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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卵丘颗粒细胞高尔基磷酸化蛋白-3（GOLPH3）表达对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ICSI）助孕结局的影响。方法 收集
2012 年 4 月~2014 年 6 月，
因男性不育症行 ICSI 助孕的 119 例女性患者的卵丘颗粒细胞，
采用细胞免疫化学，
Western bloting 方
法检测颗粒细胞 GOLPH3 蛋白的表达，
采用 real-time 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GOLPH3 基因表达。比较分析 ICSI 妊娠组与非
妊娠组病例卵丘颗粒细胞 GOLPH3 表达率差异，
并分析它们与 ICSI 实验室结局各项指标：
穿卵泡数、
获卵数、
获卵率；
受精数、
受精率；
卵裂数、
卵裂率；
优质胚胎数、
囊胚形成数及囊胚冷冻数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 对119份卵丘颗粒细胞涂片进行免疫细
胞化学分析 GOLPH3 的表达，
结果发现 GOLPH3 主要表达在细胞质中，
妊娠组与未妊娠组卵丘颗粒细胞 GOLPH3 表达率与表
达强度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卵丘颗粒细胞 GOLPH3 表达率与 ICSI 实验室结局指标：
穿卵泡数，
Ⅲ级 OCCs
数，ICSI 卵子数，受精数，卵裂数，平均优质胚胎数，平均囊胚数，优质囊胚数，平均冷冻胚胎数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 均<
0.01）。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 检测妊娠组与未妊娠组颗粒细胞 GOLPH3 蛋白与基因表达组间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GOLPH3在卵丘颗粒细胞的表达，
可能影响卵母细胞的成熟，
卵子的发育能力，
进而与ICSI助孕结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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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GOLPH3 expression in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on the outcomes of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Methods A total of 119 women receiving ICSI due to male infertility at our center
between April, 2012 and June, 2014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women for
detection of GOLPH3 expressions using immunocytochemistry, Western blotting, and real-time PCR. GOLPH3 expression rate
was compared between women with and without clinical pregnancy following ICSI,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GOLPH3
expression with the laboratory indicators of ICSI outcomes were assessed. Results Immunocytochemistry showed that
GOLPH3 expression was located mainly in in the plasma of the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The rate and intensity of GOLPH3
expression in the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women with and without clinical pregnancy
following ICSI (P<0.05). GOLPH3 expression was found to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the numbers of punctured follicles, grade
III oocyte-cumulus-complex, ICSI oocytes, fertilized oocytes, cleavage, high-quality embryos, blastocysts, high-quality
blastocysts, and frozen embryos (all P<0.01). The results of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OLPH3 expressions at both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the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between the pregnant and nonpregnant groups after ICSI (t=14.560, P=0.000).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GOLPH3
protein expression in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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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精子卵胞浆内显微注射术（ICSI）主要用来治疗
