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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主要是探讨 Piwil2、Stat3、Bcl-2 蛋白在不育的雄性小鼠中的表达量及三者之间的表达位
置相关性。取雄性昆明种小鼠 60 只，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只。实验组采用雷公藤多苷
药物灌胃造小鼠不育模型 28 d；对照组按照同样剂量的生理盐水进行灌胃，持续时间及频次同实验组。
造模后将两组雄性小鼠分别与雌性小鼠交配；再处死雄性小鼠取出两组的睾丸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法和蛋白印迹检测法分别检测样本中 Piwil2、Stat3 及 Bcl-2 蛋白的表达状况。将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观察两组的蛋白表达差异性及三个蛋白表达的相关性。H.E 染色显示，实验
组小鼠睾丸组织生精小管结构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被破坏，精原细胞及初次级精母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结合与雌鼠交配后受精能力明显下降的结果，说明不育造模成功。免疫组化（IHC）染色结果显示，
实验组 Piwil2、Stat3 及 Bcl-2 蛋白的染色程度及阳性细胞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1）。Western Blot
结果同样显示，三种蛋白在实验组的表达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iwil2 蛋白 P < 0.05，Stat3 蛋白 P < 0.05，
Bcl-2 蛋白 P < 0.01）。本研究说明，Piwil2、Stat3 及 Bcl-2 蛋白在雄性不育小鼠中表达量均显著降低，
这三个蛋白对小鼠精子生成及小鼠不育的发生起到重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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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Piwil2, Stat3 and Bcl-2 proteins and their location
correlation in sterile male mice. Methods: 60 male Kunming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0 in each group. The sterile mice were modeled with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herb Tripterygium wilfordii for 28d.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tragastrically
administered with the same dose of normal saline for the same duration. After modeling, two groups of male
mice were mated with female mice respectively. The samples are respectively detected for expressions of
Piwil2 protein, Stat3 protein and Bcl-2 protein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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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he expressions of these three protei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seminiferous tubules in the testis tissu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amaged, the
number of spermatogenetic cells including spermatogonia and primary spermat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fertilization 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mating, indicationg that the model
establishment was successful. The results of IHC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Piwil2 protein, Stat3
protein and Bcl-2 protein and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ell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 (Table 2). Western blot results also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expressions of these three protei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iwil2 protein: P <
0.05, Stat3 protein: P < 0.05, Bcl-2 protein: P < 0.01) (Fig. 3, Fig. 4).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Piwil2, Stat3 and Bcl-2 proteins in the testis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occurrence of infertility.
Key words: Piwil2 protein; Stat3 protein; Bcl-2 protein; Sterile mice; Testis; Expression

Piwil2 蛋白作为 Piwil 蛋白家族的重要成
员之一，主要表达于睾丸组织内。通过基因敲

蛋白来实现的，那么这三个蛋白的相互作用是
否在精子发生过程中也同样适用呢？
针对此三个蛋白在精子生成及不育发生过

除的小鼠（Mus musculus domesticus）模型研究
发现，Piwil2 基因被敲除后小鼠精子生成明显

程中的潜在作用，我们通过建立小鼠不育模型，

障碍而且伴随着严重不育现象，而且被敲除基

分析 Piwil2、Bcl-2 及 Stat3 蛋白在小鼠不育模

因的小鼠睾丸发育停滞、睾丸重量相较于正常

型中的表达量，探讨三者在调控精子发生及小

小鼠的睾丸明显偏小（Darricarrere et al. 2013）
；

鼠不育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潜在的相关性。

在基因敲除鼠的睾丸组织中，精子生成过程停
滞于减数分裂的早期阶段——可能是减数分裂
的偶线期或者粗线期早期，而随后细胞就发生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及材料

