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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肽棉酚对绵羊精子运动及超微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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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肌肽促进绵羊精子运动增强，直线运动精子数目增多；棉酚则强烈抑制精子选动并 

使精子的运动方式发生改变j肌肽与棉酚混合处理精子，肌肽可不 同程度抵消棉酚对精子产生 

的有害作用。但 当棉酚完垒抑制精子运动后，再加入肌肽则不能使精子恢复运动 电镜观察， 

肌肽对绵羊精子超艋结构无任何不 良影响；棉酚别造成精子严重损伤，导致生物膜系统损害、 

轴丝崩解、线粒体螺旋鞘紊乱等。本文通过肌肽，棉酚加入的时序不同，探讨两者对绵羊精子 

运动的影响，井应用电镜观察两者对绵羊精子超艋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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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肽对绵羊精子活力具有显著增进作用，这种效应与绵羊精子能量代谢活动密切相关 

(方天祺等，1987)。许多研究表明，肌肽是一种与细胞能量代谢有关的活性物质，它不仅 

促进肌 肉细胞内无氧酵解作用加强(Qureshi，l962)，而且对细胞内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产 

能过程也有很强的增进作用(CeBepHH，1954)。氧化磷酸化供能首先要保证线粒体结构 

的完整性，线粒体结构遭到破坏，产能过程必然会受到遏止(Geofferey，1984)。而精子运 

动要有足够的能量和保证轴丝系统的完整性。棉酚抗生育效应已被证 明：其主要的靶部位 

是精子的线粒体(薛社普，1982)。在人和动物中，无论是内服还是体外实验都表明；一定 

剂量的棉酚可导致精子线粒体螺旋瞎福素瓿、确 量泡佗 甚至整个线粒体溶胀崩解(顾 

芝萍等，1983)，同时棉酚对精子的轴丝系统也有严重的损伤作用(oko，1982)。我们曾用 

低浓度棉酚作为一种线粒体呼吸氧化磷酸化解耦联剂(Abou—Donia等，1974)探讨肌肽作 

用时发现，肌肽能抵消棉酚对绵羊精子产生的有害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肌肽 Sigma产品，棉酚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提供，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lI2 精液采集及处理 

用人工采精常规方法采集 2—3只种公羊(高加索细毛羊，畜龄 2—4岁，健康)精液， 

混 匀， 按 l：5体 积加 入 18"(3精 子洗 涤 液(40 mM KCI， l02 mM NaCI，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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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PO4，5 mM MgSO4·7H2O，20 mM Tris，0 5 mg／ml链霉素，500 i1／ml青霉 

