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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胚於兔輸卵管中之發育
費尉東

可前言

自從各種家畜之卵母細胞，費外成 熟 （

in-vitro fertilization,

in-vitro maturation,

!VF ）技術被開發以來，其受精卵於體外之地變系統至今仍未建

立完整，以致有其組頸階段＜

block stage ）

﹔如經鐘內就體外受精 之 豬胚，於’，外培養
(10,12,28,33)

時，大多數只可發育至四細胞階段，鮮能發育至晚期胚階段
礙（

4-cell

IVM ）及 體外受精（

block ）。而卵母細胞於受精後 之發育是否正常

， 此即所謂之間細胞障

，以及是否有組續發育之能力

，單憑外 事長及形態上 之 判定仍無 法 對其發育能力進行預測﹔而利用兔織卵管以培育經受精
處理後 之胚 ，除有助於 ;J(: 渡過鼠頸階段並發育至晚 期 之胚外 ，並能將回收 發育之瞬期胚移
償因 受胚母苔 ，不僅 可提高懷孕 孽 ，亦可減少不必要 之移 .工作， 而逮到節省時 間及金錢
之目的。
﹛η

Averill等首次將錦竿胚儷 入 -a 兔輸卵管中培養，經移健回母畜並誼 賓懷孕後（國一

）

，兔驗 卵管之研究與利用 便被積極進行﹔ 除了被用為還給胚之工具外

其他重重別勵物受精能力之環境

﹛35）

(4.23)

， 亦提供 A 研究

， 以 及做為經顯微直是作或其他成瑾後胚 之培養箱

。9,33)

雖然近年在體外共同培變（ c 。culture ＞紋衡之開 發後， 已使牛胚之體外縛，E 可順利
(6,15)

達到 這胚期（ Blastocyst ）階段

，減低對 兔，會卵管 之依 賴位 。然而 ，在其 他動物別之

卵母細胞體外受精、種外培養系統 及共同培養方 式之應 用尚未建立完皇堅持，仍需借助于此

輸卵管活體（ In-vivo ）培變系統 。

三斗 輸卵管之功能
早在十六世紀時，便有 關於翰卵管方面 之研 究，然其 多注 重重於組織及構造上 之聲 異﹔

進入二十世紀後，始有利用科學儀器及生化、身區環之方式來研究其於不同生理狀態下之收
{23)
給運動、 反射 及其對卵子之運送、 受精、分泌等之功能
。
1. 輸卵管之形態 及 組織機造

Fimbria ）、溺斗部（ Infundibulum ）、登腹部（ Ampulla ）及
Ampullary-isthmus junction ）及給
Utero-tubal junction ）所﹔繪成：而兵組織稱造則有鍍膜﹛ Serosa

車身 卵管自 繳部（

峽部（ Isthmus ）所構成，另有重腹部一峽部（
卵管一子宮女 發部＜

）、肌肉層（ Muscle ）及點膜（ Mucosa ）等（圖 一） 。大部分 之家菁英肌肉層為外層縱
飢，內層單E飢，但天空鼠及人員。否（個二）。

翰卵管內織毛＜ Cilia ）之姆國的頻率於排卵時最大， 百J幫助卵母細胞進入建腹部﹔而分
泌細胞之分泌能力、黏膜之自重大亦於 排卵時 最強 ， 且 均 每荷爾蒙 之影響而有週期性 之 變化

2 功能

輸卵管 之平滑肌及繫膜聯合作用以避送配子及胚 ， 而上皮細胞之分泌活性則與配子及
早期胚之 R 會、代書皆有關。

﹒ 給卵 管肌肉收箭之威草草於對I~：丹1i 玉皇最高，此舉明顯丸 J 卵子之 ~J 有 棚， 且排卵時 ，
峽部之織 毛 向蛋腹部一 峽部交接口總動﹔排卵後，兔卵 子於 1臼于鐘內，被卵子則不超過 45
分鐘即 遂鼓 腹部 一 峽部交發慮 。 tt 卵子進入登腹部，椅 子 使自峽都來輔之精于防存區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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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精卵停留於峽部3至4笑，成為東搞期（ Morula ）或.胚期胚時才進入子當 （國 三）
。胚自峽都進入子宮，部分耍，雖肌肉之鬆施。峽部肌肉之收縮及鬆她受諸多因＊之影響 ，

如神經、固醇類荷爾吉賢（ Steroids ）、前列腺樂（ Prostaglandis ）及 l!i 膜等。而此等函
，長失調可能使卵及胚過早進入于當或停滯於翰卵管肉（

