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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移植动物模型的手术研究进展
刘宇 张英 华克勤

【摘要】

随着微创缝合技术的进步和免疫学研究的进展，子宫移植技术已取得显著的临床进展。目前，国

内外已成功开展近 40 余例人体子宫移植手术并获得 12 名活产分娩的健康新生儿，这表明子宫移植技术已成为重
建子宫性不孕女性个体生殖能力的重要手段。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指南规定，各医疗单位在开展人类子宫
移植术前必须具有动物方面的基础实验研究经验，但如何选择合适的子宫移植动物模型值得探讨。本文对不同动
物的子宫移植模型建立方法及移植结局进行综述。
【关键词】

子宫移植；动物模型；子宫性不孕；移植免疫；免疫排斥反应；免疫抑制治疗；自体移植；

同种异体移植；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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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是女性个体的重要生殖器官，但世界范围内仍有
3% ~ 5% 的患者罹患子宫性不孕，包括先天性无子宫、子宫
发育不良或因子宫肌瘤、子宫恶性肿瘤、产后出血等病因
行子宫切除术者

[1]

。目前，收养是这类人群获取后代的一

种方式，
但收养获得的后代一般与不孕夫妻双方无血缘关系。

【文章编号】 1674-7445（2018）06-0013-06

前期基础实验研究提供参考。

1

小鼠子宫移植
小鼠实验模型体型小、来源广泛、易饲养、繁殖周期

短，同时解剖、免疫和遗传信息明确，是基础医学研究中

代孕技术作为另一项选择方案，虽然可以帮助无子宫患者

最常用的实验动物，可选用 8～10 周性成熟小鼠。2002 年，

拥有遗传学子女，但法国、挪威、瑞典、中国等国家禁止

Racho El-Akouri 等 [10] 首次通过血管灌注模型详细描述小

代孕，且受到宗教、法律、文化及自身观念的影响，部分

鼠内生殖器血管的分布，并将同基因型供体的右侧子宫角、

患者拒绝通过代孕技术获取后代 [2]。因此，子宫移植成为

宫体、宫颈进行移植研究，右侧子宫血管连接的主动脉、

子宫性不孕患者拥有遗传学子女的重要手段。

腔静脉切除后端侧吻合至受体的主动脉及腔静脉，供体右

目前，子宫移植的动物和临床研究在各国相继开展。

侧子宫异位移植到受体盆腔，子宫颈造瘘于腹壁以便排出

现有的动物实验和临床人体案例已验证了子宫移植的可能

黏液，但移植术后受体存活率和子宫存活率仅为 38% 和

性和可行性，且大鼠、兔及羊的同种异体子宫移植已实现

25%，经过 21 只操作实践后受体存活率和子宫存活率提高

术后妊娠或分娩 [3-5]。国内外截止目前共已实施近 40 余例

至 71% 和 87%。该团队的后续研究指出，小鼠子宫可耐受

人体子宫移植，其中瑞典团队开展的人子宫移植临床研究

24 h 冷缺血，移植术后 2 周予以胚胎移植，异位移植子宫

已成功活产 9 名新生儿，美国活产分娩 2 例，巴西 1 例，

组和原位子宫组均成功妊娠，且两组妊娠率以及后代出生

共 12 名新生儿 [6]。

后生长曲线无统计学差异 [11]。

国内子宫移植进展较慢，尽管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El-Akouri 等 [12] 首次尝试同种异基因小鼠的子宫移植，

已于 2014 年完成国内首例人类同种异体子宫移植 [7]，但尚

以 Balb/c 小鼠为供体，C57BL/6 小鼠为受体，移植术后第

未见成功妊娠报道。与国外基础研究相比，国内子宫移植

5 日子宫即出现肉眼可见的充血样外观，术后 10～15 d 进

的动物实验开展较少，可供参考的子宫移植经验有限 [8-9]。

展为重度炎症反应，最终于术后 28 d 出现坏死和纤维化。

因此，本文就国内外不同动物的子宫移植模型建立方法及

镜下病理提示 T 淋巴细胞由子宫肌层浸润至子宫内膜层，

移植结局进行综述，期望为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子宫移植的

因此子宫并非免疫特惠器官，同种异体移植需要予以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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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显微缝合训练和娴熟的外科缝合技术是建立稳定的子