素 pH 7 4)洗涤 2次，800 r／min离心 5 min，弃去上清液，用原精液 4倍体积、18~c 

培 养 液 洗 涤 1次(40 mM KCI， 82 mM NaCI， 10 mM MgSO4-7H2O， 10 mM 

KH PO ，20 mM Tris，0．4％ BSA，0．4％果糖，10 mMa一酮戊二酸，0．5 mg／ml链霉 

素，500 u／ml青霉素 pH 7．4)800 r／min离心 5 min，弃去上清液，用适量培养液稀 

释至实验浓度。摇匀。 

l 2．1 精子质量评定 采用平板压片法(张大鹏， 1985)按百分制评定精子活力，运动精子 

在 70％以上，．方可供实验用。 

1．2．2 精子浓度确定 采用红细胞计数法。 

1．3 实验方法 

l 3．1 肌肽、棉酚对绵羊精子的影响 用培养液稀释精子，分组，分别加入肌肽、棉酚 

及肌肽棉酚混合液，使最终反应体系为 1．0 ml，精子悬浮液浓 度为 lO 精子 ／mh 肌肽 

最终浓度为 4 mM ／mh 棉酚为 12 M ／ml， 同时置于 37~C恒温水浴中孵育 180 min， 

观察精子运动状况，每隔 10min记录变化结果。 

1．3．2 不同时序加入肌肽、棉酚对精子的影响 将实验分为 A，B两个系列，各加入精子 

悬浮液，置 37~C恒温水浴共同孵育。A系列内先将肌肽加入反应体系内，使肌肽最终浓 

度为 4 mM ／ml，然后隔 30 min，60 min， 120 min分别加入棉酚，使反应体系内棉酚 

的最 终 浓 度为 12 M ／ml。 B系 列为 先 加 入 棉 酚 于反 应 体 系 ， 使 其 最 终浓 度 为 

12 M ／ml， 然 后 隔 30 min， 60 min， l20 min分 别 加 入 肌 肽 (最 终 浓 度 为 

4 mM ／m1)，观察精子运动状况，每隔 10 min记录变化结果。 

1．3．3 不同处理的精子超微结构观察 绵羊精子悬液中分另IJ加入肌肽 4 mM ／ml、棉酚 

12 pM ／ml以及肌肽棉酚混合物(4 mM 肌肽+l2 M 棉酚)，37~C恒温水浴共同孵育 3h 

后取出，分别用 4倍体积精子洗涤液洗 2次，800 r／min离心 10 min，去上清，按电镜 

常规方法制作标本，3％戊二醛磷酸缓冲液， 1％锻酸双固定，酒精逐级脱水，环氧树脂 

618包埋，LKB一800超薄切片，置 HITACHI一600型电镜下观察。 

2 结果 

2．1 肌肽、棉酚对绵羊精子运动的影响 

4 mM ／ml浓度肌肽处理绵羊精子不但能使精子活力增强、延长精子存活时间，而 

且刺激精子运动状况发生改变、头部摆幅增大、尾部鞭打频率加快呈亢进式运动。这种状 

况在肌肽 加入初半小时之内较为 明显，以后渐逐于正常。直进精 子数 目高于对照组。 

12 pM ／ml浓度棉酚可明显抑制精子运动，随孵育时间延长，活力急剧衰减，大约在 2h 

后，除个别精子尾部颤动外，已不见有前进运动精子。棉酚使精子运动形式发生较大变 

化，表现为直线运动精子数目减少，大多数改变为弧线运动，泳动速度减弱。随着时 间的 

延长，精子运动弧圈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原地旋转，其中有些精子在原地头部大幅度缓 

慢摇摆，或向一侧摆动，其尾部则失去鞭打能力。(表 1)。 

2．2 不同时序加入肌肽、棉酚对精子的影响 

肌肽、棉酚加八到同一反应体系 中，不论加八的时序如何，肌肽都可在不同程度上抵 

消棉酚对精子产生的不良影响，先加肌肽，后加棉酚，棉酚对精子的有害怍用难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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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绵羊精子运动影响甚微，加人棉酚的时间越晚，影响亦越小。 

袭 1 肌肚、棉酚对绵羊精子运动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carnosilm and gossypol oll the motility of spermatozoa 

at =6 · <0 05(与对照)bt =4 · <0 05(与对鼎) 

反之，先加入棉酚与绵 

羊精子共同孵育后，再加人 

肌肤，肌肽可不同程度地抵 

消棉酚的作用。肌肽加入的 

时间越早，效果越好。如果 

棉酚完全抑制精子运动后， 

再加入肌肽，则不能恢复精 

子的运动(图 2)。 

2．3 肌肤、棉酚对绵羊精 

子超微结构的影响 

正常精子头部纵切(图 

版 I：1)显示精子头部轮廓 

完整，质膜无损伤，核质呈 

均一态，可分辨出核双层膜 

及核膜连续分布。正常精子 

尾 部 中段(图版 I 2)质膜 

致密、连续，线粒体螺旋鞘 

排列整齐，粗细均匀，线粒 

体内啃清晰可辨，中央轴丝 

贯穿始末，为正常绵羊精子 

尾部中段的基本特征。 

肌 肽对绵 羊精子质膜、 

核 膜 、顶体 均无不 良影响 

(图版 I：3)，质膜、核膜 

致密 ，连续分布，核质均一。 

蜱 

图 l 先加入肌肽后，不同的肘 间加入棉酚 

对绵羊精子活力的影响 

Fig l The effects of adding gossypol within different time on 

the motility of ram spermatozoa， after carnosine hay． 

ing been added 

▲ — —  (contro1) 

