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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对不育症
大鼠精子质量及生殖激素的影响 ＊
吴国琳 1，
李天一 2△，
余国友 1，卢雯雯 1
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３；２ 浙江中医药大学
[ 摘 要］ 目的：研究中药复方玄驹胶囊对不育症大鼠精子质量、生殖激素和一氧化氮（ＮＯ） 、一氧化氮合
酶（ ＮＯＳ） 的影响。方法：将 ５０ 只 Ｗｉ ｓ ｔ ａｒ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雷公藤多甙造模） ，复方玄驹胶囊
模型组每日予生理盐水灌胃，阳性对照组用枸橼酸氯米
高、低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 ５ 组，每组 １０ 只。正常组、
芬胶囊，复方玄驹胶囊高、
低剂量组分别予相应剂量复方玄驹胶囊灌胃，连续喂养 ３０ 天后处死大鼠，检测精子
质量、
血清生殖激素和 ＮＯ、
ＮＯＳ 含量。结果：
模型组大鼠精子密度、
精子活率及活动度均低于其他各组（P＜０． ０５） ，
阳性对照组畸形率和正常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０． ０５） 。模型组血清 ＮＯ、
ＮＯＳ
而畸形率高于各组（P＜０． ０５） ；
含量均高于其他各组（P＜０． ０５） ；阳性对照组血清 ＮＯ高于复方玄驹高剂量组（P＜０． ０５） ；阳性对照组血清 ＮＯＳ
高于正常组（P＜０． ０５） 。模型组大鼠血清 Ｔ、
ＦＳＨ低于其他各组（P＜０． ０５） 。模型组 ＬＨ与正常组和高剂量组相比
复方玄驹胶囊能够改善不育症大鼠精子质量，
调节生殖激素，
提高大鼠精子活
有统计学差异（P＜０． ０５） 。结论：
动度，减少精子畸形率，
从而提高生育能力。
[ 关键词］ 不育症；
精子质量；
生殖激素；
一氧化氮；
复方玄驹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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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ｓｐｅｒ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ｌｉｔｙ （P＜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P＜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P＜０．０５）．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Ｏ ａｎｄ ＮＯ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P＜０．０５）； ＮＯ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FuFang
XuanJu ｃａｐｓｕｌｅ （P＜０．０５）；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ＮＯＳ （P＜０．０５）．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Ｔ， ＦＳＨ （P＜０．０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Ｈ （P ＜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FuFang XuanJu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ｃ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ｐｅｒ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ｐｅｒｍ ｍｏ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ｐｅｒｍ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ｓｐｅｒ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ＮＯ）； FuFang XuanJu ｃａｐｓｕｌｅ

不育症是当今人类生殖健康关注和研究的难
题和热点之一，而男性不育患者中有多数患者因
少、
弱精子症所致，由于环境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
影响，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在临床上引起越
来越多的关注，但仍缺乏有效治疗药物［１ ］。中药复
方玄驹胶囊在治疗不育症及改善精子质量方面有
较好疗效［２ ］。本研究用复方玄驹胶囊对不育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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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鼠进行干预，研究其对大鼠精子质量、血清性
激素及一氧化氮（ＮＯ）、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含量的
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动物 Ｗｉｓｔａｒ 雄性大鼠 ５０ 只，５ 月龄，
清洁级，体质量（３００±２０）ｇ，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２０１０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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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动物造模 随机选 ４０ 只大鼠采用雷公藤
多甙（ＴＷＰ，黄石飞云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１１１００１，
规格：１０ ｍｇ／ 片）灌胃造模，每只每天灌胃
２５ ｍｇ／（ｋｇ·ｄ）。另外 １０ 只做为正常组。
1. 3 分组与给药 将 ４０ 只已造模大鼠随机分为
模型组，
复方玄驹胶囊（杭州施强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０１１１０，规格：０．４２ ｇ／ 粒）高、低
剂量组和枸橼酸氯米芬胶囊（上海衡山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１００４９，规格：５０ ｍｇ／ 粒）阳性
对照组 ４ 组，每组 １０ 只。正常组、
模型组灌胃等量
的生理盐水，阳性对照组用枸橼酸氯米芬胶囊
２．６ ｍｇ／（ｋｇ·ｄ），复方玄驹胶囊高、低剂量组分别
按 ０．８ ｇ／（ｋｇ·ｄ）、０．４ ｇ／（ｋｇ·ｄ）灌胃，１ 次 ／ｄ，连
续 ３０ 天。
1. 4 检测指标及方法
１． ４． １ 实验大鼠精子质量检测 实验大鼠处死
后，抽取静脉血液，并立即剖腹取出睾丸、附睾，剔
除脂肪和结缔组织，睾丸固定于固定液中，取附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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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组织适量，每次尽可能使其大小一致，置 ３ ｍＬ
３７℃生理盐水中，剪碎，温浴 １５ 分钟，得精子悬
液，采用自动精子分析仪检测精子质量，包括精子
密度、精子活率、畸形率、精子活动度（即活动度
Ａ、Ｂ 级，Ａ 级为快速前向运动精子率，Ｂ 级为慢速
前向运动精子率）。
１． ４． ２ 血清 ＮＯ和 ＮＯＳ检测 采用硝酸还原法测
定 ＮＯ 含量和 ＮＯＳ 活性。ＮＯ、ＮＯＳ 测定试剂盒为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产品。
１． ４． ３ 血清生殖激素检测 用放射免疫法分别
检测各组大鼠血清睾酮（Ｔ）、促卵泡刺激素（ＦＳＨ）、
黄体生成素（ＬＨ）。
1. 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χ±s）表示，组间均数比
P＜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较采用方差分析，
２ 结果
2. 1 大鼠精子质量比较 各组大鼠精子质量比
较，见表 １。