抑制治疗。
小鼠的双角子宫型生殖道模型有利于通过子宫异位移
植建立自身对照，但小鼠的血管通常不超过 1 mm，即使供
体的血管分离至肾动脉上方的主动脉及腔静脉水平，其直

宫移植动物模型的前提和保障。

3

径也仅 0.7 mm 和 1.5 mm，因此术中常需使用 11-0 的血管

兔子宫移植
兔的生殖结构为双子宫双宫颈单阴道，兔子宫移植常

缝合线，操作难度大，手术时间相对过长，动物可因不易

采用 5～6 月龄性成熟的新西兰大白兔。1964 年有学者报

耐受失血而死亡。血管的通畅吻合是保证移植子宫存活的

道通过网膜固定术实现兔、狗和羊自体子宫移植术后妊娠，

首要条件，目前国内尚无小鼠子宫移植动物模型的报道，但

其结果值得商榷，因为后续研究并未能通过非血管化子宫

国外小鼠子宫移植研究的成功开展为猪、狗、羊等大动物

移 植 重 复 这 一 妊 娠 结 局。1986 年，Conﬁno 等 [16] 通 过 腹

子宫移植模型建立了研究基础，证明了子宫移植的可行性。

膜固定术进行兔子宫移植，拟通过阔韧带的血管再生提供

2

移植子宫的血供，结果显示单侧自体子宫移植术后仅 1 只

大鼠子宫移植

兔的子宫存活超过 72 h，移植物失活的主要原因为阴道来

大 鼠 子 宫 移 植 多 采 用 10～12 周 性 成 熟 SD 或 Wistar

源的感染，改行宫颈上子宫切除术式后子宫存活率提升至

大鼠。大鼠同为 Y 型双角型子宫，子宫血供主要来源于双

75%。4 只异体子宫移植因未予以免疫抑制剂而全部失败，

侧髂内动脉的子宫动脉分支，静脉回流至同侧髂内静脉。

另 6 只虽然予以环孢素抑制免疫排斥反应，但仍有 3 只出

大鼠的髂总动、静脉直径约 0.8、1.0 mm，主动脉直径约

现腹腔脓肿，无 1 只成功妊娠，因此阴道的消毒以及合理

1.3 mm，而腔静脉直径约 1.8 mm。与小鼠比较，大鼠内生

使用免疫抑制剂对于保证移植子宫存活至关重要。
基于前者的实验基础，
后续研究改行双侧子宫整体移植。

殖器解剖结构更清晰，显微操作相对容易，学习曲线较快
到达平台期，同时模型容易掌握和复制，是良好的子宫移

由于血管直径较细，术后容易发生栓塞，因此研究者开始

植动物模型。Lee 等 [13] 于 1995 年首次报道了大鼠子宫输

积极探索大血管补片，同时模拟临床多器官捐献者的器官

卵管卵巢移植，主动脉和腔静脉水平离断供体血管，端侧

获取过程。Sieunarine 等 [17] 首次尝试使用人、猪和兔的大

吻合至受体的主动脉和腔静脉，同基因型大鼠术后存活长

血管补片行异体子宫移植，
结果验证了大血管补片的可行性，

达 6 个月，但异基因大鼠子宫移植术后第 5 日出现子宫水肿，

并于后续的 6 只异体子宫移植中实现了 100% 手术存活率

术后 10 d 进展为重度出血性水肿，子宫失活的主要原因是

且均未见血管栓塞。近年来，兔子宫移植模型均使用大血

未予以免疫抑制剂。

管补片作为移植血管，Saso 等 [18] 于 2014 年开展了 5 只兔

为进一步排除免疫因素的干扰，探索移植血管的选择

同种异体子宫移植，虽然 5 只均移植成功，但 3 只受体于

使用

术后 4 d 内死亡，仅 2 只实现长期存活（>3 个月），术后

近交系的 Lewis 大鼠行异体子宫移植，但动物手术存活率

8 周开始自然配种均未能成功受孕。因此，大血管补片用于

不足 30%，主要由于手术医师缺乏显微外科缝合技术所致，

兔子宫移植是可行的，但术后自然受孕较困难，而经腹胚

手术医师于 6～40 倍镜下行显微缝合训练后，移植子宫存

胎移植术是推荐使用的切实可行的受孕方式 [4]。然而，此

活率高达 80%。由此可见，大鼠子宫移植的学习曲线和其

团队后续进行的 9 只同种异体子宫移植的动物手术存活率

和血管吻合技术对于移植子宫存活的影响。Ilie 等

[14]

