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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精子顶体相关基因（DKKL1）在弱精子症患者精子中的表达特征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正常男性和弱精子症
患者精液，
各取 10 μL 精液用全自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CASA）对精液进行常规分析。为了避免白细胞和生精细胞对结
果的影响，
剩余精液采用 4 个梯度的 Percoll 法离心分离和纯化精子。Trizol 法提取精子 R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从基因水平检
测DKKL1基因在正常人和弱精子症患者精子中的表达差异；
最后采用Western blot方法从蛋白水平检测DKKL1蛋白在正常人
和弱精子症患者精子中的表达差异。结果 精液常规分析结果显示，
弱精子症和正常人两组之间的年龄、
精液体积、
精子浓度和
正常精子形态比例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弱精子症组 PR 和 PR+NP 精子的比例显著降低（P<
0.01）。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DKKL1 mRNA 在弱精子症患者精子中的表达量降低 11.1 倍。此外，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弱精子症组 DKKL1 蛋白的表达量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降低了 2.4 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该
结果与实时荧光定量PCR结果一致。结论 DKKL1在弱精子症患者精子中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
表明其与精子运动密切相关，
是导致弱精子症发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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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xpression of DKKL1 in ejaculated spermatozoa of normal fertile men and men with
asthenospermia and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DKKL1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sthenospermia. Metho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men samples collected from normal fertile men and men with asthenospermia were analyzed using computer-assisted
sperm analysis according to WHO criteria. The ejaculated sperms were isolated by Percoll discontinuous density gradients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DKKL1 mRNA and protein using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DKKL1 mRNA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by 11.1 times in asthenospermic men 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normal fertile
men (P<0.01).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DKKL1 protein was down-regulated by 2.4 times in
asthenospermic men compared to normal fertile men.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DKKL1, which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rm motility,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ejaculated spermatozoa of men with asthenospermia.
Keywords: DKKL1;male infertility; asthenospermia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第5版的标准，
弱精子症是指精
液中的前向运动精子总数（PR）小于 32%的病症［1］。据
报道，男性不育患者中有 80%与精子活动障碍相关，
20%与精子活动力下降直接相关［2-3］。弱精子症形成的
病因多样［4］，
基因突变是导致弱精子症发生的复杂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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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的原因之一［5］。虽然辅助生殖技术使得绝大部
分弱精子症患者的生育需求都能得到满足［6］，
但由于治
疗费用高、
耗时耗力，
且出生子代携带同样遗传或表观
遗传学异常后代的风险升高，
男性生殖健康难以得到一
［7］
个良性循环 。因此，
要从根本上治疗弱精子症，
就必须
阐明弱精子症发生的分子机制，
研制更好的治疗方案。
精 子 顶 体 相 关 基 因 DKKL1 定 位 人 染 色 体
19q13.33，
通过选择性剪接产生3种不同的亚型。Kohn
［8］
等 研究发现DKKL1主要定位在小鼠精母细胞和成熟
精子的顶体中，
在精-卵结合的顶体反应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DKKL1还可以调节青春期小鼠精母细胞的凋亡
和睾酮生成［9］。我们前期研究表明，
DKKL1 特异性表
达于睾丸组织，
主要定位在睾丸精母细胞和圆形精子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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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DKKL1 在无精子症患者睾丸组织中较正常人睾组
