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合成和分泌 陨蕴 远。在人类子宫内膜的基底层及腺

上皮均有 陨蕴 远的表达，并呈周期性改变。陨蕴 远可调节子宫内膜各种细胞间联合，维持正常内

膜的自身稳定。

（三） 陨云晕 γ
子宫内膜存在 陨云晕 γ 受体，并可分泌 陨云晕 γ。由于淋巴细胞主要聚集在子宫内膜的基底

层，因而 陨云晕 γ 能抑制子宫内膜上皮的增殖，可能与内膜基底层的增殖活性降低有关。此外，

陨云晕 γ 还可诱导子宫内膜上皮白细胞抗原 阅砸分子的表达，介导子宫内膜淋巴 上皮的相互

作用。

（四） 栽晕云 α和 栽郧云 β
子宫内膜的腺上皮及基底膜中均有 栽晕云 α 皂砸晕粤的表达，并与月经周期有关。在增生期到

分泌早期，其表达逐渐降低，分泌晚期后又逐渐增强。栽晕云 α 还可能参与子宫内膜的发育、功

能维持及子宫内微环境稳定等。

子宫内膜的腺体及基质中均匀分布有 栽郧云 β 皂砸晕粤，并与月经周期有关。分泌期的浓度是

增生期的 圆倍，妊娠早期蜕膜内的含量增加 缘倍。异位的子宫内膜也含有 栽郧云 β。栽郧云 β 水平

的升高，可抑制附植部位免疫反应，阻止母体对胚胎产生免疫排斥反应。妊娠后，栽郧云 β 可刺

激基质细胞合成基质蛋白及甲状旁腺样相关蛋白，使子宫内膜发生蜕膜样变，促进滋养层将钙从

母体到胎儿的运输。

妊娠后，蜕膜层巨噬细胞及蜕膜细胞能够分泌 栽郧云 β，诱导滋养层细胞合成金属蛋白酶抑

制因子及纤溶酶原抑制因子，使金属蛋白酶和纤溶酶失活。此外，栽郧云 β 还可使滋养层细胞分

化为无浸润性的合体滋养层细胞，使滋养层细胞附植时的浸润受到一定限制。

总之，母体生殖系统内的细胞因子对生殖器官的功能有调节作用，母体妊娠后，细胞因子也

有助于胚胎的生长及母体的识别。

四、免疫异常与妊娠失败

导致妊娠失败或附植失败的免疫学原因是免疫应答异常，包括自身免疫和同种免疫。自身免

疫表现为母体对妊娠免疫学的响应，紊乱时，母体对自身成分产生自身抗体，排斥自身蛋白，干

扰正常妊娠。同种免疫是指母体对父体带给妊娠基因的响应，紊乱时主要排斥来自父方的蛋白

（张宁等，圆园园园）。

·苑园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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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免疫异常与妊娠失败的研究，在医学上报道很多，但在家畜上报道极少。因此，本节简

要介绍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进展，供免疫繁殖学研究参考。

（一） 自身免疫因素

自身免疫问题有以下 源种：抗磷脂抗体、抗甲状腺抗体、抗核抗体和狼疮样抗凝因子，均能

导致反复自发性流产 （砸杂粤）。猿园豫不明原因的 砸杂粤患者可出现阳性反应，存在自身免疫问题。

周岩等 （圆园园源） 检测 圆园园例原因不明的 砸杂粤患者和 苑园例健康孕妇血清抗心磷脂抗体、抗子宫内

膜抗体、抗精子抗体和抗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抗体，发现在 砸杂粤患者中，这些抗体阳性率分别达

员怨郾园豫、猿园郾园豫、圆圆郾缘豫和 圆愿郾园豫，而健康群中以上指标阳性率分别只有 缘郾苑豫、源郾猿豫、员员郾源豫和

缘郾苑豫 （周岩等，圆园园源）。

员郾抗磷脂抗体 （粤孕粤）摇在妊娠时磷脂的作用像一种黏合剂，能将独立的细胞黏合在一起，

是胎盘植入子宫壁的必需物质。磷脂将营养物质从母亲过滤给胎儿，并将胎儿产生的废物通过胎

盘过滤给母亲。

如果母体抗磷脂抗体试验阳性，提示有可能发生 砸杂粤。此抗体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流产，但

能指示正常的自身免疫过程存在，该过程可能中断磷脂发挥其作用的能力，引起自然流产、妊娠

晚期流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陨哉郧砸） 等。

圆郾抗核抗体 （粤晕粤）摇抗核抗体反应能破坏细胞核的正常组分，存在于许多免疫性疾病的患

者体内。此外，抗核抗体还存在于某些正常人或有胶原血管病患者体内。抗核抗体的存在，提示

机体存在自身免疫过程，影响胎盘发育，并能导致妊娠早期流产。迄今为止，由抗核抗体引起的

妊娠失败机制尚不清楚。据推测，在细胞核中组蛋白具有与细胞核 阅晕粤结合、促进组织发育的

功能。母体存在抗组蛋白抗体时，可阻碍组蛋白与细胞核 阅晕粤的结合，影响细胞分裂，进而导

致妊娠失败。

猿郾抗甲状腺抗体 （粤栽粤）摇抗甲状腺抗体包括甲状腺球蛋白和甲状腺微粒体 （甲状腺过氧化

物酶），是自身抗体。该抗体的存在与流产有关，抗体阳性者在妊娠期前 猿个月胚胎死亡的可能

性增加到 圆园豫。

源郾β圆糖蛋白 员（β圆郧孕员）摇β圆糖蛋白 员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失败以及反复自发性流产密切相

关，是依赖抗心磷脂抗体 （粤悦蕴）、狼疮样抗凝因子 （蕴粤）、抗核抗体 （粤晕粤） 的自身免疫抗

体。据对 猿园员名有两次或两次以上不可解释流产史的妇女进行研究，发现 β圆糖蛋白 员依赖性的

粤悦蕴、蕴粤、粤晕粤阳性率分别是 猿郾猿豫、员园郾园豫和 圆缘郾圆豫，并有 源人同时存在 猿种抗体。

对自身免疫病的治疗，一般是在妊娠前给予低剂量的肝素、阿司匹林和强的松。用肝素进行

治疗时，每隔 员圆澡皮下注射一次 （缘园园园～员园园园园陨哉），适用于抗磷脂抗体症状及对抗可能存在的

凝血问题。强的松 （源园～远园皂早辕凿） 可降低自身抗体水平，具有稀释血液和消炎作用，同时减少

凝血的危险。阿司匹林是一种前列腺素抑制剂，能减少血小板聚集并具有某些抗感染作用，可通

过抑制带有不正常自身抗体水平而达到抑制凝血的目的，从而增加胎盘血流量。因此，在症状严

重时，常将阿司匹林与肝素和强的松同时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妊娠时用强的松有较高的并

发症，所以只有在肝素和阿司匹林无效时使用强的松。

另一种治疗自身免疫因素的成功方法，是给母体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以中和母体的危险抗

体。在施用免疫球蛋白后虽然抗体仍然存在，但已失去致病性，因而维持胎儿正常发育。

·愿园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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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磷脂抗体和天然杀伤细胞均增高的妇女中，妊娠前治疗者其胎儿出生率约达 苑园豫。最

初选择的治疗方案通常是小剂量肝素和阿司匹林法，这是因为产科并发症如过期妊娠、胎膜早破

和妊娠糖尿病与强的松具有协同性。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非常有效，但十分昂贵。然而，在妊娠

前曾用肝素和阿利匹林治疗后仍发生妊娠失败的妇女，改用免疫球蛋白，可维持妊娠至足月。

（二） 同种免疫因素

因同种免疫问题使胚胎死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母体免疫系统不能识别妊娠；二是母体对

妊娠产生不正常的免疫应答。成功的妊娠一直伴随着循环 “封闭抗体”，它们是妊娠时母体免疫

系统产生的抗体，这些抗体屏蔽或伪装妊娠，使其不被作为 “外来物” 而被识别排斥，患有

砸杂粤者妊娠中缺乏该封闭抗体。

最近在合体滋养层细胞表面分离出一种 砸愿园运抗原，存在于胎盘绒毛膜绒毛细胞覆盖物的外

层细胞，这些细胞与母体血液相关联。砸愿园运是一种蛋白标记物，在成功妊娠过程中，封闭抗体

能响应这种标记物。砸愿园运抗原的抗体以一种特殊方式与正在发育的胚胎中来自父方遗传物质的

抗原反应，从而对妊娠起保护作用。某些缺少封闭抗体的妇女，用丈夫的白细胞进行免疫是一种

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应该在治疗前做白细胞抗体检测分析。由于纯化提取的免疫球蛋白含有少量

的 砸愿园运抗体，因此用免疫球蛋白治疗缺乏封闭抗体引起的流产，是有效的。

白细胞抗体的检测分析 （蕴粤阅） 是在一系列不可解释的妊娠失败后，若怀疑其有妊娠丢失

问题，应在未妊娠时进行白细胞抗体检测，查清母体对妊娠的生理学响应。白细胞抗体水平高的

妇女维持妊娠的时间比水平低的妇女长。白细胞抗体水平低的妇女一般在妊娠的第 员圆周内便终

止妊娠。只有在白细胞抗体水平较低时，才可用丈夫白细胞进行免疫，所以在进行免疫治疗时应

先做白细胞抗体检测。

五、分娩的免疫调控

（一） 细胞因子与分娩启动

一些研究认为，妊娠期中胎儿与母体之间处于免疫耐受状态，由于很多因素的调节，方使妊

娠得以维持。免疫系统与分娩启动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阅蚤灶葬则藻造造燥（员怨愿远） 首先报道，

在体内 陨蕴 员引起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糖皮质激素释放，原因是 陨蕴 员可以刺激下丘脑释放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另外，栽晕云 α 和 陨蕴 远亦可刺激垂体释放 粤悦栽匀。已经证实，胎儿下

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在动物分娩发动中起重要作用，而 悦砸云和 粤悦栽匀的释放在糖皮质类固醇激

素的释放中起到关键作用。正是由于糖皮质类固醇的作用，才导致了包括 孕源水平下降、耘圆和

孕郧云圆α 浓度升高在内的一系列与分娩发动有关的内分泌变化和生殖器官的功能与组织学变化。

砸燥皂藻则燥等 （员怨愿怨） 提出，陨蕴 员可作为分娩启动的信号，因为其在羊水中的浓度在妊娠后 员辕猿期

增加，并诱导 孕郧的合成。前已述及，黄体中有巨噬细胞存在并有单核细胞及粒性白细胞迁入；

陨蕴 员、栽晕云和 陨云晕 γ 可直接影响粒性细胞的功能，抑制黄体中类固醇的合成，促进黄体组织分

泌 孕郧，对黄体直接发生细胞毒性作用，而使其溶解，致 孕源水平下降。

综上所述，细胞因子可刺激下丘脑产生 悦砸云而引起垂体和肾上腺皮质释放 粤悦栽匀和糖皮质

激素，并可促使黄体溶解。可以推断，怀孕末期，由于胎儿免疫系统的发育日臻完善，其免疫细

胞逐渐对母体的组织抗原 （胎盘） 或其他抗原物质能够识别，从而导致各种免疫活动的开始。

·怨园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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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节免疫反应，各种细胞因子，特别是 陨蕴 员，可启动胎儿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的功能，