1.1

凋 亡 ， 最 终 导 致 精 子 生 成 障 碍

选用 8 周龄 SPF 级昆明小鼠雄性 60 只，

（ Kuramochi-Miyagawa et al. 2004 ， 2008 ，

体重（40.9 ± 2.9）g，由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

Vourekas et al. 2012，Manakov et al. 2015，Wang

限责任公司提供，动物许可证号 SCXX（沪）

et al. 2015）
。但前人的研究中并未对 Piwil2 蛋

2007-0005。饲养于青岛大学基础医学院动物房

白在抑制小鼠生殖细胞凋亡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内，室温（27 ± 1）℃，食用全价营养颗粒饲料

及作用途径中的相关蛋白进行明确阐述，无法

（东方特斯特，编号：DF0021，山东济南），

真正了解 Piwil2 蛋白在小鼠不育发生中具体作

饮用自来水。药剂选择雷公藤多苷片（浙江得

用方式。随着对 Piwil2 蛋白的深入研究，发现

恩德制药有限公司）。

其除了在正常睾丸组织内高表达外，还在某些

1.2

肿瘤组织内（如乳腺癌、结肠癌等组织）存在

1.2.1

高表达的情况，其表达量与癌症分期成正相关

1 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2 组，每组 30

关系（Lee et al. 2006）。通过免疫共沉淀的方法

只。将雷公藤多苷片用蒸馏水配制为 3 g/L 的

研究发现，在肿瘤组织中 Piwil2 蛋白可通过上

混悬液，于 4 ℃保存。
（1）实验组：参考文献（俞

调其他两个抑制凋亡的蛋白 Stat3 蛋白和 Bcl-2

晶华等 2007，马凰富等 2015）进行造模。雷公

蛋白的表达量，从而达到促癌作用（Lee et al.

藤多苷混悬液每天按照小鼠体重以 0.001 ml/g 剂

2006）。此研究结果说明，Piwil2 蛋白调节细胞

量进行灌胃，1 次/d，连续灌胃 28 d。
（2）对照

凋亡的过程很可能是通过作用于 Stat3 和 Bcl-2

组：按照同样剂量的生理盐水进行灌胃，持续

方法
动物分组及造模 实验动物适应性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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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及频次同实验组。造模结束后所有雄鼠先