他微创外科缝合的学习曲线无异，即至少需要练习 30 只以

为 56%，术后长期存活仅 1 只，可见兔子宫移植模型的学

后方可获得满意的动物手术存活率（>70%）。

习曲线较为陡峭。

大鼠是国内子宫移植较常用的动物模型。何晓英等 [15]

兔无发情期，不便于术后评估生殖力的恢复情况，但

建立了同种异体大鼠的子宫异位移植模型，术后移植子宫

雌兔可有性欲活动期表现且其一年四季均可繁殖，属于刺

成功率高达 83%。但同种异体大鼠子宫移植术后第 2 日即

激性排卵动物，性周期仅 8～15 d。因此兔可作为非人灵长

出现嗜酸粒细胞增多及淋巴细胞浸润，术后 5 d 出现子宫水

类子宫移植模型前的过渡动物模型。

肿、淤黑直至血管闭塞，反应符合急性排斥反应规律。其

4

后该团队进一步使用同种异体的 Wistar 大鼠建立子宫原位
移植模型，术后移植子宫成功率为 88.7%。因此，对于大
鼠而言，子宫移植模型的可重复性高。
关于同种异体大鼠子宫移植术后的免疫用药问题，研
究指出术后第 1 日开始每日肌肉注射环孢素 10 mg/kg 可有
效抑制子宫移植的急性排斥反应 [15]。而他克莫司在发挥

狗子宫移植
狗子宫移植常采用 280～400 日龄性成熟的比格犬。狗

易于驯养，体型较大，双角子宫结构清晰，是子宫移植模
型中较早使用的动物，常需要子宫、输卵管及卵巢整体移
植以保证术后生殖功能。
Eraslan 等 [19] 首次于 1966 年报道了狗自体子宫移植术

免疫抑制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抗炎和抗氧化作用来防止

后成功妊娠的案例，术后累计妊娠率为 11%。由于术中并

缺血 - 再灌注对于子宫组织损伤。

未完全切除内生殖器，因此无法排除阴道侧支血管对于子

大鼠主动脉和腔静脉直径均不足 2 mm，属于显微小血
管，手术医师需经过 6 个月的显微外科训练才能熟练掌握。

宫血供的影响，另外该模型使用常温灌注液行原位灌注，
与临床的 4 ℃器官保存液体外灌注存在较大差异，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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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模拟临床子宫移植。关于移植子宫的血供问题，有

于 2008 年成功构建了羊同种异体子宫移植，研究指出羊子

学者于狗模型上尝试使用网膜固定术恢复子宫血供，但网

宫供血动脉分为子宫内外侧动脉，而子宫外侧动脉粗大可

膜固定术不足以提供移植子宫的血供，必须吻合血管。

作为移植血管，同时伴行子宫外侧动脉的静脉为子宫静脉，

于 21 世纪初期就 8 只雌犬行供体、

术中子宫动静脉分别端端吻合至受体子宫动静脉，术后予

受体子宫互换移植，结果无 1 只实现长期存活，5 只围手术

以环孢素 + 氢化可的松免疫抑制方案，术后 6 个月探查子

期死亡，3 只存活超过 24 h，但无 1 只存活超过 48 h，麻醉

宫发现 60%（6/10）子宫存活，子宫大小及内膜活组织检

与出血是实验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实验动物质量控制以

查（活检）均未见异常，且未见血管栓塞。此移植方式不

及实验设施条件的控制对于保证实验质量至关重要。另外，

涉及供体的大血管分离，保证了供体的术后存活。该团队

为保证吻合血管直径和弹性相近，建议供体和受体体质量

后续报道通过胚胎移植实现了同种异体子宫移植术后的妊

差异不超过 20%。沈芸

娠和分娩。

回迎春和张为远

[20]

