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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溶酶原激活因子与猕猴精子运动力的关系及其在 

附睾和附性腺中的表达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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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 11酸睾酮诱导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及单侧隐睾手术诱导单侧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模型．观察 

对附睾头、附睾体、附睾尾、前列腺和精囊组织型 PA (tPA)、尿激酶型 PA (uPA)及抑制园子 一l(PAI-1) 

mRNA表达的影响 原位杂交的结果表明 11酸睾酮诱导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tPA mRNA的表达在附睾头、精 

囊及前列腺减少，而在附睾体升高．附睾尾表达基本无变化；uPA mRNA的表达在附睾头、附睾体、前列腺减 

少．而在精囊升高，附睾尾表达基本无变化；PAl一1 mRNA的表达在附睾头、附睾体、精囊下降，而在前列腺 

升高，附睾尾表达无显著变化。单侧隐睾手术不髟响tPA、uPA和PAl一1 mRNA的表达。这些结果提示附睾头和 

附睾体分泌的 uPA可能与精子前向运动能力的获得相关。tPA、uPA和 PAl一1 mRNA在猕猴附睾头部和体部、前 

列腺和精囊中的表达可能受睾酮的调节，但不受睾丸分泌固于技温度的影响．且在不同部位睾酮的调节具不同 

的特征．而附睾尾 tPA、uPA和 PAI一1的表达则可能是组成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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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hesus monkeys we injected 11一T Dr were perforuled with unilateral crypwchidism to induce decrease of 

sperm count and motility The expressions of ．uPA and PAI一1 mRNA in the normal and treated caDut，corpus and 

cauda epididymis．prctstata gland and seminal vesicle were examined by c s／tu hybrid zafion．Resulb showed that after 9 

weeks of 11一T 1niection，tPA mRNA expression iacreased in corpus，decreased in caput，seminal vesicle and prostate， 

while kept consistant in cauda； uPA mRNA expression increased in semi~al vesical，decreased in caput，corpus and 

prostate，but remained unchanged in cauda：PAl一1 mRNA expression increased】“prostate，decreased in caput，corpus 

and semin -~esicle．and no significant change w硼 found in cauda．Unilateral cryptorchidism did not markedly ah the 

expressions f0r tPA，uPA and PAl一1 mRNA．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①uPA produced by caput and corpus epididymi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acquirement of sperm progressive motility；②testosterone，but not other factors from testis or tom— 

perature regulate the tPA，uPA and PAI一1 mRNA expressions in caput，corpus epidldymis，prostate and seminal ve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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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 region·specific Rlaililer However．the expressionsfortPA．1】PA and PAI·1 mRNA in cauda epididymis are regulated 

by none of the above factors 

Key words：Rhesus monkey；Plasminogen activatorl Epididymis；Sperm progressive motility 

纤溶酶是一种具有广泛活性的丝氢酸蛋白水解 

酶．在细胞外蛋 白水解中发挥重要作用 (Mignatti 

＆Rif'kin．1993)。纤溶酶原激活因子 (p~smlnogen 

activator．PAj特异激活纤溶酶原，使其转化为有 

活性的纤溶酶。PA的活性受其抑制因子 PA1．1的 

调节。 

人和猕猴睾丸、附睾、前列腺和精囊都能表达 

tPA、uPA和 PAI．1(Zhang et at．，1997；郑萍等， 

200̈  睾丸产生的tPA可能参与生精管精子的发 

生和释放 (Liu et ．，1995)，但 PA在精子成熟过 

程中的作用并不清楚 已有的研究表明精浆中及精 

子膜结台的 uPA的量及活性 与精子运动能力和受 

精能力呈正相关 (熊承良等，1997)，且培养液中 

加人uPA能促进体外培养精子的运动能力 (郑萍 

等，2001) 这些研究提示体内uPA可能参与精子 

前向运动能力的获得。精子在附睾头部和体部获得 

前向运动，因而我们进一步假设附睾头部和体部生 

成的 uPA应与精子的运动能力呈正相关 本实验 

利用2种不同的猕猴弱精子症模型，即注射大剂量 

l 1酸睾酮和单侧隐睾手术，观察附睾 PA的表达与 

精子运动力的相关性，从而探讨 PA对精子获得前 

向运动的可能作用，以及睾酮、睾丸分泌因子和温 

度对 PA表达的调控。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主要试剂 

成年健康雄性猕猴来自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实验动物中心。猴 A、uPA、PAI．1 cDNA质粒 

