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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精方对腺嘌呤法大鼠睾丸组织中TGF．p 3 111】阶淞

及蛋白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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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益精方对腺嘌呤法不育症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用48只健康的sPF级wistar雄性大鼠，2月龄，体质量(180土20)g，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复方玄驹组和益

精方组，每组12只。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均以腺嘌呤1 mL／(1009．d)的剂量连续灌胃12d；从第13天开始，空白

组及模型组用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复方玄驹组以复方玄驹胶囊水溶液灌胃，益精方组以益精方汤剂灌胃，每天一

次，连续20d。实验结束后处死大鼠，摘取睾丸，采用免疫组化技术测定大鼠睾丸组织中TGF．0 3的表达；采用R■

PCR技术测定TGF．B 3 IⅢⅢA的表达。结果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中TGF．B 3及TGF．B 3 mRNA的表达均升高，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尸<O。01)。与模型组比较，复方玄驹组和益精方组中TGF—S 3及1℃F．B 3删瞵A的表达均

有所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0．05)。结论 益精方对腺嘌呤法诱导的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及TGF-

§3mRNA的高表达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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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约有1250万对不孕不育夫妇，男性

因素所致者约占40％，这其中70％以上病因不明，即

使在己知病因的男性不育中，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

明，因此男性不育的诊治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医

学以辨证论治为主，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作用于

机体，在男性不育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川。益

精方是贾金铭教授根据自己几十年临床经验，在千年

名方五子衍宗丸的基础上化裁所得的，临床应用近20

年，对男性不育症有非常好的疗效。经体内体外实验

证实，TGF．B 3可以控制血．睾屏障的开启与闭合，控

制精子生成过程中生精细胞向管腔的运动，从而影响

精子的产生，导致男性不育症【2】。本实验拟观察益精

方对腺嘌呤法不育症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表达的

影响。

材料与方法

一、实验动物

选用48只健康的、具有生殖能力的SPF级Wistar雄

性大鼠，2月龄，体质量(180士20)g，购于辽宁长生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动物合格证号：SC：Ⅺ(201蝴01，饲
养于辽宁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自由饮食。

二、实验药品

复方玄驹胶囊，0．429×54粒，施强药业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60462。益精方：桑椹

209、桑螵蛸209、菟丝子209、肉苁蓉129、仙灵脾

129、黄精159、五味子159、当归109、红花69、黄

芪15 g、苍术129，共11昧中药组成。所有饮片的采

购、药物制备及质控均由辽宁中医药大学中药制剂

室完成。

三、主要试剂及仪器

腺嘌呤，购自北京市化学试剂公司；兔抗大鼠

TGF．B 3抗体，购自北京博奥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免疫组化通用Sp试剂盒和DAB显色试剂盒购自北京

博奥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Trizol，购自invitrogen

公司；两步法RT．PcR试剂盒和DNA marker购自北

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脱水机(LEICA300

型)、石蜡包埋机(EGll50型)、切片机(LEICA

RM2235)型均为德国徕卡公司生产。数码显微镜

(0LYMPUS BX41型)、生物显微镜(CHA型)均

为日本OLYMPUS公司生产。电泳仪，北京六一仪器

设备厂生产。凝胶成像分析系统，美国Alphainnotech

chemi Imager。水平摇床，北京六一仪器厂。

四、分组、模型的建立及干预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48只Wistar雄性大鼠平均

