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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多糖对大鼠生精细胞热应激后 Ｂｃｌ－２表达的影响

谭秋慧　萧　云

　　【摘　要】　目的　研究枸杞多糖对热应激后睾丸组织形态及生精细胞中 Ｂｃｌ－２表达的影响。方法　雄性 ＳＤ
大鼠６０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热应激组、枸杞多糖高剂量组［１００ｍｇ／（ｋｇ·ｄ）］、枸杞多糖中剂量［５０ｍｇ／（ｋｇ·
ｄ）］、枸杞多糖低剂量组［１０ｍｇ／（ｋｇ·ｄ）］。枸杞多糖组大鼠按上述剂量给予枸杞多糖连续灌胃１４ｄ，正常对照组、
热应激组则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灌胃，热应激组和枸杞多糖组大鼠于第１５ｄ给予４３℃水浴３０ｍｉｎ。热应激后２４ｈ、
４８ｈ颈椎脱臼处死大鼠。ＨＥ染色观察睾丸组织形态学变化，ＴＵＮＥＬ法检测生精细胞凋亡，免疫组化法检测睾丸生
精细胞Ｂｃｌ－２的表达。结果　各枸杞多糖组大鼠的睾丸指数及生精小管直径较热应激组显著增加（Ｐ＜００５），凋亡
指数明显降低（Ｐ＜００５），生精细胞中Ｂｃｌ－２表达显著增加（Ｐ＜００５）。结论　枸杞多糖可能通过促进Ｂｃｌ－２的表
达，从而抑制生精细胞的凋亡，起到保护睾丸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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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丸精原细胞经过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细胞分
化等一系列变化最终形成精子，此过程必须有适宜

的内外环境作为保障，任何变化都可能导致不

育［１］。精子发生过程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热应

激可能通过凋亡、ＤＮＡ损伤、自噬等导致生精细胞
损伤［２］。而枸杞是我国一种传统的补益类名贵中

药，近年来发现，枸杞的主要成分是枸杞多糖（Ｌｙｃｉ
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ＢＰ）。枸杞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肿
瘤、抗氧化、防衰老、降血糖、降血脂等作用［３］。本

实验制造热应激生精细胞凋亡的模型，观察 ＬＢＰ对

大鼠睾丸组织形态学及生精细胞中 Ｂｃｌ－２表达的
影响，为临床治疗男性不育、加强劳动保护提供更广

阔的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动物来源及分组
自广东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购买６０只健康ＳＤ

成年雄性大鼠（２～３月龄），２５０～３００ｇ，动物许可
证号为ＳＣＸＫ（粤）２００８０００８。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正常对照组、热应激组和枸杞多糖高、中、低剂量组，

各组再按热应激后２４ｈ、４８ｈ分成２个亚组（ｎ＝６）。
１．２　主要试剂

二步法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盒、原位细胞凋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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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剂盒、ＤＡＢ显色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枸杞多糖（纯度：５８５６％）购自宁夏
启元药业有限公司，用生理盐水分别配制成１ｍｇ／
ｍＬ、５ｍｇ／ｍＬ、１０ｍｇ／ｍＬ浓度的溶液；兔多克隆抗体
Ｂｃｌ－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枸杞多糖剂量的设定参照黄晓兰等［４］的研究。

枸杞多糖低、中、高剂量组分别按照 １０ｍｇ／（ｋｇ·
ｄ）、５０ｍｇ／（ｋｇ·ｄ）、１００ｍｇ／（ｋｇ·ｄ）的剂量给予
ＬＢＰ灌胃，每天一次，连续１４ｄ。正常对照组和热应
激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灌胃，每天一次，连续１４ｄ。
第１５ｄ，热应激处理各组大鼠。热处理方法参照Ｃａｉ
等［５］的研究方法：各组大鼠称重后于腹腔注射２％戊
巴比妥钠溶液（４０ｍｇ／ｋｇ）进行麻醉，麻醉后将大鼠身
体下１／３部分浸于恒温水浴中３０ｍｉｎ，包括阴囊、后
腿、尾巴。热应激组和枸杞多糖组大鼠浸于４３℃恒
温水浴，正常对照组则浸于２２℃水浴。热应激后２４ｈ
和４８ｈ采取颈椎脱臼法处死各组大鼠。处死前称
重，处死后立即取出双侧睾丸，电子秤称重，然后置于

