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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哺乳动物胚胎具有高度的调节能力， 一般认为在囊胚阶段之前都不具有极性。
但
近来发现， 小鼠胚胎极性的建立很可能比预想的要早， 和许多其他种属动物的胚胎一样，
哺乳动物
的胚胎很可能是调节发育和图式发育共同存在的， 胚胎极性的形成可能是“随机性”和“预定性”
共同作用的结果。
可见， 阐明胚胎极性的形成规律对于揭示胚胎发育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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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非哺乳动物的胚胎体轴在合子阶段就已
决定。关于哺乳动物着床前胚胎极性的形成规律是
否相同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卵裂球分离及嵌合体制
作等实验已经证明， 哺乳动物着床前的胚胎具有高度
的调节能力［１］。
由此， 人们一直认为大多数哺乳动物
胚胎的极性在囊胚期之前并未确定。但最近发现，
小鼠囊胚的胚极－对胚极轴（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ａｂ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ａｘｉｓ， Ｅｍ－Ａｂ）与第一次卵裂平面互相垂直［２￣６］。也就
是说， 胚胎的极性在受精卵内就已经预先决定了。
那么哺乳动物的胚胎极性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以小
鼠为动物模型， 简要分析和综述了哺乳动物胚胎极性
形成的可能机制。

１

精子穿入位点与胚胎极性的形成

由于哺乳动物胚胎具有高度的调节能力， 将胚胎
的部分卵裂球分离出来后， 它们可改变其发育命运， 甚
至可以形成完整的胚胎。人们据此推测， 哺乳动物
的受精卵可能缺乏胞质定域或极性。但是调节型发
育并不意味着哺乳动物的早期胚胎是一个无差别的
细胞组成的球体， 图式发育也有可能存在［７］。Ｐｌｕｓａ
等［８］将受精卵的部分植物极细胞质移除后， 植入外源
的动物极细胞质， 重组成含两个动物极的胚胎， 结果
大量胚胎的发育受阻。这说明受精卵中细胞质成分
的空间分布并不均一， 在胚胎动物极存在某种因子， 该
因子可能影响卵裂， 其含量对胚胎发育很重要， 含量
过多会引起胚胎发育受阻。
Ｇａｒｄｎｅｒ等［９，１０］、
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ａ等［４，５］和Ｆｕｊｉｍｏｒｉ等［６］
分别提出， 小鼠囊胚的 Ｅｍ－Ａｂ 轴与第一次卵裂面垂
直。
如果将第二极体 （２ｐｂ）排出位点看作动物极， 大
多数受精卵的第一次卵裂都为经裂。不论是通过植

物血球凝集素荧光滴标记精子穿入位点［２］， 还是采用
显微镜实时观察受精卵的卵裂［１１］， 都证实大部分小鼠
受精卵的卵裂面经过第二极体。由此推断， 小鼠受
精卵的卵裂与第二次减数分裂 （第二极体位置）和精
子穿入位点有关系， 精子穿入位点预示了囊胚的Ｅｍ－
Ａｂ轴［４，５］。因此， 部分学者认为小鼠与大多数非哺乳
动物一样， 胚胎的极性在受精卵时就已经决定了。
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ａ等［１２］比较了受精卵与孤雌活化胚的
发育， 发现与受精卵不同， 在孤雌活化的２－细胞胚胎
中， 两个卵裂球的命运是一致的。精子穿入时形成
的受精锥的位置与第一次卵裂面以及其后卵裂球分
裂顺序有密切的关系， 具有精子穿入位点的细胞具有
先分裂的优势。一般认为， 精子穿入可引起卵内胞
质重排， 从而影响细胞的命运［５］。因此在 ２－ 细胞胚
胎阶段， 含有精子穿入位点的卵裂球比其它卵裂球先
发生卵裂， 优先形成内细胞团 （ｉｎｎｅｒ ｃｅｌｌ ｍａｓｓ， ＩＣＭ）
细胞 ［４，５，１２］。
这些结果表明， 精子穿入位点对胚胎发
育图式的建立有作用。
但是， 最近一些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 质疑精子
穿入位点的作用。Ｍｏｔｏｓｕｇｉ 等［１３］认为， 小鼠原核期
胚胎的两原核迁移到卵子中心， 核膜崩解之前两原核
的并置面为第一次卵裂面。Ｌｏｕｖｅｔ－Ｖａｌｌée等［１４］使用
微管蛋白－ＧＦＰ标记第二次卵裂时的纺锤体， 来分析
第一次卵裂面的形成， 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 精
子穿入位点并不能确定第一次卵裂面的位置。此外，
第一次卵裂并不通过第二极体， 而是与第二极体成一
定的角度［１５］， 而且第二极体也并非静止， 而是不断地
向第一次卵裂沟移动［１６，１７］。
因此， 能否将第二极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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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作静止的标记还需深入研究。Ｍｏｔｏｓｕｇｉ等［１３］通过观

