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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医学—辅助生殖技术

活性氧与女性生殖

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生殖中心（#("#(#） 付志红综述 邢福祺审校

摘 要 活性氧（+,-./01, 2345,6 78,.0,79 :;<）是正常有氧代谢的产物，正常情况下，:;< 的产生和清除保持

动态平衡，但是当线粒体功能下降，:;< 产生增加或细胞抗氧化机制受损时，可造成 :;< 的累积9导致细胞氧化应激

损伤。在腹膜液、卵泡液和输卵管积水等重要的生殖微环境内都检测到 :;< 的存在，并发现腹腔液内 :;< 水平与不

明原因不孕相关，多种生殖组织内存在不同的氧化 = 抗氧化系统，:;< 可能参与卵母细胞老化、胚胎体外发育不良以

及一些不孕原因的形成，在女性生殖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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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性 氧（+,-./01, 2345,6 78,.0,79 :;<）是 正 常

有氧代谢的重要产物，正常情况下 :;< 的产生和清

除保持动态平衡，使 :;< 维持在细胞功能所必需

的非常低的水平。但当线粒体功能下降，:;< 产生

增加或细胞抗氧化机制受损时，可造成 :;< 的累

积9导致细胞氧化损伤，而氧化损伤进一步促进 :;<
的产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当线粒体抗氧化

机制受损，如老化过程中出现低水平的 :;< 也能诱

导体细胞的细胞周期停滞和老化。

:;< 产生的氧化损伤主要包括细胞大分子如

>?@、蛋白和脂质的氧化损伤。>?@ 的氧化损伤可

导致核 >?@ 和线粒体 >?@ 突变或缺失，蛋白的氧

化损伤导致重要酶失活，而细胞膜脂质过氧化导致

膜流动性改变，进一步扩大氧化损伤效应。 线粒体，

特别是线粒体 >?@ 是自由基攻击的重要目标。内

源性 :;< 产生的持续性损伤可能是年龄相关的线

粒体功能缺陷的原因。

:;< 在男性不育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A(B，!#CD
$"C的不育男性精液中检测出高水平 :;<。氧化损

伤介导的精子膜损伤是很大一部分不育患者的精

子功能缺陷的原因。近几年，在腹膜液、卵泡液和输

卵管积水等重要的生殖微环境内都检测到 :;< 的

存在A!9%B，并发现腹腔液内 :;< 水平与不明原因不孕

相关，多种生殖组织内存在不同的氧化 = 抗氧化系

统，:;< 在女性生殖中的作用受到关注。

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可以调节 !"# 水平

动物实验显示 :;< 在诱导卵母细胞成熟中发

挥重要作用。抗氧化剂可阻止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的

恢复。体外受精（EFG）周期卵泡液内一定水平 :;<

是 EFG 成功的标志，:;< 的水平反映了健康卵泡的

代谢活性A!B。但是 :;< 的过度升高对卵母细胞成熟

和后续胚胎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可通过直接影

响细胞内钙离子储存结构，干扰钙离子动态平衡 A$B，

引起卵母细胞减数分裂停滞和降解，继而发生凋亡。

过氧化氢处理后的卵母细胞受精率低，胚胎碎片含

量高，囊胚形成率低A#B。

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代谢产生 :;<，同时其也

有多种抑制 :;< 升高的机制。一方面是外部保护，

卵泡液和输卵管内均高度表达抗氧化酶以及非酶性

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H、亚牛磺酸等，卵泡液内维生素

H 和尿酸水平比血中高 (" 和 %" 倍AIB。实验动物研究

表明A)，’B，卵泡液内高度表达涉及清除 :;< 的抗氧化

酶，包括过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等，并高于血清浓度。J-8206/, 等A*B也在牛

输卵管上皮检测到高水平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

过氧化氢酶 K:?@，免疫印迹显示输卵管内存在这

些抗氧化酶蛋白。另一方面，在卵母细胞和冠细胞内

都存在过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以及

过氧化氢酶活性，卵母细胞成熟后，冠细胞内抗氧化

酶活性降低，而卵母细胞内抗氧化酶活性增高，提示

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有调节 :;< 水平的能力A("B。在

缺血、缺氧或老化过程中，卵泡生长受损，:;< 产生

增加和 = 或卵母细胞、早期胚胎抗氧化能力下降均可

导致 :;< 水平升高，造成氧化应激损伤。

研究表明卵母细胞体外成熟中9 降低卵母细胞

和早期胚胎培养环境中 :;< 有助于卵母细胞和早

期胚胎的发育。在牛、羊、猪等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培

养基内加入半胱氨酸可以促进卵母细胞内谷胱甘肽

合成，提高卵母细胞成熟以及后续胚胎的囊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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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卵巢刺激期间，给予口服维生素 *，可以明显