改良的戴氏固定液（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ｓＦｌｕｉｄ，ｍＤＦ）
中固定２４ｈ，常规石蜡包埋、切片（５μｍ），用于ＨＥ染
色、ＴＵＮＥＬ检测和免疫组化检测。
１．４　检测项目
１．４．１　睾丸组织形态学观察　测量大鼠处死前的
体重，睾丸重量取双侧睾丸的平均值，睾丸指数 ＝
（双侧睾丸重量／体重）×１００％。ＨＥ染色观察睾丸
组织形态学的变化，用图像分析软件手动选定测量

生精小管直径。

１．４．２　生精细胞凋亡的检测　采用末端ＤＮＡ转移
酶缺刻末端标记法（ＴｄＴ－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ｄＵＤＰＮｉｃｋＥｎｄ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ＴＵＮＥＬ）检测生精细胞的凋亡，按照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判定结果：细胞核呈棕黄色为

ＴＵＮＥＬ染色阳性，视为凋亡细胞。方法参照 Ｙｉｎ

等［６］说明：用１００×油浸物镜观察计数凋亡生精细
胞数和总生精细胞数，每张切片在近长轴处从左至

右连续选取１０个近似圆形的生精小管进行分析。
生精细胞凋亡指数（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ｄｅｘ，ＡＩ）＝生精细
胞凋亡数／总生精细胞数。
１．４．３　Ｂｃｌ－２表达的免疫组化检测　采用免疫组
化非生物素二步法检测生精细胞中Ｂｃｌ－２的表达，
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书操作。细胞内呈现棕黄色为

Ｂｃｌ－２阳性生精细胞，计数方法同生精细胞凋亡的
检测。Ｂｃｌ－２阳性细胞率＝Ｂｃｌ－２阳性细胞数／总
生精细胞数（以有核的生精细胞为计数标准）×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结果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
行处理分析，多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ＡＮＯ
ＶＡ），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验法，Ｐ＜００５为差
异具有显著性。

２　结果

２．１　组织形态学及睾丸指数、生精小管直径的变化
见图１。光镜下可见到，热应激组（图１Ｂ、Ｇ）睾

丸生精小管较正常组（图１Ａ、Ｆ）明显缩小，生精上
皮变薄，部分出现空泡样变化，生精细胞数量明显减

少，管腔内见到较多脱落的生精细胞，出现较多多核

巨细胞，各级生精细胞排列紊乱，出现典型的凋亡形

态学改变（如核固缩、胞质嗜酸性增强）。由此可见

热应激导致了睾丸组织的损伤。

而各ＬＢＰ组（图１Ｃ、Ｄ、Ｅ、Ｈ、Ｉ、Ｊ）较热应激组生
精小管明显增大，外形较规则，界膜较完整，生精细

胞层数明显增多，生精小管的结构接近于正常组，核

固缩和胞质嗜酸性增强等凋亡现象也明显减少。由

此可见ＬＢＰ对损伤的睾丸组织起到恢复的作用。
各组睾丸指数、生精小管直径结果见表１～２。

　注：Ａ，正常对照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Ｂ，热应激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Ｃ，枸杞多糖高剂量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Ｄ，枸杞多糖中剂量组热应激２４ｈ；Ｅ，枸

杞多糖低剂量组热应激２４ｈ；Ｆ，正常对照组热应激后４８ｈ；Ｇ，热应激组热应激后４８ｈ；Ｈ，枸杞多糖高剂量组热应激４８ｈ；Ｉ，枸杞多糖中剂量

组热应激４８ｈ；Ｊ，枸杞多糖低剂量组热应激４８ｈ

图１　睾丸组织形态学变化（ＨＥ染色，×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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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睾丸指数的变化 （ｎ＝６，珋ｘ±ｓ，％）