[21]

进行的比格犬自体子宫移植结

果显示，术后血管短时通畅率为 100%，子宫存活 4 只，同

子宫移植的关键步骤在于血流重建，目前成熟的人体

时证明了子宫动脉上行支及其伴行静脉作为移植血管的可

移植方案为供体的子宫动静脉和受体的髂外动静脉相应吻

行性，无需分离至盆腹腔深部的腹主动脉和腔静脉，减少

合，但动物模型中多根据实际血管的直径选择血管，子宫

了膀胱坏死和后肢截瘫的风险，为同种异体互为供体、受

卵巢静脉常因为位置表浅且管径粗大而被用为移植血管。

体的子宫移植模型建立了基础。另外，该研究的另一创新

为充分模拟临床人体子宫移植，Andraus 等 [27] 使用子宫动

点不同于常规器官移植的血管吻合步骤，本研究优先吻合

静脉端侧吻合至髂外动静脉，结果均成功但其并未提供研

一侧动脉，开放动脉数分钟后吻合同侧静脉，可有效缩短

究终点标准和长期随访的数据。而其他学者也并未能顺利

子宫的缺血时间。该团队后续报道已成功实现移植子宫的

重复这一模型，在其中 1 只选择子宫动静脉作为移植血管

自然受孕和经阴道分娩

[22]

的过程中因血管过细未能实现顺利吻合，因此建议移植术

。

需要注意的是狗实验动物模型应慎用或禁用肝素钠，

前行 CT 血管成像或腹腔镜评估子宫血管直径，以免吻合

为避免肝素钠使用不当导致的出血死亡，可使用低分子右

失败。Wei 等 [28] 使用此种端端吻合的模式行同种异体子宫

旋糖酐抗凝保证子宫自体移植后的存活率。至于低分子肝

移植，结果 70%（7/10）的受体实现长期存活，其中 2 只

素对于狗子宫移植模型的疗效和安全性则有待更多研究和

顺利出现发情周期。为探索大血管吻合的可行性和减少栓

评估。另外，狗生殖器血管的特点是：狗子宫动脉上行支

塞的风险，更好地模拟人类脑死亡器官捐献者的子宫获取

直径约 1 mm，较卵巢动脉稍粗；伴行静脉直径约 1.5 mm，

流程，2011 年，Gauthier 等 [29] 将供体主动脉和腔静脉端侧

血管周围结缔组织和脂肪组织较多，难以分离，吻合难度大；

吻合至受体的髂外动静脉，手术成功率 60%（6/10），但

阴道旁动脉直径不足 1 mm，静脉约 2 mm，位于盆腔深部，

术后供体均出现栓塞。后期英国学者的羊自体移植模型进

血管壁薄弱，手术吻合难度增加。鉴于狗发情周期长，平

一步改良了血管吻合模式，将髂内动静脉端侧吻合至自体

均一年两次，不便于观察和随访术后子宫存活情况，必要

的髂外动静脉，血管吻合成功 3 只（3/5）[30]。

时可人工使用药物诱导发情，以便于通过观察受体外生殖
器变化和阴道分泌物情况，评估移植卵巢的功能。
由于基因型不易确定且纯系动物不易获得，现已较少
使用狗子宫移植模型。

5

综上所述，对于羊子宫移植而言，使用大血管补片并
不能增加血管吻合成功率且容易发生扭转和栓塞。另外，
羊作为子宫移植动物模型的缺点在于羊为反刍动物，其特
殊的多室胃结构影响口服免疫抑制剂的吸收，不利于给药
和血药浓度的检测，因此不建议使用此模型用于同种异体

羊子宫移植

子宫移植的研究 [29]。羊无法行血型配型，其用于同种异体

羊子宫移植常采用 1～2 岁龄的性成熟羊，适当推迟
至体成熟或 3～4 岁龄也可。羊为双角子宫，双侧宫角长
10～12 cm，子宫体长 2 cm，子宫颈长 4 cm，羊的子宫大
小及内生殖器脉管走行和成年女性的子宫相似，因此是良

