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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拉曼光谱技术优选人类发育潜力胚胎研究
徐维海 1，张岭 2，张琳 2，李施施 2，舒静 1
1．浙江省人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浙江 杭州

摘要：目的

310014；2.杭州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建立应用拉曼光谱技术优选具有发育潜力胚胎的实验方法。方法

选取 100 份用于囊胚培养的第 3 天卵

裂期胚胎培养液 （D3 培养液），确定合适的测定时间，获得原始拉曼光谱，通过滤波、基线校正和光谱归一化预处理，
获得真实拉曼光谱和用于分析比较的光谱模型。测定 173 份 D3 培养液拉曼光谱曲线，评估其优选发育潜力胚胎的应用
价值。结果 采用≥240 s 的光谱仪积分时间可获得分辨度较好的原始拉曼光谱，预处理后获得的真实拉曼光谱的特征
性位移为 942、1 346、1 456 和 1 656 cm-1。阳性曲线和阴性曲线模型的光谱差异位于 1 100～1 800 cm-1。不同位移的
真实拉曼光谱强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173 份 D3 培养液获得阳性曲线 80 份，阴性曲线 70 份，中
性曲线 23 份，囊胚形成率依次为 85.00%、22.86%和 65.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拉曼光谱曲线预测囊胚
形成效率的灵敏度为 83.8%，特异度为 73.0%，Kappa 值为 0.572。结论

通过改良光谱收集条件，并对原始拉曼光谱

进行预处理，可获得清晰、真实、可比性好的拉曼光谱模型，采用本方法筛选的潜力胚胎与囊胚形成呈中度一致。
关键词：体外受精；胚胎；拉曼光谱；发育
中图分类号：R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87 （2018） 02-0144-05

Application of Raman spectroscopy in selecting potential cleavage embyos
XU Wei-hai*，ZHANG Ling，ZHANG Lin，LI Shi-shi，SHU Jing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Hangzhou，Zhejiang 31001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method with Raman spectroscopy for selecting embryos with high developing potential.

Methods A total of 100 samples of D3 spent cultural medium for embryos assigned to blastocyst culture were collected，and the
Raman spectroscopy produced with optimal integration time. The original spectrums retrieved were processed by filtration，
baseline correction and normalization methods to form characteristic spectral for the spent medium of cleavage embryo，suitable
for analysis. A further 173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Raman spectroscopy in selecting the
potential embryos. Results Original Raman spectra with good resolution can be obtained with an integral time over 240 seconds.
The characteristic spectral shift of embryo culture medium was 942，1 346，1 456 and 1 656 cm-1 after processing. The spectral
shift between the positive curve and the negative model was 1 100-1 800 cm-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tensity
of real Raman spectral with different shifts （P>0.05） . A total of 80 positive curves，70 negative curves，23 neutral curv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173 D3 samples，and the blastocyst formation rates were 85.00%，22.86% and 65.22%，respectively，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01） .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Kappa value for the Raman spectrum curve
predicting the blastocyst formation were 83.8%，73.0% and 0.572，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 clear， real and comparable
Raman spectrum model could be obtained by improving the spectral collection conditions and preprocessing the original Raman
spectrum. The potential embryo screened by this method is moderate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blastoc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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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具有发育潜力的胚胎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1.2 方法

