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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保护

菲律宾动物胚胎体外生殖概览

我们在行动-COVID-19疫情下
Esco Medical中国队应对方案

话题讨论:COVID-19疫情下的试管授
精

Esco医疗虚拟展厅:

一种全新的IVF行业会议体验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Me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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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持续进行的COVID-19疫情大流

行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大部分国际

性会议都被取消。 各种形式的会议，学术

活动暂停举行，对各个行业的影响和冲击

都很大。

尽管在如此艰难的时刻，Esco Medical还

是想出了一种很好的方式不断吸引来自全

球的客户，减少因为疫情带来的不良影响。

我们取消了原定今年在在丹麦哥本哈根举

行的ESHRE（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学

会），决定设立虚拟网络展厅来替代参加

实际活动。

该虚拟展厅将为客户提供可以节约成本和

避免健康风险的替代方案。 该展览将于

2020年7月的第一周开始。IVF行业领先的

高质量设备制造商和创新者之一的Esco

Medical将与销售人员和应用专家一起展

示我们的设备（如下图），随时恭候您的

光临。 展览期间全天24小时查询， 如同

实际展览一样，参与者可以查询产品手册

以及通过视频通话进行资讯并观看产品演

示。

ESHRE 最新资讯

第36届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
（ESHRE）年会即将举行。 第一届
ESHRE虚拟展览将于2020年7月5日至8
日在线上举行。这将使全球ART专业人
士能够在安全,方便的环境下参加活动。

Esco Medical将再次参加这一重要的聚
会，在这里我们将展示世界一流的创新
IVF产品。

快来加入我们!

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是我们

自己和丈夫的小小复制品;祖父和祖

母的骄傲和快乐。

我们梦想成为母亲，对我们大多数

人来说，梦想是自然实现的。因为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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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F如何在濒危物种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中，体外生殖技术已被大众接受，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大量实验室尝试体外生殖技术并扩大使用范围。

那么体外受精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考虑到这些好处，IVF等辅助生殖技术（ART）是保护极度濒
危物种的合适且有价值的工具。这种技术已成为现代环境保
护的要素。.

从工作站到培养箱，Esco Medical多元化的创新设备将使动物

的体外生殖变得更加便捷。 访问http://escomedical.cn/了解有

关我们产品的更多信息。

1 IVF可用于从某些动物中产生后代

（当使用传统方法，被认为无生产

能力的，例如生殖系统受损）

选定的动物可以作为常用卵子

捐赠者，其产生的胚胎可以移

植到价值较低的动物中，并能

够产生具有理想遗传学的后代。

在显微镜下进行受精的卵子数量

所需相同的精子细胞更少-当使用

稀有，昂贵的精液样品时，这是

一个明显的优势。

动物的IVF可以减少对激素或排卵

刺激药物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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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动物胚胎体外生殖概览

在畜牧业中，动物体外受精（IVF）已在世界范围内利用雌性对遗

传进步的贡献，应用于生产基因改良动物，近年来，并开始用于物

种保护医学。缩短产生所需F1代的间隔，而不是多年的回交，并降

低疾病传播的风险，体外受精已被证明对动物业有益且省时。在菲

律宾，最早于1996年尝试开发动物体外受精。2000年，Danilda

Hufana-Duran博士和她在菲律宾卡拉宝中心（PCC）的研究小组

成功地开发了体外胚胎生殖和冷冻保存技术。他们在印度进行胚胎

处理，并在菲律宾进行移植。2002年第一头河水小牛诞生，标志

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在生产优质基因动物方面的成功。

2004年，名为“玻璃化冷冻和胚胎移植技术生产水牛犊牛”的项目由

DA-BAR和参议员拉蒙·玛格赛伊PDF资助，Hufana-Duran博士和

她的团队继续在印度生产河水牛胚胎，并将其运送到菲律宾，将

胚胎移植到沼泽水牛。 河水牛主要用于生产牛奶和肉类，而沼泽

水牛（通常称为菲律宾水牛）多为役用。

继续阅读第3页2 Me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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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封锁解除后，我们的工程师和应用专家给用户进行现场
讲解

全面复工，为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最大服务支持

着疫情的缓解，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基础下，Esco医疗团队小伙伴

的身影纷纷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生殖中心，和实验室专家们进行深

入的讨论和交流，把ESCO产品的优势充分传递给用户，虽然隔着

口罩，但并不阻碍客户感受到我们的专业和热情。

ESCO 中国团队会一直坚守,用心做好每一次服务，直到抗疫的全
面胜利!