应激后时间 正常对照组 热应激组 枸杞多糖高剂量组 枸杞多糖中剂量组 枸杞多糖低剂量组

２４ｈ ０．８６±０．０２ ０．７３±０．０３１） ０．８１±０．０３１）２） ０．８０±０．０２１）２） ０．８１±０．０３１）２）

４８ｈ ０．８７±０．０２ ０．７１±０．０３１） ０．７７±０．０３１）２） ０．７８±０．０２１）２） ０．７６±０．０４１）２）

　注：与正常组比较，１）Ｐ＜００５；与热应激组比较，２）Ｐ＜００５

表２　生精小管直径的变化 （ｎ＝６，珋ｘ±ｓ，μｍ）

应激后时间 正常对照组 热应激组 枸杞多糖高剂量组 枸杞多糖中剂量组 枸杞多糖低剂量组

２４ｈ ２０４．０８±１１．８２ １６２．３９±５．７７１） １７７．０８±５．９７１）２） １７９．０４±５．４７１）２） １７９．９０±６．６９１）２）

４８ｈ ２０９．４２±８．０１ １３２．８３±３．２４１） １４９．５９±４．５６１）２） １４４．８３±３．９０１）２） １５３．３８±５．５８１）２）

　注：与正常组比较，１）Ｐ＜００５；与热应激组比较，２）Ｐ＜００５

２．２　生精细胞凋亡的检测
正常对照组生精细胞凋亡较少，主要为精原细

胞。热应激后ＴＵＮＥＬ阳性细胞明显增多，主要为初
级精母细胞和圆形精子细胞。见表３、图２。

表３　ＴＵＮＥＬ检测热应激后生精细胞凋亡指数（ＡＩ）变化 （ｎ＝６，珋ｘ±ｓ，％）

应激后时间 正常对照组 热应激组 枸杞多糖高剂量组 枸杞多糖中剂量组 枸杞多糖低剂量组

２４ｈ ０．０２５±０．０９１ ４２．６８±３．００１） ３５．３７±３．５８１）２） ３３．３９±１．９３１）２）３） ３４．１０±３．３８１）２）

４８ｈ ０．０３４±０．１２２ ３５．７９±４．８５１） ３３．８０±２．１４１）２） ３３．２１±２．４９１）２） ３２．４２±２．６１１）２）

　注：与正常组比较，１）Ｐ＜００５；与热应激组比较，２）Ｐ＜００５；与枸杞多糖高剂量组比较，３）Ｐ＜００５

　注：Ａ，正常对照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Ｂ，热应激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Ｃ，枸杞多糖高剂量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Ｄ，枸杞多糖中剂量组热应激２４ｈ；Ｅ，枸

杞多糖低剂量组热应激２４ｈ；Ｆ，正常对照组热应激后４８ｈ；Ｇ，热应激组热应激后４８ｈ；Ｈ，枸杞多糖高剂量组热应激４８ｈ；Ｉ，枸杞多糖中剂量

组热应激４８ｈ；箭头所指为ＴＵＮＥＬ阳性细胞

图２　ＴＵＮＥＬ法检测生精细胞凋亡情况（ＴＵＮＥＬ×２００，ＤＡＢ显色）

２．３　Ｂｃｌ－２表达的免疫组化结果
光镜下见正常对照组有少许 Ｂｃｌ－２弱阳性表

达，主要位于初级精母细胞（见图３Ａ、Ｆ）。热应激

后，Ｂｃｌ－２阳性细胞增多、表达增强（见图３Ｂ、Ｇ）。
各枸杞多糖组Ｂｃｌ－２阳性细胞较热应激组明显增
多（见图３Ｃ、Ｄ、Ｅ、Ｈ、Ｉ、Ｊ）。见图３、表４。

　注：Ａ，正常对照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Ｂ，热应激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Ｃ，枸杞多糖高剂量组热应激后２４ｈ；Ｄ，枸杞多糖中剂量组热应激２４ｈ；Ｅ，枸
杞多糖低剂量组热应激２４ｈ；Ｆ，正常对照组热应激后４８ｈ；Ｇ，热应激组热应激后４８ｈ；Ｈ，枸杞多糖高剂量组热应激４８ｈ；Ｉ，枸杞多糖中剂量