技 术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IVF-ET）

1.2.1

治疗不孕症成功的重要前提 。胚胎优选方法很多，形

案行促排卵并取卵。获卵后经受精、胚胎培养，并对

［1］

所有研究对象均按生殖中心常规方

。但由

胚胎进行形态评估 ［6］，根据治疗需要将 D3 胚胎转

于其预测胚胎发育潜力的准确性低，治疗时往往选择

移入囊胚培养液。移出胚胎后将剩余的 D3 培养液迅

移植多个胚胎以提高成功率，从而增加了多胎妊娠机

速转入已标记的 Eppendorf 管中，立即投入液氮，后

态学评估迄今仍是选择胚胎最常用的方法

会和娩出极低出生体重儿风险

［2-3］

样品收集

［4］

，危及母婴健康和

安全。

移至 -80 ℃冰箱保存。空白对照组以相同方法处理
保存。D3 胚胎继续培养至 D5，观察囊胚的形成情况

不同发育潜力胚胎的培养液接受激光照射后会

并进行评级 ［4］，记录培养结果。

产生不同的拉曼光谱位移和谱带强度。拉曼光谱技

1.2.2

光谱仪积分时间的确定

同一样品分别按 60、

术利用这一特点无创、快速优选胚胎，成为研究热

90、120、180、240、300 和 360 s 的时间进行测定，

。该技术尚处于摸索阶段，有较多关键问

得到相应拉曼光谱。选择获得光谱特征峰明显，位移

题需要解决，如测定参数不统一、样品特征峰位置不

丰富且稳定的光谱仪积分时间作为本研究测定时间。

确定以及对原始光谱数据后期处理方法不一致等，限

1.2.3

制了其临床使用。为提高该技术的可操作性和临床应

室温解冻并平衡 30 min。拉曼光谱分析仪经平衡后用

点之一

［5］

用价值，本研究对第 3 天卵裂期胚胎培养液 （D3 培
养液） 拉曼光谱检测方法进行优化，确定样品的测定
时间、胚胎培养液的特征峰拉曼位移，以解决原始拉

拉曼光谱测定

测定前，将冷冻样品于 25 ℃

超纯水进行基线测定，然后吸取 15 滋L 胚胎培养液小
心加入干燥的 50 滋L 微量样品池中，将样品池垂直置

于仪器激光探头下方，启动仪器进行测定。每测定一

曼光谱复杂的背景信号对数据分析的干扰，提高培养

个样品均需清洗样品池，避免交叉污染。

液微量成分改变的检出效率。现报道如下。

1.2.4 图像处理

基线校正法 ［8］ 处理后，获得真实拉曼光谱并进行特

1 材料与方法

征峰位移和强度分析。然后采用归一化法 ［9］ 对数据

1.1 材料
1.1.1

实验样品

对原始拉曼光谱图像采用滤波法［7］、

进一步处理，即以空白试剂的拉曼光谱值为参照，将
选择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行

经滤波和基线校正的拉曼曲线采用归一公式进行处

IVF-ET 治疗的 D3 培养液进行研究。实验样品的纳

理，获得用于比较分析的光谱模型。归一化法的计算

入标准为女方年龄 <35 岁、D3 胚胎形态学评分为 8

公式为：

细胞 1 级胚胎并进行囊胚培养者。方法学研究阶段收

St'i = Sti / Sbi

集 100 份培养液，包括 60 份形成囊胚的培养液 （阳

式中 S 为归一后的位移强度值，Sti 为测定样品

（i=1，2，……，N）

t'
i

性样品） 和 40 份未形成囊胚的培养液 （阴性样品）；

各位移原始位移强度值，Sbi 为空白试剂各位移原始

未进行胚胎培养的培养液为空白对照。临床应用研究

位移强度值。

阶段包括 173 份用于囊胚培养的 D3 培养液。本研究

1.2.5

通过浙江省人民医院生殖伦理委员会审查，并获得治

10 份样品，在双盲条件下，每份样品先由一名实验

疗夫妇知情同意。

员 （实验员 1） 重复检测 2 次，再由另一名实验员

1.1.2

主要仪器与试剂

检测设备为 B&W TEK 温控

重复性观察

从 100 个 D3 培养液中随机抽取

（实验员 2） 检测 1 次，记录所有检测的拉曼光谱强

半导体拉曼光谱分析仪 （美国必达泰克公司），光谱

度。经滤波和基线校正后获得真实的拉曼光谱强度，

检测范围 0～2 600 cm ，测定中心波长 786 nm，激

用实验员 1 的 2 次检测结果分析组内变异度，用实验

-1

光功率 495 mW，105 光纤直径，50 滋m 夹缝，1 200

员 1 的第 2 次检测结果和实验员 2 的检测结果分析组

线光栅，CCD 分辨率 1 024×58。测定前仪器预 平

间变异度。

衡 15 min，测定时控制工作环境室温在 25 ℃左右，

1.2.6

避免强光照射，选取 200～2 200 cm 的有效拉曼光

173 个 D3 胚胎培养液的拉曼光谱数据，结合各胚胎

谱数据进行分析。

对应的囊胚形成结果，评估拉曼光谱技术预测胚胎发

-1

胚胎培养液为 Vitrolife G5 系列序贯培养液 （瑞

临床预测价值评估

测定用于临床研究阶段的

育潜力的临床价值。

典 Vitrolife 公司），其中 D3 培养液为卵裂期培养液

1.3 统计分析

G-1，囊胚阶段为 G-2 培养液。

征峰强度值以均数±标准差 （x依s） 描述，组内和组

采用 SPSS 19.0 软件统计分析。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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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变异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LSD 法）；归一化处