(A)

察受精卵的发育发现， 第一次卵裂后获得的２－细胞胚
胎， 仅一个卵裂球含有精子穿入位点， 另一个不含有
精子穿入位点。在所获得的１９个２－细胞胚胎中， １０
枚胚胎含有精子穿入位点的卵裂球先分裂， 而９枚胚
胎不含有精子穿入位点的卵裂球先分裂。这些数据
表明， 精子穿入位点以及精子的组成成份在第一次卵
裂面形成以及卵裂球分裂顺序的决定过程中并不起
(B)

重要的作用［１３］。Ｄａｖｉｅｓ等［１８］研究精子成分对受精卵
卵裂方位的影响时发现， 精子成分的空间分布与卵裂
部位无关。有研究表明， 细胞形态对卵裂的影响可
屏蔽其他因素对卵裂的影响［１５］。因此， 受精卵卵裂
与动物极第二极体或精子穿入位点都无关。

２
胚胎卵裂球的分裂顺序、方向与胚胎
极性的形成
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体轴是在受精卵内特化
的。但是哺乳动物着床前胚胎中极性是否存在和如
何形成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近年来， 人们
对鼠胚胎极性建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胚胎极性
的形成提出了“发育倾向性”和“发育随机性”等
假说。
２ ． １ “发育倾向性”假说
小鼠胚胎第二次卵裂是典型的异时卵裂。据此
人们提出“发育倾向性”假说， 该假说认为早期卵裂
球的后代在囊胚中的分布是有倾向性的。已经发现，
尽管每一个２－细胞胚胎的卵裂球既可形成内细胞团
又可形成滋养外胚层， 但一个细胞更倾向于形成囊胚
的胚体部分 （极滋养外胚层和内细胞团）， 而另一个则
形成对胚部分 （壁滋养外胚层和浅表内细胞团细胞）。
２－细胞胚胎中每个卵裂球后代的分布位置的倾向性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依赖于第二次卵裂的方向及顺
序［５］。
有报道认为， ２－细胞阶段的卵裂球就已经有了
预定的命运。较早分裂的卵裂球有较强的形成囊胚
的胚胎部分的趋势， 较晚分裂的那个卵裂球形成胚外
部分。也就是说， ２－ 细胞胚胎卵裂球的分裂顺序预
示着囊胚的极性， 即 Ｅｍ－Ａｂ 轴的建立［３，４］。
大量的研究表明， 小鼠胚胎的早期模式可能首先
表现为一种趋向性。以第二极体为参照物， 研究第
二次卵裂方式发现， 多数胚胎的两卵裂球中， 一个为
经裂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 Ｍ）， 一个为纬裂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ｌｙ， Ｅ）或
斜裂 （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 少量胚胎的两个卵裂球以同种方式
卵裂， 如 ＭＭ 或 ＥＥ［１９］ （图 １）。

(C)