我们在行动-COVID-19疫情下Esco 

Medical中国团队应对方案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Esco Medical中国一直保持密切关注和

积极应对，如今，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在保证安全第一的前提下，Esco医疗团队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全面

复工复产，竭尽全力响应客户的召唤和满足客户的需求。

积极开展网络培训及科室会议，传递Esco产品信息

疫情发展期间，为了保障客户的服务不被中断，我们的团队积极响

应总部的业务连续性计划，开展远程在线办公，为用户和代理商提

供线上培训及产品订单咨询，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贴心的售后服务计划，
以协助生殖中心恢复
正常运作

在确定该技术成功的研究设计中，进行了以下操作：

研究1检验了冷冻河水牛胚胎的活力。

研究2评估了沼泽水牛作为河水牛胚胎的代孕母亲的潜在用途

研究3评估了使用体外产生的玻璃化冷冻胚胎进行孪生的可能性。

上面显示的研究结果如下：

研究1：样本量为55只受体动物，其中9例怀孕（16.36％），有3例流产

（5.45％）和6例活产（10.9％）的记录。

研究2：40头沼泽水牛，妊娠率为12.5％（5次怀孕），产犊率为10％（4

例活产），其中3例为正常出生，死产为1例。

研究3：26位受体评估了孪生的可能性，得出了3.8％（1/26）的孪生率

和19.2％（5/26）的单胎率。 最近，PCC已经在当地生产胚胎，并且正在

继续提高河水和沼泽水牛的怀孕率和产犊率。

动物 IVF已在菲律宾打开了大门，以保存优良的遗传系，并有助于加快畜

牧业的遗传改良。 Esco Medical的产品有助于优化胚胎的培养环境，并

为胚胎学家提供有关胚胎的全面信息，以供选择最佳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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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全国各生殖

中心也已经陆续有序

复工开诊。为了保证

胚胎小宝宝们的“家”

安全舒适，我们的售

后小伙伴也早早开展

了细致的客户回访工

作，及时了解客户的

需求并解决问题，保

证设备的良好运营。

同时，奔赴各地为新用户设备安装调试，确保设备达到一个

最优运行状态。”客户至上”—哪里有召唤，哪里就有我们的

售后小伙伴。

上图：网络产品讲解及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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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咨询：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如您对本期资讯中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

Esco中国
Tel.: +0532 81639321
Mail: mail@escomedical.cn
Website: http://escomedical.cn/

话题讨论 : COVID-19疫情下的IVF行业

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液氮中的COVID-19”。IVF行业的公司顾

问Lodovico Parmegiani博士解释了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定时

炸弹。

在国际 IVF组织倡议和发起的Youtube的在线会议中，雅

克·科恩博士（美国的荷兰胚胎学家）担任会议主席和主持

人，邀请 IVF专业人员分享有关COVID-19和 IVF的相关话题

英国的胚胎学家和资深研究科学家Kay Elder博士谈到“仔细观

察病毒及其与ART的相关性”。

病毒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几乎在每个生态系统中都可以发

现。 它们是亚微观实体，通过将其刺突（糖蛋白）附着到生

物体活细胞的特定受体上而得以繁衍和复制。 附着后，它们

将遗传物质（DNA或RNA）释放到宿主细胞的核中，现在通

过劫持宿主细胞分子机制进行复制。

SARS-CoV-2或更常见的称为COVID-19是SARS-CoV的近亲，

它们都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结合，后者在GI系统，

肾脏和特定细胞中强烈表达肺中的细胞。 尽管它们具有相似

性，但由于氨基酸序列的差异，使用SARS-CoV研发的任何

抗体都无法有效对抗COVID-19。

在IVF中，通常会遇到多种病毒，例如流行疹，乙肝，丙肝，艾

滋病等。这些病毒无法在胚胎传播，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受体要结

合，但可以在体内通过体液传播。 病毒和有害杂质的传播，在

操作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无菌技术，并应经常进行清洁和消毒。

液态氮（LN2）及其气态形式的氮蒸气（NV）在医疗保健和食

品行业中被视为用于冷却和冷冻的主要低温剂，是广泛用于人

体外受精（IVF），牛业（体外胚胎生殖）以及用于家畜育种研

究目的的体外生殖技术必不可少的液体。

然而，从病毒，细菌到真菌，都可能污染这种化学物质。 另一

方面，与液氮 / 氮气蒸汽接触的空气传播污染物也可能同时被

低温保存。液氮 / 氮气的污染（可能会在细胞存储期间发生）

对生物标本，胚胎学家和患者甚至环境造成风险。

尽管已经研究了COVID-19的气溶胶和表面稳定性，但尚未确定

病毒被意外冷冻保存的风险。 Parmegiani博士呼吁ART专业人

士不要低估LN2 / NV介导的COVID-19感染的可能危险。 他还

鼓励从业人员提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方法。

Esco Medical的Class II多区域ART工作站可用于处理传染病患

者的配子和胚胎，同时提供样品，使用者和环境的保护。 此外，

工作站在正压污染的气室周围具有负压，并且高效过滤器可以

去除包括生物危害在内的气溶胶。 因此，提供了更多的保护。

它具有多个加热区，通过提供内置显微镜和MIRI®腔室，可以

实现整个工作区域表面的精确温度控制。

乙肝

艾滋病毒

乳头瘤病毒

疱疹病毒

新冠状病毒

扫码关注胚胎之家公众号，
获取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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