抗采用鼠抗人 Piwil2（美国 Santa 公司）、Stat3

与雌性小鼠交配，判断雌性小鼠受孕率；再提

（北京博奥森生物科技公司）、Bcl-2（北京博

取每只小鼠的附睾进行精子计数，进一步判断

奥森生物科技公司）单克隆抗体，二抗采用羊

造模成功与否。

抗鼠 IgG 抗体（中杉金桥公司生产）。将石蜡切

受孕率：60 只雌性小鼠随机分为两组，每

片置于 65 ℃烤箱烘烤 1 h，以防脱片，二甲苯

组 30 只，分别与实验组及对照组的雄性小鼠交

脱蜡并下行浓度梯度乙醇至水洗，采用柠檬酸

配，将受孕的雌性小鼠数除以 30 得出雌性小鼠

钠抗原修复液进行抗原修复，采用二步法免疫

的受孕率。

组织化学染色试剂盒（SP-9001，中杉金桥公司

精子计数方法：将雄性小鼠处死后，剪开

生产），参考试剂盒说明的主要步骤，在抗原修

腹腔，取出附睾并用生理盐水清洗干净，后置

复后加入血清封闭环节，进行组织染色，阴性

于盛有 3 ml PBS 缓冲液的培养皿内，用眼科剪

对照组用 PBS 代替一抗，最后经上行梯度乙醇

剪成小块，吸管轻轻吹打悬液 5 ~ 6 次，静置 3

脱水后二甲苯透明，最终中性树胶封片。参考

~ 5 min，成悬液。取精子悬液一滴滴入红细胞

相关文献（刘清华等 2016）进行免疫组化评分

计数板，在 40 倍光学显微镜下记数 5 个中方格

及阳性判定。按照阳性细胞数占比，免疫组化

的精子数，重复记数 3 次，取其平均值，后按

评分为：少于 5%，0 分；5% ~ 25%（包括 5%），

照细胞计数板对应的公式（总数 = 平均值 ×

1 分；26% ~ 50%，2 分；51% ~ 75%，3 分；

4

100 × 10 ）计算出最终的精子数量。精子数量
6

大于 75%，4 分。按照染色程度统计积分：棕

小于 6.00  10 个时，达到不育症判定标准（马

褐色（3 分）
、棕黄色（2 分）、淡黄色（1 分）

凰富等 2015）。

及无色（0 分）。阳性细胞数所得积分与染色程

组织取材处理 将小鼠颈部脱臼处死，

度所得积分相乘得到最终分数，0 ~ 7 分（不包

先分别取出实验组及对照组各 10 只小鼠的两

含 7 分）为低表达，7 ~ 12 分（包含 7 分）则

侧睾丸，放于 4%甲醛固定液中保存于 4 ℃冰

为高表达。在光镜下观察睾丸组织中 Piwil2、

箱内过夜，将在甲醛固定液中过夜的睾丸组织

Stat3 及 Bcl-2 三种蛋白的表达，对比实验组和

冲水 12 h，按照标准组织脱水流程进行脱水，

对照组动物睾丸组织中蛋白表达情况，并对结

石蜡包埋，4 μm 厚度切片，用于后续的苏木精

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 染

1.2.5

色 ） 及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测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IHC 染色）。

（包含蛋白酶抑制剂，上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

再将两组剩下的各 20 只小鼠的两侧睾丸组织

公司）将组织细胞裂解，提取睾丸组织总蛋白，

取出并放于 75%酒精中保存于﹣80 ℃冰箱内

进行 BCA（bicinchoninic acid assay）浓度测定。

备用。

取相同量的样品（10 μl）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

1.2.2

蛋白印迹（Western Blot）蛋白含量检
将保存于﹣80 ℃的组织用强组织裂解液

苏木素-伊红染色（H.E） 将石蜡切片

电泳，2 h 后转膜，一抗 4 ℃孵育过夜；翌日

置于 65 ℃烤箱烘烤 1 h 以防脱片，二甲苯脱蜡

加入山羊抗鼠二抗（北京博奥森生物科技公

并下行浓度梯度乙醇至水洗，苏木精染色 8 min，

司），室温（25 ℃）低速摇床孵育 2 h，采用美

经 1%盐酸乙醇分色，自来水充分冲洗返蓝，

国 UVP 公 司 凝 胶 成 像 系 统 进 行 ECL

再用 0.1%伊红复染 1 min，最后经上行梯度乙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显影，显影结果

醇脱水，二甲苯透明，封片。光镜下观察睾丸

采用 ImagePro 软件进行半定量分析，并进行统

组织切片形态学改变。

计学分析。

1.2.3

1.2.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

本实验一

一抗分别是鼠抗人 Piwil2（美国 Santa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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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Stat3（美国 CST 公司）及兔抗鼠 Bcl-2

（P > 0.05）
。实验组小鼠附睾精子计数相较于

（美国 CST 公司）单克隆抗体，用鼠抗人 β-actin

对照组明显下降（P < 0.001），达到不育评判标

单克隆抗体（美国 Santa 公司）作为内参对照。

准。

1.3

统计分析

2.2

苏木素-伊红（H.E）染色结果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别采

H.E 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小鼠睾丸结构

用 t 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小鼠体重和精

完整，生精上皮及各级生精细胞均完整（图

子数量及蛋白表达量数据差异性进行分析，P <

1a）；实验组小鼠相对于对照组小鼠睾丸组织，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构明显破坏，生精小管明显减少，生精上皮
明显变薄，精原细胞、初级和次级精母细胞数