男性不育症。妊娠率仍徘徊在 40%~50%，
需要深入研
究，
进一步提高妊娠率。ICSI时采用显微注射的方法将
精子直接注入卵胞浆内，
对卵子质量要求更高。卵子质
量的改善可以提高ICSI助孕的种植率和妊娠率。因此
如何选择优质的卵子用于体外受精，
是辅助生殖实验室
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包裹在卵母细胞周围的卵丘颗粒细胞层，
与卵母细
胞通过缝隙连接等复杂机制，
调节卵母细胞发育［1-5］。它
们通过缝隙连接向卵母细胞运输营养物质，
为卵母细胞
生长发育提供能量；
通过激素、
生长因子等介质，
对卵母
细胞发挥作用，
它能贮存生长因子和特定蛋白，
在卵母
细胞成熟及受精后胚胎发育过程中顺序表达起作用，
也
能选择性地释放这些因子，
在调节卵子与胚胎发育中起
作用。
高尔基磷酸化蛋白-3（GOLPH3）可发挥抑制细胞
凋亡的作用，
起到调控细胞的生长、
分化、
增殖起作用［6-9］。
在卵丘颗粒细胞中表达情况如何？其表达率与ICSI妊
娠结局是否相关？查阅文献尚未见报道。为此，
本研究
收集了 ICSI 过程中去除的卵丘颗粒细胞，比较分析
ICSI妊娠组与非妊娠组病例卵丘颗粒细胞GOLPH3表
达率差异，
并分析它们与 ICSI 实验室结局各项指标之
间的关系。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试验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与患者充分知情同
意后，
选取 2012 年 4 月~2014 年 6 月，
因丈夫少精子症，
弱精子症、
畸形精子症、
或少弱畸精子症就诊福建省妇
幼保健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室，
需行 ICSI 助孕的
女性患者119例。
1.1.1 入选标准 均为首次行单精子卵胞浆内显微注射
助孕的育龄期（年龄小于35岁）妇女；
ICSI指征；
严重少
6
精子症：
1次射出的精液中精子密度≤2×10 /mL；
弱精子
症：精子总数>2×106/mL，而<20×106/mL 时，其活力<
40%，
或者前向运动精子<25%；
畸形精子症：
畸形精子
比率>98%，
或者精子畸形指数（SDI）>1.7 时；或以上 3
种异常情况的任意组合；
控制性超排卵采用 GnRHa 长
方案的病例；
月经规律，
周期 25~35 d；
基础性激素水正
常，
3 个月内未接受过激素类药物治疗；
BMI 在 16.00~
2
29.38 kg/m 之间；
子宫正常（没有子宫肌瘤，
子宫内膜
息肉）。
1.1.2 排除标准 女方：年龄>35 岁和/或基础 FSH>
10 mIU/mL；
曾接受过卵巢手术或放化疗者；
卵巢早衰 、
卵巢功能减退；
近期服用甾体类激素药物治疗；
患有内
分泌疾病及子宫内膜有病变的；PCOS 或高雄激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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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排卵障碍，
高泌乳素血症 、
甲状腺功能异常者，
子宫
内膜异位症，不明原因性不孕，免疫性不孕, 盆腔结核
史；
3月内有过促排卵治疗者，
新鲜移植周期取消者；
输
卵管积水者；
禁忌使用促排卵药物者；
患有心肝肾肺疾
病、
严重糖尿病、
癫痫、
HIV 感染者；
患有不适合妊娠的
疾病；
吸毒、
滥用药物与酗酒者；
阴道不明原因出血者；
卵巢、
垂体、
下丘脑、
乳腺患有肿瘤者；
生殖器官畸形者；
染色体异常；
药物过敏者。男方：
重度少精子症；
阻塞性
无精子症；
逆行射精症；
不射精症；
染色体异常。
所有入选病例，
均详细登记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资料以及丈夫精液参数数据，
建立基本信息数据库。每
例患者收集所有的卵丘颗粒细胞。采用横断面研究的
方法，
定期对病例的ICSI助孕结局进行随访，
根据随访
结果将入选病例分成妊娠组与非妊娠组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
1.2 控制性超排卵、
取卵和ICSI授精
采用本生殖研究室常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
剂（GnRH-a）-促性腺激素（Gn）-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控制性超排卵长方案。阴道 B 超指引下穿刺取
卵。采用单腔/双腔取卵针，
抽取所有卵泡，
获得的卵子
采用ICSI受精。
1.3 受精与胚胎培养
注射精子后的卵子置于 IVF-30 培养液中，
立即移
入 COOK 三气培养箱中培养，
完成受精过程。将受精
卵用新鲜胚胎生长培养液 G1 漂洗后，
逐个移入胚胎生
长培养液 G1 小滴中，
第 1 天观察受精，
第 2 天或第 3 天
取出观察卵裂情况并给每个胚胎评分记录。选择评分
最高的2个胚胎移入胚胎移植胶中进行移植，
其他多余
的可移植胚胎移入囊胚培养液 G2 中，
继续培养至囊胚
形成。胚胎培养至 5 到 6 d 若有囊胚形成，
筛选出优质
囊胚，
行玻璃化冷冻保存。
1.4 胚胎移植与黄体支持
在取卵后第 3 天上午，在超声指引下行胚胎移植
（ET），
所有入选患者均移植1~2个胚胎。取卵后当日开
始肌肉注射黄体酮60~100 mg/d，
或口服黄体酮胶囊或
地屈孕酮，
或阴道用黄体酮栓剂进行黄体支持。
1.5 妊娠确立与病例随访
在胚胎移植后的第 14 天，
尿检 hCG 以判断是否妊
娠，
或者于胚胎移植后的第14~16天查血清hCG水平及
上升情况以判断妊娠。妊娠检测阳性者继续黄体支持
到约30 d，
行B超检查子宫内见到胎囊并有原始心管搏
动，
证实为临床妊娠成功。对于测定妊娠的病人进行随
访，
临床妊娠随访至6~7周，
继续妊娠随访至10~12周。
1.6 卵丘颗粒细胞标本收集
ICSI 时，
使用拉细的巴氏滴管继续收集全部卵子
周围的卵丘颗粒细胞（如图1），
分装于两个高压灭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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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L 离心管中（冰浴），
分别加入PBS 200 μL混匀后，
200 g 离心 5 min，
去上清。洗涤两遍后，
其中一管沉淀
投入液氮速冻，
于-80 ℃冰箱中保存；
另一管颗粒细胞