使糖皮质类固醇激素水平升高，抑制免疫反应，从而导致分娩启动。由于 陨蕴 员是由巨噬细胞分

泌的内生性致热源之一，致使母体在分娩前后出现体温变化。

（二） 分娩启动

选择在妊娠早、中、晚期用手术终止妊娠者与足月经阴道自然分娩者的胎盘，应用免疫组化

法检测到各组胎盘滋养层细胞均有 云葬泽蕴表达，但经阴道自然分娩者 云葬泽蕴表达明显低于其他组。

进一步分离纯化各组滋养层细胞，与表达 云葬泽蛋白的 允怎则噪葬贼栽细胞共培养，发现与阴道自然分娩

者滋养层细胞共育组的 栽细胞凋亡率明显低于其他组。据此推测，分娩自然发动时胎盘滋养层

细胞 云葬泽蕴表达减少，可能导致胎盘微环境中免疫状况改变，引起母体对胎儿的免疫排斥，从而

发动分娩。有关 云葬泽蕴表达与分娩启动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员园 苑摇分娩前后正常分娩组和早产组 栽淋巴细胞亚群百分率 （豫）

分娩 例数 悦阅猿 悦阅源 悦阅愿

正常分

娩摇组

前 猿圆 苑圆郾愿源 源圆郾员猿 猿园郾苑圆

后 猿圆 愿猿郾猿员 缘远郾愿员 猿源郾员苑

早产组
前 员源 苑猿郾源源 源缘郾愿圆 猿员郾园缘

后 怨 愿远郾缘圆 缘愿郾怨缘 猿猿郾远员

摇摇注：表示分娩前后相比，统计差异显著 （责约园郾园缘）。

表 员园 愿摇分娩前后正常分娩组和早产组的 泽陨蕴 圆砸水平 （哉辕皂蕴）

分娩前 分娩后

例数 泽陨蕴 圆砸 例数 泽陨蕴 圆砸

正常分娩组 猿圆 猿怨愿郾源依猿员郾远 猿圆 源圆苑郾愿依源源郾愿

早产组 员源 源猿远郾远依源园郾怨岳裕 怨 源愿员郾苑依源员郾远裕

摇摇注：与分娩后相比，责约园郾园缘。岳与分娩后相比，责约园郾园员。裕与正常分娩组相比，责约园郾园员。

为探讨分娩前后母体免疫功能的变化，采用 耘蕴陨杂孕韵栽和 耘蕴陨杂粤双抗体夹心法分别对正常妊

娠及早产妇女分娩前后外周血中 栽细胞亚群及血浆中可溶性 陨蕴 圆受体 （泽陨蕴 圆砸） 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分娩后母体 （包括早产组和正常分娩组） 的总 栽细胞和 悦阅源栽细胞的百分率与分娩

前的相应细胞相比均升高 （责约园郾园缘，表 员园 苑），且 泽陨蕴 圆砸水平也比分娩前增高 （正常分娩组

责约园郾园缘，早产组 责约园郾园员，表 员园 愿），早产组分娩前和分娩后 泽陨蕴 圆砸水平均比正常分娩组显

著增高 （责约园郾园员）。这些结果表明，分娩时母体的免疫功能由孕期的抑制型转为产后的过渡性

增强；表明 泽陨蕴 圆砸的显著增高可能与早产有关，进一步检测早产与 泽陨蕴 圆砸水平的定量关系，

可能有助于早产的诊断 （毛立群等，圆园园园）。

六、泌乳的免疫调控

免疫系统还影响到母畜泌乳，不论妊娠与否，乳腺中都有淋巴细胞缓慢地透过。最近，对山

羊的研究表明，迁入乳腺的淋巴细胞由无数亚群组成。据推测，腺泡上皮细胞可产生细胞因子，

通过协调乳腺中免疫细胞的数量参与生殖周期和泌乳期中激素调节的乳腺组织重建过程。另外，

·园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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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可对参与泌乳的激素起作用，使 孕砸蕴、栽杂匀和 郧匀生成或释放减少，并抑制性腺类固醇

激素的合成，提高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量。

利用生长抑素主动或被动免疫技术，可以提高牛和羊的泌乳力 （谢俊龙等，圆园园猿）。生长抑

素抑制 郧匀的分泌，理论上免疫中和生长抑素可以促进垂体分泌 郧匀，使血液中的内源性 郧匀浓

度上升，进而促进动物生长和泌乳。杂责藻灶糟藻则等 （员怨愿猿） 将生长抑素合成肽连接于人血清 α 球

蛋白上，对生长羔羊进行主动免疫，猿个月内试验组比对照组多增重 员苑郾远豫，首次证实生长抑素

主动免疫的促生长作用。随后用此生长抑素合成肽疫苗免疫妊娠母羊，免疫组羔羊的出生体重比

对照组高 员园豫，早期产奶量比对照组高 怨豫，羔羊生长速度也比对照组快。杂怎灶等 （员怨怨园） 对

远～怨月龄的母羔羊用生长抑素免疫，员园个月后这些动物处于妊娠期，在分娩前 员园凿再次进行免

疫。结果，免疫母羊的产奶量提高 员员豫，但乳糖和乳蛋白浓度略有下降。宰藻泽贼遭则燥燥噪等 （员怨怨猿）

将妊娠后期母羊用生长抑素免疫，在分娩后的第 圆、源和 远周，产奶量提高了 圆园豫 ～猿园豫。

思摇考摇题

员郾与动物生殖活动有关的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有哪些？

圆郾举例说明免疫细胞因子对动物生殖活动的调节作用。

猿郾举例说明生殖系统的免疫监视作用。

源郾调控动物生殖活动的免疫学技术有哪些？各有何作用？举例说明其工作原理。

缘郾妊娠维持与分娩启动的免疫学调节机制是什么？

（杨利国）

·员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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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录摇名词英汉对照