表 1 各组大鼠附睾精子密度、活率、
畸形率及活动度比较( χ±s)
组别

例数

精子密度×１０６／ ｍＬ

精子活率 ／ ％

畸形率 ／ ％

活动度 Ａ 级／ ％

活动度 Ｂ 级 ／ ％

正常组

１０

５７． ８４±１３． ４２＊

７１． ３６±１０． ４８＊

６． ７３±２． ２８＊

２７． ３６±１０． ２１＊

３５． ２５±１１． ６８＊

模型组

１０

３３． ６０±９． ６９

３９． ６５±１１． １７

２５． ６３±７． ３５

３． ６７±１． ０６

１９． ４５±７． ４３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１０
１０

４９． ２６±９． ７４
５１． １９±１０． １９＊

５０． ３８±１１． ６３
６３． ４９±１０． ２１＊

１１． ３６±５． ２７
８． ９３±２ ． １５＊

＊

１９． ７８±６． ２３
２２． ３９±６． ５８＊

２６． ８１±８． ３５△
３０． ３７±７． １９＊

阳性对照组
１０
５０． ７２±１０． ３６＊
５８． ８４±１０． ６８＊
１２． １２±７． ５８＊△
注：＊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P＜０． ０５；△表示与正常组相比，P＜０． ０５。

１８． ７４±５． ３７＊

２５． ９７±８． ２８△

＊

其他各组，有统计学差异（P＜０．０５）；阳性对照组
血清 ＮＯ 高于复方玄驹高剂量组，有统计学差异
（P＜０．０５）；阳性对照组血清 ＮＯＳ 高于正常组，有
统计学差异（P＜０．０５）。
2. 3 大鼠血清生殖激素含量比较 各组大鼠血
清生殖激素含量比较，见表 ３。

由表 １ 看出，
模型组大鼠精子密度、
精子活率及
活动度均低于其他各组，
有统计学差异（P＜０．０５），
而畸形率高于各组（P＜０．０５）；高剂量组各项指标
优于阳性对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阳
性对照组畸形率和正常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复
方玄驹低剂量组、阳性对照组 Ｂ 级活动度低于正
常组，２ 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０．０５）。
2. 2 血清 NO和 NOS 比较 各组大鼠血清 ＮＯ 和
ＮＯＳ 比较，见表 ２。

表 3 各组大鼠血清 T、FSH、LH含量比较( χ±s)
组别

１０
１０

７５． ３８±１１． ２４
４８． ２６±９． ７４＊

３４． ５４±７． ２７
２２． ８３±８． ４５＊

高剂量组
１０
４０． １６±８． ７８＊
１９． １２±７． ３４＊
＊★
阳性对照组
１０
５０． ７２±８． ３６
２５． ３４±９． ３８＊△
注：＊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P＜０． ０５；△表示与空白组相

例数 Ｔ／ （ ｎｇ·ｍＬ－１）

ＬＨ（ ｍＩＵ·ｍＬ－１）

２０． ６２±６． １５

＊

６． ６７±０． ８４＊

模型组
１０ ０． ８５±０． ３６
４． ８４±１． ０５
＊
低剂量组
１０ ２． ０６±０． ７４ １５． ３６±５． ２７＊
高剂量组
１０ ２． ５７±０． ５９＊ １８． ３３±４． ３５＊
阳性对照组 １０ ２． １２±０． ６６＊ １３． ４２±５． ６８＊
注：
＊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 P＜０． ０５。

２１． ７６±２． ３７
１３． ４７±３． １５
８． ７４±１． ０７＊
１２． ３８±２． １８

１０

２． ８５±１． １４

＊

从表 ３ 看出，模型组大鼠血清 Ｔ、ＦＳＨ 低于其
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模型组 ＬＨ
高于其他组，与正常组和高剂量组相比有统计学
差异（P＜０．０５）。