织表达下降甚至消失，
体外受精实验也显示，
DKKL1与
其外源性抗体结合导致小鼠精子的受精率下降，
推测
［10］
DKKL1的表达水平与男性不育密切相关 。鉴于国内
外对于DKKL1与弱子精症的关系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
从基因和蛋白水平对 DKKL1 与弱精子症的相关性进
行了研究，
以期为男性不育症的诊断、
治疗及预后判断
提供充分的实验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试剂
RNA 提 取 试 剂 Triozol 购 自 Invitrogen Life
Technology 公司。反转录试剂盒 Bestar® qPCR RT Kit
（gDNA Remover）和荧光定量PCR试剂盒Bestar® SYBR
Green qPCRmastermix 均购自德国 DBI。兔抗 DKKL1
一抗（ab38588）购自美国 Abcam，内参 GAPDH 一抗
（10494-1-AP）购自 ProteinTech，HRP-羊抗兔 IgG 二抗
（31460）购自Thermo fisher。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精液标本收集
精液标本来自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 月广东省
清远市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男性患者，
入选标准：
年龄 20~40 岁；
近期无生殖道感染和炎症，
无精索静脉
曲张，无腮腺炎、附睾炎和睾丸炎史；精浆中性α-糖苷
酶、
精浆果糖、
精浆锌等精浆生化指标检查均正常；
常规
体格检查正常。排除标准：
精液不液化和高度粘稠等精
浆异常；
血清性激素（FSH、
LH、
T、
PRL、
E2）异常者；
近期
接触过放射线、
有毒有害物质和服用过可能影响精液质
量的药物；
白细胞数目>1×106/ mL。按照第5版世界卫
生组织标准［1］正常对照组精液分析，
禁欲2~7 d，
精液量
1.5~6 mL，
颜色为灰白色或淡黄色，
pH值为 7.2~7.8，
液
6
化时间小于 60 min，
精子浓度≥15×10 /mL，
活力为 PR
级的精子≥32%，
正常精子形态≥4%；
弱精子症患者的
精液分析，
精子浓度≥15×106/mL，
活力为PR级的精子<
32%。正常对照组和弱精子症组各收集40例。精液标本
收集前均充分告知患者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
全部临
床精液收集均得到清远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3 Percoll法分离精液
为避免生精细胞和白细胞对结果的影响，
按文献方
［11］
法 液化后的精液经95%，
76%，
57%和 47.5%这 4个梯
度的Percoll离心300 g离心20 min，
收集正常组中95%
Percoll以下的精子为活力正常组，
收集弱精子症组57%
与76% Percoll层之间的精子为弱精子症组。镜下确认
纯化效果并计数精子浓度，
分离纯化后的精子经PBS洗
涤2次（200×g离心5 min），
储存于-80 ℃冰箱。
1.4 精子总RNA提取和逆转录
精子总RNA的提取按照Invitrogen lif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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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 Trizol 使用说明进行，
取 2×106 个精子加入
1 mL Trizol，
反复吹打混匀，
室温放置5 min，
加入200 μL
的氯仿混匀至溶液乳化呈乳白色，
室温放置5 min后于
4 ℃、
12 000×g离心15 min，
取无色透明上清液，
加1 mL
异丙醇，室温放置 10 min 沉淀 RNA，4 ℃、12 000×g
10 min 后弃上清，
用 1 mL 75%的乙醇洗涤 RNA 沉淀，
4 ℃、7500 × g 离心 5 min 后小心弃去上清，20~30 μL
DEPC水溶解RNA，
测定RNA浓度和纯度。
1.5 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PCR）
按照逆转录试剂盒操作说明合成cDNA第一条链，
用该cDNA为模板，
GAPDH为内参，
用相应引物对其进
Real-time PCR，引物由 Invitrogen life technology 公司
合成（表 1），整个实验操作流程在 ABI7500 荧光定量
PCR仪上进行。PCR反应体系共20 μL，
按照德国DBI试
剂盒的要求在冰上操作：
上游引物（20 μmol/L）0.2 μL，
下游引物（20 μmol/L）0.2 μL，
cDNA（500 ng/20 μL）5 μL，
®
50 × ROX 0.04 μL，Bestar SybrGreenqPCRmastermix
10 μL，
DEPC-treated water 4.56 μL。反应条件采用3步
法：95 ℃预变性 3 min，95 ℃变性 10 s，60 ℃退火 30 s，
72 ℃延伸 30 s，
完成 35 个循环。每个样本 3 个复孔，
取
-△△ct
Ct 的平均值。本研究采用 2
相对定量来检测 DKKL1 mRNA在正常精液精子和弱精子症精液精子的表
达差异。△Ct 值=待测基因 Ct 值-内参基因 Ct 值，
△△
Ct=实验组目的基因△Ct 值-对照组目的基因△Ct 值。
以Fold-change=2-△△ct 表示弱精子症和正常精液精子中
DKKL1 mRNA的倍比关系。
1.6 Western blotting
将纯化精子重悬于细胞裂解液RIPA，
同时按1:100
的比例加入蛋白酶抑制剂 PMSF（100 mg/mL），
超声裂
解10 s×5次，
放置冰上0.5 h。接着，
4 ℃、
12 000×g离心
15 min，上清即为精子总蛋白。用 Pierce 公司的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检测蛋白浓度，并调整蛋白浓度为
2 mg/mL，
加入 5×SDS Loading buffer，
100 ℃煮 5 min。
配置 10%的 SDS-PAGE 胶，
每孔上样 20 µL 蛋白，
常规
电泳和转膜，
用含 5% BSA 的 PBST 室温封闭 1 h，
兔抗
DKKL1一抗4 ℃孵育过夜。次日，
PBST洗膜3次，
每次
10 min。然后用 HRP-羊抗兔 IgG 二抗室温孵育 1 h，
PBST 洗膜 3 次，每次 10 min，用化学发光法（ECL）显
影。采用 Quantity One 图像分析软件测定每条带的灰
度值，
用样本与相对应内参GAPDH 的灰度值比值作为
该样本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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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引物信息
Tab.1 Primer sequence information
Gene

