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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 干预对不育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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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016000； 3.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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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维生素 D 干预对不育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2018 年 7 月至 11 月就诊于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 50 例少、弱精子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研究组给予注射维

生素 D2+口服碳酸钙 D3 片+日晒干预，对照组仅给予日晒干预，两组均同时口服复方玄驹胶囊及血府逐瘀胶
囊，12 周后复查其精液常规，观察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及女方妊娠情况。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不育男性的

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比均高于治疗前，对照组不育男性的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高于治疗前（P<0.05），
研究
女方临床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
组与对照组不育男性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升高幅度、
治疗期间无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补充维生素 D 可提高不育男性的精子浓度，但不能提高其女方的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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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不孕不育已成为日渐突出的问题之一。
[1]
据报道 ，不育症大约占育龄期夫妇的 10%，其中
男性因素占不育症的比例高达 50%。我国男性的
精液质量以每年 1%的速度不断下降，且下降速
度高于全球平均速度 [2]。男性不育症病因十分复
杂，为临床治疗带来较大困难。虽然目前在男性
不育的治疗上已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仍有部分
患者的治疗效果不佳。近年来研究[3-4]发现，血清维
生素 D 水平与精子浓度呈正相关，与精子活力及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也呈正相关。我国人群维生
素 D 水平普遍较低，且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在
各个年龄段人群中均普遍存在[5-6]。本研究旨在探
讨维生素 D 干预对精液质量的影响，以期为不育

男性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8 年 7 月至 11 月就诊于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少、弱精子症患者 50
例。本研究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科研伦理委员会审批并同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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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淤夫妻同居 1 年及以上，性生
活正常，未采取避孕措施而不育，年龄 18~40 岁

的男性患者；于血清 25（OH）D约30 ng·mL -1；盂按
照 《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手
册》第五 版 要求进行 精 液检测：精 子浓度 <15伊
106/mL，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32%；榆自愿参与
本研究者。
1.2.2 排除标准 淤无精子症、逆行射精或不射
精等及染色体异常者；
于近 1 年有高温作业、放射
线、重金属、农药等接触史，有长期大量吸烟、酗
酒史，近期发热或患有药物未控制的细菌性前列
腺炎等影响生育的疾病者；盂精索静脉曲张域度
及以上者；榆合并心血管、甲状腺等严重原发性

疾病者；虞服用可能影响精子功能药物者；愚患
有或服用影响维生素 D 水平的疾病以及药物者。
1.3 分组及干预方法
入组前与患者充分沟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过
弱
程及安全性，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将 50 例少、
各 25 例。
精子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研究组给予注射维生素 D（江西赣南海欣药
2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54433，肌肉注射

10mg/次，1 次/2 周）+口服碳酸钙 D3 片（1 片/次，1
次/d）+日晒干预（将头部和双侧上臂于 11:00~
15:00 直接暴露于阳光下，每次 15 min）。对照组
仅采取日晒干预（方法同研究组）。两组患者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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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口服复方玄驹（3 粒/次，3 次/d）及血府逐瘀胶
囊（6 粒/次，
2 次/d）。12 周后复查两组患者精液常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精液质量及血清 25（OH）D
水平比较

规，
观察治疗过程中的精液变化及女方妊娠情况。
1.4 标本的收集
1）血液标本：在空腹状态下抽取患者肘静脉
血，测定血清 25（OH）D 及生殖激素水平。2）精液
标本：所有患者均禁欲 3~7 d，手淫法留取标本于
洁净的塑料容器中液化后进行精液常规分析。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以均数依
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及方差齐性检验，
标准差（x依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及
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臆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体质量指 数（BMI）、不育年
限、不育类型及不育原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均>0.05），见表 1、2。
两组患者年龄、BMI 及不孕年限比较（x 依s）

表1

n
25
25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表2

年龄/岁
30.04依3.12
30.60依4.14
-0.540
0.592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精子浓度、精子成活率、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及血清 25（OH）D 水平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精液质量变化
与治疗前相比，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精子浓
度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均升高，对照组患者治
疗后的前向运动精子百分升高（P 均<0.05），见表

4。 治疗 后 ，研 究 组 前 向 运 动 精 子 百 分 比 升 高
（8.22依16.46）%，对照组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升
高（10.10依12.98）%，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向运

动精子百分比升高幅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563，P=0.579 ）。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及女方妊娠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治疗后，
研究组 25 例中女方临床妊娠 7 例（28%），
其中 2 例自然受孕（女方正常），5 例体外受精胚 胎 移 植（in vitro fertilazation embryo transfer ，

BMI/（kg·m-2） 不育年限/年
25.71依3.53
2.44依1.28
24.11依2.94
2.32依1.15
1.742
0.349
0.088
0.729

两组患者不育类型及不育原因比较［例（%）］

不育原因
不育类型
单纯男方因素 男女双方因素 原发性不育 继发性不育
研究组 25
12（48）
13（52）
17（68）
8（32）
对照组 25
9（36）
16（64）
14（56）
11（44）
字2 值
0.739
0.764
P值
0.567
0.561
组别

n

表3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n
25
25

精子浓度/（伊106/mL）
68.58依32.82
75.54依44.24
-0.632
0.530

t值
P值
对照组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IVF-ET）助孕后成功受孕（女方 1 例输卵管通而
不畅，1 例多囊卵巢综合症，其余 3 例正常）；对

