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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别从实施手段、适用范围及利弊分析几个方面介绍体外受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胚胎

移植前的遗传学诊断技术、卵浆置换技术这四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异同，帮助读者了解试管婴儿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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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育是影响家庭与社会和谐的世界性问题，全世

界大约有 10%—20%的育龄夫妇患有不同类型的不育

症［1］。试管婴儿技术为很多不育症患者孕育新生命提

供了可能，现在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国越来越普及。试

管婴儿技术是指用试管或培养基代替输卵管———为

受精过程提供场所，“试管婴儿”因此而得名。目前，

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发展至第四代，但是四代技术之

间并非存在新一代替换老一代的关系，而是每一代

技术致力于解决不同的生育难题。所 以，患 者 可 以

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试管婴儿技术来实现生

育目的。
2 试管婴儿技术的起源

1978 年，世界上第一位试管婴儿诞生在英国医生

罗伯特·爱德华兹手中。但早在 1962 年，华裔生物学

家张明觉就已经以兔子为实验对象完成了哺乳动物的

体外受精过程，在这个实验的启发下，罗伯特·爱德华

兹开始以其他动物为对象继续实验［2］，取得了一系列

的成功，这促使他尝试进行人类体外受精的实验，并以

此为基础发展了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2010 年，罗伯

特·爱德华兹因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试管婴儿技术得到了肯定。
3 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历程

3．1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即

体外受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 (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 ，该技术的实现大致可归纳

为以下五个步骤: 超排卵—精子和卵子的采集—体外

受精—胚胎的体外培养—胚胎移植到子宫内继续发

育。世界上第一位试管婴儿初始的卵母细胞是在自然

排卵周期内进行采集的，但自然排卵存在很多弊端［3］，

如收获的卵子少以及因患者生理或心理原因导致排卵

周期不准确而难以采集等。因此，后来人们多采用药

物刺激卵巢超排卵，以突破自然周期的限制获得更多

卵子，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采集到精子与卵子后，

在体外受精之前，还需要视卵子与精子的成熟情况对

其进行不同时长的前孵育，以便提高受精率与卵裂率。
体外受精需在模拟输卵管环境的试管或培养基中进

行，受精后需要将受精卵在试管中培养一段时间，一般

在受精卵分裂为 2 至 4 个细胞时，就可以进行胚胎的

移植。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主要解决了由女性输卵管堵

塞、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引起的器

质性不育问题。截至 2012 年，全球已有数十万个此类

试管婴儿顺利降生，IVF－ET 的成功率也提高到了喜人

的 50%。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率会随着妇女年龄的增

长而下降［4］。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并不完善，超排卵虽然增加

了卵子采获数，但会提高多胎妊娠率，对产妇而言，易

引起产妇产后出血、妊娠糖尿病等并发症; 从胎儿的角

度看，会导致胎儿的存活率下降，病死率和致畸率不同

程度的提高; 在社会层面，人口增长速度可能因此加

快，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势必影响下一代的教育，进

一步导致人口素质的下降。通过减胎术可以减少多胎

妊娠的发生，但仍然无法规避减胎手术本身具有的风

险，减胎术的进行也可能会影响剩余胎儿的发育，甚至

导致试管婴儿的失败。此外，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对

精子质量有较高要求，这就无法满足精子质量低下患

者的需求。
3．2 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 又名胞质内单精子显微

注射技术( intracytoplamic sperm injection，ICSI) ，它致

力于攻克男性的生殖障碍。该技术是建立在第一代试

管婴儿技术基础之上的，主要区别在于进行体外受精

的方法。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需要在显微镜下将成熟

卵细胞固定住，然后利用微量加样器刺穿卵细胞膜将

精子释放于卵子的胞质内，也就是以人工注射代替精

卵的自然结合，因此可克服由男性精子质量不佳、数量

不足或梗阻性无精症等引起的生殖问题，同时可避免

多精受精现象的发生。胞质内单精子注射技术解决了

自然受精失败的问题，提高了 IVF－ET 的成功率，对于

不育的男性群体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该技术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跳过了精卵结合

必经的竞争过程，未经自然选择的精子结合形成的受

精卵可能会把不良基因传给下一代。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又衍生出精子－透明质酸结合分析技术( PICSI) ，该