卵裂顺序和方向与胚胎 Ｅ ｍ － Ａ ｂ 轴形成的关系示意图［ １ ９ ］

图１
Ａ：

大部分经 ＭＥ／ＥＭ 分裂形成的 ４－ 细胞胚胎， 呈四面体状， 第

二极体与 ３ 个卵裂球相连。卵裂的方向及顺序预示了胚胎的极性，
即， Ｅｍ－Ａｂ 轴趋于与第一次卵裂面垂直。Ｂ：

经 ＭＭ 卵裂的 ４－ 细

胞胚胎， 卵裂球都与第二极体相连； Ｃ： 经 ＥＥ 卵裂或斜裂形成的 ４－
细胞胚胎， 卵裂球呈菱形排布。Ｍ Ｍ 和 Ｅ Ｅ 卵裂的胚胎的卵裂顺序
和方向与胚胎 Ｅ ｍ － Ａ ｂ 轴没有明显的关系。

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对小鼠 ２－ 细胞胚胎任意一个卵裂球
进行植物血球凝集素荧光滴标记。研究发现， 在呈
四面体状的４－细胞胚胎中， 第二极体与三个卵裂球相
连， 大部分这样的胚胎是 ＭＥ／ＥＭ 分裂的。其中， 优
先卵裂的 ２－ 细胞卵裂球是 Ｍ 裂还是 Ｅ 裂并不固定，
Ｍ Ｅ 卵裂方式最常见。经 Ｍ Ｍ 卵裂的卵裂球都与第
二极体相连； 经ＥＥ卵裂或斜裂， 卵裂球呈菱形排布。
ＭＥ 卵裂的小鼠胚胎中， Ｍ 裂的卵裂球主要发育为囊
胚 ＩＣＭ， Ｅ 裂卵裂球发育为滋养层。以第二极体为
参照， 以卵裂球空间排列为依据， 可以分离重组成单
一细胞类型的 ４－ 细胞嵌合体胚胎。结果发现， Ｍ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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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细胞组成的重构胚能发育至囊胚， 而Ｅ裂得到