提高卵泡液内维生素 * 水平，提高年长妇女取卵数和

妊娠率，降低年长妇女卵母细胞非整倍体发生率&+)。

!"# 水平升高对女性生殖的影响

一、,-. 与卵母细胞成熟

,-. 与抗氧化剂之间的平衡对于卵母细胞成

熟、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产生重要影响。大量的证

据显示，卵泡微环境内氧化 / 抗氧化的平衡与卵母

细胞成熟有关。-012304 等&!)检测了进行 567 患者卵

泡液内 ,-. 的存在及其在妊娠结局中的作用，发现

妊娠妇女卵泡液内有显著高水平的 ,-.，另外，子宫

内膜异位症（89:）或男性因素不孕者妊娠组比未妊

娠组有高水平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推测卵

泡液 ,-.，在引起氧化损伤阈值以下低浓度时，可

能是预期 567 成功的标志。卵泡液一定水平 ,-. 是

健康卵泡颗粒细胞代谢活性的反映。

,-. 的过度升高，如在老化过程中，卵泡液内

总抗氧化能力下降，可能导致卵母细胞成熟障碍。

研究证实&’$)氧化应激可以诱导哺乳动物卵母细胞凋

亡，过氧化氢酶可以完全抑制这种效应。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吸烟降低女性生育力，567(胚胎移植（8;）