粤

粤粤（葬则葬糟澡蚤凿燥灶蚤糟葬糟蚤凿）摇花生四烯酸

粤遭（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抗体

粤月孕摇雄激素结合蛋白

粤悦（葬凿藻灶赠造葬贼藻糟赠糟造葬泽藻）摇腺苷酸环化酶

葬糟糟藻责贼燥则摇接纳体

粤悦耘（葬灶早蚤燥贼藻灶泽蚤灶糟燥灶增藻则贼蚤灶早藻灶扎赠皂藻）摇 血 管 紧 张 素 转

化酶

葬糟藻贼赠造糟澡燥造蚤灶藻摇乙酰胆碱

葬糟蚤凿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摇酸性蛋白酶

粤悦孕（葬糟蚤凿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葬泽藻）摇酸性磷酸酯酶

葬糟则燥泽蚤灶摇顶体酶

葬糟则燥泽燥皂葬造早则葬灶怎造藻摇顶体颗粒

葬糟则燥泽燥皂藻摇顶体

葬糟则燥泽燥皂藻则藻葬糟贼蚤燥灶鄄蚤灶凿怎糟蚤灶早造蚤早葬灶凿摇顶体反应诱导配体

粤悦栽匀（葬凿则藻灶燥糟燥则贼蚤糟燥贼则燥责蚤糟澡燥则皂燥灶藻）摇 促 肾 上 腺 皮 质

激素

葬糟贼蚤增蚤灶摇活化素

葬凿则藻灶葬造蚤灶藻摇肾上腺素

葬凿则藻灶蚤灶藻摇肾上腺素

葬凿则藻灶燥糟燥则贼蚤糟葬造澡燥则皂燥灶藻摇肾上腺皮质激素

粤早（葬灶贼蚤早藻灶）摇抗原

粤运粤孕摇粤 激酶锚蛋白

粤运孕（葬造噪葬造蚤灶藻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葬泽藻）摇碱性磷酸酯酶

葬造葬灶蚤灶藻摇丙氨酸

葬造造葬灶贼燥蚤泽摇尿囊

葬造造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同种 （异型） 抗体

葬造造燥葬灶贼蚤早藻灶摇同种异型抗原

葬造增藻燥造怎泽摇腺泡

粤酝匀（葬灶贼蚤鄄酝俟造造藻则蚤葬灶澡燥则皂燥灶藻）摇抗缪勒氏管激素

葬灶凿则燥早藻灶摇雄激素

葬灶凿则燥泽贼藻灶藻凿蚤燥灶藻摇雄烯二酮

葬灶藻则早赠摇无反应性

葬灶早蚤燥贼藻灶泽蚤灶摇血管紧张素

粤晕孕（葬贼则蚤葬造灶葬贼则蚤怎则藻贼蚤糟责燥造赠责藻责贼蚤凿藻）摇 心 房 利 钠 多 肽，

心钠素

葬灶贼蚤早藻灶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葬灶贼摇抗原决定簇

葬灶贼则葬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有腔卵泡

粤孕悦（葬灶贼蚤早藻灶责则藻泽藻灶贼蚤灶早糟藻造造）摇抗原提呈细胞

粤孕悦辕悦（葬灶葬责澡葬泽藻责则燥皂燥贼蚤灶早糟燥皂责造藻曾燥则糟赠糟造燥泽燥皂藻）摇后

期促进因子

粤孕酝（葬责蚤糟葬造责造葬泽皂葬皂藻皂遭则葬灶藻）摇顶部质膜

葬责燥责贼燥泽蚤泽摇细胞凋亡

葬责燥泽蚤贼蚤燥灶摇定位

粤砸（葬糟则燥泽燥皂藻则藻葬糟贼蚤燥灶）摇顶体反应

葬则糟澡藻灶贼藻则燥灶摇原肠

葬则赠造泽怎造责澡葬贼葬泽藻摇芳香基硫酸酯酶

粤泽粤遭（葬灶贼蚤泽责藻则皂葬贼燥扎燥葬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抗精子抗体

粤杂悦（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泽藻糟则藻贼蚤灶早糟藻造造）摇抗体分泌细胞

葬泽责葬则贼葬贼藻摇天冬氨酸

葬泽赠灶糟澡则燥灶燥怎泽糟造藻葬增葬早藻摇异时卵裂

葬贼贼葬糟澡皂藻灶贼摇黏附

葬怎贼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自身抗体

葬怎贼燥葬灶贼蚤早藻灶摇自身抗原

葬怎贼燥糟则蚤灶藻摇 自分泌

粤灾孕（葬则早蚤灶蚤灶藻增葬泽燥责则藻泽泽蚤灶）摇精氨酸加压素

月

月粤摇封闭抗体

遭葬泽葬造造葬皂蚤灶葬摇基板

遭葬泽藻皂藻灶贼皂藻皂遭则葬灶藻摇基底膜

月阅蕴（遭怎则泽葬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摇 囊 依 赖 性 淋 巴

细胞

遭藻灶扎藻泽贼则燥枣燥造摇苯甲酸雌二醇

遭云郧云（遭葬泽蚤糟枣蚤遭则燥遭造葬泽贼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

遭造葬泽贼燥糟藻造藻摇囊胚腔

·圆员猿·



遭造葬泽贼燥糟赠泽贼摇囊胚

遭造葬泽贼燥噪蚤灶蚤灶摇 胚激肽

遭造葬泽贼燥皂藻则藻摇卵裂球

遭造燥糟噪蚤灶早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封闭抗体

月酝孕（遭燥灶藻皂燥则责澡燥早藻灶蚤糟责则燥贼藻蚤灶）摇骨形态成蛋白

（月韵蕴粤） （遭燥增蚤灶藻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摇牛淋巴细胞

抗原

遭则葬糟澡怎则赠早藻灶藻摇摇短尾基因

月杂粤（遭燥增蚤灶藻泽藻则怎皂葬造遭怎皂蚤灶）摇牛血清白蛋白

月杂孕摇牛精浆蛋白

遭栽孕 员（遭燥增蚤灶藻贼则燥责澡燥遭造葬泽贼责则燥贼藻蚤灶 员） 摇牛滋养层蛋

白 员
遭怎造遭燥怎则藻贼澡则葬造早造葬灶凿摇 尿道球腺

悦

悦粤（糟燥则责怎泽葬造遭蚤糟葬灶泽）摇白体

糟葬造糟蚤泽燥皂藻摇钙小体

糟葬造糟蚤贼燥灶蚤灶摇 降钙素

悦葬酝（糟葬造皂燥凿怎造蚤灶）摇钙调素

糟粤酝孕（糟赠糟造蚤糟葬凿藻灶燥泽蚤灶藻皂燥灶燥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藻）摇环腺苷酸

糟葬责葬糟蚤贼葬贼蚤燥灶摇获能

悦粤孕摇收缩相关蛋白

糟葬则遭燥灶蚤糟葬灶澡赠凿则葬泽藻摇碳酸酐酶

糟葬贼葬造葬泽藻摇过氧化氢酶

糟葬贼藻糟澡燥造葬皂蚤灶藻摇儿茶酚胺

糟葬贼藻糟澡燥造藻泽贼则燥早藻灶皂藻贼葬遭燥造蚤泽皂摇儿茶酚雌激素代谢

糟葬贼澡藻责泽蚤灶摇组织蛋白酶

糟葬增蚤贼葬贼蚤燥灶摇囊腔化

悦月郧摇皮质类固醇结合球蛋白

悦阅砸（糟燥皂责造藻皂藻灶贼葬则赠凿藻贼藻则皂蚤灶早则藻早蚤燥灶）摇互补决定区

糟藻造造怎造葬则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摇细胞组合

悦云（糟葬责葬糟蚤贼葬贼蚤燥灶枣葬糟贼燥则）摇获能因子

悦郧（糟澡燥则蚤燥灶蚤糟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摇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悦郧（糟燥则贼蚤糟葬造早则葬灶怎造藻）摇皮质颗粒

悦郧砸孕（糟葬造糟蚤贼燥灶蚤灶早藻灶藻鄄则藻造葬贼藻凿责藻责贼蚤凿藻）摇降钙素基因相

关肽

悦匀（糟燥则责怎泽澡藻皂燥则则澡葬早蚤糟怎皂）摇红体

糟澡葬造燥灶藻摇抑素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摇胆固醇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藻泽贼藻则葬泽藻摇胆固醇酯酶

糟澡燥则蚤燥灶蚤糟早蚤则凿造藻摇绒毛膜环带

糟澡燥则蚤燥灶蚤糟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悦郧）摇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悦蕴（糟燥则责怎泽造怎贼藻怎皂）摇黄体

悦蕴耘（糟燥则责怎泽造怎贼藻葬造藻曾贼则葬糟贼）摇黄体抽提物

糟造藻葬增葬早藻摇卵裂

糟造燥皂蚤枣藻灶藻摇克罗米酚

悦韵悦（糟怎皂怎造怎泽鄄燥燥糟赠贼藻糟燥皂责造藻曾）摇 卵 丘 卵 母 细 胞 复

合体

糟燥造造葬早藻灶葬泽藻摇胶原酶

糟燥造燥灶赠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悦杂云）摇集落刺激因子

糟燥造燥泽贼则怎皂摇初乳

糟燥皂皂燥灶早造葬灶凿糟蚤泽贼藻则灶摇乳腺总蓄乳池

糟燥皂责葬糟贼藻凿皂燥则怎造葬摇致密桑葚胚

糟燥皂责葬糟贼蚤燥灶摇致密化

糟燥皂责造藻皂藻灶贼摇补体

糟燥皂责造藻贼藻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完全抗体

糟燥灶粤摇刀豆素 粤
糟燥灶糟藻责贼怎泽摇孕体

糟燥灶泽贼葬灶贼则藻早蚤燥灶摇恒定区，悦区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造藻则蚤灶早摇 收缩环

糟燥则燥灶葬则葬凿蚤葬贼藻摇放射冠

糟燥灶贼则葬鄄泽怎责责则藻泽泽蚤燥灶栽糟藻造造摇反抑制 栽细胞

悦韵砸栽（糟燥则贼蚤泽燥造）摇皮质醇

糟燥则贼蚤糟燥泽贼藻则燥灶藻摇皮质酮

糟燥则贼蚤泽燥灶藻摇可的松

悦韵载鄄圆（糟赠糟造燥燥曾赠早藻灶葬泽藻鄄圆）摇环氧合酶 圆
悦砸（糟燥则贼蚤糟葬造则藻葬糟贼蚤燥灶）摇皮质反应

悦砸匀（糟燥则贼蚤糟燥贼则燥责蚤灶则藻造藻葬泽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释放激素

悦砸匀 砸Ⅰ受体摇 悦砸匀 Ⅰ型受体

糟则蚤贼蚤糟葬造责藻则蚤燥凿摇关键期

糟则赠责贼燥糟则蚤灶藻摇隐分泌

悦杂阅（糟赠泽贼藻蚤灶藻泽怎造枣蚤灶葬贼藻凿藻糟葬则遭燥曾赠造葬泽藻）摇半胱氨酸亚硫

酸盐脱羧酶

悦杂云（糟赠贼燥泽贼葬贼蚤糟枣葬糟贼燥则）摇细胞静止因子

悦杂云（糟燥造燥灶赠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集落刺激因子

悦栽（糟葬造糟蚤贼燥灶蚤灶）摇降钙素

悦栽蕴（糟赠贼燥贼燥曾蚤糟栽糟藻造造）摇细胞素 栽细胞

糟怎皂怎造怎泽摇卵丘

糟怎皂怎造怎泽糟藻造造摇卵丘细胞

糟怎皂怎造怎泽枣葬糟贼燥则摇卵丘因子

·猿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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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怎皂怎造怎泽造赠泽蚤灶摇卵丘溶酶

糟怎皂怎造怎泽燥燥责澡燥则怎泽摇卵丘

糟赠糟造蚤糟糟藻灶贼藻则摇周期中枢

糟赠糟造蚤糟则藻糟则怎蚤贼皂藻灶贼摇周期募集

糟赠糟造燥凿藻曾贼则蚤灶摇环糊精

糟赠责则燥贼藻则燥灶藻葬糟藻贼葬贼藻摇乙酸氯羟甲烯孕酮

糟赠贼燥噪蚤灶藻泽蚤泽摇细胞质分裂

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蚤糟遭则蚤凿早藻摇细胞间桥

阅

阅粤云（凿藻糟葬赠葬糟糟藻造藻则葬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促衰变因子

阅粤郧（凿蚤葬糟赠造早造赠糟藻则燥造）摇甘油二酯，二酰甘油

阅粤云（凿藻糟葬赠葬糟糟藻造藻则葬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促衰变因子

阅悦砸（凿藻糟蚤凿怎葬造糟藻造造则藻葬糟贼蚤燥灶）摇蜕膜反应

凿藻枣藻灶泽蚤灶摇防御素

凿藻造葬赠藻凿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摇延迟附植

凿藻责澡燥泽责澡燥则赠造葬贼蚤燥灶摇去磷酸化

阅耘杂（凿蚤藻贼澡赠造泽贼蚤造遭藻泽贼则燥造）摇己烯雌酚 （乙菧酚）

凿藻泽糟藻灶贼燥枣贼藻泽贼蚤泽摇睾丸下降

阅藻曾葬（凿藻曾葬皂藻贼澡葬泽燥灶藻）摇地塞米松

阅云（凿藻糟葬责葬糟蚤贼葬贼蚤燥灶枣葬糟贼燥则）摇去能因子

阅云（凿燥皂蚤灶葬灶贼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优势卵泡

阅郧（凿蚤葬糟赠造早造赠糟藻则燥造）摇二酰基甘油

阅匀耘粤（凿藻澡赠凿则燥藻责蚤葬灶凿则燥泽贼藻则燥灶藻）摇脱氢表雄酮

阅匀耘粤泽（凿藻澡赠凿则燥藻责蚤葬灶凿则燥泽贼藻则燥灶藻泽怎造枣葬贼藻）摇 硫酸脱氢表

雄酮

凿蚤葬责藻凿藻泽蚤泽摇血细胞渗透

凿蚤泽蚤灶贼藻早则蚤灶泽辕粤阅粤酝泽摇去整合素 辕去整合素 金属蛋白酶

凿蚤泽贼葬造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蚤糟凿则燥责造藻贼摇远端原生质滴

阅酝（凿藻糟蚤凿怎葬造皂葬糟则燥责澡葬早藻）摇蜕膜巨噬细胞

凿燥皂葬蚤灶摇功能区

凿燥皂蚤灶葬灶糟藻摇优势化

凿燥责葬皂蚤灶藻摇多巴胺

阅杂悦（凿藻糟蚤凿怎葬造泽贼则燥皂葬造糟藻造造）摇蜕膜基质细胞

耘

耘圆（藻泽贼则葬凿蚤燥造）摇雌二醇

耘猿（藻泽贼则蚤燥造）摇雌三醇

耘鄄糟葬凿澡藻则蚤灶早藻灶藻摇上皮钙依赖黏附蛋白基因

藻悦郧（藻择怎蚤灶藻糟澡燥则蚤燥灶蚤糟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摇马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