沉淀加入PBS 20 μL混悬后，
吸取10 μL用于细胞涂片，
剩余标本加入100 μL细胞裂解液，
充分裂解后，
于-80 ℃
冰箱中保存。

A

B

C

D

图1 卵冠丘复合体与卵丘颗粒细胞
Fig.1 A and B: Oocyte corona cumulus complex (A, ×40; B, ×100 ); C and D: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C, ×100; D, ×400).

1.7 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GOLPH3表达
取 10 μL 颗粒细胞 PBS 混悬，
加入新配的 4%多聚
甲醛 300 μL，
反复吹打使颗粒细胞充分混匀，
室温下预
固定 20 mins。离心去上清，加入 10 μL PBS 混悬颗粒
细胞混，
在解剖镜下，
用拉细管尖烧圆的巴氏滴管吸细
胞悬液，
滴在载玻片上并均匀涂开，
室温下风干，
4 ℃保
存备用。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颗粒细胞涂片 3%
H2O2 溶液室温孵育10 min以阻断内源性过氧化氢酶活
性，
PBS 冲洗涂片，
加入兔抗人 GOLPH3 抗体（∶
l 100 稀
释）（Abcam 公司克隆号：
19112.1.AP），
4 ℃孵育过夜。
次日PBS冲洗，
滴加聚合物增强剂，
室温下孵育20 min，
PBS 冲洗，滴加酶标抗鼠/兔聚合物（二抗），室温孵育
30 min，
PBS 冲洗后，
DAB 显色，
细胞核经苏木素复染，
0.1%盐酸酒精分色，PBS 返蓝，晾干，中性树脂分片。
PBS液取代一抗作阴性对照。显微镜下观察染色情况，
颗粒细胞染成浅黄色为弱阳性
“+”
，
棕色为阳性
“++”
，
棕
褐色为强阳性“+++”，计数不同染色级别的颗粒细胞
数，
每个标本随机选择5个视野，
每个视野计数100个细
胞，
计算阳性细胞所占的比例。参考 Soslow 等文献［10］
对细胞免疫化学结果进行评分，
评分标准：A 为阳性细

胞数分级：
0%~1%细胞阳性评为 0 级、
2%~10%细胞阳
性评为1级、
11%~50%细胞阳性评为2级、
51%~80%细
胞阳性评为3级、
81%~100%细胞阳性评为4级；
B为阳
性细胞显色强度分级：
阴性为 0 级、
弱阳性为 1 级、
阳性
为 2 级、强阳性为 3 级；AB 两项相乘得到每份标本
GOLPH3 表达评分，即 ICS=A×B。评分低于 2 分为弱
阳性表达，
高于2分为中强阳性表达。
1.8 Real-time PCR法检测GOLPH3基因表达
Trizol 法提取颗粒细胞总 RNA（Trizol 裂解液购自
杭州博日科技），
将总 RNA 1 μg 逆转录为 cDNA（试剂
购自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取 5 μL RT 产物应用
ABI7500 型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 Real-time PCR（SYBR
Green 荧光染料购自 Roche 公司）。引物由上海生工合
成，
引物序列及长度（表1）。Real-time PCR总反应体系
20 μL，使用 UltraSYBR Mixture 完成扩增，扩增程序
为：95 ℃作用 10 mins，95 ℃作用 15 s，60 ℃作用 60 s×
45个循环。PCR产物经2%琼脂糖凝胶电泳，
无引物二
聚体和非特异扩增产物出现。通过实时监测PCR产物
的动态积累量，
得到各管标本的扩增曲线及目的序列的
Ct 值，
同时检测该管标本管家基因 GAPDH 的 Ct 值，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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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各管标本待测序列的△Ct 值（△Ct=目的基因 Ct 值该管样品 GAPDH 的 Ct 值），
该管标本目的基因的相对
表达量为2-ΔCt值。

表1 实验引物序列
Tab.1 Sequence of primers
Primer

Sequence (5' to 3')