组热应激４８ｈ；箭头所指为Ｂｃｌ－２阳性生精细胞
图３　睾丸生精细胞Ｂｃｌ－２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情况（×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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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生精细胞Ｂｃｌ－２阳性细胞率 （ｎ＝６，珋ｘ±ｓ，％）

应激后时间 正常对照组 热应激组 枸杞多糖高剂量组 枸杞多糖中剂量组 枸杞多糖低剂量组

２４ｈ １８．６３±１．７１ ２４．０８±２．２６１） ３１．５３±３．５３１）２） ３２．３７±３．５６１）２） ３０．８４±４．３２１）２）

４８ｈ １７．９３±２．１５ ３１．００±３．６６１） ３４．６４±４．０２１）２） ３３．３３±４．２７１）２） ３２．６９±３．３９１）２）３）

　注：与正常组比较，１）Ｐ＜００５；与热应激组比较，２）Ｐ＜００５；与枸杞多糖高剂量组比较，３）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睾丸组织的体内平衡是个复杂的过程，其通过

生精细胞的增殖和排除而达到平衡，也就是通过一

定数量生精细胞的凋亡而达到平衡的。由于生精细

胞发生凋亡，成年雄（男）性睾丸中生精细胞产生的

精子数量比期望值要少２５％ ～７５％左右。在病理
情况下和多种因素诱导下，如高温，可对睾丸组织造

成强大的破坏作用。研究发现，睾丸局部热应激可

导致生精细胞发生凋亡［７］。实验中发现，热应激后

大鼠睾丸变轻，睾丸指数降低，说明热应激对睾丸组

织造成了损伤。

本实验中使用的枸杞多糖是枸杞子的主要成

分。枸杞多糖具有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抗衰

老、护肝、降血糖、降血脂等作用。实验中发现，各枸

杞多糖组大鼠睾丸指数和生精小管直径较热应激组

均明显升高。说明枸杞多糖对高温所致睾丸组织的

损伤作用起到保护作用。

ＰａｕｌＣ等［８］发现高温可引起生精细胞凋亡增

加。本实验中热应激后ＴＵＮＥＬ阳性细胞明显增多，
凋亡明显增加，与ＰａｕｌＣ等的结论一致。凋亡的发
生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与 Ｂｃｌ－２家族、ｓｕｒｖｉｖｉｎ等
凋亡因子的作用密切相关。Ｂｃｌ－２家族蛋白是细
胞凋亡的的关键调节因子，根据其功能和结构分为

２类：一类是抗凋亡的，如 Ｂｃｌ－２［９］、Ｂｃｌ－ｗ、Ｂｃｌ－
ｘｌ；一类是促凋亡的，如 Ｂａｘ［１０］、Ｂａｄ。生理状态下，
Ｂｃｌ－２基因家族的大部分抗凋亡蛋白一般作为细
胞膜的整合膜蛋白被隔离起来，当细胞受到凋亡信

号刺激，促凋亡蛋白便发生构象变化，从胞液中移位

到细胞器膜中，尤其是线粒体外膜，从而调节细胞凋

亡。Ｂｃｌ－２和Ｂｃｌ－ｘｌ是Ｂｃｌ－２家族成员中主要的
抗凋亡因子。它们均能抑制细胞色素 Ｃ的释放，使
其无法达到激活下游胱冬肽酶的阈值，从而抑制凋

亡的发生。本实验中，发现热应激后，热应激组

Ｂｃｌ－２阳性细胞增加，而枸杞多糖组 Ｂｃｌ－２阳性细
胞较热应激组明显增加，而同一时间点 ＣｙｔＣ的表
达均明显增加［１１］、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阳性表达也明显降
低［１２］。由此，我们推断枸杞多糖可能通过促进

Ｂｃｌ－２的活化，从而抑制 ＣｙｔＣ自线粒体释放到胞
浆，进而减少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活化，通过线粒体途径
减弱热应激对睾丸组织的损伤作用。ＨＸｉ等［１３］也

报道睾丸局部热应激导致生精细胞凋亡与 Ｂａｘ、
Ｂｃｌ－２有关。当然生精细胞凋亡的途径有多种，仍
需进一步研究去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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