Tu be locking ）（國間）。

卵子在被精 子 穿入前，縛在輸卵管腔液中停留 一 段時間，此縷清串“排卵後成熟”（

Postovulatory maturation ），而此可能和椅子之獲能作用（ Capaci tat ion ）及頭帽反
應（ Acrosorne reaction ）有所關聯。
給卵管激含丙觀酸鹽（ Pyruvate ）、 掌聲酸（ Oxaloacetate ）及乳酸等多種成分，
另除水外，尚有氣、三氣化碳、脂質及游離按基酸（

Free amino

acids ）等。而翰卵管

激之分泌受卵集類固醇平衡之詞筒，於發惜時或排卵的分泌最 多，而黃種期（

Luteal

phase ）及懷孕時分泌最少。輸卵管液成分之變動可左右受精卵之發育與否 。而其之流動方
向則依織毛之鄉動及管宮女接部肌肉及黏膜之狹，但程度而異。
在進行移置手街時，先將胚儘於移置用吸管內，純真白，毆部穿入，會卵管之重腹部進行

移置﹔吸管深入約2～ 4公分處鉤，也胚，為防止胚進入子寓，應於給卵管一子宮女童安部之

輸卵管端 l ～ 2 公分予以結紮，結紮時ff!避開血管，使血液流通（團五，）。

三活體培養箱一兔輸卵管

多種動物及家畜之胚均會利用兔，街卵 管以為繕，E 箱，除有續續發育外，~有經移置後
(8)

而產出仔畜者（裹一）

Hunter等

。

個）

首次利用兔輸卵管~長途運論之工具，其於英國將約草胚儼入兔輸卵管

後，將兔遷 至南非 ，過程的 4至 5日，於當地將胚移軍後震得小羊，除遷，實真功用外，在經
{4)
濟上要比還逸，E隻誰至南非要便宜許多。 而Allen等亦將馬胚軍入兔輸卵管，由英圓遷至
波蘭，經移.後亦得相同之結果。
單細胞期及二細胞期鼠胚緩移置後，僅二細胞期 稽可發育畫畫.胚，此顯示兔給卵管中

可能缺乏早朔風胚分裂所需之物質

(9).
，然以侵華會＜ Insemination ）後 8'J、自守所取得之豬胚

，經移幢並繪養 二天 再移世固受胚-e 畜者可得較佳 之存活莓
(21).

胚之種別釐虞。另 Herrmann2是 Holtz

個）

，顯示兔精卵管對其培養之

亦建獵兔紛卵管僅過題期堵，E早期豬胚 (1至4

細胞期）。而經體外成熟及受珊處避之豬卵母細胞經移儷兔翰卵管培育 4夫後，己可得孵化
之這胚＜

Hatched

blastocyst )

(2)

，更種實兔，會卵響 之培養功能。另亦有利用種種之風

( Mouse及 Rat ） ，會卵管，健入豬胚做器官培養 ﹛ Organ

culture ）後

， 亦有漢胚出現

，且比例頗高，唯其為利用經由 e•體內淺出之豬胚憫 。
山羊胚經移值兔輸卵管內培育有 3至 5日，亦有良好之發育比例（1,3），另亦有移置後而產
下仔代老

{5)

牛llfm 於兔輸卵管內或與牛翰卵管上皮細胞（

Bovine oviduct epithelial cells)

共同培養峙， 二種方式所得之晚點胚 u是抱胚、讀 P' ）比例相似

(13)

，顯z 魚肉培養具有興

兔，a卵管相閑之 處力（表二）。

兔，動卵管除 7 上述之用途外，其亦被應用於其他有關£物科授（

Biotechnology ）方
Micr-

面之研究。例如 經高速降心而使以核（ Pronucleus ）顯露之牛胚或經巔，放績縱 （

omanipulation ）注入外海住 DNA後，移入兔輸卵管內培養，自所獲得之. 胚得知，經
上述處理之牛胚，於兔輸卵管內，仍可繼續發育，並未因顯微注射（ Microinjection ）之
故而使底之發育受傷害

仰」訂）

另外 ， El 俊生殖﹛ Parthenogenesis ﹜之問題亦存於牛卵母細胞之體外受精系統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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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用兔，會卵管做為主主受精揭所時，以死椅子注入之卵母細胞亦有分裂之情況竅生，• .

a

在其他方面，兔輸卵管直直不通以培養經賓館 （ Agar ）包甚丘之胚，其間收$及包聲宣讀脂

之完整位均不知.於絲芋，＠卵管培養老 。﹜ 。而移世周培養激亦不宜注入過多於給卵管內，以
防止胚闊樁，E 激流出，酋卵管外 。

四影響家畜胚於兔體卵管中培養之因素

當動物.!If 於兔，街卵管中培養峙，受，重內、體外及其他數種閻子之影響，而使得胚之存
活及回收學、發育率有下降之鐘，串：閱此，在進行移值、回收之時， 1惠特別注意各項影響
函，恨，以減少胚之 tM 失。茲將各項影響因，廣討當于下：