耘悦酝（藻曾贼则葬糟藻造造怎造葬则皂葬贼则蚤曾）摇细胞外基质

藻糟贼燥澡燥则皂燥灶藻摇外激素

藻枣枣藻则藻灶贼凿怎糟贼摇输出小管

耘郧云（藻责蚤凿藻则皂葬造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表皮生长因子

耘郧云鄄造蚤噪藻（藻责蚤凿藻则皂葬造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鄄造蚤噪藻责藻责贼蚤凿藻）摇类 耘郧云
肽

耘郧云鄄砸摇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藻早早葬糟贼蚤增葬贼蚤燥灶摇卵子激活

藻早早鄄遭蚤灶凿蚤灶早责则燥贼藻蚤灶摇卵子结合蛋白

藻早早责造葬泽皂葬皂藻皂遭则葬灶藻则藻葬糟贼蚤燥灶摇卵质膜反应

藻躁葬糟怎造葬贼燥则赠凿怎糟贼摇射精管

藻灶凿燥糟则蚤灶藻摇内分泌

藻灶凿燥皂藻贼则蚤葬造糟怎责摇子宫内膜杯

藻灶凿燥皂藻贼则蚤葬造泽贼则燥皂葬摇子宫内膜基质

藻灶凿燥皂藻贼则蚤燥泽蚤泽摇子宫内膜异位

藻灶澡葬灶糟藻则摇增强子

耘孕云摇早孕因子

藻责蚤遭造葬泽贼摇上胚层

藻责蚤灶藻责澡则蚤灶藻摇肾上腺素

藻责蚤贼燥责藻摇表位

耘孕韵（藻则赠贼澡则燥责燥蚤藻贼蚤灶）摇促红细胞生成素

耘孕杂陨（藻灶凿燥皂藻贼则蚤葬造责则燥泽贼葬早造葬灶凿蚤灶泽赠灶贼澡藻贼葬泽藻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摇子

宫内膜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因子

藻择怎蚤造藻灶蚤灶摇马奈雌酮

藻择怎蚤造蚤灶藻摇马烯雌酮

耘砸遭藻贼葬摇 β 雌激素感受器

耘砸运 圆摇细胞外信号调控激酶 圆
藻泽贼藻则葬泽藻摇酯酶

藻泽贼则蚤燥造摇雌三醇

藻泽贼则燥怎泽糟赠糟造藻摇发情周期

藻泽贼则燥早藻灶摇雌激素

藻泽贼则燥灶藻摇雌酮

耘栽（藻灶凿燥贼澡藻造蚤葬造）摇内皮素

藻曾燥糟赠贼燥泽蚤泽摇胞吐作用

藻曾责葬灶凿藻凿遭造葬泽贼燥糟赠泽贼摇 扩张囊胚

藻曾贼藻则灶葬造贼澡藻糟葬摇卵泡外膜

藻曾贼则葬藻皂遭则赠燥灶蚤糟藻灶凿燥凿藻则皂摇胚外内胚层

云

云粤 员（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葬灶贼蚤早藻灶 员）摇受精抗原 员

·源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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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葬糟贼蚤灶摇纤维状肌动蛋白

枣葬糟怎造贼葬贼蚤增藻凿蚤葬责葬怎泽藻摇兼性滞育

云葬泽辕云葬泽蕴摇死亡促进因子及其配体

云悦杂怎摇胎儿脐带血清超滤物

云阅悦（枣燥造造蚤糟怎造葬则凿藻灶凿则蚤贼蚤糟糟藻造造）摇滤泡树突状细胞

云藻糟怎灶凿蚤灶摇双胎素

枣藻则贼蚤造蚤灶摇受精素

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摇受精

云郧云（枣蚤遭则燥遭造葬泽贼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泽）摇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云郧云 砸摇成纤维生长因子受体

云陨郧 α（枣葬糟贼燥则蚤灶贼澡藻早藻则皂造蚤灶藻α）摇生殖系 α 因子

云晕（枣蚤遭则燥灶藻糟贼蚤灶）摇纤连蛋白

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憎蚤贼澡燥怎贼葬灶贼则怎皂摇无腔卵泡

枣燥造造蚤糟怎造葬则葬贼则藻泽蚤葬摇卵泡闭锁

枣燥造造蚤糟怎造葬则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摇卵泡的发育

枣燥造造蚤糟怎造葬则憎葬增藻摇卵泡波

枣燥造造蚤泽贼葬贼蚤灶摇卵泡抑素

云孕孕摇促进受精肽

枣则藻藻则葬凿蚤糟葬造摇自由基

云杂匀（枣燥造造蚤糟造藻鄄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 促卵泡激素

云杂匀鄄泽怎责责则藻泽泽蚤灶早责则燥贼藻蚤灶摇云杂匀抑制蛋白

云栽源摇血浆游离甲状腺素

郧

郧粤月粤摇γ 氨基丁酸

郧 葬糟贼蚤灶摇球形肌动蛋白

早葬造葬灶蚤灶（郧葬造）摇甘丙肽

早葬造葬糟贼燥责燥蚤藻泽蚤泽摇泌乳

早葬责躁怎灶糟贼蚤燥灶摇间隙连接

早葬泽贼则怎造葬摇原肠胚

早葬泽贼则怎造葬贼蚤燥灶摇原肠形成

早葬泽贼则怎造葬贼蚤燥灶燥枣藻皂遭则赠燥泽摇胚胎原肠化

郧悦（早造怎糟燥糟燥则贼蚤糟燥蚤凿）摇糖皮质激素

郧悦（早则葬灶怎造燥泽葬糟藻造造）摇颗粒细胞

郧阅云（早则燥憎贼澡葬灶凿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蚤葬贼蚤燥灶枣葬糟贼燥则）摇生长分化因子

早藻则皂蚤灶葬造糟则藻泽糟藻灶贼摇生殖新月

早藻灶蚤贼葬造则蚤凿早藻摇生殖嵴

早藻灶蚤贼葬造贼怎遭藻则糟造藻摇生殖结节

郧匀（早则燥憎贼澡澡燥则皂燥灶藻）摇 生长激素

郧匀砸匀（早则燥憎贼澡澡燥则皂燥灶藻则藻造藻葬泽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生长激素

释放激素

早造葬灶凿糟蚤泽贼藻则灶摇乳腺乳池

早造怎糟燥泽藻摇葡萄糖

早造赠糟蚤灶藻摇甘氨酸

早造赠糟燥泽蚤凿葬泽藻摇糖苷酶

郧酝 悦杂云（早则葬灶怎造燥糟赠贼藻 皂葬糟则燥责澡葬早藻糟燥造燥灶赠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摇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郧灶杂粤云（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泽怎则早藻葬贼贼藻灶怎葬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促性腺

激素峰减弱因子

郧灶杂陨云（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泽怎则早藻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 促性腺

激素峰抑制因子

郧灶砸匀（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蚤灶 则藻造藻葬泽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

郧燥造早蚤增藻泽蚤糟造藻摇高尔基小泡

郧孕悦砸（郧 责则燥贼藻蚤灶糟燥怎责造藻凿则藻糟藻责贼燥则）摇郧蛋白偶联受体

郧孕陨摇糖基化磷脂酰肌醇

郧砸摇糖皮质激素受体

郧则葬葬枣蚤葬灶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格拉夫氏卵泡 （即成熟卵泡）

早则葬灶怎造燥糟赠贼藻摇粒细胞

郧则燥憎贼澡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酝阅郧陨葬灶凿酝粤云摇生长抑制因子 酝阅郧陨
和 酝粤云

郧栽匀（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糟澡燥则皂燥灶藻）摇促性腺激素

早怎遭藻则灶葬糟怎造怎皂贼藻泽贼蚤泽摇睾丸引带

郧灾（早藻则皂蚤灶葬造增藻泽蚤糟造藻）摇生发泡

郧灾月阅（早藻则皂蚤灶葬造增藻泽蚤糟造藻遭则藻葬噪凿燥憎灶）摇生发泡破裂

匀

匀粤（澡赠葬造怎则燥灶蚤糟葬糟蚤凿）摇透明质酸

匀粤葬泽藻摇透明质酸酶

匀粤酝（澡赠责藻则葬糟贼蚤增葬贼藻凿皂燥贼蚤造蚤贼赠）摇超激活运动

澡葬责燥贼澡葬造葬皂怎泽摇下丘脑

澡葬责贼藻灶摇半抗原

匀粤杂（澡怎皂葬灶泽藻则怎皂葬造遭怎皂蚤灶）摇人血清白蛋白

澡葬贼糟澡藻凿遭造葬泽贼燥糟赠泽贼摇孵化囊胚

澡葬贼糟澡蚤灶早摇孵化

匀月耘郧云（澡藻责葬则蚤灶鄄遭蚤灶凿蚤灶早 藻责蚤凿藻则皂葬造早则燥憎贼澡 枣葬糟贼燥则鄄造蚤噪藻
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肝素结合性 耘郧云类生长因子

澡悦郧（澡怎皂葬灶糟澡燥则蚤燥灶蚤糟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摇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

匀阅蕴（澡蚤早澡凿藻灶泽蚤贼赠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摇高密度脂蛋白

·缘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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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耘（澡藻责葬则蚤灶）摇肝素

澡藻葬增赠糟澡葬蚤灶摇重链，匀链

澡藻贼藻则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异种抗体

澡藻贼藻则燥责澡蚤造藻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异嗜抗体

澡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燥怎泽灶怎糟造藻葬则砸晕粤（澡灶砸晕粤）摇核不均一 砸晕粤
澡藻曾燥藻泽贼则燥造摇己雌酚

澡蚤灶早藻则藻早蚤燥灶摇铰链区

澡蚤泽贼葬皂蚤灶藻摇组胺

匀蕴粤（澡怎皂葬灶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摇人类淋巴细胞抗原

澡酝郧摇人类绝经期促性腺激素

澡灶砸晕粤（澡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燥怎泽灶怎糟造藻葬则砸晕粤）摇异种核 砸晕粤
澡燥皂藻燥遭燥曾早藻灶藻摇同源框基因