结果

2

量都显著下降，精子细胞明显缺失，睾丸间质

小鼠体重及造模后附睾精子计数

细胞也明显减少（图 1b）
。H.E 染色结果表明，

小鼠体重及附睾精子计数统计结果见表

实验组小鼠睾丸生精组织明显破坏，生精功能

1。实验组与对照组小鼠之间体重无差异（P >

严重下降。结合小鼠附睾精子数量及雌性小鼠

0.05），且造模处理前后小鼠体重无明显变化

受孕率，对照组受孕率 90%，实验组受孕率

2.1

表1
Table 1

小鼠处理前后体重及附睾精子计数（平均值 ± 标准差）

Body weight and epididymal sperm cou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mice (Mean ± SD)

实验分组
Group

样本量（只）
Sample size (ind)

处理前体重（g）
Body weight before treatment

处理后体重（g）
Body weight after treatment

精子计数数量（× 106）
Sperm counts

实验组
Experimental group

30

33.75 ± 1.53

32.70 ± 0.92

5.00 ± 1.89*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30

34.89 ± 1.86

32.97 ± 1.70

11.04 ± 2.06*

 实验组与对照组精子计数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实验组与对照组小鼠造模前体重无差异，P > 0.05，小鼠造模后两组之间体
重也无差异，P > 0.05；实验组（P > 0.05）及对照组（P > 0.05）造模前后之间也无差异。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perm coun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body weigh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P > 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body weigh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P > 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modeling, P > 0.05.

图1

小鼠睾丸组织 H.E 染色结果（400 ×）
Fig. 1

H.E staining results (400 ×)

a. 对照组；b. 实验组。a. Control group; b.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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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可判定实验组雄性小鼠不育模型造模成

在相关性。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三种蛋白在

功。

精原细胞、初级及次级精母细胞中的表达明显

2.3

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结果比较分析
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显示，Piwil2

蛋白主要表达于精原细胞及各级精母细胞的细
胞质中，在睾丸间质细胞中也有一定量的表达；

下降，而且实验组小鼠睾丸组织中各级细胞（包
括精原细胞、初级和次级精母细胞）数量明显
减少。
IHC 染 色 评 分 结 果 显 示 ， 在 对 照 组 中

Bcl-2 蛋白主要表达于精原细胞，初级及次级精

Piwil2 蛋白在各个生精小管中均有稳定的高表

母细胞以及精细胞的细胞质及细胞核中；Stat3

达，而实验组则是低表达状态，且实验组相较

蛋白主要表达于睾丸间质细胞的细胞质内（图

于对照组 Piwil2 蛋白的表达量明显降低（P <

2）
；说明三个蛋白在睾丸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存

0.001）（表 2）；同样，对照组的 Bcl-2 及 Stat3

图2
Fig. 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400 ×）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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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均为高表达，且实验组表达量相较于对照

研究发现 Piwil 蛋白家族的几个亚蛋白在

组显著降低（P < 0.001）
（表 2）。
2.4

54 卷

雄性生殖细胞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蛋白检测结

作用，它们可调控雄性生殖细胞的凋亡及分裂

果

过程，并对相关基因进行表观遗传以及转录方
本实验分别对对照组及实验组的各 20 只

面的调节（Heyn et al. 2012，Pleštilová et al.