H非同期化 .!If移ta

(Asynchronous embryo transfer }

兔..秀發佳排卵之動物，手1J.F有藥物﹛如 HCG ）及切除俏，有管之公兔，均可造成其傌懷孕（

Pseudopregnant ）之狀態。經超數排卵（ superovul

at ion）踐過之母兔，以 DayO為

授欄目，將 Day論甘後二目之胚移入受胚兔後，二老所得之偵學 E棋類似，然 Day5之胚經移
．後並無仔畜產下

(36)

﹔因此，移寶路以早期胚行之，非同期化之移儘似對兔之影響不大，

但仍以問期化移置可得較佳之結果。

口受巨兔之生理狀態（ Physiological

status of recipient)

處於發倩＜ Oestrous ）或傷懷孕狀態之母兔均可做用以槽，E動物胚 。將2及4細鮑翔 之
紡竿胚移入兔，面卵管肉，結果以軍於ta孕母兔輸卵管稽之發育，H畫，且胚愛爾之 mucin亦
敏厚，移置因受胚-f!畜後之存活率亦較雀 。7.28) 。

臼胚車，世之位置及給卵管一子宮女發都是否給紮（ The

site of transfer and

ligate oviducts or not)
給卵管有其自傲，’的之部分，移軍用之吸會 C
儘入較深之部位已陸之回收率（

Recovery

Pipette)

rate ） 明顯提高
{20)

都給紮，亦可使回收到E 增加，減少胚流入子宮之機會

個胚於兔輸卵管中之培養哥哥閱（ The

1豈不易深入2公分以上，但移
(8}

。另如於輸卵管一子宮女接

（袋三）。

period of embryos stored in rabbit

oviducts)
． 將牛胚個E於給卵管內 20至 100小時，於四段時間回收後，其回收$並無釐樂

時間增加後，對其回收率即有明嶺之影響，但所得之間兒期胚似有增加之過’，

由移，E時胚所IA 之階段（ The

(31)

(8)

，然培養

（眾四）

cell stage of embryos at transfer)

紹，聖外受’”之.細胞及多細胞牛胚 IR 入兔輛面卵會繕，E 後，其回收$以多細胞移入者較
(31)
(8)

寓，其原因可能為給卵管對已分裂設有之胚育具有較強 之保留能力

﹔ ﹔然 Boland 則提出

以單細胞移入者，所得之回收率較鐘，但真不正常發育之比例亦偏高。
晚期牛E盔，才畫展作傷害似有較佳之前1 受佳，而兔，會卵管亦可 n 底發育正常與否之“顯示

器”（ Indicator ）。
開回收及移植周培養激（ Medium

for recorering and transfer)
以 TC M-199 (Tissue culture medium-199 ）及 PBSC ( Phosphate buffer15% retal ca, f serum
仙 d翔
之繪錢買賣時， 以 Ped sa 1e
BSC為

{'.8)

之結果較佳。

source of embryo }

怕

：：：＊湖（ The

PJ

E組數排卵方式＜ PMSG/hCG及 PMSG/prostaglandm ） 處理所得之牛跤，

經移，

;. ＇.）官，可之~

二者之發育E驅直立無'Ff 異

-..ll 之←百三 l

{8) 。

Z比例均偏低

的經兔”卵管培賽之胚移因受胚母ii 後之存活$ ( The survival rate of eml::>ryos transfered to recipient following cultured in rabbit ovi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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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科及非外科方式將經兔紛卵管培養發育之胚或直接將供胚畜體內混血之胚，移種
因受胚母奮發內後，顯示經兔輸卵管培養發育之胚，其經移置後之結果較佳

{'8)

﹔﹔其原因可能

係操作者可在胚經兔輸卵管培養後，還縛巴具正常發育形態及階段之胚始供移置及受胚母
苗，因而提高 7 胚之存活率。

雖然早期胚置于兔輸卵管中所被覆之黏蛋 白 層（

Hatching ）有薇，但經移置因 受 胚母苔
作為繕，長多種動物胚之樁，E箱

{'8)

Mucin

coat ）對胚未來之孵化﹛

，亦已道，實可撞出 仔代。 顯然，兔，處卵管環境仍可

其 結論

兔之體積小，又為 2秀發佳排卵之動物，在外科手術操作上及排卵時間之控劍上，均較
其他，E 驗動物容易，其輸卵管頗適於提供策動物配子閑之交互作用及經顯微操縱處理胚之
發育之活體培養環境，對生物技術領域之研究與發展均具叢書畫。
即使各項生物科技較近的發展，已使兔輸卵管之利舟有漸遍式微之勢﹔例如胚冷凍保

存技衡之開發，已使胚之保存與運輸更加：長久及便利，而共同培養技術及特殊樁，E波之利
用亦有助于豬、牛胚渡過其障礙階段
仔牛

(16)

(6,13,14,15,16,17,24)

，如此處理之牛胚，經移種後雞巴產下

。然不論于自費外或於兔愉卵管環境繕，E所得之.胚，其染色體常有異常（

osomal

anomalies ）現象

(24)

Chrom·

，顯示此一培養系統尚有未臻完替之處。而在動物卵母細胞

之盟，外成熟、體外受精及培養系統尚朱建立完善之前，兔論卵管不失為一暫時住之理想培

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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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館內受精之牛胚于兔織卵管肉或與牛，a卵管上皮細胞共
問增發五日之結果。

Table

3

Effect of ligation of the tubo-uterine junction of rabbit oviducts on
recovery of bovine embryos cultured for 7 daysa.