澡燥皂燥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同种 （异型） 抗体

匀孕粤摇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

匀杂粤（澡怎皂葬灶泽藻则怎皂葬造遭怎皂蚤灶）摇人血清白蛋白

匀杂阅（猿β 澡赠凿则燥泽贼藻则燥蚤凿凿藻澡赠凿则燥早藻灶葬泽藻）摇猿β 羟基类固

醇脱氢酶

匀杂孕（澡藻葬贼泽澡燥糟噪责则燥贼藻蚤灶）摇热休克蛋白

缘 匀栽（缘 澡赠凿则燥曾赠贼则赠责贼葬皂蚤灶藻）摇缘 羟色胺

澡赠葬造怎则燥灶蚤凿葬泽藻摇透明质酸酶

澡赠凿则燥糟燥则贼蚤泽燥灶藻摇皮质醇 （氢化可的松）

澡赠责藻则责燥造葬则蚤扎葬贼蚤燥灶摇超极化

澡赠责藻则增葬则蚤葬遭造藻泽藻早皂藻灶贼摇超变区

澡赠责燥遭造葬泽贼摇下胚层

澡赠责燥贼葬怎则蚤灶藻摇次牛磺酸

陨

陨粤酝（蚤灶灶藻则葬糟则燥泽燥皂葬造皂藻皂遭则葬灶藻）摇顶体内膜

陨悦摇免疫复合物

陨悦酝（蚤灶灶藻则糟藻造造皂葬泽泽）摇内细胞团

陨阅悦（蚤灶贼藻则凿蚤早蚤贼葬贼蚤灶早凿藻灶凿则蚤贼蚤糟糟藻造造）摇指状树突状细胞

陨云晕（蚤灶贼藻则枣藻则燥灶）摇干扰素

陨云杂（蚤皂皂怎灶燥泽怎责责则藻泽泽蚤增藻枣葬糟贼燥则蚤灶泽藻皂藻灶）摇精液免疫抑

制因子

陨早（蚤皂皂怎灶燥早造燥遭怎造蚤灶）摇免疫球蛋白

陨郧云（蚤灶泽怎造蚤灶鄄造蚤噪藻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陨蕴（蚤灶贼藻则造藻怎噪蚤灶）摇白介素，白细胞介素

蚤皂皂怎灶藻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免疫抗体

蚤皂皂怎灶燥早藻灶蚤糟蚤贼赠摇免疫原性

蚤皂皂怎灶燥早造燥遭怎造蚤灶（陨早）摇免疫球蛋白

蚤皂皂怎灶燥则藻葬糟贼蚤增蚤贼赠摇免疫反应性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摇附植，着床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憎蚤灶凿燥憎摇 附植窗口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憎蚤灶凿燥憎附植窗，着床窗口

蚤灶增蚤贼则燥遭造燥糟噪燥枣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葬造摇发育阻滞

蚤灶糟燥皂责造藻贼藻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不完全抗体

蚤灶凿怎糟藻凿燥则葬造贼藻则藻凿泽藻造枣摇诱导或改变自我

蚤灶凿怎糟藻凿燥增怎造葬贼蚤燥灶摇诱发排卵

蚤灶凿怎糟藻则摇激动剂

蚤灶澡蚤遭蚤灶摇抑制素

蚤灶蚤贼蚤葬造则藻糟则怎蚤贼皂藻灶贼摇启动募集

蚤灶灶藻则贼澡藻糟葬摇卵泡内膜

蚤灶泽怎造蚤灶摇胰岛素

蚤灶泽怎造蚤灶鄄造蚤噪藻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陨郧云摇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蚤灶贼藻早则蚤灶摇整合素

蚤灶贼藻则枣藻则燥灶鄄τ摇干扰素 τ
蚤灶贼则葬糟则蚤灶藻摇胞内分泌

蚤灶贼则葬藻皂遭则赠燥灶蚤糟藻灶凿燥凿藻则皂摇胚内内胚层

蚤灶增葬贼蚤燥灶摇侵入

陨孕猿（蚤灶燥泽蚤贼燥造员，源，缘 贼则蚤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藻）摇三磷酸肌醇

允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葬造糟燥皂责造藻曾摇连接复合体

躁怎曾贼葬糟则蚤灶藻摇邻分泌

运

噪葬造造蚤噪则藻蚤灶摇激肽释放酶

噪葬则赠燥噪蚤灶藻泽蚤泽摇细胞核分裂

运郧云（噪藻则葬贼则蚤灶燥糟赠贼藻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角化细胞生长因子

运蕴匀摇钥孔 血蓝蛋白

噪蚤造造藻则糟藻造造摇运细胞，杀伤细胞

蕴

造葬遭蚤燥泽糟则燥贼葬造泽憎藻造造蚤灶早摇阴唇阴囊隆起

造葬糟贼葬贼藻摇乳酸盐

造葬糟贼葬贼蚤燥灶摇泌乳

造葬糟贼燥早藻灶摇促乳素

造葬糟贼燥早藻灶藻泽蚤泽摇启动泌乳

造葬皂蚤灶摇核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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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葬皂责遭则怎泽澡糟澡则燥皂燥泽燥皂藻摇灯刷染色体

蕴悦（造葬灶早藻则澡葬皂泽糟藻造造）摇朗罕氏细胞

蕴悦摇溶血磷脂酰胆碱

蕴阅匀摇乳酸脱氢酶

蕴阅蕴（造燥憎凿藻灶泽蚤贼赠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摇低密度脂蛋白

造藻糟贼蚤灶责藻则燥曾蚤凿葬泽藻摇植物凝集素过氧化氢酶

造藻责贼蚤灶摇瘦素

造藻怎糟蚤灶藻摇亮氨酸

蕴藻赠凿蚤早糟藻造造摇间质细胞

蕴云（造葬糟贼燥枣藻则则蚤灶）摇乳铁蛋白

蕴郧蕴（造葬则早藻早则葬灶怎造葬则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摇大颗粒淋巴细胞

蕴匀（造怎贼藻蚤灶蚤扎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促黄体素

蕴匀砸匀（造怎贼藻蚤灶蚤扎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则藻造藻葬泽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黄体生

成素释放激素

蕴陨云（造藻怎噪藻皂蚤葬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赠枣葬糟贼燥则）摇白血病抑制因子

造蚤早澡贼糟澡葬蚤灶摇轻链，蕴链

蕴栽摇白三烯

蕴栽源摇左旋甲状腺素

造赠泽蚤灶藻摇赖氨酸

酝

皂葬躁燥则增藻泽贼蚤遭怎造葬则早造葬灶凿摇前庭大腺

酝粤蕴栽（皂怎糟燥泽葬造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造赠皂责澡燥蚤凿贼蚤泽泽怎藻）摇黏膜淋巴

组织

皂葬皂皂葬则赠遭怎凿摇乳芽

皂葬皂皂葬则赠早造葬灶凿摇乳腺

皂葬皂皂葬则赠早造葬灶凿泽蚤灶怎泽摇乳窦

皂葬皂皂燥泽燥皂葬贼燥贼则燥责澡摇促乳生长激素细胞

酝粤孕运（皂蚤贼燥早藻灶葬糟贼蚤增葬贼藻凿责则燥贼藻蚤灶噪蚤灶葬泽藻）摇丝裂原激活

蛋白激酶

皂葬则噪藻则燥枣灶燥则皂葬造泽藻造枣摇正常自我标志

皂葬贼藻则灶葬造早藻灶燥皂藻摇母型基因组

皂葬贼藻则灶葬造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则藻糟燥早灶蚤贼蚤燥灶（酝孕砸）摇妊娠识别

皂葬贼藻则灶葬造则藻早怎造葬贼蚤燥灶摇母型调控

皂葬贼则蚤曾摇基质

皂葬贼怎则藻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成熟卵泡 （又称为排卵前卵泡，责则藻燥鄄
增怎造葬贼燥则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

酝糟粤遭（皂燥灶燥糟造燥灶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单克隆抗体

酝悦孕（皂藻皂遭则葬灶藻糟燥枣葬糟贼燥则责则燥贼藻蚤灶）摇膜辅因子蛋白

酝阅郧云 Ⅰ （皂葬皂皂葬则赠鄄凿藻则蚤增藻凿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Ⅰ）摇乳腺

源生长因子Ⅰ
皂藻蚤燥泽蚤泽摇减数分裂

皂藻造葬贼燥灶蚤灶摇褪黑素

皂藻贼澡蚤燥灶蚤灶藻摇蛋氨酸

酝匀悦（皂葬躁燥则澡蚤泽贼燥糟燥皂责葬贼蚤遭蚤造蚤贼赠糟燥皂责造藻曾）摇主要组织相

容性复合体

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灶燥泽藻造枣摇微生物性非我

皂蚤糟则燥枣燥造凿糟藻造造摇微皱细胞，酝细胞

皂蚤造噪藻躁藻糟贼蚤燥灶摇乳汁排出

皂蚤造噪泽藻糟则藻贼蚤燥灶摇乳汁分泌

皂蚤造噪憎藻造造摇乳井

皂蚤灶燥则增藻泽贼蚤遭怎造葬则早造葬灶凿摇前庭小腺

皂蚤泽泽蚤灶早泽藻造枣摇丧失自我

酝蕴悦运摇肌球蛋白轻链激酶

皂燥灶燥糟造燥灶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酝糟粤遭）摇单克隆抗体

皂燥则责澡燥早藻灶藻贼蚤糟摇形态发生

皂燥则怎造葬摇桑葚胚

酝孕云（皂葬贼怎则葬贼蚤燥灶责则燥皂燥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成熟促进因子

皂孕郧耘杂摇微粒体 孕郧耘合成酶

酝孕砸（皂葬贼藻则灶葬造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则藻糟燥早灶蚤贼蚤燥灶）摇妊娠识别

酝 责则燥皂燥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酝期促发因子

酝砸摇盐皮质激素受体

酝杂匀（皂藻造葬灶燥糟赠贼藻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 黑 素 细 胞 刺

激素

酝俟造造藻则蚤葬灶凿怎糟贼摇缪勒氏管

皂赠燥藻责蚤贼澡藻造蚤怎皂摇肌上皮细胞

晕

晕粤陨孕（灶藻怎则燥灶葬造葬责燥责贼燥泽蚤泽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赠责则燥贼藻蚤灶）摇神经元凋

亡抑制蛋白

灶葬贼怎则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天然抗体

灶葬贼怎则葬造噪蚤造造藻则糟藻造造摇自然杀伤细胞，晕运细胞

晕悦（灶怎造造糟藻造造）摇裸细胞

灶藻怎则葬皂蚤凿蚤灶葬泽藻摇神经氨酸酶

灶藻怎则燥皂燥凿怎造葬贼燥则摇神经调质

灶藻怎则燥贼则葬灶泽皂蚤贼贼藻则摇神经递质

晕郧云（灶藻则增藻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神经生长因子

灶蚤责责造藻摇乳头

灶葬贼怎则葬造噪蚤造造藻则栽糟藻造造摇晕运栽细胞，第 源类淋巴细胞

晕耘（灶燥则藻责蚤灶藻责澡则蚤灶藻） 摇去甲肾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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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燥则皂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正常抗体