0— — 30 min后加^棉酚 (adding gossypol at 30 min．) 

■—— — mM／ml肌肽 (4 mM ／ml camosine) 

口— ∞ rain后加^棉酚 (adding gossypol at 60 rain．' 

●— — 肌肽 、棉 酚 同时 加^ (camosine and gossypol added 

at same time) 

△— — l20 rain后加^棉酚 (adding gossypol at 120】】】in ) 

尾部 中段(图版 I；4)线粒体螺旋鞘排列规则，粗细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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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膜及内嵴清晰；从尾 部中段横切面上可看到由 9条二联体微管及 2条中心微管与外周 9 

束粗大纤维求构造的轴丝系统，排列有序。 

12,uM ／ml浓 度棉 

酚与精子 37℃共同孵育 

3 h导致 精 子严 重损 伤 

(图版 I：5)，精子头部 

膨大、质膜疏松脱落，呈 

不连续状态，核膜崩解 ， 

核质不均一，并有部分核 

质外溢，基粒消失。尾部 

中段(图版 I： 6)线粒体 

螺旋鞘排列不规则，膜系 

统遭受破坏．导致线粒体 

肿胀、内嵴消失、呈空泡 

状， 部分线 粒体 溶解 脱 

落，同时也可且看到部分 

轴丝崩解。 

肌肽和棉酚混合处理 

绵 羊 精 子(图版 I： 7)， 

除 部分 质膜有 疏松迹 象 

外，大部分基本完好。线 

粒体螺旋鞘排列规则，粗 

细一致，个别线粒体内部 

均一化，其他大部分线粒 

体外膜及内嵴未受影响， 

馥 

R 

蝗 

蜒 

I(min) 

圈2 先加入棉酚后，不同的时 间加入肌肤 

对绵羊精子活力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s of adding gossypol within difierent time 

on the motility of falTl spermatozoa after gossypol ha 

ving been added 

▲ 一—— 对照 (contro1) 

0 — 3O rain后 加人 肌肚 (adding carn0sine at 30 min 

■ ——I2#M ／ml棉酚 (12#M ／ml gossypo1) 

[ — — 60 min后 加入 肌肽 (adding c&rnosJ~le at 60 rain 

●— — I20 rain后加人肌肚 (adding carnos~lle at I2O min ) 

尾部中段横切可见典型 9+2微管结构。 

3 讨论 

肌肽处理的绵羊精子呈现亢进式运动，是由于肌肽促进线粒体呼吸增强、氧化磷酸化 

产生大量 ATP供能(方天祺等，1987)。有人曾报告肌肽除参与细胞能量代谢外，还对线 

粒俸有保护作用，可避免细胞线粒体的老化。线粒体结构的完整对精子运动是至关重要 

的。本实验的电镜观察表明，肌肽对精子线粒体结构无任何损害作用。 

在探讨不同浓度棉酚对绵羊精子运动影响时发现，低浓度(0．5 M ／m1)对精子影响 

不大，浓度增大，则对精子运动的抑制随之加大， 当棉酚浓度增至 l2 M ／ml时，1．5h 

后基本看不到运动精子。据报遭，用 3 M ／ml浓度棉酚处理精子， 只能抑制精子运动 

而不引起死亡。Tso认为低浓度棉酚可使线粒体呼吸氧化磷酸化解耦联(T∞ 等，1982)， 

使氧化作用和产能机制相脱离，线粒体不产能，精子运动则受到抑制。高浓度棉酚不仅破 

坏线粒体结构，而且对细胞生物膜系统以及轴丝系统都产生损伤作用。Hofffer对饲喂棉 

酚数周的大鼠进行电镜观察，发现大鼠睾丸生精细胞及附睾精子超微结构都有明显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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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er，1983)。同样，人服用棉酚数周后，精液中畸形精子数 目增多，活力下降，精子 