由瑞典 Umea大学 Nv教授赠送 RNA标记及检测 

试剂盒购自 Boehringer Mannheim公司(北京)。RNA 

聚台酶 T7和 SP6购 自 Promega公 司(北京 ) 多聚 

赖氮酸购自华美公 司(北京)。其余试剂均购自Sig． 

ma公司 

1．2 11酸睾酮诱导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模型 

4只健康成年雄性猕猴，3只于生殖季节 (11 

月)每周 1次肌肉注射 l1酸睾酮 (20 mg／kg体 

重)，分别在注射后 4周、7周和 9周，取附睾头、 

附睾体、附睾尾、精囊和前列腺等器官固定；1只 

不作任何处理．作为对照也取上述器官固定。 

1．3 猕猴单侧隐睾模型 

3只健康成年雄性猕猴在生殖季节 (】1月)作 

单侧隐睾形成手术，分别于手术后 30d、45 d和90 

d，取正常侧和手术侧附睾头、附睾体、附睾尾、 

精囊和前列腺固定。 

1．4 原位杂交 

猕猴附睾头、附睾体、附睾尾、精囊及前列腺制 

作石蜡切片(6 uH1)。切片贴附于0 1％多聚赖氨酸 

处理的载玻片 上 切片脱蜡后空气中干燥，室温下 

固定(4％多聚甲醛／PBS，pH 7．5)20 min后，洗去固 

定液(PBS洗涤 3次，过蒸馏水)，作酸水解处理(0．2 

mol／L HCI，25 min)及去膜处理 (0．3％ Triton X一 

100／PBS。15 min)，PBS洗涤 3次后固定 5 min，洗去 

固定液，作去电荷处理(O．1 mol／L三乙醇胺 ，0．25％ 

乙酸酐)l5 min 40℃预杂交(2×SSC，50％甲酰胺 ； 

20×SSC：3 mol／L NaC1，0．3 mol／L柠檬酸钠)2 h后， 

与 tPA、uPA、PAl—l正义或反义 dig—cRNA探针 (100 

ng／mL溶于 ISHS中，ISHS：2×SSC，50％甲酰胺 ，l0 

rmno]／L Tris—HCI，pH 7．5，250 gg／mL酵母 tRNA， 

0．5％SDS／1×Denhardt’s)45℃杂交 20 h，杂交结束 

后顺序洗涤：2×SSC，2×l h，37℃；l×SSC，2×l5 h， 

37℃；0．1×SSC，2×l5min，40℃。Dig—cRNA用碱性 

磷酸酶标记的 anti．dig F丑b抗体检测(操作按照 The 

DIG System User’S Guide for Filter Hybridization)，待 

显色满意后 ，用 0．1 mol／L EDTA终止反应，过蒸馏 

水，甘油封片，明视野显微记录。 

所有原位杂交实验至少重复 3次，文中所示图 

片是 3次相同实验结果的 1次典型代表。 

2 结 果 

2．1 11酸睾酮诱导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对 

tPA、uPA、PAll-l mRNA表达的影响 

健康猕猴注射 ll酸睾酮 7周和 9周后，精囊 

分泌物显著减少，睾丸精曲小管组织切片显示精细 

胞数目减少，附睾精子数目明显降低，附睾精子的 

运动能力减弱，死亡精子增多，表明注射 l1酸睾 

酮成功诱导了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 

注射 l1酸睾酮可特异地影响 uPA、tPA、PA1．1 

mRNA在不同部位的表达，其影响程度随注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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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剧。如图 1所示，注射 9周后与对照比较，tPA 