的子宫移植模型尚存在挑战。

6

猪子宫移植
猪子宫移植常采用 1～2 岁的成年长白山猪 / 大白猪和

8～13 月龄的小型猪。猪的子宫和羊相似，为双角子宫，但

好子宫移植动物模型。
Dahm-Kähler 等 [23] 首次报道了 7 只羊单侧子宫自体原

猪的宫颈并非独立结构，和阴道直接相连，长达 10 cm，

位移植，
留取子宫动脉和子宫卵巢静脉端侧吻合至髂外血管，

子宫体长 5 cm，与两侧宫角相连，盘曲折叠的宫角长达 1.5 m

结果 5 只成功实现再灌注，证明单侧血管吻合对于自体子

延长至输卵管部。子宫动脉为猪子宫的主要供血动脉但直

宫移植的存活是可行的，这种移植方式的可行性在后续研

径仅 0.2 mm，子宫静脉直径约 0.3 mm。因此，猪作为子宫

究得到进一步证实并实现妊娠和分娩

[24]

。而此团队前期使

用猪作为子宫移植模型的成功率不足 20%[25]。这一单侧子

移植动物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血管吻合困难和难以实现有
效冷灌注。

宫移植模式有效缩短了子宫周围血管和脂肪的分离时间，同

猪宫体大、宫角长，整个移植组织块较大，留取的血

时利于完成灌注。随着免疫抑制剂的应用，Ramirez 等 [26]

管蒂难以实现子宫的充分灌注。2006 年，Wranning 等 [25]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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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19 只猪行自体子宫移植，端端吻合子宫动静脉，但仅

潮，再次探查仅 1 只子宫形态正常。因此，非人灵长类动

7 只实现良好的子宫体外冷灌注，子宫移植模型的成功率

物的最优免疫抑制方案值得进一步研究，
以实现妊娠和分娩。

不足 20%。为弥补子宫血管过细导致吻合口栓塞的问题，

另一项狒狒同种异体子宫移植的研究，将供体的主动脉和

2009 年，Avison 等

[31]

首次尝试使用大血管行猪异体异位

腔静脉端侧吻合供体受体的主动脉和腔静脉，83% 实现术

子宫移植，保留供者双侧子宫动静脉和卵巢动静脉，离断

后长期存活，2 只重现发情周期 [35]。因此大血管补片用于

至腔静脉和肝下动脉水平，端侧吻合至受体的肾下动脉和

非人灵长类子宫移植也是可行的。

腔静脉，阴道残端造口于右下腹，术后予以免疫抑制剂维持，

7.2 食蟹猴子宫移植

动物存活率为 50%。李卫平

就 4 只成年雌性长白山猪行

食蟹猴是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最常使用的动物，且已

自体子宫移植，共存活 3 只，其中 1 只实现术后长期存活。

有成熟的体外受精 - 胚胎移植方案，具有子宫移植术后技

表明子宫动静脉端侧吻合至髂外动静脉是可行的。端端吻

术辅助妊娠的优势，但其体型较狒狒小，且血管较细，血

合术后栓塞发生率高于端侧吻合，可能与血管内壁暴露缝

管吻合难度较大。

[32]

线较多有关。

子宫血流不足可能导致早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因

为了保证血管吻合成功，自髂内动脉分支起始处离断

此子宫移植术后保持良好血供至关重要。2012 年 Kisu 等 [36]