线粒体超微结构产生异常，核质及顶体均受到影响(邵桐荪等，l982)。 I2 M ／ml棉酚 

处理绵羊精子 3 h后，精子基本死亡，电镜 F观察，线粒体超微结构受到严重的损害， 

这种作用是由于棉酚是一个多羟基、多甲基双苯核衍生物，一方面易和线粒体 内膜上的蛋 

白质结合 (Kevin，1984)，使蛋白质的构象发生变化，破坏了内膜的结构，另一方面，它 

具有较强的亲脂性，易于和膜脂分子结合，破坏脂双分子层(Reyes，1982)，导致膜系统 

的解体。内膜一旦破坏，氧化磷酸化作用就不能进行，其结果表现为精子运动受到抑制。 

高浓度棉酚能导致轴丝系统损害，用绵羊去膜精子为模型(Vishwanath，1986)，加入 

棉酚完垒抑制精子的运动，用 ATP和 cAMP仍不能恢复精子运动(方天祺等，l987)，表 

明棉酚不仅作用于精子的产能过程，而且对轴丝系统产生有害影响。12 M ／ml棉酚使 

精子运动形式发生改变，Oko等人在研究棉酚处理大鼠时分析过这种现象，他认为这是 

由于棉酚破坏了一侧的轴丝所致(Oko等，1982)，并通过电镜观察支持了这一设想。本实 

验在电镜中也观察到棉酚引起的轴丝系统溶解和缺失现象。 

肌肽能够明显抵消棉酚对精子产生的影响。高浓度棉酚迅速抑制精子活动，加入肌肽 

后很快解除这种现象，但不能提高精子的活力，表明高浓度棉酚对精子结构造成的损伤是 

不可逆的。肌肽阻止棉酚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曾有人用化学方法对棉酚进行分子修 

饰，试图去掉棉酚的有害作用，使之成为一种临床应用的抗生育药。然而，用蛋白质或肽 

类修饰的棉酚(Kevin，I984)，其抗生育效力随之丧失。肌肽是一个=肤，分子上有 1个 

游离的一nn；基和 】个游离的一COO基，在pH7．4反应体系中呈兼性离子状态，易与棉 

酚-CHO基和一OH基结合，使棉酚的性质、结构发生改变而降低了对精子的有害作用。 

但其机理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图 版 说 明 

圈版 l(Plate I) 

I 正常绵羊精于头部纵切。PM：质疃，N E：桉膜，Ns}桉质，AS：轴丝。(Longitudinal section through normal 

head in ram spermatozoa PM： plasmolemma， NE：nuclear envelope， NS： nuclear substance，AS： axoneme) 

×】6500 

2 正常精子尾 部中段。AS：轴丝，MH：线粒体鞘，MIT： 

m edian region through norma[tail in ram spermatozoa． 

mitochoud~a． M C：m itchondria cristae) x 25000 

线粒体，MC 线粒体内嵴。{Longitudinal section of 

AS： axoneme， M H： m itochondfia helixes， M IT： 

3．肌肚处理绵 羊精于头部。AR：顶体， N E： 桉膜 ，NS：桉质 ，PM}质膜 (Head region of ram spermatozoa 

treated with carnosine AR{ acrosome， NE： nuclear envelope， NS： nuclear substance， PM ： pLaso]emma) × 

2000 

4 肌 肤处 理精 子尾 部纵 切 肚横切 。AS：轴 墼 ，MH； 线粒 体 鞘，AR{ 顶体 。(Longitudinal and cross sec|ioa 

through ram sperm atozoa treated with carnoalne AS： acrosome， M H ： mitochondfia helixes) × l9000 

5 棉酚处理绵羊精于头部。BC：基粒，PM：质膜。(Head region of ram spermatozoa treated with gossypol BC{ 

basal corpuscle， PM ： plasolemm a) ×20000 

6棉酚处理 绵羊精 于尾 部中段。AS；轴丝，VAt空泡化，NS：棱质，MH：线粒体鞘 (Median region oftail in 

r~．1n soerm atozoa treated  with gossypo] AS； acrosome， VA： vacuoiation， NS： nuclear substance，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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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ochondrm helixes) ×25000 