mRNA的表达在附睾头、精囊及前列腺减少，而在附 

睾体升高，附睾尾基本无变化；uPA mRNA的表达在 

附睾头、附睾体、前列腺减少，而在精囊升高，附睾尾 

基本无变化(图 2)；PAI．1 mRNA的表达在附睾头、 

附睾体、精囊下降，而在前列腺升高，附睾尾基本无 

变化： 

2．2 单侧隐睾手术诱导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 

对 tPA、uPA、PA1．1 mRNA表达的影响 

单侧隐睾手术 3O d、45 d及90 d后，比较手术 

侧与正常侧的睾丸及附睾，发现手术侧睾丸体积和 

重量明显降低，组织切片显示曲精小管精细胞数目 

显著减少，附睾管壁增厚，管腔缩小 (图3～4)， 

附睾精子的运动能力降低，表明隐睾手术成功诱导 

了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 3只单侧隐睾手术猕 

猴附睾原位杂交的结果均显示 tPA、uPA和 PAI．1 

mRNA的表达在手术侧与对照侧附睾头、附睾体和 

附睾尾无明显差异。同样，正常对照猕猴与隐睾手 

术猕猴的精囊和前列腺中，上述基因的mRNA表达 

水平也无显著差别。图3～4显示了正常对照与隐 

睾手术90 d后附睾、精囊和前列腺中 tPA (图 3)、 

uPA (图 4)mRNA的表达。 

3 讨 论 

睾丸中产生的精子不具备前向运动能力，需在 

附睾中获得前向运动能力，由蛋 白水解酶介导的表 

面分子修饰或丢失是精子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 

(Tulsiani et a1．，1995)。附睾头部和体部是精子获 

得前向运动的重要场所(Bedford，1975)，成熟精子则 

贮存于附睾尾部。附睾中参与调节精子获得运动能 

力的物质及其调控机制目前并不清楚。为了探讨附 

睾分泌的 PA与精子获得前向运动能力的关系，以 

及激素和温度对PA表达的调控，本实验采用了2种 

不同的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模型，即注射超生 

理剂量的 l l酸睾酮或施行单侧隐睾形成术。前者 

通过大剂量的 11酸睾酮反馈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 

的释放，进而抑制睾丸雄激素的生成，损伤睾丸生精 

功能及附睾功能，诱导少精子症及弱精子症的发生 

(Anderson et a1．，1997；张桂元等，1992)；后者不改 

变体内激素水平，而通过温度的升高形成少精子症 

和弱精子症(Setchell，1998；Jannes et at．，1998) 

在注射 11酸睾酮模型中，与猕猴精子运动能 

力的下降呈正相关的是，精子成熟部位附睾头和附 

睾体uPA mRNA的表达量显著降低，暗示附睾头部 

和体部分泌的 uPA可能参与调节该部位精子前向 

运动能力的获得，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体外实验的结 

果。已证明 uPA可维持和促进培养精子的运动能 

力，并能使精子的运动方式发生改变 (郑 萍等， 

2001)，精子膜结合 uPA的量和活性与精子的运动 

和受精能力呈正相关 (熊承良等，l997)。11酸睾 

酮模型中，附睾头 tPA mRNA的表达变化也与精子 

运动力的变化呈正相关，提示附睾头生成的tPA可 

能也参与精子运动力的获得。但体外实验表 明， 

tPA并不影 响培 养精子 的运动状 况 (郑萍 等， 

2001)，因而 tPA与精子运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还需 

要更深人的探讨。 

附睾中一部分蛋白质的分泌受雄激素、睾丸分 

泌因子及附睾分泌因子的调节，另一部分为恒定表 

达，不受上述因素的调控(Syntin et at，1999) 在 

11酸睾酮诱导猕猴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模型中，睾 

丸雄激素的生成减少，睾丸功能受损，分泌因子的生 

成发生变化，相应地附睾头部、体部、前列腺和精囊 

tPA、uPA及 PAI．1 mRNA的表达发生变化，说明这 

些部位 tPA、uPA和 PAI．1不是恒定表达，而可能受 

雄激素或睾丸分泌因子及附睾分泌因子的调节，且 

调控方式在不同部位具特异性。但附睾尾 tPA、uPA 

和PA1．1 mRNA的表达在 l1酸睾酮诱导少精予和 

弱精子症模型中不发生变化，同样，在单侧隐睾模型 

中附睾尾 tPA、uPA和PAI．1 mRNA的表达也不受温 

度的影响；因而 PA及PAI．1在附睾尾部的表达为组 

成性表达，这与附睾贮存精子的功能有何联系，值得 

进一步研究。 

睾丸的生精作用需要较低的温度(低于体温 4 
～ 7oc)(Setchell，1998)。体温不损伤附睾头部和体 

部精子的成熟，但附睾尾精子的贮存则需要低于体 

温的环境(Bedford，1978：Foldesy＆ Bedford，1982)。 

将睾丸和附睾移人腹腔一定时间，将损伤精子的生 

成和精子的运动能力(SetcheU，1998；Jannes et ．， 

1998) 本实验中，隐睾手术侧附睾及前列腺和精囊 

tPA、uPA和 PAI．1 mRNA的表达不受隐睾的影响， 

表明精子运动能力的损伤是与附睾中 uPA以外的 

其他因素有关。单侧隐睾不导致血清睾酮浓度发生 

变化(Lee at．，1998)，但睾丸功能受损，睾丸分泌 

的因子发生改变，而tPA、uPA和PAI．1mRNA的表达 

不变；因此 tPA、uPA和 PAI．1mRNA的表达不受睾丸 

分泌因予的调控，也不受温度的调控，而极可能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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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正常对照 (A1～E1)与 11酸睾酮注射 9周后 (A2～E2)．1lPA mRNA在猕猴附睾头 (A1，A2) 