血管可维持一定的管径和血流量，但猪子宫血管管径和走

使用吲哚菁绿荧光显像技术探索了不同血管对于食蟹猴子

行变异较大，因此模型的可重复性差、制备成功率低且动

宫血供的影响，结果表明单侧子宫血管即可支持食蟹猴子

物围手术死亡率高，不推荐使用猪作为子宫移植动物模型。

宫的血供。回流静脉对于保证器官灌注具有重要意义，但

7

保留所有静脉分支导致手术时间延长，且各血管分支灌注

非人灵长类子宫移植

压力不足易致术后栓塞。此外，食蟹猴子宫深静脉位于子

非人灵长类子宫移植常采用 4～10 岁体成熟的动物。

宫膀胱韧带周围，位置深且易出血。Kisu 等 [37] 指出对于

非人灵长类动物在生殖解剖和生殖周期最接近人类，是国

食蟹猴而言，分离获取子宫卵巢静脉的手术时间远远短于

际 妇 产 科 联 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分离获取子宫静脉的时间，推荐在食蟹猴子宫移植模型中

and Obstetrics，FIGO）伦理文件中推荐使用的子宫移植模

使用子宫卵巢静脉。但留取子宫卵巢静脉作为移植血管可

型

[1]

。然而，灵长类动物价格昂贵、遗传背景复杂，符合

影响供体卵巢的血供和功能。为进一步增加静脉回流量，

国家标准的实验场地有限，另外由于来源有限、动物相关

临床中也可将供体的卵巢静脉吻合至子宫静脉后再端侧吻

伦理审核较为严格且生殖周期较长，现有研究很少直接使

合至受体的髂外静脉。尽管食蟹猴子宫静脉位置深且管径

用非人灵长类动物作为子宫移植模型。

细小，但 Kisu 等 [37] 成功进行 2 只食蟹猴自体子宫移植，

7.1 狒狒子宫移植

使用子宫动静脉作为移植血管，结果 1 只实现长期存活，

狒狒的子宫大小约人类子宫的 50%，重量约人类子宫
的 20%。2002 年，首次开展人类子宫移植的沙特阿拉伯团

术后 40 d 再次探查见正常颜色的红润子宫，超声下见子宫
内膜且术后已恢复月经周期。

队就 16 只狒狒行自体子宫移植，结果显示子宫动静脉的端

关于各血管分支对于子宫血管和移植后活力的影响，随

端吻合术后高达 75% 血管出现栓塞，改行子宫动静脉端侧

着不同模型而各有差异，结果不完全一致。2016 年 Obara 等 [38]

吻合至髂内动静脉，术后血管通畅率高达 90%，进一步揭

建立食蟹猴同种异体子宫移植模型 4 只，1 只端侧吻合单侧

示了端侧吻合对于子宫血管吻合的优越性。后续的动物模

髂血管，1 只端侧吻合两侧髂血管，2 只以主动脉和腔静脉

型解剖发现狒狒子宫的回流静脉主要是卵巢静脉和阴道静

作为移植血管，结果显示 4 只移植子宫均灌注良好，使用

脉而非子宫静脉，研究证实狒狒子宫移植中单用卵巢静脉

免疫抑制治疗方案，4 只受体均存活超过 90 d。因此，对于

可以实现移植子宫术后的静脉回流。这一发现为人类子宫

食蟹猴子宫移植模型而言，子宫静脉和子宫卵巢静脉对于

移植提供了重要参考，即对于绝经后女性以及多器官捐献

维持移植子宫的灌注均可行，可结合术中所见的血管管径

者，使用位置表浅且粗大的卵巢静脉对于维持移植子宫活

和走行以及操作难度选择合适的血管。虽然已有报道指出

力是可行的，国内外的人体子宫移植案例也证实了卵巢静

单侧子宫动脉和静脉可足够满足妊娠期子宫的血供，且实

脉的可行性。2012 年有学者进一步改良以腔静脉为大血管

现活产分娩 [39]，但由于该模型是妊娠前夹闭单侧子宫动静

补片端侧吻合至自体的髂外静脉，结果显示受体术后存活

脉并未完全切断对侧血管，并不能完全模拟子宫移植的血

率为 66%，且 60% 的受体术后出现月经来潮 [33]。因此高

管吻合过程，且不排除侧支循环新生血管的影响，因此仍

水平的血管吻合技术对于动物存活和子宫生殖力恢复有重

建议尽量吻合移植子宫的双侧子宫动静脉。另一项食蟹猴

要作用。

自体子宫移植的研究也指出食蟹猴子宫血供主要来源于子

Johannesson 等

[34]