GOLPH3-F

CTCGGACGTCCTGGAGAATG

GOLPH3-R

GCCCACAGAACCTCATTGGT

GAPDH-F

GGAAGGAAATGAATGGGCAGC

GAPDH-R

TAGGAAAAGCATCACCCGGAG

Length of
produt (bp)
138

148

1.9 Western-blot检测GOLPH3蛋白表达
颗粒细胞裂解后提取总蛋白、
测定蛋白浓度备用。
制备好 SDS-PAGE 聚丙烯酰胺凝胶，
取相应体积总蛋
白样品与5×上样缓冲液，
混匀，
95 ℃变性10 mins，
将样
品加到凝胶孔中，
电压调至 80 V 使样品通过浓缩胶与
分离胶。凝胶电泳结束后，
通过电转移将凝胶上分离的
蛋白条带转印至PVDF膜上，
然后将膜放入非标记一抗
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二抗溶液中孵育、
标记检测。
待PVDF膜稍凉干，
加入化学发光试剂孵育1 min，
迅速
用保鲜膜包好后置于暗盒内与 Kodak X 胶片贴在一起
曝光，
时间为1 min左右。X胶片经显影、
定影后扫描记
录。用image J软件分析灰度值。
1.10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患者年
龄、
不育年限及体质量指数等计量资料以 Mean±SD 表
示，
ICSI结局的获卵率、
受精率、
卵裂率及妊娠率等计数
资料用频数、
百分数表示；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
单因素相关分析采
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ICSI助孕妊娠与非妊娠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ICSI助孕的119例女性患者中，
65例妊娠成功者设
为妊娠组，
54例助孕失败者病例设为非妊娠组，
对两组
患者的年龄、
不孕年限、
体重指数、
不孕原因、
基础内分
泌值、
基础窦卵泡数、
平均 Gn 量、
平均 Gn 天数、
平均内
膜厚度以及丈夫精液参数等一般情况资料进行比较，
结
果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2）。
2.2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分析GOLPH3蛋白表达
对 119 份卵丘颗粒细胞涂片进行免疫细胞化学分
析 GOLPH3 的表达，
结果如图 2 所示，
信号主要表达在
细胞质中。GOLPH3 表达率分布为 3% ~57%，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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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3±14.97）%。免疫细胞化学评分为 1~9 分，平均
4.57±2.38分。
2.3 ICSI 助孕妊娠与非妊娠组卵丘颗粒细胞 GOLPH3
表达检测结果比较
妊娠组与未妊娠组卵丘颗粒细胞GOLPH3表达率、
表达强度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3）。
2.4 卵丘颗粒细胞GOLPH3表达率与ICSI实验室结局
相关分析结果
卵丘颗粒细胞GOLPH3表达率分别与ICSI实验室
结局指标：
穿卵泡数，
Ⅲ级OCCs数，
ICSI卵子数，
受精数，
卵裂数，
平均优质胚胎数，
平均囊胚数，
优质囊胚数，
平均
冷冻胚胎数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GOLPH3表达与上述
ICSI实验室结局各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均<0.01）。
2.5 Real-time PCR 检测 GOLPH3 基因在 ICSI 助孕卵
丘颗粒细胞中的表达结果
每组同质标本混合后分别进行 3 次（n=3）Realtime PCR分析，
结果显示：
妊娠组与非妊娠组卵丘颗粒
细胞中 GOLPH3 在转录水平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04±0.01 vs 0.98±0.003，
t=14.560，
P=0.000）。
2.6 Western blot 检测 GOLPH3 蛋白在 ICSI 助孕卵丘
颗粒细胞中的表达结果
每组同质标本混合后分别进行 3 次（n=3）SDSPAGE后Western blot分析见图2，
妊娠组与非妊娠组卵丘
颗粒细胞中GOLPH3在蛋白质表达水平，
组间差异也有
统计学意义（1.34±0.01 vs 1.06±0.11 t=14.560，
P=0.000）。
3 讨论
1992 年 Palermo 率先报道应用单精子卵胞浆内注
射（ICSI）技术获得健康婴儿出生［11］。经过 20 多年来
ICSI技术的发展，
其临床妊娠率徘徊在40%~50%，
仍然
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决定卵母细胞ICSI受精后囊胚形成率的关键因素
最主要还是卵母细胞本身具有的发育能力即卵母细胞
的质量。卵丘颗粒细胞层与卵母细胞通过缝隙连接等
复杂连接机制，
调节卵母细胞成熟与发育［1-5］。在卵泡发
育期颗粒细胞储存生长因子等特定功能的蛋白分子，
在
卵母细胞成熟及受精后，
胚胎发育过程中，
发挥调节卵
子与胚胎发育的作用。ICSI时去除的卵丘颗粒细胞，
常
被丢弃。这些被丢弃的细胞有可能提供了卵母细胞发
育及成熟的重要信息，
通过检测颗粒细胞基因表达，
可
以反映卵泡微环境的变化情况，
进一步追溯卵母细胞发
育的相关信息。有助于间接地评估卵子的质量和胚胎
发育潜能。因此，
分析颗粒细胞，
寻找预测卵子质量及
胚胎发育潜力的标记分子，
为胚胎选择方法提供新的思
路。本研究共收集了 119 份 ICSI 后卵丘颗粒细胞标本
探索卵丘颗粒细胞GOLPH3分子表达对ICSI结局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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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ICSI妊娠与非妊娠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分析
Tab.2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pregnant and non-pregnant subjects (x±s)
Parameter