周期中吸烟患者卵母细胞质和量均受损&’#)。吸烟引

起血循环中 ,-. 升高和卵泡内酶性或非酶性的抗

氧化剂缺失，氧化 / 抗氧化平衡被打破，对卵母细胞

和颗粒细胞均产生不良影响，吸烟患者的未受精卵

! 倍体发生率相对高，提示 ,-. 的累积与卵母细胞

的减数分裂的不成熟有关，而且吸烟的年轻母亲出

生 !’ 三体婴儿危险性增加。提示吸烟女性卵泡内

氧化 / 抗氧化剂失衡，造成卵泡生成受损。

年龄相关的生育力下降在妇女和其他大型哺

乳动物非常普遍。研究发现&’+)氧化损伤诱导的非整

倍体增加是雌性小鼠年龄相关不孕的原因。氧化损

伤可以诱导体外培养小鼠卵母细胞减数分裂中非

整倍体发生，而抗氧化治疗可以拮抗母体年龄对减

数分裂和染色体分离的不良影响。

二、,-. 与早期胚胎发育

数十年来，尽管技术提高很多，但是辅助生殖

技术（<,;）妊娠率还不尽人意。更好的理解体外胚

胎生长很重要，但是对种植前胚胎生物、生化和代

谢功能了解很少。567(8; 周期中，依靠培养条件和

卵母细胞、精子质量，只有几个卵母细胞发育成好

质量的胚胎，而其他的胚胎呈现形态异常包括细胞

分裂不均或细胞碎片。碎片胚胎发育能力有限，很

少着床。这种异常的胚胎发育可能由于不足够的培

养环境造成的。人类种植前胚胎的质量与培养基抗

氧化能力明显下降相关。与体内条件比较，周围环境

中高氧浓度和自由基清除剂的相对缺乏诱导产生高

,-. 水平。生长细胞内或培养基中的一些物质如次

黄嘌呤、儿茶酚胺、硫醇、黄素与氧反应产生氧自由

基。培养基内加入自由基清除剂和金属鳌合剂如过

氧化物歧化酶、铁传递蛋白、乙二胺四乙酸（8=;<）、

硫氧还原蛋白可以促进人类和啮齿类动物胚胎发

育。研究&’>)发现胚胎碎片的增加与细胞内高 ,-. 水

平直接相关，特别是碎片部位，因此，推测 ,-. 在胚

胎碎片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早期胚胎对氧化损伤非常敏感。体外研究&’?)显

示，过氧化氢体外诱导小鼠受精卵细胞周期停滞，凋

亡，坏死。轻微的氧化损伤最初导致线粒体内膜去极

化，线粒体基质和线粒体分布改变。处理 $?@ 后，受

精卵皱缩，>!@ 后发育停滞，出现 =A< 碎片。提示

在胚胎发育的早期，氧化损伤线粒体致线粒体功能

不良可能导致细胞周期停滞和凋亡。人类碎片胚胎

含有高水平的过氧化氢呈现凋亡征象。高过氧化氢

水平也与一些种系小鼠胚胎的 ! 细胞阻滞相关。

,-. 是决定胚胎发育、引起形态改变如胞质浓

缩和凋亡小体的重要因素。因此，周围环境的氧浓度

可能导致胚胎内 ,-. 增加，进而导致胚胎胞质碎片

和凋亡。在 567 中，通过降低环境氧浓度和培养基

内加入自由基清除剂抑制 ,-. 浓度可能促进胚胎

的正常发育，提高妊娠率。有研究 &’B)检测了 C10’ 培

养基内 ,-. 水平与早期人类胚胎发育参数之间的

关系。发现胞浆内单精子注射（5*.5）周期中，C10’
,-. 水平与 C10% 胚胎高细胞数负相关。 并 且 ，与

C10% 胚胎碎片增加显著相关。从研究中推测 C10’
培养基内 ,-. 水平是早期胚胎生长的生化标志。在

相同条件下培养的 5*.5 胚胎生长差异可能是其周

围的 ,-. 水平不同。这些自由基可能负面影响胚胎

的细胞膜。当 ,-. 超过一定水平，卵裂球细胞膜内

的磷脂氧化导致膜流动性降低和诱导碎片。另外，受

干扰的细胞膜功能可能导致囊胚形成的延迟。

三、,-. 参与女性不孕

研究报道 567 周期输卵管积水患者妊娠率和

着床率低，567 前输卵管切除可以逆转输卵管积水

的负面影响。输卵管积水对妊娠的负面影响可能与

其胚胎毒性效应有关，D4C1E20 等 &!")对 ’’ 例不孕妇

女在腹腔镜下输卵管切除术时，穿刺输卵管积水，检

测 ,-.、;<* 和 脂 质 过 氧 化 。! 细 胞 鼠 胚 孵 育 在

!#FG #"F和 >#F的输卵管积水液内，观察每一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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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积水囊胚形成率。结果显示输卵管积水的胚

胎毒性的浓度依赖效应，囊胚形成率与 )*+ 水平负

相关，推测输卵管积水中高 )*+ 水平可能是其胚胎

毒性的原因。另外，,-. 和特异不孕腹腔液内 )*+
水平高于对照组输卵管结扎腹腔液内 )*+ 水平认

为 )*+ 可能参与不明原因不孕的形成。

氧化应激损伤可能源于 )*+ 产生过量和 / 或抗

氧化系统受损，总结文献认为氧化损伤可能参与影

响生殖功能的一些病理过程。在女性生殖中，确定

卵泡液及颗粒细胞 )*+ 水平和总抗氧化能力与卵

母细胞成熟和早期胚胎发育的关系以及腹腔液内

)*+ 水平与各种女性不孕关系非常重要，)*+ 可能

在特异不孕中起作用。总之，少量的生理量的 )*+
可能在正常生殖功能中起重要作用，而高水平 )*+
介导影响人类生育的病理情况。治疗策略必须直接

针对降低 )*+ 水平，以保持能维持正常细胞功能所

必需的很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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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金属蛋白酶与胚泡植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 张慧娟综述 糜若然审校

摘 要 植入又称着床是指胚泡通过与子宫内膜的相互作用而埋入于宫内膜的过程。胚泡植入是建立妊娠的

第一步，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妊娠的结局。基质金属蛋白酶（--\.）是一组锌依赖性的蛋白水解酶，降解细胞外基质

（,[-），与月经期内膜重塑、胚胎植入密切相关。

关键词 基质金属蛋白酶 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胚泡植入

植入又称着床，是指胚泡通过与子宫内膜的相

互作用而埋入子宫内膜的过程。在植入过程中胚胎与

子宫都处在生长发育的动态阶段，此时双方必须达

到“同步”才能保证植入成功，即胚胎在宫腔一段特

定的时间内，必须发育至胚泡期，透明带脱落，来源

于胚泡的滋养层细胞发育到具有“浸润性”的时期，而

母体内雌孕激素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子宫内膜达到“接

受期”，必须双方同时达到各自的发育阶段才能发生

胚泡植入，这段关键时期称植入窗，又称着床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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