技术是将精子与透明质酸水凝胶微滴共同置于培养皿

上，选取与微滴相结合的精子作为试管婴儿的材料。

·2· 生物学教学 2021 年( 第 46 卷) 第 8 期



因透明质酸是卵细胞凝胶层的主要成分，所以能主动

与微滴结合的精子更为健康成熟。研究表明，与 ICSI
比较，PICSI 的流产率明显降低，但在足月活产率上，两

者并无显著差异。
此外，显微注射操作将外源性物质注入卵细胞，过

程中会因操作技术的高低对纺锤体等细胞结构产生不

同程度的破坏，影响后续胚胎的分化及发育［5］。可见，

第二代 试 管 婴 儿 技 术 在 保 障 胚 胎 质 量 方 面 尚 存 在

缺陷。
3．3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 对一些有严重遗传病或

染色体异常的夫妇来说，后代出现畸形或先天性愚型

的概率大大增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辅助生殖手

段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即胚胎移植

前 的 遗 传 学 诊 断 (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 技术。PGD 技术是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原理，利

用基因组扩增以及原位杂交等技术，对体外受精获得

的胚胎进行遗传学分析，实现胚胎在植入前的质量检

查。PGD 技术主要分为两个步骤: 活体组织检查和遗

传诊断。活体组织检查是指取极体、卵裂球细胞或囊

胚的滋养层细胞作为胚胎代表，等待遗传诊断。遗传

诊断手段主要包括: 聚合酶链式反应( PCＲ) 及其相关

技术、荧光原位杂交( FISH) 、全基因组扩增( WGA) 、微
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 array-CGH) 、单核苷酸多态性微

阵列( SNP-array) 以及新一代测序技术( NGS) 等。这

些技术各有千秋，适用于检测不同类型的遗传疾病，例

如 PCＲ 及其相关技术、WGA 技术适用于单基因遗传

病的诊断，FISH 技术、array-CGH 适用于染色体异常的

诊断，SNP-array、NGS 技术则通用于诊断上述两类遗传

疾病。PGD 技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①可以把遗传性

疾病控制在早期胚胎阶段，避免孕妇在妊娠期才发现

问题胎儿而不得不进行非意愿性流产; ②可避免实施

减胎术。在以往的辅助生殖过程中，通常需在妊娠期

间实施减胎术来选择发育最好的胚胎，而 PGD 技术可

在体外预先选择“最佳胚胎”进行移植，避免妊娠后减

胎术的使用，更符合伦理学的基本原则;③可防止早期

产前检查如羊膜腔穿刺、胎儿脐带穿刺造成的出血和

宫腔感染等情况的发生。
PGD 技术在帮助患有严重遗传病的夫妇、高龄女

性等获得健康胎儿方面成就显著，目前 PGD 技术能筛

查常见的 100 多种遗传疾病。有试验表明，经 PGD 技

术筛查的生育与自然受孕的幼儿相比，在器官受损或

不典型 增 生 等 形 态 异 常 方 面 发 生 率 未 见 统 计 学 差

异［6］。Middelburg 等［7］发现这些孩子在精神、神经发

育、行为心理等发育指标上也未见明显差异，但是经

PGD 技术筛查生育的孩子神经学最佳评分略低。

当然，PGD 技术在临床应用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对胚胎进行遗传学检测时可能会存在误诊的情

况，PGD 技术对胚胎的质量无法起到绝对的保障作

用; 其次，通过不断改进基因技术，人类有可能通过筛

选当时认为的所谓“优良”基因来定向生育后代，使基

因种类趋向单一，长此以往必将减少人类基因的多样

性，从而影响人类自身进化的方向和速度; 此外，PGD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能否采用基因编辑技术来修改具有

某种遗传缺陷胚胎的基因? 这些显然都是需要人类认

真考虑的问题。
3．4 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 即为卵浆置换( germinal
vesicle transfer，GVT) 技术。该技术的主要方法是: 首

先取得女性的卵细胞核，并将其移植入优质的去核卵

细胞内，使两者重组成活力较强的卵细胞; 重组的卵细

胞在体外受精形成胚胎后移植入母体子宫，并完成后

续发育。
该技术主要适用于一些年龄偏大、卵子质量不佳

的女性或卵子老化的年轻女性。这部分女性尚具备排

卵功能，但因身体不好或年龄偏大导致卵子活力低下，

常常会出现卵子不受精或重复受精、卵细胞受精后不

分裂、分裂异常等情况，利用以往的试管婴儿技术通常

很难获得正常胚胎，通过与优质卵子进行卵核置换，能

显著提高大龄女性的受孕几率。理论上，只要女性具

备排卵能力，其生育年龄将不再受限。
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存在的问题是: 虽然重组卵