Stage of de丸，elopment of
recovered embryos
(No .]

No. of bovine embrxos
Uterotubal
junc,tion

Transferred

Recovered

Ligated

32

JO

Open

26

2

b

Metaphase Morula Blastacyst

3

14

。

: Five recipient rabbits we 「G used, each with one oviduct lig;:11ed and one
- Proportion of embryos 「 ccovered differed (P < 0.01).
(Hawk et al., 1989 l

ope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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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lnOuencc of incubation time upon in-vivl~ 1kvdopi::.:nt 111
rabbit oviduct of cow follicular oocytcs fcnil izcd 111 r111"
Incubat ion 11me
〈之 99

No of embryos transferred
No. o「「cmalcs used
No. of embryos recovered (%}
No. of embryos with one cleavage or more
(%of those recovered)
No. o「 embryos with 16-cells or more
(% of those recovered)
No. of mo rulaet
（~名 of those recovered)

ht

> 99 h!

)9
6
30 (77 )•

11
r ;{ 50) 0

17 (57)

28 (76)

7 (23)

20 (56)

。

I 5 l'1 I)

a

,

‘4 ‘闕－

* P < O·OI (x2 test).
的心95 h.
! I00-120h.

Sirard et al., 1985

( Averill et al., 1955 )
－、畫畫兔，自卵管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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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自兔，11§11 官筍，E 之草 f! 榕在﹛ moru l a ﹜及 A ll! (bl astocyst } .
4. fl! 移軍區受胚 Ill ti 而司，床 f implantation ﹜之 16 日，書拿胎兒﹒

1 ：~~

rtMt: 俏，．’，t 。

’”，u”~18JLU"

AνPULL A

Ampullary
junction

”

AM Pu LL a v. oS1HM ' C

J•J 、C 『。”

•S ’”￥ 1 ,:,

!I

＂＇＇阱。 ‘ ’ L U削

J’，＼訓，N已， e 。”

?y~

”

………九絲不…一瞬

lli1

34

l} l;,sr->11111 ti 1· r'QJ>r<'!i<•n ui ti on of Uw Fio I IO嗯，i削‘ tube
Lo indica峙的。 regions desigt祖ted infundibu 仙”，
air仰l lio and isUuius, and the relat. iv＜＇帥sitions
。f t.he a!IPlr l l前y · islh11k and ur.er。 · lllbal jun~·t. ions.

……
\

MU
-uJI

﹒’。

‘ ..,
Fig. 2

1 Harper, 1982 }
﹛

Hunt 佇 r,

1977 l

兔蛇l V1 管之各部位詞，遍及被切 iii 內的個串通·，

CA ﹜查驗部（ B ﹜峽訪問﹜部分 ，由 卵管肉~.~

Ill

－剖

7·100AYS

， l
l
l
Illi
－－

3-4 DAY S
48 HOURS

FERTILIZA TION

F ig.

3 為卵 'If 內所置費生之主要生難過程，如：卵子之蠻 i紋（pick-up）、受精

(fertilization）、分製發育｛cleavaye）及於子宮內獲胚之形成．．．等
之相翎時間﹒

Doy i
（們： r oqr.; r.\

Deγ3

Cil10 b t:o t moves egg
to ..D. IJ oq oin s: fl o w
of secre11on

Cou nter- current o f 這ec r e ti cn
more e { fec'.1ve tha n c il1 0

Weck flow o f secret: on

L ess c1; • u ：’了正i

：、4 ♂re ’＞ ·J beo 1{ • 2 0 汽h

Less secre l•0n ·n :<;,th n有 us

﹒﹔但 1i s

υr (;g ~ ：， i er .:.r· e;

Fig. 4 動情索﹛estrogen）及防孕繁｛progesterone）對織卵管被分泌及流向之影響﹒

i

3-7 DAYS

35

6

于它靜 Jl},
子宮動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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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克丕移置于兔給 ~f'

:,r. (A）于子會~~！

~p

管交接處給紮 （B）以 推且在之 1 ml ~.之 身f
針筒 I!) 定移置吸 if (C) 以拇指和食 .tli
防止培養~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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