化为红色［２６，２７］。转化的红色蛋白可在整个卵裂球中

的细胞组成的重构 ４－ 细胞胚胎发育受阻。但如果与

看到。利用紫外光照射２－ 细胞卵裂球中的一个卵裂

其他类型细胞电融合组建成新的４－细胞胚胎， 则该重

球后， 立即移入假孕受体的输卵管中。
观察发现， 所

构胚可以发育到囊胚 。这说明胚胎发育至４－细胞
期时， 卵裂球间已经产生差异； Ｍ细胞具有发育全能

形成的胚胎中， 发红荧光和绿荧光的细胞簇的界限是
连续。因此不容易确定细胞界限和囊胚 Ｅｍ－Ａｂ 轴所

性， 但是这些卵裂球仍然具有调节能力［１９］。
Ｎｉｔｓｃｈ等［１９］

成的角度［２５］。这些结果证明， ２－细胞胚胎的每个卵

得出结论， 尽管４－细胞胚胎的卵裂球可以形成多种细

裂球是形成囊胚的胚极区还是形成囊胚的对胚极区，

胞， 但其发育潜能可能因产生它们的卵裂的方向不同

并不存在既定的分化趋势。即囊胚胚轴的形成与 ２－

而有很大的差别。据此人们猜测， 胚胎卵裂球分裂

细胞胚胎卵裂球的分裂顺序和方向无关， 小鼠早期胚

的顺序将预示着其后代细胞在囊胚中的分布。也就
是说， ２－细胞胚胎卵裂球的分裂方向预示着囊胚的极

胎的发育是随机的。
第二次卵裂是否是随机的？这一问题也存在争

性， 即 Ｅｍ－Ａｂ 轴的建立［３，４］。
２ ． ２ “发育倾向性”假说

论， 因为许多卵裂方向随机的动物发育过程中也存在

［２０］

前模式。谱系示踪实验表明， 早期卵裂球的后代在

但是， 部分学者认为小鼠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并
囊胚中的分布是有倾向性的。已经发现， 尽管 ２－ 细
没有任何倾向性也不存在规律， 卵子是均一的， 第一次
胞阶段的每一个卵裂球既可形成 ＩＣＭ 又可形成滋养
［１４］
卵裂是随机取向的， 因而卵子分裂没有任何参照点 。 层， 但其中的一个细胞更倾向于形成囊胚的胚极区， 而
Ｈｉｉｒａｇｉ等［２１］根据对卵裂观察得到的结果， 对随机卵裂
另一个细胞则形成对胚极区［２８］。小鼠胚胎具有调节
的观点进行了修改。首先， 卵裂面总是与雌雄原核
发育的能力， 但这并不排除其胚胎对发育图式有某种
的相互靠近面垂直， 雄原核的位置是随机的， 因而卵
倾向性。也许和许多其他种属动物的胚胎一样， 哺
裂可能也是随机取向的。第二， 卵子成熟时进行不
乳动物的胚胎调节发育和图式发育是共同存在的［７］。
对称减数分裂产生第二极体， 标定了卵子的动物极， 第
３ 胚胎的形状与胚胎极性
一次卵裂面与动物极位点无关［２２，２３］。第三， 雌、雄
小鼠的囊胚呈椭圆状， 形态结构不对称， 内细胞
染色体组在卵裂赤道板处随机混合， 因而卵裂面是随
团位于长轴一端， 称为胚极， 滋养层细胞包裹的胚泡
机取向的。小鼠 ２－ 细胞卵裂球后代在早期囊胚阶段
［１４］
腔位于长轴另一端， 称为对胚极。大量研究表明，
的定位是随机的， 其后代细胞是混合排布的 。
“发育倾向性”假说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 Ｅｍ－Ａｂ 轴与受精卵形状和４－细胞卵裂球的空间排布
存在密切的关系。
Ｗａｋｓｍｕｎｄｚｋａ 等［１７］ 向一个卵裂球中注入荧光标记的
囊胚形成后， 胚胎的极性在形态上可以显现， 形
右旋糖苷进行细胞示踪实验， 然后跟踪这些标记的卵
成了两个有明显差别的细胞群。研究者据此提出
裂球的命运， 一直跟踪到囊胚阶段。结果证实， 囊
胚的 Ｅｍ－Ａｂ 的细胞排列并不依赖于最初两个卵裂球 “内 － 外”假说［２９］。该假说认为： 胚胎发育至 ８－ 细胞
的分裂顺序。Ａｌａｒｃón等［２４］用质膜标记分子标记早、 期， 卵裂球空间排布发生了巨大变化。卵裂球相互
挤压， 胚胎略微变扁， 卵裂球对称分布的布局被打破。
晚分裂的２－细胞卵裂球的细胞谱系， 发现第二次卵裂
胚胎极化后， 产生内、外层细胞差异。
“内部”的
的顺序与囊胚的 Ｅｍ－Ａｂ 极性无关。２－ 细胞卵裂球的
细胞仍然保持多能性， 发育形成内细胞团是胚体的祖
第二次卵裂的顺序与囊胚腔形成也无关。这说明早
［１９］
［１４］
先。“外部”的细胞分化成为滋养层， 形成胚外结
期胚胎细胞是有全能性的 。
