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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殖系统内过多的活性氧(ROS)产生可导致精子膜脂质过氧化损伤，而抗氧化性维生素对于清除ROS、避 

免精子脂质过氧化损伤具有一定保护作用。本文就抗氧化性维生素在男性生殖中的作用及其在男性不育治疗等 

方面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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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 15％的夫妇有不育问 

题，然而导致不育的原因很多。近年来，对于活性氧 

(ROS)引起的氧化应激广为关注。由于 ROS能导 

致脂质过氧化损伤，而人类精子质膜上含有丰富的 

不饱和脂肪酸，极易被氧化，进而影响精子功能，导 

致男性不育。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一些小分子抗氧 

化剂，如抗氧化性维生素具有一定的清除 ROS的作 

用。本文就抗氧化性维生素在男性生殖中的研究概 

况作简要概述。 

1抗氧化性维生素的基本特性 

维生素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一类 

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常见的共有 13种维生素，其中 

具有抗氧化活性的主要有 3种，分别为维生素 A、C 

和 E。 

1．1 维生素 A 维生素 A是一种具有 B一白芷酮环 

的不饱和一元醇。天然维生素A包括A 及A：2种， 

A 即视黄醇(retino1)，A 即3一脱氢视黄醇，其前身物 

质为胡萝 卜素，通常以6一胡萝 卜素为代表，但它只 

有视黄醇 1／6的生物学活性。维生素 A是脂溶性物 

质，在小肠粘膜细胞内与脂肪酸结合成酯后即掺入 

乳糜微粒，随淋巴人血，转入肝脏储存。维生素A的 

基本作用包括：促进发育及维持健康；视黄醇构成感 

弱光的视紫红质部分；参与糖蛋白合成，作为单糖转 

运载体；抗癌和抗氧化作用；以及对于调节细胞的生 

长、分化与分裂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1．2 维生素 C 维生素 C又名抗坏血酸(ascor— 

bic)，是一种含有 6个碳原子的酸性不饱和多羟化 

合物，以内酯形式存在，具有酸性，能防治坏血病。 

维生素 C还具有还原剂的性质，易溶于水。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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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生化作用为：参与体内的氧化还原反应；参与体 

内多种羟化反应，如前胶原蛋白中脯氨酸和赖氨酸 

残基的羟化，某些神经递质及激素的羟化以及类 固 

醇化合物的羟化；具有重要的抗氧化作用。 

1．3 维生素E 维生素 E又名生育酚(tocophero1)， 

具有0【、p、̂y、8四种异构体，其中以0【生育酚的生理 

活性最高。其 C 上的．OH极易被氧化，是其具备抗 

氧化作用的关键结构。维生素 E在 自然界分布广 

泛，主要存在于植物油中。维生素 E的生理作用包 

括：提高生育力；抗氧化作用，维生素 E与其他抗氧 

化剂如维生素 C、谷胱甘肽及维量元素硒(Se)等协 

同作用，可使其清除和防御 ROS的过氧化损伤更加 

有效；以及抗衰老、增强机体免疫力等作用。 

2 抗氧化性维生素在男性生殖方面的研究 

在生理情况下，生物体内产生的少量 ROS在细 

胞生长调节 、信号传递以及抗微生物防御和免疫监 

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当 ROS产生过多时，则 

会对机体多种细胞与组织产生毒害作用，其中男性 

生殖细胞一精子就对 ROS极为敏感，过多 ROS可引 

起精子结构与功能改变，影响精子活力，是造成男性 

弱精子症的重要病因之一 J。抗氧化剂治疗不仅在 

体外是有效的，在体内也是有效的，事实上在实验室 

和动物体内进行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摄人维生素A 

(视黄醇和胡萝 卜素)、维生素 E( ．生育酚)或／和 

维生素 C(抗坏血酸)可以作为一种提高男性生育功 

能的有效途径 。 

2．1 维生素 A抗氧化特性与男性生殖 近30年来 

有较多报告指出，维生素 A具有抗氧化作用。维生 

素A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不是清除引发脂质过氧 

化剂的自由基，而是作为脂质过氧化反应链阻断的 

抗氧化剂，与有机氧自由基结合，他们的抗氧化活性 

是有一定区别的，分别为视黄醇≥视黄醛≥视黄酰 

酯 >视黄酸。 

维生素 A对血睾屏障和精子发生具有一定作 

用，Morales等 通过对大鼠精子发生和血睾屏障的 

研究发现，在缺乏维生素 A大约 10周后，大鼠发生 

了唯支持细胞综合征，而在补充维生素A以后，精子 

发生又可重新恢复，尽管它是以一种非典型的方式 

发生。可见维生素 A在不育男性中对于恢复精子发 

生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将维生素A与其他抗 

热门货物联合应用，明显提高了精子功能的报告 。 

Rolf等 人的研究结果提示抗氧化剂的使用还有其 

剂量依赖性，Lowe等⋯研究证明用低浓度(1～3 

~mol／L)的番茄红素(1ycopene)和 B．胡萝 卜素可防 

御由黄嘌呤／黄嘌呤氧化酶引起的DNA损伤，而高 

浓度则使细胞的抗氧化能力丧失。总之，在安全剂 

量下使用维生素A对于治疗男性不育是有一定作用 

的。 

2．2 维生素 C抗氧化特性与男性生殖 维生素 C 

是人类和其他一小部分动物饮食中所必需的成分。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ROS高效清除剂，在精浆中的浓 