小鼠的共 80 份样品蛋白进行了 Western Blot 蛋

2016）。Piwil2 蛋白作为 Piwil 蛋白家族的亚蛋

白检测。实验组 Piwil2、Stat3 及 Bcl-2 蛋白表

白之一，主要表达于睾丸及肿瘤组织内。研究

达量相较于对照组均有明显下降（图 3）。将内

发现 Piwil2 蛋白可抑制细胞凋亡，在干细胞的

参蛋白的表达量定为 1.00，Piwil2、Stat3 及 Bcl-2

增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 Piwil2 蛋白

蛋白在实验组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0.4967 ±

可调控整个精子的发生过程，对于各级生精细

0.3157、0.0046 ± 0.0040、0.0314 ± 0.0444，对

胞 的 增 殖 与 凋 亡 也 相 当 重 要

照组三个蛋白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1.2867 ±

（Kuramochi-Miyagawa et al. 2004）。在肿瘤的

0.2500、0.5802 ± 0.3106、1.2162 ± 0.4387，实

相关研究中发现，Piwil2 蛋白通过上调另两个

验组的蛋白表达量较于对照组，Piwil2 蛋白降

抑制凋亡的蛋白 Stat3 及 Bcl-2 的表达量，来抑

低量超过 60%，Stat3 及 Bcl-2 蛋白降低量均超

制癌细胞的凋亡，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Lee et

过 90%，两组间差异均显著（Piwil2 蛋白 P <

al. 2006，Lu et al. 2012，Manakov et al. 2015）。

0.05，Stat3 蛋白 P < 0.05，Bcl-2 蛋白 P < 0.01）。

Stat3 及 Bcl-2 蛋白是两个主要的抑制细胞凋亡

3

的蛋白（Gross 2016，Sgrignani et al. 2018）。研

讨论
表2

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三个蛋白的染色评分及定级

Table 2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HC) of three proteins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实验组 Experimental group

20

20

Piwil2

> 75

20

Bcl-2

> 75

<5

样本量（只）Sample size (ind)

阳性细胞数百分比（%）
Percentage of positive cells

染色程度
Degree of stain

综合评分
Rates

表达程度
Degree of expression

Stat3

> 75

40

Piwil2

棕黄色 Brownish yellow

淡黄色 Light yellow

Bcl-2

棕褐色 Brown

淡黄色 Light yellow

Stat3

棕褐色 Brown

棕黄色 Brownish yellow

Piwil2

12（强阳性）
12 (Strong positive)

1（弱阳性）
1 (Weak positive)

Bcl-2

12（强阳性）
12 (Strong positive)

0（阴性）
0 (Negative)

Stat3

12（强阳性）
12 (Strong positive)

4（弱阳性）
4 (Weak positive)

Piwil2

高表达 High expression

低表达 Low expression

Bcl-2

高表达 High expression

低表达 Low expression

Stat3

高表达 High expression

低表达 Low expression

两组间的三个蛋白表达量均差异显著（P < 0.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of three protei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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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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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印迹法检测结果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图中两个实验组的数据是将实验组小鼠的左右两只睾丸组织的蛋白分别与对照组进行了对比而得出。
The data of the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of left and right testicular tissues a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 蛋白印迹法显色结果；b. 相对表达量统计结果；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a. Western blot colorimetric results of β-actin, Piwil2 protein, Stat3 protein, and Bcl-2 protein; b. Histogram of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iwil2
protein, Stat3 protein, and Bcl-2 protein;  indicates P < 0.05;  indicates P < 0.01.

究显示，Bcl-2 蛋白是调节凋亡的关键因子，且

殖至关重要（Sgrignani et al. 2018）。研究发现，

有明显的抑制凋亡特性（Gross 2016）。其他研

Stat3 蛋白在哺乳动物生精过程中可调控精原

究显示，Bcl-2 蛋白在精子发生中有明显的过表

干细胞的分化增殖，且能影响精原细胞及各级

达情况（Xi et al. 2017），这说明 Bcl-2 蛋白抑

精母细胞（包括初级及次级精母细胞）的凋亡

制凋亡的特性在精子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它

过程（Kaucher et al. 2012，Tang et al. 2012，

可以抑制生精细胞（包括精原细胞、初级精母

Huang et al. 2016 ）。 本 实 验 中 主 要 探 讨 了

细胞及次级精母细胞）的凋亡来促进精子生成

Piwil2、Stat3 及 Bcl-2 蛋白的表达量与精子生

（Xi et al. 2017）。进一步研究发现，Bcl-2 蛋白

成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在小鼠不育发生过程中

主要存在于各级生精细胞中，在精子第一次发

是否存在潜在相关性。

生波的早期可以作用于 P53 蛋白来达到抑制凋

3.1

亡和促进精子大量生成的作用（Wei et al. 2000，

Piwil2 蛋白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通过本实验研究发现，Piwil2 蛋白主要表