Annealing temperature (℃)

Product Size (bp)

60

167

Sequence direction (5'-3')
Sense: GCTTTAACAGTACGTGGGCG

DKKL1

Antisense: ACCAGGGTAGAGAGGAGCAG
Sense: TCATGCAGCTAGCAAGTGGT
CD45

60

167
Antisense: GGCAAAGCCAAATGCCAAGA
Sense: GCTCTGCTTCTGTACTGCCA

C-kit

60

200
Antisense:GGTGTGGGGATGGATTTGCT
Sense: AGGTCGGTGTGAACGGATTTG

GAPDH

60

123
Antisense: TGTAGACCATGTAGTTGAGGTCA

2 结果
2.1 精液常规分析结果
80 例精液常规分析结果显示，
弱精子症和正常人
两组之间的年龄、
精液体积、
精子浓度和正常精子形态

比例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正常组相比，
弱精
子症组的 PR 和 PR+NP 精子比例显著降低（P<0.01）。
两组精液常规分析结果（表2）。

表2 两组精液分析的主要参数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semen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40, Mean±SD)
Group

Age

Volume (mL)

Concentration (×106/mL)

PR (%)

Normal

30.95±4.16

2.69±1.29

55.07±24.10

56.51±15.44

Asthenospermia

32.03±4.94*

2.47±1.50*

PR+NP (%)

▲

16.97±6.68

53.01±35.07*

Morphology (%)

71.24±13.56
34.82±12.81

6.55±3.67
▲

5.73±3.58*

*: P>0.05, compared to the normal group; ▲: P<0.01, compared to the normal group.

2.2 实时荧光定量PCR结果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检测正常组和弱精子
症组精子细胞内DKKL1的表达情况。DKKL1为目的
基因，
GAPDH作为内参基因，
数据作标准化处理后，
正
常组和弱精子症组的△Ct值分别为7.11±0.75和11.58±
1.59。与正常组精子比较，
DKKL1 在弱精子症组中的
-△△ct
表达显著下降（P<0.01）
（2
对应值分别为1和0.09），
降低了11.1倍，
而GAPDH在两组之间的表达无显著性
差异。成熟精子细胞主要为细胞核，
RNA含量很少，
而
睾丸生精细胞以及白细胞等圆形细胞的RNA含量比较
高，
排除生精细胞和白细胞的污染，
才能保证结果的准
确性。因此，
我们设计引物 C-kit（生精细胞标志物）和
CD45（白细胞标志物）的引物，
同时进行PCR扩增，
结果
未能检测到C-kit和CD45在精液标本中表达，
排除了生
精细胞和白细胞的污染。
2.3 弱精子症精液精子中DKKL1蛋白表达水平下降
为了进一步探讨 DKKL1 蛋白在弱精子症精液精
子中的表达情况，我们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了 4
例弱精子症精子样本和4例正常精子样本中DKKL1蛋
白的表达水平。正常组和弱精子症组均在 27 000相对

分子质量处出现DKKL1条带，
同时在相对分子质量为
36 000 处检测到内参蛋白 GAPDH，
两组样本 GAPDH
条带颜色深浅相近，
表明各组蛋白上样量基本一致，
实
验结果准确可靠（图 1）。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弱精子
症精子中DKKL1蛋白的表达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采用Quantity One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灰度值分析，
弱精
子症组DKKL1蛋白表达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降低了2.4
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Mr

1

2

3

4

5

6

7

8

27 000

DKKL1

36 000

GAPDH

图 1 Western blot 检测 DKKL1 蛋白在正常对照组和弱精子
症患者精子中的表达
Fig.1
DKKL1 protein in semen from normal or
asthenozoospermia males by Western blotting. 1-4:
Asthenospermia; 5-8: Normal.