度比血液中高 10倍 。Luck等 报道抗坏血酸是 

生育过程中一种必要的生化物质，与人类生育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一般 口服抗坏血酸很快分布在 

全身组织中，在精囊中浓度最高，除了饮食摄取抗坏 

血酸外，精浆抗坏血酸水平主要取决于精囊功能，依 

次取决于精囊的大小、性状和外部环境。抗坏血酸 

自由基在体液 中的含量可反映机体内氧化应激程 

度，因此测定体液或组织中抗坏血酸自由基水平常 

可得到氧化应激程度的信息。 

在精液中除精子主要产生 ROS外，白细胞也是 

ROS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多型核白细胞受激发 

后发生“呼吸爆发”，释放出大量 ROS 。因此当生 

殖道感染，使精液中自细胞增多时，其 ROS的水平 

也相应增高。在体外试验中发现  ̈，在白细胞为 

0．2×10。／ml时抗坏血酸没有改变，而更高量的活化 

多型核白细胞启动抗坏血酸盐氧化，氧化程度与白 

细胞污染程度有关，在0．4 X 10。、1．0 X 10。和1．5 X 

10。／ml白细胞存在下孵育(37℃，30 min)后，抗坏 

血酸水平分别下降24％，43％和49％。Lewis等  ̈

也发现如果精浆中ROS水平升高，则精浆中抗坏血 

酸浓度会明显降低。抗坏血酸可清除多种活性氧， 

包括。O ，02"，H O ，‘OH。抗坏血酸可直接与 0 反 

应，可迅速淬灭‘O ，并可以很高的反应速率与‘OH 

发生反应，还可通过抗坏血酸一谷胱甘肽循环清除 

H O 。测定了正常男性精浆中抗坏血酸的浓度范围 

是 106～566~mol／L，然而弱精子症组(ROS升高) 

抗坏血酸的浓度则为 35～249~mol／L；弱精子症组 

的抗坏血酸浓度偏低是由于它作为抗氧化剂对抗 

ROS而消耗的，并不是由于弱精子症患者精囊的抗 

坏血酸机制的缺陷所致。 

Dawson等 认为25岁以上的男性，通过增加 

饮食摄人的抗坏血酸可以增加精子活率，减低精子 

凝集和不正常精子的百分率，同时有活力及总的成 

熟精子数也明显增加。ROS对精子的损伤还表现在 

对核 DNA的损伤，在男性不育患者 中 DNA的损伤 

数量比对照组明显要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补充抗 

坏血酸可以保护人类精子免遭内源性 DNA过氧化 

损伤 12j。Breque等 通过对鸟类精液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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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维生素 c在一个特定的抗氧化系统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2．3 维生素 E抗氧化特性与男性生殖 维生素 E 