照组 25 例中女方妊娠 5 例（20%），其中 2 例自
然受孕（女方 2 例均为多 囊卵巢综合症），3 例
IVF-ET 助孕成功受孕（女方 1 例输卵管通而不
畅，1 例为多囊卵巢综合症，另 1 例正常）。两组

患者中妊娠女方的年龄、BMI、不育年限及抗苗
勒 管 激 素（anti -mulleian hormone，AMH）差 异 均
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见表 5。两组患者女
方临床妊娠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0.439，
P>0.05），见表 6。

两组患者治疗前精液质量及血清 25（OH）D 水平比较（x 依s）

表4

组别
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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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成活率/%
36.25依21.02
36.67依17.37
-0.077
0.939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
17.62依9.19
15.84依10.53
0.635
0.528

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精液质量变化（x 依s）
精子浓度/（伊106/mL）
68.58依32.82
90.98依48.19
-3.069
0.005
75.54依44.24
87.38依33.59
-1.461
0.157

精子成活率/%
36.25依21.02
43.75依20.07
-1.629
0.116
36.67依17.37
42.07依15.92
-1.456
0.158

血清 25（OH）D/（ng·mL-1）
21.13依4.83
23.84依5.09
-1.934
0.059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
17.62依9.19
25.84依17.46
-2.496
0.020
15.84依10.53
25.94依13.55
-3.88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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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n

组别

7

研究组

5

对照组
t值

n

未妊娠

研究组

25

18（72）

3

年龄/岁

BMI/（kg·m-2）

不育年限/年

AMH/（ng· mL-1）

27.00依2.65

23.97依3.49

2.90依1.60

6.24依4.74

29.71依1.70

22.41依2.63

2.175

-0.885
0.397

两组患者治疗后女方妊娠情况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两组患者妊娠女方一般情况比较（x 依s）

0.055

P值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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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80）

妊娠

自然妊娠

IVF-ET 助孕妊娠

2（8）

3（12）

2（8）

5（20）

讨论
维生素 D 是一种固醇类衍生物，是人体必需
的营养素。自身不能合成，需由日光照射或食物

摄入获取，约 90%左右由皮肤合成，只有小部分
源于饮食摄入。由肠道吸收及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3，
被肝脏内的 25-羟基酶代谢转化为 25（OH）D3，25
（OH）D3 由肾脏内的 1琢-羟基酶转化为维生素 D
的活性代谢物 1，25（OH）2D3。1，25（OH）2D3 是维
生素 D3 代谢最主要的活性形式，由肾脏分泌后进
入血液循环，从而发挥生物学作用 [7]。25（OH）D
的半衰期是 3 周，在人体内比较稳定且浓度较
高，被认为是衡量体内维生素 D 营养状态的最佳
指标[8]。
维生素 D 对人体健康尤为重要。维生素 D
不仅参与调节钙、磷代谢和促进骨骼生长，还与
自身免疫性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某些恶

性肿瘤等多种急慢性疾病有关 [9]。Blomberg 等 [10]
发现，在精子发生和成熟过程中，维生素 D 受体

和其代谢的酶类（CYP2R1、CYP27A1、CYP27B1、
CYP24A1）在生殖细胞、间质细胞、支持细胞、精
子及男性生殖道上皮均有表达。一项研究 [11] 发
现，维生素 D 缺乏会损害小鼠睾丸发育和精子发
生。魏明明等 [3]通过对 145 例不育男性患者的血
清 25（OH）D、精液分析参数水平进行分析后得
出：不育男性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与精子活
力、精子浓度之间存在正相关。一项关于 559 例
20~40 岁男性研究 [12]显示，维生素 D 水平充足男

性的正常形态精子百分比较维生素 D 缺乏者高。
Hammoud 等 [13]研究发现，过低和过高的血清维生
素 D 与精液参数呈负相关，并且提出维生素 D
与 男性 精 液 参 数 之 前 可 能 存 在 “U” 形 关 系 。
Ramlau-Hansen 等[14]研究表明，血清维生素 D3 缺
乏不是年轻健康男性精液质量差的风险因子。邓
小林等[15]发现，维生素 D 治疗可显著提高少弱精

3.36依2.25
0.388
0.706

4.18依1.82
-0.824
0.459

子症患者每次射精前向运动精子数和前向运动
精子百分率，改善精液质量。本研究中发现补充
维生素 D 可有效改善不育男性的精子浓度。
由于研究中纳入患者例数较少，所以未对少

精子症的程度进行分组，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
量，以明确维生素 D 补充对哪种程度的少精子症
的效果更为显著。本研究中，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均较治疗前升高，治疗后两
组患者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升高幅度无明显差
异，所以尚不能证实补充维生素 D 对不育男性前
向运动精子百分比的影响，且两组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都加了复方玄驹及血府逐瘀胶囊，也不能明