3 讨论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包括 DKKL1/Dkkl1 在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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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与哺乳动物精子发生相关的基因［12-16］，
均呈睾丸特
异性表达，
尚缺乏DKKL1与弱精子症关系的研究。本
实验严格按照入选标准选取了40例正常对照组和40例
弱精子症精液作为研究对象，
排除生殖道炎症、
精索静
脉曲张、
腮腺炎史、
血清性激素异常者、
近期接触过放射
线和有毒有害物质等可能影响精液质量的因素，
保证结
［17］
果的可靠性 。精液质量作为影响男性生育力的主要
因素，
除了与精子活动力密切相关外，
还与年龄、
精液体
积、
精子浓度和正常精子形态比例有关。年龄增长导致
男性睾丸、
输精管、
前列腺和附睾等生殖器官器质性改
变，
会影响整个生精过程和精液质量指标［18］；
正常精液
体积为1.5~6 mL，
过少或过多都会导致男性不育；
精子
浓度是评价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轻、
中、
重度
少精子症患者自然受孕几率下降，
极度少精子症患者只
能通过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来实现生育需求［19］；
精
子形态被认为是衡量男性生育能力的较好指标，
形态正
常精子比例与睾丸生理功能密切相关，
该比例下降直
接反映出睾丸的生理功能下降，
进而影响男性的生育能
力［20］。本实验的 80 例精液常规分析结果显示，
弱精子
症和正常人两组之间的年龄、
精液体积、
精子浓度和正
常精子形态比例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从而排除
由年龄、
精液体积、
精子浓度和正常精子形态比例的异
常引起的男性不育。相反，
与正常组相比，
弱精子症组
的PR和PR+NP精子比例显著降低（P<0.01），
说明DKKL1mRNA 和蛋白在两组中的表达差异主要与精子的
活动力有关。
哺乳动物成熟精子是高度特化的单倍体细胞，
仅含
微量RNA，
是精子发生过程中的转录产物，
可以间接反
映哺乳动物精子形成过程中的转录情况，
与精子发生和
男性不育相关。由于成熟精子较睾丸组织更加容易获
得，
因此成熟精子 mRNA 可以用来反映男性生育力的
新途径［21］。然而，
精液中的睾丸生精细胞以及白细胞等
圆形细胞的RNA含量比较高［22］。为了排除生精细胞和
白细胞的污染，
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采用 4 个梯
度的 Percoll 法离心分离和纯化精子，收集正常组中
95% Percoll 以下的精子为活力正常组，
收集弱精子症
组 57%与 76% Percoll 层之间的精子为弱精子症组，
设
计引物 C-kit（生精细胞标志物）和 CD45（白细胞标志
物）的引物，
同时进行 PCR 扩增，
结果未能检测到 C-kit
和 CD45 在精液标本中表达，
与许祥［23-24］等的实验结果
相符。该结果证实 4 个梯度的 Percoll 非连续密度梯度
离心法能迅速有效地分离不同活力的精子，
并且能同时
纯化精子和排除其他生精细胞和白细胞的影响，
该方法
有助于发现精子运动相关的关键基因。
分离纯化到所需精子后，
我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DKKL1 mRNA 在正常人和弱精子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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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精子中的表达特征，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DKKL1 mRNA 在弱精子症患者中表达下降了约 11.1
倍，
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然而，
生物体
内mRNA的表达量和蛋白质的表达丰度往往是不一致
的，
蛋白质才是真正生物学功能的执行者，
因此，
采用
Western blot技术进一步检测DKKL1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发现 DKKL1 蛋白在弱精子症组的相对表达量与
正常对照组相比下降了2.4倍，
两种方法结果一致。有研
究表明 DKKL1 在男性不育患者睾丸组织较正常成人
睾丸组织中表达降低，
而在唯支持细胞综合征（SCOS）
和隐睾患者睾丸组织中不表达［25］，
推测DKKL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异常是影响精子活力和男性生育力
的一个主要因素。Kohn 等［26］还发现，
与野生型小鼠精
子相比，
在体内外Dkkl1-/-小鼠精子穿透小鼠卵子透明
带的能力下降，
严重影响精子和卵子的受精作用，
导致
生育能力下降，
提示 Dkkl1 与精子的获能、
受精以及精
子的活动力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同样表明，
DKKL1
mRNA和蛋白在弱精子症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正常生育男性，
由此可见DKKL1在精子运动及调控机
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目前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综上所述，
DKKL1 在弱精子症患者精子中的表达
是下调的。然而，
到底是弱精子症导致DKKL1表达下
调？还是由于DKKL1基因转录和蛋白翻译出现异常，
使DKKL1功能低下或者功能丧失，
从而导致弱精子症
的形成？目前还没定论。尚需对 DKKL1 的表达调控
机制、
在细胞内的信号转导通路以及DKKL1相互作用
蛋白等，
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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