定义为阳性曲线，位于空白基线下方者定义为阴性曲

理后的光谱模型构成与囊胚形成的关系采用 字 检验，

线，光谱模型与空白基线相同者为中性曲线，见图

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调整检验水准；方法的灵

4。60 份形成囊胚的培养液中有 47 份 （78.33%） 显

敏度和特异度分析采用配对 字 检验。检验水准 α=

示阳性曲线；40 份未形成囊胚的培养液中有 35 份

0.05。

（87.50%） 显示阴性曲线，阳性曲线和阴性曲线的光

2

2

2 结
2.1

谱差异位于 1 100～1 800 cm-1。

果

2.4

光谱仪积分时间的确定

以 60、 90、 120 和

拉曼光谱各特征峰检测的变异度

对由 2 名实

验员随机测定的 10 个样品获得的真实拉曼光谱强度

180 s 作为光谱仪积分时间所获得的拉曼光谱一致，

进行组内和组间变异度分析。不同位移的真实拉曼光

仅有一个位移 1 656 cm 的特征峰，见图 1。延长积

谱强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分时间至 240、300、360 s，获得 4 个特征性位移稳

2.5

定一致、分散度较好的拉曼光谱，位移分别为982、

培养 后共 形 成 99 个 囊胚 ， 囊 胚 形 成 率 为 57.23% 。

-1

拉曼光谱预测胚胎发育潜力价值 173 个胚胎经

-1

1 342、1 449 和 1 656 cm ，见图 2。该时间段均可

173 份培养液共获得阳性曲线 80 份，其中形成囊胚

用于胚胎培养液拉曼光谱测定，本研究选择 300 s 为

68 份，形成率为 85.00%；阴性曲线 70 份，其中形

测定时间。

成囊胚 16 份，形成率为 22.86%；中性曲线 2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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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积分时间为 60、90 和 180 s 的原始拉曼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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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经滤波和基线校正的培养液真实拉曼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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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积分时间为 240、300 和 360 s 的原始拉曼光谱

2.2

-0.2
400

D3 胚胎培养液真实拉曼光谱

将图 2 的原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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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为阳性曲线，b 为阴性曲线，c 为中性曲线。

图 4 经归一化处理的拉曼光谱曲线

其中形成囊胚 15 份，形成率为 65.22%。比较三类曲

曼光谱经滤波和基线校正处理，获得真实的培养液拉

线的 囊胚 形 成率， 差 异 有统 计 学 意 义 （字2=32.127，

曼光谱。处理后的 2 组样品的拉曼光谱 4 个主要特征峰

P ＜0.001）。 其 中 阴 性 曲 线 组 低 于 阳 性 曲 线 组

位移不变，出现的较多微弱辅峰的位移一致，见图 3。

（字2=13.979，P＜0.017）；中性曲线组高于阴性曲线组

2.3

（字2=58.511，P＜0.017），但与阳性曲线组差异无统计

光谱模型

经归一化法处理后，获得阴性样品

和阳性样品的光谱模型，将其中位于空白基线上方者

学意义 （字2=4.468，P=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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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位移获得真实光谱强度的组内和组间变异情况 （x依s）
组内变异