附睾体 (B1，B2)、附睾尾 (El，C2)、前列腺 (D1，02)和精囊 <El，E2)的表达 (×20O)。 

Fig．2 Expression of uPA mRNA in caput(A1，A2)，corpus(B1，B2)and cauda(c1，c2)epidid3mfis 

pr0 me(D1，D2)and seminal vesical(E1，E2)of untreated(A1一E1)versus 9-week11-T 

treated r~sus monkey(A2一E2)(x 2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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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正常对照 (A1一E1)与隐睾手术 90 d后 (A2～E2)．tPAmRNA在猕猴附睾头 (A1，A2)、 

附睾体 (B1，B2)、附睾尾 (C1，C2)、前列腺 (D1，D2)和精囊 (El，e2)的表达 (×200) 

Fig 3 Expression oftPA mRNA in caput(A1，A2)，corpus(Bi，B2)Ⅻd eauda【C1，C2j epididymis，prostate 

(Dl，D2)and seminal vesteal (E1、E21 ofu~mated rhe~tts r,mnke'~‘Al—El1他r呲 呲 evn h 

unilateral cryptoehidism for 90 dws【A2一E2)【×200)． 

豳 
霉 

图 4 正常对照 (A1一E1)与隐睾手术 90 d后 (A2一E2)．uPA mRNA在猕猴附睾头 (A】，A2)、 

附睾体 (Bl，B2)、附睾尾 (c1，c2)、前列腺 (D1，D2)和精囊 (El，E2)的表达 (×200)： 

Fig 4 Expression of uPA mRNA in caput(A1，A21，c。译u8(B1，B2)and eauda(ct，c2)epidtdymls，prostate 

(Di，D2)and seminal~,esical (E1，E2)ofuntreated rhesus monkey(AI—E1)ver．~us monkey w】fh 

unilateral c~'ptochidism for 90 days(A2一E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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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酮的调节。 

