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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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世军１

陈

丛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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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辉２“

１．辽宁中医药大学（沈阳 １１０８４７）；２．海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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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精方对腺嘌呤法诱导的大鼠睾丸组织中ＴＧＦ．Ｂ ３及ＴＧＦ－

有所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０．０５）。结论
§３ｍＲＮＡ的高表达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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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嘌呤；

转化生长因子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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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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ｒ Ｖ０１．２９ Ｎｏ．８ ２０ ｌ 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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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背景颜色的为阳性表达。空白对照组大鼠睾丸组织

３

中ＴＧＦ．０ ３蛋白表达基本呈阴性，偶见弱阳性表达细

表达水平较空白组明显提高（ＪＰ＜０．０１），而复方玄驹

胞，胞浆呈现淡黄色（见图１Ａ）。模型对照组大鼠睾

胶囊组及益精方组有明显下调作用（尸＜０．０５）。

丸组织中ＴＧＦ—Ｂ ３蛋白表达呈现强阳性，阳性细胞主

３表达（强）

要分布于各级生精细胞。镜下可见大量强阳性表达

表ｌ各组大鼠睾丸组织中ＴＧＦ．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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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模型组比较，≯＜０．０５，’≯＜０．０１

组织中ＴＧＦ．Ｂ ３蛋白表达呈现阳性，阳性细胞主要分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ＴＧＦ．Ｂ ３蛋白在睾丸组

布于次级精母细胞及精子细胞，阳性细胞浆内可见

织的表达主要分布于胞浆，在组织切片中表现为胞浆

黄色或褐色阳性产物。阳性细胞数明显少于模型对

染色呈黄色或棕褐色的阳性标志。凡染色强度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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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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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Ｉ

ｂｐ

结果显示：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Ｔ Ｇ Ｆ．

１

２ ＳＯ
ｌ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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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Ｓ

讨

２ ＳＯ

论

ｌ ３０

本实验通过免疫组化技术和ＲＴ．ＰＣＲ及紫外凝

ｌＯＯ

胶成像技术检测了腺嘌呤法不育症大鼠睾丸组织中
ＴＧＦ．Ｂ
ＴＧＦ．Ｂ ３

图２

万方数据

ｍＩ斟Ａ扩增产物紫外凝胶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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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皮，同时提高精子的活力和浓度。

的表达来抑制生精过程的作用Ｍ，５１，因此本实验采

本实验结果表明，益精方对腺嘌呤法不育症大

用腺嘌呤模型。根据王家辉等【３，６，７】的研究，确定以

鼠睾丸组织中ＴＧＦ—Ｂ ３及ＴＧＦ．Ｂ ３ｍＲＮＡ的表达升高

ｇ·ｄ剂量腺嘌呤连续灌胃１２ｄ，这是进行实验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而使模型大鼠睾丸支持细胞

的最佳模型。模型动物从腺嘌呤灌胃开始逐渐出现发

的紧密连接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其疗效与行业

育迟缓，体质量减轻，体毛稀疏脱落且无光泽、反应

内公认的治疗男性不育症疗效突出的复方玄驹胶囊无

迟钝、抱团取暖、少动萎靡等肾阳虚现象并伴有精子

显著性差异。今后将就益精方对腺嘌呤法肾阳虚不育

浓度、活力、Ｔ、ＬＨ水平等客观指标的明显下降，

症大鼠支持细胞紧密连接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进行研

临床常用促生育的“益精方”有明显的调整作用。

究，进而阐明该动物模型睾丸生精障碍的机制及益精

１ｍＬ／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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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的药理作用。

ｂｌｏｏｄ．ｔｅｓｔｉｓ

ｂａＨｉｅｒ’ＢＴＢ），它主要由睾丸支持细胞之间的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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