Ｌｏｕｖｅｔ－Ｖａｌｌée等 也
构［３，２９］。胚胎极性的建立可能正如“内 － 外”假说阐
有相似的发现， 小鼠胚胎第二次卵裂是随机的， 对胚
述的那样， 是环境的差异导致细胞分化， 也可能是由
胎极性的发育没有决定性作用。
［２５］
于细胞分别继承了它们的祖先不对称分裂形成的游
Ｋｕｒｏｔａｋｉ等 采用转基因小鼠品系 （Ｒ２６Ｈ２ＢＥＧＦＰ）
离膜区和基底膜区的缘故， 这两种机制也可能共同起
对小鼠着床前胚胎发育中细胞行为进行了分析。这
作用［３，３０］。
有报道认为， 胚胎的形状对第一次卵裂定
种方法与通过显微注射进行谱系示踪的常规标记方
向起作用， 从而决定Ｅｍ－Ａｂ轴［３，１１，２９］。Ｇｒａｙ等［１１］报道
法相比无侵袭性， 更温和一些。该转基因小鼠品系
了三个发现： 第一， 他们认为受精后小鼠合子经历了
表达 Ｋｉｋｕｍｅ Ｇｒｅｅｎ－Ｒｅｄ基因。Ｋｉｋｕｍｅ Ｇｒｅｅｎ－Ｒｅｄ是
细胞骨架的重新排布引起合子形状发生改变， 使精子
一种发绿色荧光的蛋白质， 紫外光照射后绿色荧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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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入点位于卵子的短轴； 第二， 第一次卵裂通过卵子
短轴， 因此常常通过精子穿入点； 最后， 当他们改变
合子的形状产生新的短轴时， 卵裂经过新形成的轴。
对于大多数胚胎而言， 第一次卵裂面与囊胚的Ｅｍ－Ａｂ
轴垂直。因此， 胚胎极性的形成可能是受精作用对
合子形状产生影响引起的。
在２－细胞阶段， 胚胎形态发生更为明显的改变，
卵裂球的排列导致透明带 （ｚｏｎａ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 ＺＰ）呈现椭
球形（长短轴的比例为１．０７）， 这个形态一直保留到囊
胚阶段（相应的比例为１．０６） ［３］。ＺＰ长轴的方向在这
一发育过程中一直得以保持。但是， ＺＰ 是柔软的而
不是坚硬的， 一旦囊胚发育到扩展囊胚阶段， 由于囊
胚腔向各个方向扩展使长短轴的比例下降为 １．０２。
椭球体的透明带在胚胎内囊胚腔形成过程中起到机
械压力和空间限制的作用， 它限制了囊胚长轴的一
端。Ｍｏｔｏｓｕｇｉ等［１３］认为， 这种机械作用与胚胎外层
上皮的封闭作用相结合， 使大多数胚胎形成一个位于
椭球形 ＺＰ 长轴一端的囊胚腔， 因此形成的 Ｅｍ－Ａｂ 轴
与第一次卵裂面垂直， 从而建立了小鼠胚胎的极性。
Ｋｕｒｏｔａｋｉ等［２５］认为， 胚胎的形状与早期细胞命运
相关。早在受精卵阶段， ＺＰ 就呈现椭球形， 椭球体
的形态为囊胚轴的定向提供了不对称的压力。胚胎
中各卵裂球运动十分剧烈， 导致整个胚胎在ＺＰ中转
动， 结果在大多数胚胎中第一次卵裂面的位置与２－细
胞胚胎两卵裂球的边界并不相同［３１］。在过去的研究
中， 常常用两卵裂球的边界面代替第一次卵裂面去确
定卵裂面与胚轴之间的关系， 认为早期卵裂球具有发
育倾向性， 因而其确切性尚需进一步研究。ＺＰ 的椭
球形形状可能对２－细胞卵裂球的排布以及囊胚胚轴
的定向都起重要的作用。
但是， Ｇａｒｄｎｅｒ［３２］将ＺＰ去除前后胚胎的极性差别
进行对比， 提出了相矛盾的观点。他认为胚胎可以
在无ＺＰ的情况下发育到囊胚， ＺＰ并不是胚轴形成所
必需的。胚胎极性在早期胚胎中就已经预定， 与 ＺＰ
的形状无关。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３３］ 。
有趣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胚胎都具有椭球形的ＺＰ， 而
且ＺＰ长轴和短轴的不对称区域是胚胎依赖的， 因此
这种第一次卵裂面与 Ｅｍ－Ａｂ 轴垂直关系并不绝对。
在具有球形 ＺＰ 的胚胎中， Ｅｍ－Ａｂ 轴的形成与第一次
卵裂面无关［３］。因此， 关于 ＺＰ 在小鼠胚胎极性建立
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证实。