被认为是精子抗氧化系统中最基本的组成成分，同 

时也是针对 ROS和脂质过氧化的一种主要的膜保 

护物质，它是通过终止生物膜和膜蛋白的脂质过氧 

化反应链起作用 。现已证实维生素 E是生育的 

一 个必需营养成分，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对抗体内 

产生的 ROS。体外实验证明。维生素 E可非常有效 

的清除 0 和 OH，在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和组织中通 

过抗氧化防御机制在 ROS的产生与灭活之间存在 
一 个灵敏的平衡状态。维生素 E通过口服进人体内 

后，通常过量的 一生育酚被转化为 一CEHC并通过 

尿液分泌排泄，其他的生育酚如 和 6一生育酚则几 

乎全部降解，并以相应的 CEHC分泌到尿液中排 

出～”’。生育酚和抗坏血酸具有协同作用保护脂质 

结构免遭过氧化损伤，抗坏血酸可通过修复生育酚 

的Tocopheroxyl基使其得以循环利用_ ，因此，尽管 

生育酚是以少量存在的，但抗坏血酸的修复能力却 

能使得它得到最佳的循环 

在多种动物模型研究中发现补充维生素 E可以 

提高精液质量，不仅可以提高动物精子的活力，还可 

以提高精子对卵子的穿透能力。Brzezinska—Slebodz— 

inska等0 发现补充维生素 E可以增加公猪总的精 

子数量和精子浓度。Younsef等 ” 也发现补充维生 

素E治疗后，可以显著改善兔子精子质量，兔子在通 

过维生素治疗后明显降低了异常的死精子数(P< 

0．05)，尤其在补充维生素 E一组表现出最低水平。 

然而，维生素 E作为一种口服药物治疗男性不 

育或者在精液体外处理时作为一种添加剂时，Bolle 

等 引̈从一些获得到的数据中发现结果有时是相互 

矛盾。这可能是因为：①抗氧化剂治疗在一些研究 

中可能是无效的，是因为这些研究对象的不育因素 

并非由氧化应激所致；②抗氧化剂维生素 E治疗是 
一

把双刃剑，严格地取决于其剂量或体内维生素的 

浓度。Tarin等一 也认为联合运用抗氧化剂治疗具 

有最佳的浓度，如果超越该浓度则会产生负作用。 

通常在治疗过程中，会联合多种维生素和硒 

(Se 等抗氧化剂共同治疗。维生素 E和硒在保护 

生物膜免遭氧化攻击方面具有协 同作用，Keskes— 

Ammar等 对54个志愿者和不育男性的研究中， 

其中28人每天给予维生素 E 400 mg和硒 225 txg， 

共 3个月时间，结果发现给予维生素 E和硒使丙二 

醛(MDA)浓度有明显减少，精子活力有明显提高， 

该结果证实了维生素 E和硒对精液质量的保护性与 

有益作用，因此提倡应用他们来治疗男性不育症。 

Hsu等 研究也发现将大鼠暴露于铅可以减低精 

子对氧化应激的防御能力，提高 ROS产量，减低精 

子活力和卵母细胞穿透能力，补充维生素 E和／或 c 

可以抑制铅相关的ROS毒性，保护精子防止活力和 

卵母细胞穿透能力的丧失。Kessopoulou等 设计 

了一个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利用抗氧 

化性维生素E治疗 ROS导致的男性不育，30个患者 

完成了长达2年的试验，结果在 120份精液标本中 

有 108份精子恢复了活力，并且还有 3例成功妊娠。 

Suleiman 给予维生素 E治疗可以提高弱精子病患 

者的精子活力，在 6个月治疗过程中52对夫妻中有 

l1对发生了妊娠，而在安慰剂组却没有发生。 

3 结语 

精子功能异常是引起不育的一个最普遍的原 

因，近年来的研究认为 ROS是精子功能异常的一个 

主要原因。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抗氧化性维生 

素在体内外对抗 ROS所导致的膜脂质过氧化起着 
一 定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来研究抗氧化性维生素 

在治疗男性不育的具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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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使微循环发生障碍和缺氧，导致前列腺上皮分 

泌功能损害，枸橼酸分泌减少，pH值增加。也有学 

者提出前列腺炎症引起组织内酸中毒，使细胞膜的 

枸橼酸转运蛋白mRNA表达增加‘ ，引起前列腺按 

摩液中的枸橼酸转运到组织和腺泡内，使前列腺按 

摩液中枸橼酸减少，pH值升高。 

ⅢB组患者的前列腺按摩液中无炎症的表现，其 

pH值降低可能与尿液返流有关。尿液返流与慢性 

前列腺炎的相关性已被一些实验所证实 5．6 尿液 

返流引起前列腺按摩液 pH值降低是因为尿液返流 

不仅能将尿液中的酸性物质带入前列腺，且能刺激 

前列腺分泌尿酸等酸性物质。Persson等 分析了 

56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血液、尿液和前列腺按摩 

液中肌酐和尿酸盐的量，结果证实前列腺按摩液中 

尿酸盐浓度明显升高。 

文献报道证实，随着慢性前列腺炎症的改善及 

治愈，前列腺按摩液 pH值也随之降低，因此治疗期 

间，前列腺按摩液 pH值下降可作为判断临床疗效 

的一项参考指标 。 

另外，治疗前列腺炎的药物聚积于前列腺按摩 

液中的条件是以非离子形式通过前列腺上皮形成的 

前列腺屏障进入前列腺腔，且解离常数适于前列腺 

按摩液的pH，使前列腺按摩液中药物的离子浓度大 

于非离子浓度。此外，每种药物均有适宜发挥药效 

的 pH范围。因此前列腺按摩液 pH稍有改变即会 

影响药物在前列腺按摩液内的聚集能力和作用效 

果，测定前列腺按摩液 pH值对治疗用药的选择有 

参考意义 。 

综上所述，检测前列腺按摩液 pH值不仅能用 

于鉴别ⅢA和ⅢB型前列腺炎，而且能用于预示治疗 

反应和指导临床用药。但是由于前列腺按摩液 pH 

值的正常值范围尚存在很大争论，限制了前列腺按 

摩液 pH值的临床应用。为使前列腺按摩液 pH值 

检测更好地应用于I临床，尚需要进一步进行多中心、 

大样本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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