Non-pregnant group (n=54)

Pregnant group (n=65)

t

P

Female age (year)

29.20±2.43

28.98±3.20

0.413

0.680

Male age (year)

31.78±3.53

32.23±3.95

0.654

0.515

20.49±2.95

20.16±2.79

0626

0.532

3.93±1.83

4.45±2.08

1.435

0.154

Primary sterility

49

48

Secondary sterility

15

17

12

10

Oligospermia

2

0

Asthenospermia

5

7

Teratozoospermia

10

15

Oligoasthenozoospermia

11

12

Oligoteratozoospermia

3

4

Asthenoteratozoospermia

17

20

Oligoasthenoteratozoospermia

6

7

FSH (mU/mL)

5.85±1.32

5.91±1.57

0.236

0.813

LH (mU/mL)

3.69±1.47

3.94±1.74

0.820

0.414

E2 (pmol/L)

41.04±17.41

44.95±24.11

0.996

0.321

PRL (ng/mL)

16.34±12.53

17.22±10.95

0.651

0.516

T (nmol/mL)

0.39±0.14

0.36±0.16

0.405

0.686

FSH/LH

1.79±0.68

1.88±1.19

0.494

0.622

9.18±3.55

9.05±3.19

0.225

0.823

2

BMI (kg/m )
Duration of sterility (year)
Type of sterility

Cause of sterility
Female factor
Tubal factor
Male factor

Baseline hormone level

No. of baseline

antral follicles

Left ovary
Right ovary

10.48±3.92

10.29±3.92

0.237

0.786

2124.54±423.36

2073.46±507.59

0.589

0.557

6.48±1.87

6.42±3.25

0.132

0.895

11.64±1.45

11.62±1.98

0.075

0.941

Mean sperm concentration (×10 )

10.21±2.13

11.00±3.41

1.480

0.141

Mean sperm motility rate (%)

20.44±4.55

20.67±5.33

0.250

0.803

Mean PR sperm rate (%)

5.69±2.33

5.43±1.22

0.780

0.437

Mean normal morphology sperm rate (%)

1.23±0.88

1.35±0.77

0.790

0.429

Mean Gn level (IU)
Duration of Gn per cycle (day)
Mean endometrial thickness (mm)
6

响，
结果表明通过对卵丘颗粒细胞的研究，
确实可以发
现许多与妊娠结局相关的重要信息。
高尔基磷酸化蛋白-3（GOLPH3）可发挥抑制细胞
凋亡的作用，
起到调控细胞的生长、
分化、
增殖起作用。
GOLPH3可能参与蛋白活性与定位的调控，
与高尔基体
［12-15］
蛋白质分选功能有关
。实验研究发现 GOLPH3 蛋
白能激活雷帕霉素敏感型和不敏感型复合体，
引起细胞

内 p70 核糖体蛋白 S6 激酶（p70S6K）、丝/苏氨酸激酶
（Akt）活性增高，
活化的Akt作用于Caspase-9使其磷酸
化而失活，
抑制了促凋亡过程［16-18］。Caspase-9作为凋亡
启动因子成员之一，它的失活将阻止凋亡执行因子
Caspase-3的活化，
最终抑制了细胞凋亡，
使蛋白合成加
速，
细胞内蛋白生成的因子增加，
蛋白合成加速、
对正向
［19-23］
促进细胞分裂起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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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图2 A：
卵丘颗粒细胞HE染色（×200）；
B：
PBS作为阴性对照（DAB染色，
苏木素复染，
×200）；
C，GOLPH3蛋白在卵丘颗
粒细胞中的阳性表达（DAB染色，
苏木素复染，
×200）
Fig.2 A,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HE staining, original magnification: × 200); B, PBS negativecontrol (DAB staining and
hematoxylin counterstaining, × 200); C, Positive expression of GOLPH3 in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DAB staining and
hematoxylin counterstaining, ×200).