比，P＜０． ０５；★表示与高剂量组相比，
P＜０． ０５。

从表 ２ 看出，模型组血清 ＮＯ、ＮＯＳ 含量均高于

中国科技

ＦＳＨ／ （ ｍＩＵ·ｍＬ－１）

正常组

表 2 各组大鼠血清 NO和 NOS含量比较( χ±s)
组别
例数
ＮＯ／ （ μｍｏｌ·Ｌ－１）
ＮＯＳ／ （ Ｕ·ｍＬ－１）
＊
正常组
１０
４２． １３±９． ３２
１６． ３９±６． ５６＊
模型组
低剂量组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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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在与男性生育能力相关的精液指标中，精子
密度和活动力极为重要，是决定男性生育力的主
要因素。而评价精子功能的指标主要有精子密度、
精子运动能力、精子形态等，这些指标与精子的受
精能力密切相关。精子的功能状况和结构变化，可
通过精子运动的改变来加以体现，因此，精子的运
动特性是反映精子质量的综合、直观指标［３ ］。实验
发现，模型组大鼠精子密度、精子活率及活动度均
低于其他各组，畸形率高于各组，表明雷公藤总甙
造模成功。
众所周知，血清生殖激素水平与精子的发生
密切相关。研究表明，ＦＳＨ、ＬＨ 不仅对女性的性腺
功能有促进作用，也是雄性性腺（睾丸）生精过程
中所需的雄激素产生的必不可缺少的调节因
素［４ ］。ＦＳＨ 具有促进精子成熟的作用，睾酮是由睾
丸间质细胞产生的雄激素，它和 ＦＳＨ 一起促进睾
丸曲精管的生长发育，促进精子的发生和成熟。研
究发现［５ ］ＮＯ 在男性生殖系统功能的调节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
ＮＯ 在低浓度时显著促进精子运动，
中等浓度时影响甚微，而高浓度时则明显抑制精
子的运动。目前研究［６ ］显示 ＮＯ 对精子凋亡率的
影响有双重效应，既有提高精子活动度的正面生
理效应，
又有抑制精子活动度的不良作用，这种双
重作用的表现程度主要由精液中 ＮＯ 的浓度所决
定［７ ］，ＮＯ 的产生离不开 ＮＯＳ，ＮＯＳ 的活性直接影响
ＮＯ 的生成，由于 ＮＯ 半衰期极短，因此主要通过测
定 ＮＯＳ 活性来认识它。本研究发现，模型组大鼠血
清 Ｔ、ＦＳＨ 低于其他各组，而 ＬＨ 高于其他各组，表
明不育症大鼠可能存在生殖激素的异常，从而影
响精子的生成和质量。而模型组血清 ＮＯ、ＮＯＳ 含量
明显高于正常组，同时说明 ＮＯ 高浓度时抑制精子
的生成，这与文献报道一致，经治疗后 ＮＯ、
ＮＯＳ 浓
度有所下降。
男性不育症由于病因不明，所以缺乏根本有
效的治疗手段，
目前的治疗只是经验性的，抗雌激
素药物是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但效果不确切，并有
不同程度的副作用。中医药在此方面有一定治疗
优势，近年来中医药治疗不育常用的方法有：滋肝
肾、补脾肾、化湿浊、逐痰瘀、通经络等方法，都取
得了一定疗效［８ ］。祖国医学认为肾藏精而主生殖，
肾所藏的先天之精是生殖、发育的根本，肾阳虚衰
是男性不育症的主要病因病理。肾精的盛衰决定
男子的生育能力。在生理上，男性生育是以肾精为
本；在病理上，肾精亏虚是男性不育的主要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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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是由玄驹、淫羊藿、枸杞子、蛇
床子等中药组成的复方胶囊，以玄驹为君药，以淫
羊霍、蛇床子、枸杞子为佐药，诸药配伍具有良好
的温肾、壮阳、益精作用，对腰膝酸软、性欲低下、
功能性阳痿有较好的疗效［９ ］。临床研究表明［１０ ］，
患者服用复方玄驹胶囊后腰膝酸软等症状明显好
转，甚至消失，性欲明显升高，勃起功能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复方玄驹胶囊可用于少、弱精子症患
者，在提高精子密度的基础上提高精子的活动力。
经复方玄驹胶囊干预后，高剂量组大鼠精子密度、
精子活率及活动度、畸形率均优于低剂量组及阳
性对照组；同时复方玄驹胶囊还可以调节大鼠血
清生殖激素含量，
降低血清中 ＮＯ、
ＮＯＳ 浓度，表明复
方玄驹胶囊能够改善大鼠精子质量，调节生殖激
素，提高大鼠精子活动度，减少精子畸形率，从而
提高生育能力。至于其具体机理，将在以后的实验
中从改善生精细胞凋亡等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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