晕孕再（灶藻怎则燥责藻责贼蚤凿藻再）摇神经肽 再
晕栽晕（灶藻怎则燥贼藻灶泽蚤灶）摇神经降压肽

灶怎糟造藻燥造蚤灶摇核仁蛋白

韵

韵粤酝（燥怎贼藻则葬糟则燥泽燥皂葬造皂藻皂遭则葬灶藻）摇顶体外膜

燥粤酝灾（燥增蚤凿怎糟贼葬造葬责蚤糟葬造皂藻皂遭则葬灶藻增藻泽蚤糟造藻）摇输卵管顶

膜囊泡

燥遭造蚤早葬贼燥则赠凿蚤葬责葬怎泽藻摇专性滞育

韵耘悦（燥增蚤凿怎糟贼葬造藻责蚤贼澡藻造蚤葬造糟藻造造）摇输卵管上皮细胞

韵陨云晕 贼（燥增蚤灶藻蚤灶贼藻则枣藻则燥灶 τ） 摇羊干扰素 τ
韵蕴粤（燥增蚤灶藻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摇羊淋巴细胞抗原

韵蕴孕（燥责蚤葬贼藻 造蚤噪藻责藻责贼蚤凿藻）摇阿片样肽

燥皂灶蚤责燥贼蚤灶摇全能素 （指促乳素）

燥灶贼燥早藻灶蚤糟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蚤燥灶摇个体发育炎症

燥燥早藻灶藻泽蚤泽摇卵子的发育

燥燥早燥灶蚤葬摇卵原细胞

韵孕（燥责蚤燥蚤凿责藻责贼蚤凿藻）摇类阿片肽

燥栽孕 员（燥增蚤灶藻贼则燥责澡燥遭造葬泽贼责则燥贼藻蚤灶 员）摇羊滋养层蛋白 员
韵栽 砸（燥曾赠贼燥糟蚤灶则藻糟藻责贼燥则）摇催产素受体

燥增蚤凿怎糟贼蚤灶摇输卵管蛋白

燥增怎造葬贼蚤燥灶摇排卵

燥曾蚤凿葬贼蚤燥灶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则藻葬糟贼蚤燥灶摇氧化还原反应

燥曾蚤凿葬贼蚤增藻凿葬皂葬早藻摇氧化损伤

韵载栽（燥曾赠贼燥糟蚤灶）摇催产素

孕

孕源（责则燥早藻泽贼藻则燥灶藻）摇孕酮 （黄体酮）

孕源缘园悦员苑（孕源缘园悦员苑辕悦圆员澡赠凿则燥曾赠造葬泽藻）摇孕源缘园悦员苑辕悦圆员羟基化酶

孕源缘园泽糟糟（孕源缘园泽蚤凿藻糟澡葬蚤灶糟造藻葬增葬早藻藻灶扎赠皂藻）摇孕源缘园侧链

裂解酶

孕粤摇磷脂酸

孕粤悦粤孕（责蚤贼怎蚤贼葬则赠葬凿藻灶赠造葬贼藻糟赠糟造葬泽藻葬糟贼蚤增葬贼蚤灶早责燥责赠责藻责鄄
贼蚤凿藻）摇垂体腺苷酸环化酶激活肽

责葬则葬糟藻造造怎造葬则则燥怎贼藻摇亚细胞途径

责葬则葬糟则蚤灶藻摇旁分泌

责葬则葬怎则藻贼澡则葬造早造葬灶凿摇尿道旁腺

责葬则藻灶糟澡赠皂葬摇实质

孕粤杂（责藻则蚤燥凿蚤糟葬糟蚤凿鄄杂糟澡蚤枣枣）摇过碘酸雪夫氏反应

孕悦（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蚤凿赠造糟澡燥造蚤灶藻）摇磷脂酰胆碱

孕悦晕粤（责则燥造蚤枣藻则葬贼蚤灶早糟藻造造灶怎糟造藻葬则葬灶贼蚤早藻灶）摇增生核抗原

孕阅耘（责澡燥泽责澡燥凿蚤藻泽贼藻则葬泽藻）摇磷酸二酯酶

孕阅郧云（责造葬贼藻造藻贼鄄凿藻则蚤增藻凿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 血小板衍生生

长因子

责藻灶蚤造藻怎则藻贼澡则葬摇尿道阴茎部

责藻则蚤增蚤贼藻造造蚤灶藻泽责葬糟藻摇卵黄周隙

孕郧（责则燥泽贼葬早造葬灶凿蚤灶）摇前列腺素

孕郧悦（责则蚤皂蚤贼蚤增藻早藻则皂糟藻造造）摇原始生殖细胞

孕郧悦（责则蚤皂燥则凿蚤葬造早藻则皂糟藻造造）摇原生殖细胞

孕郧阅匀摇员缘 羟前列腺素脱氢酶

孕郧云 杂摇前列腺素 云合酶

孕郧匀杂 Ⅱ摇前列腺素 匀合成酶Ⅱ
孕郧栽摇前列腺素转运蛋白

孕匀粤摇植物血凝素

责澡藻灶赠造葬造葬灶蚤灶藻摇 苯丙氨酸

责澡藻则燥皂燥灶藻摇外激素

孕陨悦摇磷脂酰肌醇特异性磷脂酶 悦
责澡燥泽责澡燥则赠造葬贼蚤燥灶摇磷酸化

孕陨（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蚤凿赠造蚤灶燥泽蚤贼燥造）摇磷脂酰肌醇

孕陨云摇促乳素抑制因子

责蚤灶藻葬造早造葬灶凿摇松果腺

孕陨孕圆（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蚤凿赠造蚤灶燥泽蚤贼燥造源，缘 遭蚤责澡燥泽责澡葬贼藻）摇源，缘 二

磷酸磷脂酰肌醇

责蚤贼怎蚤贼葬则赠摇垂体

孕运粤（责则燥贼藻蚤灶噪蚤灶葬泽藻粤）摇蛋白激酶 粤
孕运悦（责则燥贼藻蚤灶噪蚤灶葬泽藻悦）摇蛋白激酶 悦
孕蕴（责造葬糟藻灶贼葬造造葬糟贼燥早藻灶）摇胎盘促乳素

孕蕴悦（责澡燥泽责澡葬造蚤责葬泽藻悦）摇磷脂酶 悦
孕蕴云（责则燥造蚤枣藻则蚤灶）摇增殖蛋白

孕蕴孕（责则燥造葬糟贼蚤灶鄄造蚤噪藻责则燥贼藻蚤灶）摇促乳素样蛋白

孕酝（责造葬泽皂蚤凿皂藻皂遭则葬灶藻）摇精子质膜

孕酝杂郧（责则藻早灶葬灶贼皂葬则藻泽藻则怎皂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责澡蚤灶）摇孕马血清

促性腺 激 素 （现 多 称 为 藻择怎蚤灶藻糟澡燥则蚤燥灶蚤糟早燥灶葬凿燥贼则燥鄄
责澡蚤灶，藻悦郧，马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责燥造葬则蚤扎葬贼蚤燥灶摇极性化

责燥造赠糟造燥灶葬造葬灶贼蚤遭燥凿赠摇多克隆抗体

孕韵酝悦（责则燥燥责蚤燥皂藻造葬灶燥糟燥则贼蚤灶）摇阿黑皮素原

孕蕴悦 β摇磷脂酶 悦 β
孕砸（责则燥早藻泽贼藻则燥灶藻则藻糟藻责贼燥则）摇孕激素受体

责砸遭（则藻贼蚤灶燥遭造葬泽贼燥皂葬责则燥贼藻蚤灶） 摇成视网膜细胞瘤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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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砸 粤晕栽（责则燥早藻泽贼藻则燥灶藻则藻糟藻责贼燥则葬灶贼葬早燥灶蚤泽贼）摇孕酮受体

颉颃剂

责砸遭（则藻贼蚤灶燥遭造葬泽贼燥皂葬责则燥贼藻蚤灶）摇成视网膜细胞瘤蛋白

责则藻葬糟则燥泽燥皂葬造早则葬灶怎造藻摇顶体前颗粒

责则藻葬灶贼则葬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腔前卵泡

责则藻早灶藻灶燥造燥灶藻摇孕烯醇酮

责则藻早则葬灶怎造燥泽葬糟藻造造摇前颗粒细胞

责则藻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藻皂遭则赠燥灶蚤糟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摇 附 植 前 胚 胎

发育

责则藻燥增怎造葬贼葬则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排卵前卵泡

孕砸云（责则燥造葬糟贼蚤灶则藻造藻葬泽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促乳素释放因子

孕砸陨云（责则燥造葬糟贼蚤灶则藻造藻葬泽藻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促乳素释放

抑制因子

责则蚤皂葬则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初级卵泡

责则蚤皂葬则赠皂葬皂皂葬则赠遭怎凿摇初级乳芽

责则蚤皂葬则赠燥燥糟赠贼藻摇初级卵母细胞

责则蚤皂葬则赠泽藻曾糟燥则凿摇初级性索

责则蚤皂葬则赠泽藻曾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葬贼蚤燥灶摇初级性别决定

责则蚤皂葬则赠泽责藻则皂葬贼燥糟赠贼藻摇初级精母细胞

责则蚤皂燥则凿蚤葬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原始卵泡

孕砸蕴摇促乳素

责则燥早藻泽贼蚤灶摇孕激素

责则燥澡燥则皂燥灶藻糟燥灶增藻则贼葬泽藻员（孕悦 员）摇 激 素 原 蛋 白 转 化

酶 员
责则燥澡燥则皂燥灶藻糟燥灶增藻则贼葬泽藻圆（孕悦 圆）摇 激 素 原 蛋 白 转 化

酶 圆
责则燥造葬糟贼蚤灶摇促乳素

责则燥皂燥贼藻则摇启动子

责则燥泽贼葬贼藻早造葬灶凿摇前列腺

责则燥曾蚤皂葬造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蚤糟凿则燥责造藻贼摇近端原生质滴

责则燥曾蚤皂葬造造蚤灶噪葬早藻蚤皂皂怎灶燥皂藻贼则蚤糟葬泽泽葬赠泽摇邻连法

孕砸孕（责则燥造蚤枣藻则蚤灶鄄则藻造葬贼藻凿责则燥贼藻蚤灶）摇增殖蛋白相关蛋白

孕杂（孕泽怎遭泽贼葬灶糟藻）摇孕物质

责泽藻怎凿燥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摇假孕

孕栽匀（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澡燥则皂燥灶藻）摇甲状旁腺素

孕栽匀鄄砸责（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澡燥则皂燥灶藻鄄则藻造藻葬泽蚤灶早责藻责贼蚤凿藻）摇甲状