综上所述，猕猴附睾头和附睾体分泌的 uPA 

可能参与附睾精子前 向运动能力的获得。tPA、 

uPA和 PAl一1 mRNA在猕猴附睾头部、体部，以及 

前列腺和精囊中的表达可能受睾酮的调节，但不受 

参考文献 

Ande~ n R A-Wallace A M KJeman A T．et al 1997 Compa6~ b 

t⋯ tes10st洲 e⋯ t}IaIe—induced~ spermJa and oligcc~osper- 

mia in mede ⋯pti study：Ⅳ Suppre~,．ion of endogenous 

tt 】 u】ar a【Id adrenal~drogens[J]．Hum R~prod，12：1657一 

662 

Bedf,~rd】M 1975 M~ttlr oD．transport蛐d fate 0f sp自 0z0Ⅱin the e- 

pididymls A
．

In：Hamilton D W ，Greep R V．Handbook ofPh例 ol0一 

．

Zj Washington D C：Amerio~ Phys ological S∽l啊 167：584— 

595 

B州 rd J M 1978．Influence of abdominal t6ntperaRtte l扪 epididymal 

nnclin~⋯the n aⅡd rahhitL]j Am 』 Anaz 152：509—522 

艇v R G，B~llrDrd】M 1982 Biology ofthe rmum：1 Temperalure 

d luld det⋯ a【Its 0fthe p rⅢstorage capa~ilyof themt 

cauda epididymidls【J。Biol Reprod ，26：673—682 

】⋯ P．s口iec-sens C， rH I V D， Ⅱf 1998 Male sabfetli|ity in— 

duced by— te~．rotal healing affects earb~'o q~aliiy in nomud fe— 

male⋯ _J J Hum．Reprod ，13：372—375 

Lee P A．BellingerM F．C~ghlinM T．1998．Co~elations am h⋯  

levels．sperm Ⅲ 目e p~,lemity in fom／erly unilaterally ct3q?一 

to．hid m—l J J．ti'rol+，160：儿 55一¨57 

Liu Y x．Du Q，Liu K，et al 1995 Hormona] 】m|彻 of plasminogen 

activalor in rill Ⅻ e seminJ~rous epitheLium[J．B／o／ s — 
ads ．4 232—24o． 

Mig~qatti P，Rifkin D 1993 Biology and bi~henfistryof pmlei~ esintat 

mor inv~ion J Physid ．Rev．，73：161—195 

~tchdI B P 1998 The park~lecture：Heaa a玎dthetestis[J]．， Re． 
F~rtil ，114：l79—194 

睾丸分泌因子及温度的影响，且在上述不同部位睾 

酮的调节具不同的特征。而附睾尾部 tPA、uPA和 

PAI一1的表达则可能是组成性表达，不受上述任一 

因素的调控，这是否有利于附睾尾部精子的贮存， 

尚需进一步探讨 

Symin P，Dacheux J-L，Dacheux F 1999 Postnatal devdopment and regu— 

latinn of proteins secured in the boar epidldymls[J]． ．Repra4．， 
61：1622—1635 

Tulsi~i D R P，NagDas S K，Skudt~ekM D，et ．1995 Rat Penn pI 一 

⋯ membrane n0 dBse：location蛐d evidence lot pmteol c Dr 

ce~,dng during epldMymal maturatinn lJ J B／d ，167：584— 

595 

Xioag C L，x_aW J，Zhou】L．“ a／ I997 Studyl圳levelsof Hrok⋯ ein 

pl~ma of iofetlile men with ahn0Hn Liquefaction low 

sperm acti~Sty叫e J Acta Univ ,lied TonglZ，26：120—122[熊 

承良．夏文家，周洁玲，等 1997精液液化 良与精子话率低下 

患者精装中睬融酶的古量研究 同济医科大学学报，26：120— 
122 ’ 

Zbang G Y，Zh卸E G H．Zhu X H． 口f I992 The invest[ ；⋯ n hot 

mortal虮d sperm functional changes in test0s1一 e Ihm⋯in 

du∞d az~permic and d’g。∞0 p㈣ human【J]．J0tmw．1脚 m 
ducth~Med／~i~，1：7—11．[张桂元．张光华，朱晓红．等．1992庚 

酸睾酮诱导的无量少精子症者生殖激素和精子功能指标变化的 

观察 牛殖 医学杂志，l：7一】j。 

Zb a【Ig T．Zhou H M．Liu Y X I997 Exp~ssion of ~minogen activat0 

inhJ】)hw umkinase~eeptor aad lnhJbin subuit日i⋯rhes nlon 

key testis【J J Mol ．月 ，3：223—23】_ 

zh印s P，Zou R J，Liu Y X 2001 Source of asminogen activator in the— 

sus monkey n aⅡd its po~ ble role in日 rⅢ eapacit~tion
．

J。 

Acta 帖。· p f Sinica．53：45—50[邦 萍，邹如盘，刘以训 

2001猕弦精浆纤溶酶原激活因子的来源丑在精子获能中的作 

用 生理学报，53：45—50．] 

“全国发育与生殖生物学研讨会”征文通知 

发育生物学和生殖生物学是当夸生命科学领域的两个 

热 电学科，与农业生产和人口控制等国计民生问题关系十 

分密切，因此受到国家和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为了检阅 

和交流研究成果，彳卜绍学科进展，推出新人，拟于 2002年 

7月底在北京召开全国发育与生殖生物学研讨会，届时邀 

请国外专家学者讲学。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殖生物学国家重 

电实验室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 <发育与生 

殖生物学学报)编辑部 

大会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台副主任、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作言院士1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李家洋院士 

副 主 席：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 

所长、<发育与生殖生物学学报)编委，薛勇彪研究员 

征文内容：植物、动物、人体的基因表达、调控、克 

隆，生殖生物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或综述。英文稿请 

附详细中文摘要．或中文稿附详细的英文摘要。请寄书面 

来稿一式两份．注明 征文”。 

欢迎国内外发育生物学、生殖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报名参加告议，交流成果。告议征文评审后在 (发 

育与生殖生物学学报)上全文发表。 

投稿与报名地址：北京中关村南一条 3号 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 <发育与生殖生物学学报)编辑部 

邮编 ：100080 

联系人：王为先，陈惠萍；电话：010—62545869， 

010—64889348；传真 ：010—62551951；E-mail：wang~x@ 

263 net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