分为4组：空白组，模型组，复方玄驹组和益精方组，

每组12只，适应性喂养5d后进行模型建造。按王家辉

等【31腺嘌呤改进法，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将腺嘌呤

按500 m鲈IlL浓度配置，并加入与腺嘌呤1：10比例的阿

拉伯胶助溶，以1nlL／1009·d剂量连续灌胃12d；从第13

天开始，空白组及模型组用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复方

玄驹组以复方玄驹胶囊水溶液2mL灌胃，益精方组以

益精方汤剂3mL灌胃，qd，连续20d。

五、检测指标及方法

(一)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睾丸组织中TGF—D 3

表达水平

各组大鼠干预后颈椎脱位处死，解剖摘取睾

丸，4％多聚甲醛固定液固定，将固定好的睾丸组织

取出，自来水下充分冲洗，冲洗后经全自动脱水机脱

水，石蜡包埋、切片，石蜡切片常规脱蜡，采用SP

法对组织中TGF．B 3表达水平进行检测。

(二)RT．PCR法检测睾丸组织中TGF．D 3

IIlI斟A表达水平

采用Trizol法抽提睾丸组织中总RNA，依吸光度

值，取等量总RNA进行逆转录，以逆转录产物为模

板，采用Tag酶，按以下程序进行PCR反应。1℃F．B 3

上游引物为：5’一TGCGCCCCCTCTAC触rrG一3’，下

游引物为：5’．GGTTCGTGGACCCA：兀●CC．3’，产

物长85bp。同时以B．actin为内参照，引物序列为：上

游：5’．CCAACCGTGAGAAGATGACA．3’；下游：

5’一TCGCCAGAATCCAGAACAAT．3’，扩增产物长

130bp。反应条件为：94℃预变性120s，再经94℃变性

30s，65℃退火30s，72℃延伸30s共30个循环，最后72℃

终延伸1 20s。PCR反应产物在2％琼脂糖凝胶上电

泳，电泳完毕，取出凝胶。在波长为254nm的紫外灯

下观察，于凝胶成像系统中拍照并保存。于凝胶成

像分析系统中采集图像并测定目的基因及内参基因

条带的积分光密度值，以(目的基因积分光密度值／

内参基因积分光密度值)比值作为统计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

六、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O软件，实验数据计量资料采用

矗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齐性检验和方差分析，

尸<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各组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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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TGF—p 3mRNA表

达比较，从表1显示：模型组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

表达水平较空白组明显提高(JP<0．01)，而复方玄驹

胶囊组及益精方组有明显下调作用(尸<0．05)。

表l各组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表达(强)

注：与模型组比较，≯<0．05，’≯<0．01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TGF．B 3蛋白在睾丸组

织的表达主要分布于胞浆，在组织切片中表现为胞浆

染色呈黄色或棕褐色的阳性标志。凡染色强度明显高

于背景颜色的为阳性表达。空白对照组大鼠睾丸组织

中TGF．0 3蛋白表达基本呈阴性，偶见弱阳性表达细

胞，胞浆呈现淡黄色(见图1A)。模型对照组大鼠睾

丸组织中TGF—B 3蛋白表达呈现强阳性，阳性细胞主

要分布于各级生精细胞。镜下可见大量强阳性表达

细胞(见图1B)。复方玄驹胶囊组大鼠睾丸组织中

TGF．B 3蛋白表达呈现阳性，阳性细胞主要分布于次

级精母细胞及精子细胞，阳性细胞浆内可见黄色或

褐色阳性产物。阳性细胞数略多于益精方组，但明

显少于模型对照组(见图lc)。益精方组大鼠睾丸

组织中TGF．B 3蛋白表达呈现阳性，阳性细胞主要分

布于次级精母细胞及精子细胞，阳性细胞浆内可见

黄色或褐色阳性产物。阳性细胞数明显少于模型对

照组(见图1D)。

图1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睾丸组织TGF．B 3表达

A：空白组大鼠睾丸生精上皮中TGF—B 3的表达(DAB，×400)；B：模型组大鼠睾丸生精上皮中TGF—p 3的表达(DAB，×400、：c：复方玄

驹胶囊组大鼠睾丸生精上皮中TGF．B 3的表达(HE’×400)；D：益精方组大鼠睾丸生精上皮中TGF．B 3的表达(Ⅷj．×40n)

二、RT-PCR法检测睾丸组织中TGF．B 3 mI斟A

表达水平结果

由TGF—B 3与内参B—actin的扩增产物电泳结果

可知，扩增产物为分子量大小约为85、130bp的两条

条带，与预期结果一致(见图2)。

bp AI 1

2 SO

lOO

8S

2 SO

l 30

lOO

图2 TGF．B 3 mI斟A扩增产物紫外凝胶成像

结果显示：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T G F．

B 3mRNA表达明显上调(尸<0．01)：与模型组比

较，复方玄驹胶囊组及益精方组均表现为明显的下调

作用(Jp<0．05)， (见表2)。

表2各组大鼠睾丸组织中TGF．B 3m】卧队表达(i姆)