7．肌肽棉酚混合处理组 PMD：质膜疏拾，MC：蛙粒体内晴，HOM：线粒体内均 一化，MIT：线粒体，AS：轴 

丝 fThe group of ram spermatozoa treated with gossypo]and carnosine PMD： plasmo]emma dilatation， M C： 

mitochondria cfistae， HOM { homogeneous mitochondria， M 1T： mitochondria， AS： axoneme) ×25000 

参 考 文 献 

方无棋，刘 中大，l987 肌肽对绵羊击睦精于和罐冻精子复活作用的研究 内蒙 古大学学报，18(4)：843--850 

方天棋，谭竹钧，1987 肌肤对绵羊精子活力及能量代谢的怍II}I 内蒙古太学学报，18【4)：837—842 

张大鹂，1985 家畜繁殖拄术手册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59—74． 

邵桐荪，1982 醋酸棉酚对人体精于的影响——精子的细胞学、细胞化学厦电镜的观察 解剖学报，13[2)：201 

薛社普，1982．棉酚抗精子发生的亚细胞作用位点厦其作用机理但龅． 《中国科学 B辑、N】2： 1095一1]08 

Abou—Donia et al, 1974 Gossypoh uncoupling of respiratory chain and oxidative phosphorylatin． L娩 Sci 14： 

l955 1903 

Geofferey Zubay， 1984 Biochemistry N ew York： Addison W 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Hoffer， 1983 Effects of gossypo]o／1 the seminiferous epithelium in the rat； A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study．Biot Rep rod．28： 1007 

Kevin el at， 1984．A circular dichroism study of f+)gossypol binding to protein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 

search．Communication 121(3)：953—959 

Oko et al, 1982 Segmental aplasia of the mitochrondria sheath of and sequelae induced by gossypol in rat 

sperm atozoa．Blot Reprod．26： 1 83． 

Reyes J et at,】982 Effects of gossypol on lipid membrances．Biology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264 

Tso W W el al, 1982 Gossypel unco1．1pling of respiratory chain and oxidative phosphory】a“n in ejaculated boar 

spermatozoa Contraceptin 25f6){ 649 655 

Qureshi Y，Wood T 1962 The effects ofcarnosine on glycolysis Biochim Biophys Acta，60：190 

Vishwanath M ， Swan， W hite， I986．Effects of triton X leo on ultrastruture， reactivation， and motility character- 

istics of／-am spermatozoa，Gamete Research，is(4)：36I 372 

Zhi—ping Gu et at， 1983 M 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estes and epididymides of rats after gossypol Acta 

Pharmacological Sinica， 1)：40 50 

Ce~epan C E 1954 Pacapacxpa~eane、 ttpeapamenna B opraHH3He 6Ⅱ0nOr皿 ecK0e 3Ha3eH~e EapHO3HHOe H 

aKV~ MKe．Yc~exu 劬 射l “Ⅱ T．2： 355—37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谭竹钩等：肌肚棉酚对绵革精子运动及超微结构的影响 

EFFECTS 0F CARN0SINE AND G0SSYP0L 0N THE M 0TIL— 

ITY AND ULTRASTRUCTURE 0F RAM  SPERM AT0Z0A 

Tan Zhujun 

(Nei Mo~ ol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Han Yali 

(Nei Mongo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An~ al Husbandry， Huhhot 010018) 

Abstract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motility and ultrastructure of ram spermatozoa treated with 

carnosine and gossypol under optical microscope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Carnosine helped significantly the motility of ram sperm atozoa and increased obvious— 

ly the number of sperm with straight movement 

2)Gossypol inhibited strongly the motility of ram spermatozoa and changed the 

movement manners of them 

3)Carnosine could relief the harmful effects of gossypol on ram spermatozoa which had 

been ated by mixing carnosine with gossypo1 The effects o
．

f carnosine on the motility of 

sperm were closely correlative to the time and eauenc adding carnosine and gossypo1． 

4)Carnosine hadn’t any harmful effects to the ultrastructure of ram spermatozoa．How- 

ever，gossypol could cause the serious injury of ram spermatozoa and organic membrane sys- 

tern， collapse of axoneme and confusion of mitOchondria helixes． 

Key wolds Carnosine， Oossypol， Ram spermatozoa， M otility， Ultrastrue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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