旁腺激素释放肽

孕灾晕摇下丘脑室旁核

砸

则藻糟藻责贼蚤增蚤贼赠摇可接受性

砸蕴载（则藻造葬曾蚤灶）摇松弛素

砸粤杂（则藻灶蚤灶葬灶早蚤燥贼藻灶泽蚤灶泽赠泽贼藻皂）摇 肾 素 血 管 紧 张 素

系统

砸月孕摇视黄酸结合蛋白

则藻皂燥凿藻造蚤灶早摇重构

则藻贼藻贼藻泽贼蚤泽摇睾丸网

则蚤遭燥泽燥皂葬造糟赠糟造藻摇核糖体循环

则藻贼蚤灶燥蚤糟葬糟蚤凿摇视黄酸

砸栽鄄孕悦砸（则藻增藻则泽藻贼则葬灶泽糟则蚤责贼蚤燥灶鄄责燥造赠皂藻则葬泽藻糟澡葬蚤灶则藻葬糟贼蚤燥灶）

摇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则砸晕粤（则蚤遭燥泽燥皂葬造砸晕粤）摇核糖体 砸晕粤
则燥贼葬贼蚤燥灶葬造糟造藻葬增葬早藻摇 滚动式卵裂

砸杂粤摇反复自发性流产

则栽猿（猿，猿，缘 贼则蚤蚤燥凿燥贼澡赠则燥灶蚤灶藻）摇猿，猿，缘 三碘甲腺

原氨酸

杂

杂粤（泽蚤葬造蚤糟葬糟蚤凿）摇唾液酸

杂悦（泽藻糟则藻贼燥则赠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摇分泌片

杂悦云（泽贼藻皂糟藻造造枣葬糟贼燥则）摇干细胞因子

杂悦杂郧云（杂藻则贼燥造蚤糟糟藻造造泽藻糟则藻贼藻凿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足细胞分

泌生长因子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次级卵泡

泽藻糟燥灶凿皂葬皂皂葬则赠遭怎凿摇次级乳芽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燥燥糟赠贼藻摇次级卵母细胞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泽藻曾糟燥则凿摇次级性索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泽藻曾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葬贼蚤燥灶摇次级性别决定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泽责藻则皂葬贼燥糟赠贼藻摇次级精母细胞

泽藻造藻糟贼蚤燥灶摇选择

泽藻皂蚤灶葬造增藻泽蚤糟造藻摇精囊

泽藻则蚤灶藻摇丝氨酸

杂藻则贼燥造蚤糟藻造造摇塞托利细胞，足细胞

杂云（泽怎遭燥则凿蚤灶葬贼藻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从属卵泡

杂郧云（泽藻皂蚤灶蚤枣藻则燥怎泽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精细管生长因子

泽澡藻藻责燥增蚤凿怎糟贼责则燥贼藻蚤灶（杂韵孕）摇绵羊输卵管蛋白

泽陨早粤（泽藻糟则藻贼燥则赠陨早粤）摇分泌性 陨早粤
泽蚤皂怎造贼葬灶藻燥怎泽贼憎燥泽蚤贼藻泽蚤皂皂怎灶燥皂藻贼则蚤糟葬泽泽葬赠泽摇联立两位点

免疫测定法

杂蕴粤（泽憎蚤灶藻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葬灶贼蚤早藻灶）摇猪淋巴细胞抗原

泽皂葬造造灶怎糟造藻葬则则蚤遭燥灶怎糟造藻燥责则燥贼藻蚤灶，泽灶砸晕孕摇 小 核 核 糖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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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泽灶砸晕粤（泽皂葬造造灶怎糟造藻葬则砸晕粤）摇核内小分子 砸晕粤
泽灶砸晕孕（泽皂葬造造灶怎糟造藻葬则则蚤遭燥灶怎糟造藻燥责则燥贼藻蚤灶）摇小核核糖核

蛋白

杂韵酝（泽燥皂葬贼燥泽贼葬贼蚤灶）摇生长抑素

杂韵孕（泽澡藻藻责燥增蚤凿怎糟贼责则燥贼藻蚤灶）摇绵羊输卵管蛋白

泽责藻则皂葬凿澡藻泽蚤灶摇精子黏附蛋白

泽责藻则皂葬贼蚤凿摇精子细胞

泽责藻则皂摇则藻糟藻责贼燥则摇精子受体

泽责藻则皂葬贼燥早藻灶蚤糟糟赠糟造藻摇精子发生周期

泽责藻则皂葬贼燥早藻灶蚤糟憎葬增藻摇 精细管上皮波

泽责藻则皂葬贼燥早燥灶蚤葬摇 精原细胞

泽责藻则皂葬贼燥扎燥燥灶摇精子

泽责藻皂蚤燥早藻灶藻泽蚤泽摇精子形成

泽责燥灶贼葬灶藻燥怎泽燥增怎造葬贼蚤燥灶摇自发排卵

杂砸再（泽藻曾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蚤灶早则藻早蚤燥灶再早藻灶藻）摇性别决定 再基因

杂砸再（泽藻曾鄄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蚤灶早则藻早蚤燥灶燥枣贼澡藻再糟澡则燥皂燥泽燥皂藻）摇再
染色体性别决定区

杂栽粤栽猿（泽蚤早灶葬造贼则葬灶泽凿怎糟藻则葬灶凿葬糟贼蚤增葬贼燥则燥枣贼则葬灶泽糟则蚤责贼蚤燥灶
猿）摇转录激活因子 猿

杂栽阅摇性传播疾病

泽贼藻则燥蚤凿摇类固醇

泽贼则燥皂葬摇间质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枣葬糟贼燥则摇存活因子

泽怎泽贼藻灶贼葬糟怎造葬则糟藻造造摇支持细胞

栽

栽（贼藻泽贼燥泽贼藻则燥灶藻）摇睾酮

栽猿（猿，缘，猿忆 贼则蚤蚤燥凿燥贼澡赠则燥灶蚤灶藻）摇猿，缘，猿忆三碘甲腺

原氨酸

栽源（贼澡赠则燥曾蚤灶藻，猿，缘，猿忆，缘忆贼藻贼则葬蚤燥凿燥贼澡赠则燥灶蚤灶藻）摇甲状

腺素

贼葬责则藻枣造藻曾摇轻拍反射

贼葬怎则蚤灶藻摇牛磺酸

栽阅云（贼藻泽贼蚤泽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蚤灶早枣葬糟贼燥则）摇睾丸决定因子

栽阅蕴（贼澡赠皂怎泽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摇 胸 腺 依 赖 淋 巴

细胞

贼藻葬贼摇乳头

贼藻葬贼糟葬灶葬造摇乳头管

贼藻葬贼糟蚤泽贼藻则灶摇乳头乳池

贼藻则贼蚤葬则赠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三级卵泡

贼藻泽贼蚤泽糟燥则凿摇睾丸索

贼藻泽贼燥泽贼藻则燥灶藻摇睾酮

栽郧云（贼则葬灶泽枣燥则皂蚤灶早早则燥憎贼澡枣葬糟贼燥则）摇转化生长因子

栽郧云 β摇转化生长因子 β
栽匀（贼澡赠则燥蚤凿澡燥则皂燥灶藻）摇甲状腺激素

贼澡藻糟葬摇卵泡膜

贼澡藻糟葬糟藻造造摇卵泡膜细胞

贼澡则藻燥灶蚤灶藻摇苏氨酸

贼澡赠则燥曾蚤灶藻摇甲状腺素

栽晕云（贼怎皂燥则灶藻糟则燥泽蚤泽枣葬糟贼燥则）摇肿瘤坏死因子

栽孕（贼赠则燥泽蚤灶藻责澡燥泽责澡燥则赠造葬贼蚤燥灶）摇酪氨酸磷酸化

贼孕粤（贼蚤泽泽怎藻责造葬泽皂蚤灶燥早藻灶葬糟贼蚤增葬贼燥则）摇组织型纤溶酶原激

活物

栽孕悦（贼澡蚤则凿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糟藻造造）摇第三群淋巴细胞

贼则葬灶泽蚤贼蚤燥灶 枣则燥皂 皂葬贼藻则灶葬造贼燥藻皂遭则赠燥灶蚤糟糟燥灶贼则燥造燥枣凿藻增藻鄄
造燥责皂藻灶贼，酝耘栽摇调控过渡

栽砸匀（贼澡赠则燥贼则燥责蚤灶鄄则藻造藻葬泽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促甲状腺素释放

激素

贼则燥责澡燥遭造葬泽贼摇滋胚层

贼则燥责澡燥遭造葬泽贼蚤灶摇滋养层素

贼则燥责澡燥藻糟贼燥凿藻则皂摇滋养层

栽杂匀（贼澡赠则燥蚤凿鄄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摇促甲状腺激素

栽栽摇破伤风类毒素

栽栽猿摇血 猿，缘，猿忆三碘甲腺原氨酸

栽栽源摇血浆甲状腺素

贼怎遭怎造燥增藻泽蚤糟怎造葬则糟则蚤泽贼葬藻摇管泡嵴

贼怎灶蚤糟葬葬造遭怎早蚤灶藻葬摇白膜

栽曾粤圆摇血栓烷

贼赠则燥泽蚤灶藻摇酪氨酸

哉

怎遭蚤择怎蚤贼蚤灶摇泛素

怎晕运（怎贼藻则蚤灶藻灶葬贼怎则葬造糟藻造造）摇子宫自然杀伤细胞

怎孕粤（怎则燥噪蚤灶葬泽藻责造葬泽皂蚤灶燥早藻灶葬糟贼蚤增葬贼燥则）摇尿激酶型纤溶

酶原激活因子

怎则藻贼澡则葬造早造葬灶凿摇尿道腺

怎则燥早藻灶蚤贼葬造枣燥造凿摇尿生殖褶

怎则燥早藻灶蚤贼葬造早则燥燥增藻摇尿生殖沟

怎贼藻则燥早造燥遭蚤灶摇子宫珠蛋白

·园圆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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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增葬则蚤葬遭造藻则藻早蚤燥灶摇可变区，灾区

增葬泽凿藻枣藻则藻灶泽摇输精管

灾蚤贼葬皂蚤灶阅摇维生素 阅
灾耘郧云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增藻则泽葬贼蚤造蚤灶摇多能素 （指促乳素）