组别 n TGF．B 3mRNA

空白组 10 0．29士0．03”

模型组 10 0．69士O．04

复方玄驹组 10 0．54士0．04

益精方组 10 0．51土O．04’

注：与模型组比较，≯，0．n5，。≯<O川

讨 论

本实验通过免疫组化技术和RT．PCR及紫外凝

胶成像技术检测了腺嘌呤法不育症大鼠睾丸组织中

TGF．B 3在蛋白和mRNA水平上的表达情况。国内外

有关研究睾丸性不育动物的模型实验有多种，但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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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腺嘌呤有通过影响睾丸间质细胞中TGF-B 3

的表达来抑制生精过程的作用M，51，因此本实验采

用腺嘌呤模型。根据王家辉等【3，6，7】的研究，确定以

1mL／100 g·d剂量腺嘌呤连续灌胃12d，这是进行实验

的最佳模型。模型动物从腺嘌呤灌胃开始逐渐出现发

育迟缓，体质量减轻，体毛稀疏脱落且无光泽、反应

迟钝、抱团取暖、少动萎靡等肾阳虚现象并伴有精子

浓度、活力、T、LH水平等客观指标的明显下降，

临床常用促生育的“益精方”有明显的调整作用。

精子发生需要在生精上皮的特殊微环境中进

行，其中最为熟悉的是血一睾屏障(the blood．testis

baHier’BTB)，它主要由睾丸支持细胞之间的紧密

连接所构成。一旦睾丸支持细胞的紧密连接受到损害

就会阻碍睾丸的生精过程【8】。目前，在睾丸支持细胞

紧密连接内己经发现了三类结构膜蛋白：claudins、

闭锁蛋白(occludins)和连接黏附分子JAMs，并

鉴定了一些其他的周围膜蛋白，如闭合小环蛋白．1

(zonula occludens—l，Z0．1)和ZO-2等‘91。研究证实，

TGF．B 3可以与存在于支持细胞和生殖细胞中的受

体结合，通过p38．MAPK信号途径下调BTB上的蛋

白occludin，claudin．11、JAM．A和ZO．1的水平来干扰

支持细胞紧密连接屏障，从而通过这些蛋白的表达

来调控BTB的动态开放【10‘121。BTB的有序开放有赖于

occludins，claudins和连接黏附分子(JAMS)这三类

结构膜蛋白的调节，从而保证精子的生成【l31。研究

发现，离体情况下，BTB的形成伴随的是TGF—B 2和

TGF．B 3表达明显下降。在体实验证实，通过睾丸内

注射TGF．B 3，BTB可被分解，并且这种分解是可逆

的(1 41。本实验也证明了益精方对腺嘌呤法诱导的大鼠

睾丸组织中TGF．B 3及TGF．B 3mRNA的高表达具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改善了模型大鼠睾丸支持细胞

的紧密连接状态，从这个方向阐述了益精方治疗男性

不育的机制。

益精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贾金铭教授根据中医

的理论，结合现代中药学的药理研究，经过多年临

床经验总结出来的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方剂。全方由

当归、红花、淫羊藿、菟丝子、桑螵蛸等11味中药组

成。李柱等【l卸研究表明大剂量益精方干预可降低环磷

酰胺小鼠精子的凋亡率，增加小鼠精子密度、活力，

并增加精子线粒体功能，从而达到治疗少弱精子症

的目的。王力等nq研究结果表明，益精方通过促进

Bcl一2蛋白、抑制Bax蛋白的表达，抑制生精细胞的凋

亡。王家辉等【l刀研究显示益精方能够改善腺嘌呤诱导

的肾阳虚不育症大鼠的性激素水平，修复受损的生精

上皮，同时提高精子的活力和浓度。

本实验结果表明，益精方对腺嘌呤法不育症大

鼠睾丸组织中TGF—B 3及TGF．B 3mRNA的表达升高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而使模型大鼠睾丸支持细胞

的紧密连接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其疗效与行业

内公认的治疗男性不育症疗效突出的复方玄驹胶囊无

显著性差异。今后将就益精方对腺嘌呤法肾阳虚不育

症大鼠支持细胞紧密连接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进行研

究，进而阐明该动物模型睾丸生精障碍的机制及益精

方的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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