尝试就 18 只狒狒行同种异体原位子

宫动脉而不是卵巢动脉，对于子宫移植而言至少需要保留

宫移植，使用髂内动脉和卵巢静脉端侧吻合至髂外动静脉，

3 条血管即双侧子宫动脉和单侧卵巢静脉以满足妊娠和分娩

结果受体于术后 1 周内均出现免疫排斥反应，其中 10 只接

需要。

受免疫抑制治疗方案，50% 的受体出现性周期但无月经来

余萍 [40] 使用食蟹猴行自体子宫移植的实验研究，4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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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蟹猴 1 只术中死亡，其余 3 只存活 1 个月以上，证实了
子宫卵巢静脉作为回流血管的可行性。王沂峰等

[41]

生 殖 医 学 杂 志，2017, 26(9): 927-931. DOI: 10.3969/j.issn.1004-3845.
2017.09.014.

在进行

ZHANG XL, YAO YQ, XIANG L.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人体子宫移植前已开展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对 6 只食蟹

of uterus allotransplantation in rhesus monkey[J]. J Reprod Med, 2017,

猴的自体子宫原位移植实验指出显微镜下缝合血管的成功
率显著高于肉眼直视下吻合移植血管。食蟹猴自体子宫移

26(9): 927-931. DOI: 10.3969/j.issn.1004-3845.2017.09.014.
[10]

植模型的成功构建证明了国内已具备开展非人灵长类子宫

8

mouse[J]. J Endocrinol, 2002, 174(2): 157-166.
[11]

preservation[J]. Hum Reprod, 2003, 18(10):2024-2030.
[12]

子宫移植不同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其主要目标为实

21(2): 436-442.
[13]

LEE S, MAO L, WANG Y, et al. Transplantation of reproductive

[14]

ILIE V, ILIE V, GHETU N, et al. Assessment of the microsurgical skills:

organs[J]. Microsurgery, 1995, 16(4): 191-198.

物实验，尤其是大动物模型实验。但子宫来源、血管的选

30 minutes versus 2 weeks patency[J]. Microsurgery, 2007, 27(5):

研究。目前子宫移植模型使用的动物主要有小鼠、大鼠、
兔、狗、猪、羊及非人灵长类动物，指南推荐使用大动物

EL-AKOURI RR, MÖLNE J, GROTH K, et al. Rejection patterns in
allogeneic uterus transplantation in the mouse[J]. Hum Reprod, 2006,

现移植后分娩，为子宫性不孕患者获取遗传学后代的重要

择和吻合策略以及同种异体的免疫排斥问题有待及进一步

RACHO EL-AKOURI R, WRANNING CA, MÖLNE J, et al.
Pregnancy in transplanted mouse uterus after long-term cold ischaemic

总结与展望

方式。FIGO 伦理指南规定在临床试验前必须开展相关动

RACHO EL-AKOURI R, KURLBERG G, DINDELEGAN G, et al.
Heterotopic uterine transplantation by vascular anastomosis in the

移植的水平，但其尚无术后成功妊娠的报道，因此非人灵
长类动物的同种异体子宫移植模型值得进一步探索。

·４６７·

451-454.
[15]

何晓英，严沁，万小平，等．环孢素对同种异基因大鼠子宫移植

模型，但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的伦理审核流程复杂且费用

急性排斥反应的影响 [J]．现代妇产科进展，2008, 17(8): 592-596.

昂贵，而生物工程材料重建子宫的研究方兴未艾，有望优

DOI: 10.3969/j.issn.1004-7379.2008.08.011.

化子宫来源并减少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综上所述，

HE XY, YAN Q, WAN XP, et al. The immunosuppressive effect of

各研究单位在开展人体子宫移植试验前应结合实验条件和

cyclosporine(CsA)in allograft uterus transplantation in rats[J]. Prog Obstet

团队手术资历选择最佳动物模型，加强显微外科训练和多
学科合作，为临床人体子宫移植提供实验基础，开拓子宫

Gynec,2008,17(8):592-596. DOI: 10.3969/j.issn.1004-7379.2008.08.011.
[16]

transplantation of the rabbit uterus[J]. Int J Gynaecol Obstet, 1986, 24(4):

移植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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