组间变异

位移
（cm-1）

实验员 1
（n=10）

实验员 1 重复
（n=10）

实验员 2
（n=10）

t值

P值

t值

P值

982

0.465±0.008

0.467±0.012

0.466±0.012

0.257

0.842

0.043

0.810

1 342

0.404±0.006

0.402±0.005

0.406±0.005

0.745

0.137

0.731

0.439

1 449

0.533±0.008

0.533±0.008

0.538±0.012

0.112

0.280

1.101

0.926

1 656

0.999±0.008

1.000±0.005

1.001±0.007

0.238

0.662

0.622

0.814

注：组内变异为实验员 1 的 2 次测定结果分析；组间变异为实验员 1 重复结果与实验员 2 测定结果间分析。

将中性曲线并入阳性曲线，分析 D3 培养液的拉

培养液真实拉曼光谱的特征峰与原始光谱位移一

曼光谱曲线预测囊胚形成的效率，其灵敏度为

致，但由于去除了相关干扰，真实拉曼光谱的各特征

83.8%，特异度为 73.0%，Kappa 值为 0.572。

峰更清晰，其中 4 个主要特征峰的位移分别为 982、

3 讨

1 342、1 449 和 1 656 cm-1。查阅相关化学基团产生

论

拉曼峰的特性 ［19］：982 cm-1 特征峰为蛋白质分子中

拉曼光谱技术具有灵敏度高、操作简单的特点，
其结果根据被测定物质产生的光谱位移和光谱峰强度

的 C-C 键的 茁- 片层产生，1 342 cm-1 特征峰由 DNA
分子中 PO43- 产生，1 449 cm-1 特征峰与蛋白质、脂肪

进行判定，其中光谱位移的变化与检测物质的性质相

和碳水化合物中的 -CH 键的碳链异构相关，1 656 cm-1

关，光谱峰强度大小反映被测定物质浓度差异 ［10］。

特征峰体现的是蛋白质中的酰胺基 （-CONH-） 和脂

胚胎生长发育伴随活跃的物质代谢过程，如消耗碳水

类的 -C=C- 的伸展模式。

化合物

［11］

、利用多种氨基酸

产物，如脂肪酸

［12］

真实拉曼曲线的比较是目前国内外研究胚胎发育

，以及分泌合成多种新

、人白细胞抗原 -G（HLA-G）

［13］

［14］

和

潜力的主要方法 ［5，20］，但由于胚胎培养前后培养液

可溶性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15］，均可导致培

成分变化小，其测得的真实拉曼光谱信号差异微弱，

养液成分的改变，因此通过分析培养液拉曼光谱可

分析难度较大。本研究引入空白培养基的拉曼光谱作

以了解胚胎代谢情况，推测胚胎发育潜力。

为对照，将培养液的真实拉曼光谱进一步归一化处

人类胚胎通常采用微滴培养，其体积在 50 滋L 左

右，不能采用常量测定。本研究根据检测样品体积微

小的特点，选择使用 50 滋L 的样品池作为样品载体，
增加了检测液层的厚度。研究以 60、90、120、180 s

理，得到具有良好可比性的光谱模型，光谱差异区域
为 1 100～2 000 cm-1，并且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重复
性，克服了微量拉曼光谱差异结果难以解读和比较的
问题。

作为检测时间，获得的拉曼光谱峰位单一；当检测时

研究数据提示阳性曲线和中性曲线对应胚胎的囊

间延长至 240、300 和 360 s 时，培养液被检出的信

胚形成率分别为 85.00%和 65.22%，高于形态学评分

号峰明显增多，表明拉曼光谱检出信号与采集时间相

选择胚胎的囊胚形成率，表明采用拉曼技术判定胚胎

关

［16］

。从被检出的拉曼谱型分析，延长检测时间后

发育潜力具有一定的优势。对于形态学评分较好的阴

的 3 个时间点检出的拉曼特征峰丰富，重复性好，均

性曲线胚胎，通过提前发现，可避免其用于优选移

可作为本研究的检测时间。

植，确保移植周期的治疗效率。然而，采用本方法筛

本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获得真实的培养液拉曼光

选的潜力胚胎与囊胚形成仅呈中度一致，选择失败的

谱。尽管胚胎在生长过程中代谢极为活跃，但由于

概率较高，且无法预测后期囊胚质量，因此方法学存

D3 卵裂期胚胎细胞数通常为 8 个左右，其代谢产物

在改进空间。近年来培养液单一成分检测技术的涌

造成培养液物质成分变化幅度较小；并且由于拉曼技

现、胚胎发育动力学的兴起以及更高灵敏度拉曼光谱

术测定得到的原始光谱掺杂众多干扰信号，真正培养

检测设备的问世，可为完善拉曼技术预测模型提供契

液拉曼光谱的微量改变难以直接获得，需要通过消除

机。

干扰光谱才能进行分析。干扰光谱的形成原因较多，
如仪器固有的标准具效应 ［17］ 和芳香族化合物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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