Vergara et al. 2011）。Stat3 蛋白属于 Stat 蛋白家

达于精原细胞、精母细胞（初级和次级）及圆

族，是一种重要的细胞生长因子，对细胞的增

形精细胞中，且在精子发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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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与之前对 Piwil2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小鼠不育发生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与之前

（Kuramochi-Miyagawa et al. 2004）。在敲除

的报道结果相一致（Kaucher et al. 2012，Huang

Piwil2 基因的小鼠模型中，睾丸重量与体积明

et al. 2016）。Bcl-2 蛋白在实验组小鼠睾丸组织

显缩小且精子生成过程中的各级细胞数量均明

内表达量相较于对照组也有明显下降（降幅超

显降低，这说明 Piwil2 蛋白在小鼠生精过程中

过 90%，P < 0.001）。免疫组化染色得到相同的

起到调节精子生成的作用，特别是对于精子生

结果，实验组 Stat3 及 Bcl-2 蛋白的阳性细胞数

成的最后阶段组蛋白替换过程至关重要，以上

及染色均明显的降低，说明实验组中这两个蛋

都说明 Piwil2 蛋白是精子发生中必不可少的一

白的表达较于对照组均明显降低（P < 0.05）。

环（Kuramochi-Miyagawa et al. 2004，Manakov

本研究的免疫组化染色与 Western Blot 结果均

et al. 2015）
。本研究通过建立小鼠不育模型并

表明，Stat3 蛋白与 Bcl-2 蛋白在精子发生中发

对 小 鼠 睾 丸 组 织 进 行 蛋 白 印 迹 法 （ Western

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Blot）检测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其中

（Wei et al. 2000，Vergara et al. 2011）。本实验

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显示，Piwil2 蛋白在实验

反向印证了，Stat3 及 Bcl-2 蛋白的缺失对于精

组（即模型组）小鼠睾丸组织中表达量相较于

子发生存在致命破坏。

对照组（即正常组）明显降低（P < 0.05）且蛋

3.3

白表达量降低幅度超过 60%，这说明在不育小

生中可能存在潜在相关性

Piwil2 与 Stat3、Bcl-2 蛋白在调节精子发

鼠中 Piwil2 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并伴随着小鼠

综合本实验结果，Piwil2、Stat3 及 Bcl-2

精子数量及活力明显下降；同样免疫组化染色

蛋白在不育小鼠的睾丸组织内均是低表达，且

实验结果也显示，实验组 Piwil2 蛋白阳性细胞

实验组表达量较于对照组降低明显（均超过了

数与对照组相比也明显降低且染色明显偏浅，

60%），而且三个蛋白的表达定位存在相关性。

说明 Piwil2 蛋白在不育小鼠睾丸的表达量相较

三个蛋白的表达位置相关性及表达量趋势的一

于正常小鼠睾丸明显降低（P < 0.05）。以上两

致性，说明这三者之间在调节精子发生及不育

项实验结果都证明不育小鼠的 Piwil2 蛋白表达

生成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的相关性，这一结论

量明显降低，这说明 Piwil2 蛋白低表达与小鼠

与之前在肿瘤研究中三个蛋白表达量降低的趋

生精障碍及不育的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

势相一致（Lee et al. 2006）
。三者间的准确相关

性，同样也证明 Piwil2 蛋白是精子生成的关键

性还需要通过免疫共沉淀实验进行进一步验

蛋白之一，这一结论与之前对 Piwil2 蛋白的研

证。

究 结 果 相 吻 合 （ Kuramochi-Miyagawa et al.
2004，Manakov et al. 2015）。
3.2

Stat3 及 Bcl-2 蛋白在精子发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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