４

小鼠胚胎极性建立的分子机制

·综述·

４．１ 细胞极性与胚胎极性
细胞极性和细胞命运之间的联系表明， 极性生成
蛋白质可能指导滋养层细胞的分化。成熟的滋养层
细胞具有极化上皮的特点， 其游离缘具有微绒毛和侧
面具有特殊的蛋白质复合物的分布， 例如紧密连接和
黏附连接。早在 ８－ 细胞胚胎中就已经确定出几种特
殊的蛋白质［３０］ 。
利用慢速拍摄显微镜发现， 黏附连接装配出现的
时间与 ８－ 细胞期游离缘致密化的时间一致。此时细
胞黏附分子 Ｅ－ 钙黏素在细胞连接处富集［３０］。此外，
缺陷性分配蛋白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１）位于
细胞基部侧面［３４］。Ｐａｒ３、Ｐａｒ６ 和非典型蛋白激酶 Ｃ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Ｃ， ａＰＫＣ）等蛋白质位于细胞皮
质顶部的小区域中［３４，３５］。
接着， 晚期桑椹胚在游离缘
黏附连接建立时， 紧密连接开始组装［３４，３６］。
Ｐａｒ３、Ｐａｒ６ 和 ａＰＫＣ 形成了顶部蛋白复合物［３７］。
这种复合体控制微管形成， 并且ａＰＫＣ介导的磷酸化
指导顶部质膜形成黏附连接［３８， ３９］。破坏顶部蛋白质
复合体或者抑制ａＰＫＣ的功能， 可以阻止游离缘区域
的功能并且最终破坏顶部－基部极化， 从而干扰胚胎
Ｅｍ－Ａｂ 轴的形成。向 ４－ 细胞期胚胎的卵裂球中注入
ａＰＫＣ 的 ｓｉＲＮＡ 后， 导致注射的细胞占据未来囊胚的
内细胞团位置［３５］。虽然还不清楚是否注射的细胞具
有内细胞团命运， 但是这些结果证明细胞顶部区域对
于极化、外部细胞形成和滋养层的命运十分重要。
但是， 顶部区域是如何启动的， 目前还不清楚
。
４．２ 内细胞团细胞和滋养层细胞分化的分子机制
目前， 哺乳动物受精卵中是否存在胚胎极性的预
先决定仍然不能确定。如果在哺乳动物的卵子中存
在某种基因， 其产物特异性的分布， 对人们认识胚胎
极性可能更有意义。
一般认为胚胎在 ８－ 细胞以后， “内部”细胞的形
成是细胞不对称分裂的结果， 一个细胞位于内部， 另
一个细胞分布在外部。结果， 内部细胞的姐妹细胞
分布在外部， 因此每一个形成内细胞团细胞的卵裂球
也可能形成滋养层［ １ ８ ］ 。尾部型同源框转录因子 ２
（ｃａｕｄａｌ ｔｙｐｅ ｈｏｍｅｏｂｏｘ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２， Ｃｄｘ２）的
分布是不对称的， 继承了Ｃｄｘ２的卵裂球的后代可以
“卷入”到另一细胞后代的内部去。这种内卷的确
是有可能的， 只是目前为止仅在实验条件下可以观察
到， 即实验性地干扰单个卵裂球的细胞极性分子Ｐａｒ３
和 ａＰＫＣ 后， 其后代细胞发生内卷。因此， 如果表达
Ｃｄｘ２的卵裂球的后代起始分化， 较早地形成游离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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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极性， 或许它们可以与其他细胞竞争外部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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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ty Formation in Mouse Embr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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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mmalian embryos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lack of polarity until blastocyst stage because of

remarkable regulative capacity. Howev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polarity of mouse embryo is established much earlier
than our anticipation. Mammali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o different from other species.
In mammals, both regulative development and patterning development may co-exist. The polarity of mammalian
embryos may be formed from both “randomness” and “predetermination”. The study on embryonic polarity will be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embryo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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