增藻泽蚤糟怎造葬则枣燥造造蚤糟造藻摇囊状卵泡

灾陨孕（增葬泽燥葬糟贼蚤增藻蚤灶贼藻泽贼蚤灶葬造责藻责贼蚤凿藻）摇血管活性肠肽

宰

憎澡蚤责造葬泽澡皂燥贼蚤造蚤贼赠摇鞭打样运动方式

宰燥造枣枣蚤葬灶凿怎糟贼摇 沃尔夫氏管 （即中肾管）

宰栽员摇 （宰蚤造皂泽’贼怎皂燥则员）摇宰蚤造皂泽肿瘤抑制基因

载

曾藻灶燥葬灶贼蚤早藻灶摇异种抗原

再

赠燥造噪泽葬糟摇卵黄囊

在

在郧粤（扎赠早燥贼蚤糟早藻灶藻葬糟贼蚤增葬贼蚤燥灶）摇合子型基因激活

扎燥灶葬则藻葬糟贼蚤燥灶摇透明带反应

在孕（扎燥灶葬责藻造造怎糟蚤凿葬）摇透明带

在砸运（扎燥灶葬则藻糟藻责贼燥则噪蚤灶葬泽藻）摇透明带受体激酶

扎赠早燥贼藻摇合子

扎赠早燥贼蚤糟早藻灶燥皂藻摇合子型基因组

扎赠早燥贼蚤糟则藻早怎造葬贼蚤燥灶摇合子型调控

其他

员员β 匀杂阅摇员员β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猿α 澡赠凿则燥则赠 缘α 葬灶凿则燥泽贼 员远鄄藻灶藻摇 猿α 羟 缘 雄留

员远 烯

猿β 澡赠凿则燥泽贼藻则燥蚤凿凿藻澡赠凿则燥早藻灶葬泽藻（匀杂阅）摇猿β 羟类固醇

脱氢酶

缘 澡赠凿则燥曾赠贼则赠责贼葬皂蚤灶藻（缘 匀栽）摇缘 羟色胺

缘α 葬灶凿则燥泽贼 员远 藻灶 猿 燥灶藻摇 缘α 雄留 员远 烯

猿 酮

α 葬皂葬灶蚤贼蚤灶摇α 鹅膏蕈碱

α 皂藻造葬灶燥糟赠贼藻鄄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灶早澡燥则皂燥灶藻（α 酝杂匀）摇α 促

黑素细胞激素

γ 葬皂蚤灶燥遭怎贼赠则蚤糟葬糟蚤凿（郧粤月粤）摇γ 氨基丁酸

·员圆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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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０］　Ｒｅ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Ｖ，ＳａｕｓａｉｓＬ，ＰｉｅｒｒｅＪ，ＢｕｌｌｏｃｋＲ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ｔｏＣｒｏｍｅｒ

ｂｌｏｏｄｇｒｏｕｐ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ｍｉ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ＶｏｘＳａｎｇ１９９６，７１（１）：４８～５０
［５７１］　ＲｅｎｆｒｅｅＭＢＤｉａｐａｕ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ｐａｒｔｕ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ｍａｒｓｕｐｉａｌｓＪＥｘｐＺｏｏｌ１９９３ （１６６）：

４５０～４６２
［５７２］　ＲｅｙｎｏｌｋｄｓＴＳ，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ＫＲ，ＷａｔｈｅｓＤ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ｕ

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ｗｅ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１３８
（３）：８８６～８９７

［５７３］　ＲｉｄｅｒＶ，ＰｉｖａＭ，ＣｏｈｅｎＭＥ，ＣａｒｌｏｎｅＤ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ｐ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ｒａｔｕｔｅｒｕｓ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１３６）：３１３７～３１４５

［５７４］　ＲｉｓｂｒｉｄｇｅｒＧＰ，ＣａｎｃｉｌｌａＢＲｏｌ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Ｒｅｖ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００ （５）：

９９～１０４
［５７５］　ＲｉｓｂｒｉｄｇｅｒＧＰ，ＳｃｈｍｉｔｔＪＦ，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ＤＭＡｃｔｉｖｉｎｓ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ｎｓ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ｕｍｏｒｓＥｎｄｏｃｒ

Ｒｅｖ２００１（２２）：８３６～８５８
［５７６］　ＲｉｖｅｓｔＳ，ＲｉｖｉｅｒＣ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ｂｅｔ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ｇｅｎｅｃｆｏ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ｕｓｏｆＬＨＲＨｎｅｕｒ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ＬＨＲＨ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ｅｓｔｒｕｓｉｎ
ｔｈｅｒａｔ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１９９３，６１３（１）：１３２～１４２

［５７７］　ＲｏｂｂＫＨｏｘｇｅｎｅｓ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ｌｌ１９９４（７８）：１９１
［５７８］　ＲｏｂｅｒｔｓＲＭ，ＸｉｅＳＣ，Ｍａｔｈｉａｌａｇａｎ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Ｂｉ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１９９６ （５４）：

２９４～３０２
［５７９］　ＲｏｇｅｒＳ，Ｓａｍ Ｍ，ＳｈａｕｎＭ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ｈｕｍａｎｂｉｒ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２００２

（１０８）：１５９～１６４
［５８０］　ＲｏｈｄｅＬＨ，ＣａｒｓｏｎＤＤＨｅｐａｒｉｎｌｉｋｅｇｌｙｃｏｓ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ａ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ａ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ｉｃ

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ＪＡＲ）ｔｏａｈｕｍａ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ＲＬ９５）ＪＣｅｌ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９３（１５５）：１８５～１９６
［５８１］　ＲｏｈｄｅＬ Ｈ，ＪａｎｅｔｐｏｕｒＭ，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Ｍ Ｔ，ＦｉｓｈｅｒＳ，Ｆｒｅｎｃｈ Ｍ，ＨｏｋｅＤ，ＪｕｌｉａｎＪ，ＣａｒｓｏｎＤ

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Ｐ，ａ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ｐａｒａｎｓｕｌｆａｔ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ｅｒｌｅｃａｎａｔ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ｆｅｔａｌ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ｉ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１９９８（５８）：１０７５～１０８３

［５８２］　ＲｏｈｄｅＬＨ，ＪｕｌｉａｎＪ，ＢａｂａｋｎｉａＡ，ＣａｒｓｏｎＤＤ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Ｐ，ａｎｏｖｅｌｈｅｐａｒｉｎ／ｈｅｐａｒａｎ
ｓｕｌｆａｔ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１９９６（２７１）：

１１８２４～１１８３０
［５８３］　ＲｏｌｄａｎＥＲ，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ＲＡＤ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ｅｘ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ｓｐｅｒ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ｍ１９９０（１７）：８～１５
［５８４］　ＲｏｌｄａｎＥＲ，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ＲＡ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ｄ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ｅｘ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ＢｉｏｃｈｅｍＪ１９９２（２８１）：７６７～７７３
［５８５］　ＲｏｍａｎｏＪＥ，ＲｏｄａｓＥ，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Ａ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Ｆ２α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ｕ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ａｉｒｙｇｏａｔｓＳｍａｌｌ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４２）：１９９～２０２
［５８６］　Ｒｏｓｓ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ＲＮＡ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ｎｅｕｋａｒｙｏｔｉｃｃｅｌｌＭｏｌＢｉｏｌＭｅｄ１９８８（５）：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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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７］　ＰｉｋｏＬ，ＣｌｅｇｇＫＢ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ｏｔａｌＲＮＡ，ｔｏｔａｌｐｏｌｙ（Ａ）ａｎｄｒｉｂｏｓｏｍｅ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ｕｓｅｅｍｂｒｙ
ｏｓＤｅｖＢｉｏｌ１９８７（８９）：３６２～３７８

［５８８］　ＲｏｕａｓＦｒｅｉｓｓＮ，ＧｏｎｃａｌｖｅｓＲＭ，ＭｅｎｉｅｒＣ，ＤａｕｓｓｅｔＪ，Ｃａｒｏｓｅｌｌａ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ＨＬＡＧ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ｔｕｓｆｒｏｍ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ｙｔ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１９９７，

９４（２１）：１１５２０～１１５２５
［５８９］　ＲｕｃｋＰ，ＭａｒｚｕｓｃｈＫ，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ｎｇＥ，ＨｏｒｎｙＨＰ，ＤｉｅｔｌＪ，ＧｅｉｓｅｌｈａｒｔＡ，ＨａｎｄｇｒｅｔｉｎｇｅｒＲ，ＲｅｄｍａｎＣＷ

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ｉｎｄｅｃｉｄｕａｏｆｅａｒｌｙｈｕｍａ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ＬａｂＩｎｖｅｓｔ１９９４（７１）：９４～１０１

［５９０］　ＲｕｓｓｅｌｌＭＷ，ＭｅｓｔｅｃｋｙＪＨｕｍｏｒａｌ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２，４（６）：６７６７～６７７３

［５９１］　ＲｕｓｓｅｌｌＭＷ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ＡｍＪＲｅｐｒｏｄ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２，４７（５）：

２６５～２６８
［５９２］　ＲｙａｎＥＴ，ＢｒｉｄｇｅｓＥＡ，ＣｒｅａｎＴＩ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ｖｉｂｒｉｏｃｈｏｌｅｒａｅｍｕｃｏｓ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ｃｈｏｌｅｒａ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１，１８４（５）：６４３～６４７
［５９３］　ＳａｃｋｓＧ，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ＲｅｄｍａｎＣＡｎｉｎｎａｔ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ｍｍｕｎｏｌＴｏｄａｙ１９９９，２０ （３）：

１１４～１１８
［５９４］　ＳａｋｋａｓＤ，ＴｒｏｕｎｓｏｎＡＯ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ｕｓｅｅｍｂｒｙｏｓｗｉｔｈｏｖｉｄｕｃｔａｎ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ｅｌｌ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ｉｃ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ｙｓ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ＲｅｐｒｏｄＦｅｒｔ１９９０（９０）：１０９～１１８
［５９５］　ＳａｌａｓｖｉｄａｌＥ，ｅｔ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ｏｕｓｅ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Ｅｘｐ

ＣｅｌｌＲｅｓ１９９８，２３８（１）：１３６～１４７
［５９６］　ＳａｌｉｎｇＰＭ，ＳｔｏｒｅｙＢＴＭｏｕｓｅｇａｍｅｔ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ｃｈｌｏｒｔｅｔｒａｃｙｅｈｎｅａｓｆｌｕｏ

ｒｅｓｃｅｎｔｐｒｏｂ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ｕｓｅｓｐｅｒ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Ｊ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１９７９（８３）：５４４～５５５
［５９７］　ＳａｎｄｅｒＨＪ，ＭｅｉｊｓＲｏｅｌｏｆｓＨＭ，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ＥＣ，ＫｒａｍｅｒＰ，ｖａｎＣａｐｐｅｌｌｅｎＷ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ａｎ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ｔｉｓｅｒｕｍ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ｒｅｐｕｂｅｒｔａｌｒａｔＪＥｎ
ｄｏｃ１９９１，１３０：２８９～２９６

［５９８］　ＳａｏｕｄＣＪ，ＷｏｏｄＣ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ｔａｌ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ｎｅｄｉｏｎｅａｎｄ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
ｏｌ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９７（２７２）：１１２８～１１３４

［５９９］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ｆｅ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ｘｐ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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