确是日晒干预增加体内维生素 D 的作用还是中
成药的作用，因此还需进一步探索。
研究[16]报道，
维生素 D 作用于维生素 D 受体，
通过 ATP 结合盒转运蛋白 A1 介导胆固醇从细胞
内转运到细胞外的过程，激活蛋白磷酸化，提高
细胞内 Ca2+水平，增强脂肪酶活性，消耗甘油三
酯，从而为精子供能，加快精子运动，提升顶体
酶活性，促进精子成熟和获能。另有研究[17]显示，
调 控 AT P 结合盒转运蛋白 A1 的 abca1 缺失会

导致间质细胞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消耗，
而对于类固醇生成组织来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敲除 abca1 的
醇是合成胆固醇的首要来源。因此，
小鼠，其间质细胞的功能被部分削弱，从而导致
精子生成率有所下降。目前维生素 D 对精液质量
的作用机制尚无统一定论，
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发现，两组患者女方妊娠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两组患者前向运动百分
比均升高所致。女方维生素 D 水平可能也是影响
其妊娠率的一个因素。有研究 [18]对河北省城乡居
民的维生素 D 水平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女性较男
性更容易出现维生素 D 缺乏。动物实验研究显
示，将维生素 D 缺乏和维生素 D 充足的雌鼠分别
与雄鼠交配，观察其产仔数量的差异，结果提示维
生素 D 缺乏的雌鼠总体生育能力较维生素 D 充

足的雌鼠下降约 75% ，产仔数量也下降约 30%[19]。
也有研究[ 20] 认为，
女性中与血清 25（OH）D3 不足的
血清 25（OH）D3 充足（跃75 nmol·L -1）的患
患者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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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更高的临床妊娠率，认为维生素 D 可能通过
影响子宫内膜的容受性进而影响体外受精妊娠

结局。因此在临床工作中，重视男性维生素 D 水
平检测的同时，还需关注女性的维生素 D 水平，
给予适当补充，从而获得更高的妊娠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改
善不育 男性 的精子 浓度，临床 上 应重视对 25

（OH）D 水平的监测。适量补充维生素 D，改善对
不育男性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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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Vitamin D Intervention on Semen Quality of Infertile Men

YU Xia1，2， DONG Laihui1， ZHAO Junli3
（1.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2.Wuhai People’
s Hospital，
Wuhai 016000，
China；
3. Reproductive Medicine Center，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vitamin D intervention on semen quality of infertile me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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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y patients with oligozo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from July to November in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vitamin D2 injection，
oral calcium carbonate D3 tablets and sunlight intervention，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given sun drying.
Both groups were given compound Xuanju capsule and Xuefu Zhuyu Capsul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semen was
reexamined after 12 week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perm concentration and the percentage of progressive
motile sperm of infertile men in the study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percentage of
progressive motile sperm of infertile me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reased percentage of progressive motile sperm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 . 05）.
No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in all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ercentage of
progressive mutile sperm of infertile men and clinical pregnancy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perm concentration of infertile men，
but could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 of their wives.
Key words：vitamin D；intervention；male sterility；semen quality；pregnanc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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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ZDHHC4 Regula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Activation of Cardiac
Fibroblasts Through miR-208/NLK Pathway

XU Xiyuan1， LI Xi2， BIE Zidong3， MU Bin2
（1.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Xianyang
712000，China； 2.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Hospital of Cardio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Yinchuan 750001，China； 3.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Fe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Medical College，Fei County 273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ircZDHHC4/miR-208/NLK pathway in the activ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cardiac fibroblast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ircZDHHC4 in cells were
detected by nuclear and cytoplasmic separation. The binding ability of miR-208 with circZDHHC4 or NLK was
detected by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Cardiac fibroblasts were transfected with circZDHHC4
overexpression vector，miR-208 inhibitors and NLK overexpression vector respectively，and then induced by
Ang 2. The RNA expression of circZDHHC4，
miR-208，
NLK，
α-SMA，
Collagen 1 and Collagen 3 were detected by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the cell viability was detected by CCK-8，
the protein level of NLK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and α-SMA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Ang 2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circZDHHC4 and NLK in cardiac fibroblasts，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miR-208，α-SMA，Collagen 1 and
Collagen 3，and promoted cell viability. circZDHHC4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cytoplasm and competitively
bound miR-208. The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also confirmed that NLK was a target gene of
miR-208. The overexpression of circZDHHC4 or the inhibition of miR-208 expression blocked the inhibition of
NLK expression by Ang 2，
and then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α-SMA，
Collagen 1 and Collagen 3. circZDHHC4
reduced the effect of Ang 2 on promoting cell viability，and NLK overexpression also inhibited Ang 2
induced-cell activation. Conclusion circZDHHC4 inhibits the role of Ang 2 in the activ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cardiac fibroblasts through miR-208/NLK pathway，which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myocardial fibrosis.
Key words：myocardial fibrosis；cardiac fibroblast；circular RNA；miR-208；N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