子携带的基因主要来自卵细胞核，其胞质内的遗传基

因占比不到 1%，但我们仍无法忽略它的存在，这就使

胎儿的基因实际上来自“三亲”; 此外，除了卵子质量

不佳、活力低下之外，提供卵细胞核的高龄母亲身体状

况往往不适合怀孕，从而产生“代孕”母亲，这些情况

会引发难以应对的复杂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问

题: 一个家庭内可能出现多父多母的现象，甚至一名

婴儿最多可以有四位母亲，包括提供卵细胞核的遗传

学母亲、提供卵细胞质的母亲、代孕的母亲及抚养的母

亲，这对目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以家庭为单

位的社会都是一种新的挑战。基于此，我国政府明令

禁止使用卵浆置换技术。
4 结语

回顾这 4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试管婴儿技术在巨

大的争议中产生和逐渐发展，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分别

针对不同的生育困难进行突破，扩大了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适用范围，造福了千家万户，得到了社会的广泛

认可，为众多不育夫妇带来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希望，使

疾病与年龄不再成为生育的障碍，促进了人类的优生

优育。试管婴儿技术在不育症临床治疗以及遗传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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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回顾生物学教学中科学解释能力的内涵与类型的基础上，结合科学哲学和科学教育分析的视角，提炼了生物学科

学解释模型。就科学解释模型中的解释起点、证据类型与选择和推理过程等教学实践，进行了实例的分析。

关键词 科学解释 能力培养 核心素养 生物学教学

科学理论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提供有助于人们理解

许多重要问题的解释和说明。在科学探究的实践中，

科学解释既是一项重要的科学实践，又是科学探究的

核心环节［1］。《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在科学思维的核心素养中有“探讨、阐

释生命现象及规律，审视或论证生物学社会议题”的要

求［2］。生物学高考中原因解释类的题目也比较多，但

学生整体作答的水平并不是十分理想。
1 生物学科学解释能力的内涵与分类

科学解释是将科学理论与科学观察结果或现象相

联系的描述，是一种特殊的科学论证。科学解释能力

是指能够从解释起点出发，运用现有的科学规律或理

论、实验结果等证据，进行科学推理，并采用适当的表

征形式形成具有逻辑连贯的说明。
生物学科学解释有四种类型［3］: ①演绎型解释，

运用生物学的规律或理论，演绎推理来说明被解释的

内容，如用遗传定律进行遗传现象的解释;②或然型解

释，以一定可能性的概率来支持结论，本质上是归纳—
概率解释，如遗传家系图中最有可能的遗传方式的判

定;③发生论型解释，其中被解释的内容是系统的当前

状态，而解释的内容是系统的过去状态，如对生物学中

进化和多样性的解释;④功能型解释，被解释的内容是

一般规律，解释内容是实现这个一般规律的主体所具

有的功能，如对人体血糖平衡的解释。
2 生物学科学解释模型及阐释

布拉滕( Braaten) 和温斯特( Windschitl) 从科学哲

学的角度对科学解释的理论进行研究，梳理了多个科

学解释的模型。如演绎—律则模型、基于统计的科学

解释模型、因果—机制模型等。科学教育界也尝试对

科学解释建模，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模型为科学解释的

“论断—证据—推理”框架( 简称: CEＲ 框架 ) ［4］。该

框架对英国哲学家图尔敏( S．Toulmin) 的论证模型进

行了简化，将一个完整的科学解释简化为主张、证据和

推理 3 个要素，对应图尔敏论证模型的主张、资料和理

由。基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教育视角的分析，结合一线

的教学实践，生物学科学解释模型可以归纳概括为 3
个部分: 主张( 被解释项) 、理由( 生物学规律或者理

论) 和推理过程。其中理由和推理过程共同构成了解

释过程，即解释项。
从 2017 年高考理综生物学试题中突出考查科学

解释能力以来，运用上述科学解释模型开展教学实践，

不论是口头解释还是书面解释，学生运用生物学术语

和话语体系进行表达和交流的能力都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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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方面的应用价值和潜力都是巨大的。从试管婴儿技

术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出现，往

往会对传统伦理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如何正确对待新

技术对人类伦理和社会的冲击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问题，它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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