表3 ICSI助孕妊娠与未妊娠组卵丘颗粒细胞GOLPH3表达检测结果
Tab.3 Comparison of GOLPH3 expression on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between pregnant and non-pregnant
subjects after ICSI (Mean±SD)
Non-pregnant group (n=54)

Pregnant group (n=65)

t

P

15.50±6.51

40.46±4.53

16.3

0.000

Score of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1.81±0.39

2.25±0.43

5.64

0.000

Score of staining intensity

1.50±0.54

2.67±0.59

11.26

0.000

Immunohistochemical score

2.74±1.20

6.09±2.01

10.74

0.000

GOLPH3 expression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

表4 GOLPH3表达与ICSI实验室结局指标相关分析
Tab.4 Association of GOLPH3 expression on
granulosa cell with ICSI laboratory outcomes (n=119)

1
cumulus

Pearson r value

P value

No. of retrieved follicles

0.340

0.000

No. of grade Ⅲ OCCs

0.270

0.000

No. of obtained oocytes

0.347

0.000

No. of fertilization oocytes

0.486

0.000

No. of ICSI oocytes

0.412

0.000

No. of cleavaged-stage embryo

0.492

0.000

No. of top-quality embryo

0.557

0.000

No. of blastocyst

0.699

0.000

No. of top-quality blastocyst

0.530

0.000

No. of average frozen embryo

0.593

0.000

Parameter

卵泡生长、
选择和闭锁的过程同样存在促凋亡和抗
凋亡的过程。高尔基磷酸化蛋白-3（GOLPH3）可发挥
抑制细胞凋亡的作用，
起到调控细胞的生长、
分化、
增殖
起作用。可能影响卵泡生长、
选择和闭锁的过程。本文
首次对GOLPH3在卵丘颗粒细胞表达进行了免疫细胞化
学分析，
结果所示：
GOLPH3信号主要表达在卵丘颗粒细
胞的细胞质中。119份标本中均有不同程度的GOLPH3

2

GOLPH3
β-actin

图3 Western blot检测GOLPH3蛋白在卵丘颗粒细胞中
的表达
Fig.3 Western blot determines the GOLPH3 protein
expression in cumulus granulosa cells between pregnant
and non-pregnant group. 1: Non-pregnant group; 2: Pregnant
group.

表达，
范围为3%~57%，
表达率为29.13±14.97%。免疫
细胞化学评分为 1~9 分，4.57±2.38 分。比较分析了妊
娠组与未妊娠组卵丘颗粒细胞GOLPH3表达率的差别，
结果发现GOLPH3 表达率，组间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均<0.05）。而且GOLPH3在两组卵丘颗粒细胞中表
达程度组间差异也有显著性意义（P<0.001）。将卵丘颗
粒细胞 GOLPH3 表达率分别与 ICSI 实验室结局指标：
穿卵泡数，
Ⅲ级OCCs数，
ICSI卵子数，
受精数，
卵裂数，
平均优质胚胎数，
平均囊胚数，
优质囊胚数，
平均冷冻胚
胎数行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卵丘颗粒细胞
GOLPH3 表达水平的升高，
ICSI 助孕实验室指标：
穿卵
泡数，
Ⅲ级OCCs数，
ICSI卵子数，
受精数，
卵裂数，
平均
优质胚胎数，
平均囊胚数，
优质囊胚数，
平均冷冻胚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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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显著提高（P 均<0.01）。提示：GOLPH3 分子表达高
者，
可用于ICSI的高质量卵子数增多，
且卵母细胞的成
熟度提高和发育能力增强。Real-time PCR，Western
blot 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卵丘颗粒细胞中 GOLPH3 在基
因与蛋白质水平表达可影响ICSI助孕结局。
综上，
GOLPH3在卵丘颗粒细胞的表达，
可能影响
卵母细胞的成熟和卵子的发育能力，
进而与 ICSI 助孕
结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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