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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探讨复方玄驹胶囊对勃起功能障碍大鼠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 h1CaP、OPN、 

TGF-β1 的含量及细胞的超微结构的影响，以揭示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机

理。 

方法：正常组对照组选取 SD 大鼠 10 只，开腹腔，不结扎双侧髂内动脉。模型对照

组选取 10 只，结扎双侧髂内动脉，不予治疗；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组选取 30 只大鼠，分为

3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复方玄驹胶囊低、中、高剂量组，造模结扎双侧髂内动脉，给

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浓度分别为 0.67g/kg、1.33g/kg、2.66g/kg。治疗时间为 1 个月。治

疗结束，进行阿朴吗啡实验，观察比较各组大鼠打呵欠和勃起次数；取下阴茎海绵体组织，

用免疫组化法观测比较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表型标志物 h1CaP、OPN、表型转化相关因

子 TGF-β1 的含量，并用透射电镜观察并比较各组实验大鼠阴茎海绵体的超微结构， 

结果：阿朴吗啡实验显示，和模型对照组相比，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组，打呵欠和勃

起次数明显增加，有统计学意义。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和模型对照组大鼠相比较，复方玄

驹胶囊治疗组大鼠海绵体平滑肌细胞 h1CaP 表达较多，有统计学意义；OPN 的表达较少，

也具统计学意义；TGF-β1 的表达不具统计学意义。电镜下，模型对照组大鼠阴茎海绵体

平滑肌细胞中线粒体出现重度肿胀，嵴减少、或消失、甚或出现空泡化等表现；复方玄驹

胶囊治疗组大鼠线粒体肿胀有明显改善。 

结论：复方玄驹胶囊可以抑制海绵体平滑肌细胞表型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增

加 h1CaP 的表达，抑制 OPN 的表达，并能改善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中线粒体的形态结

构，复方玄驹胶囊能改善勃起功能障碍大鼠的勃起功能，但对 TGF-β1 的作用不大。 

关键词：勃起功能障碍 海绵体平滑肌细胞 复方玄驹胶囊  表型转化  h1CaP  OPN  

TGF-β1  超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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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Compound Xuanju Capsules on rats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ED).  

Methods: 10 rats were assigned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cut open through 

abdominal cavity , no ligating bilateral internal iliac arteries. 10 rats were assigned in model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made into erectile dysfunction models by ligating bilateral internal 

iliac arteries without treatment .30 rats were assigned in treatment group which were made into 

erectile dysfunction models by ligating bilateral internal iliac arteries and given Compound 

Xuanju Capsules with doses of 0.67g/kg, 1.33g/kg, 2.66g/kg, respectively. After treatment for 

one month, began apomorphine zoopery, compare the times of yawning and penile erection; 

then cut down the penic, compared expressions of h1CaP, OPN and TGF-β1 in CCSMC 

examined via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bserve ultra-structures of CCSMC with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Results: Apomorphine zoopery result showed , compared with rats in model control group, the 

times of yawning and penile erection was higher in treatment group.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 showed, compared with rats in model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h1CaP 

in CCSMC in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expressions of OPN was lower, the results 

were statisticlly significant.But the expressions of TGF-β1 was notstatisticlly significant in 

the two groups. Unde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we could find mitochondria in model 

control group was severe swelling, mitochondrial crista decreased, or disappeared, even 

vacuolated in control group. The swelling in mitochondrion has been improved in rats in 

treatment group. 

Key Words：Erectile Dysfunction，Corpus Cavernosum Smooth Muscle Cells,Compound 

Xuanju Capsules， Phenotypic Transformation ,h1CaP, OPN,TGF-β1 , Ult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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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缩略词表 

 

缩写 英文命名 中文译名 

ED erectile dysfunction 
勃起功能障碍 

NO Nitric oxide 
一氧化氮 

cGMP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环磷酸鸟苷 

CCSMC Corpus cavernosum smooth muscle 

cells 
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 

VSMCs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血管平滑肌细胞 

h1CaP h1 calponin 
碱性调宁蛋白 

APO Apomorphine 
阿朴吗啡 

CaM Caldesmon 
钙调蛋白结合蛋白 

MLCK 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 
肌球蛋白轻链激酶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三磷酸腺苷 

TGF-β1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  

转化生长因子 β1 

PDGF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IGF-I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bFGF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EG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表皮生长因子 

IGF-I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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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勃起功能障碍的研究背景 

勃起功能障碍( erectile dysfunction，ED) 是指阴茎不能持续获得或维持充分的勃起以

完成满意的性交。ED 是男性常见的健康问题，主要影响 40 岁以上的男性，其患病率随

年龄的增长而增高。 

全球约 1.5 亿男性受 ED 的困扰，预计到 2025 年全球 ED 患者将超过 3.2 亿。ED 是

男性的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呈上升趋势，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现将对 ED 的相关研

究及本课题的整体思路做以下陈述。 

2   临床治疗研究进展 

2.1  药物治疗  

目前研究已知一氧化氮（NO）/环磷酸鸟苷通路（cGMP）或依赖 cGMP 蛋白激酶 I

通路在调节阴茎勃起功能中的关键性作用，几种鸟苷酸环化酶激活剂已经进行临床前试

验。根据阴茎平滑肌电生理特性，通过控制钾离子通道来维持平滑肌离子稳态的钾离子

通道抑制剂。调控血管平滑肌收缩中起重要作用的 RhoA/Rho 激酶信号通路 Rho 激酶

抑制剂。因中枢调控阴茎勃起功能中起重要作用的黑皮质素受体而研发的 Melanotan II，

为一种非选择性的黑皮质素受体激动剂。以及前列腺素类药物、神经肽、胆碱能受体激

动剂、血管活性肽、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和肾上腺素受体拮抗

剂等。 

2.2  基因治疗  

阴茎解剖结构确定了阴茎是进行基因治疗的理想器官。许多基因治疗 ED 的临床前

研究已经取得了成功，涉及多种与阴茎勃起功能相关的分子，比如一氧化氮合成酶、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活性肠肽、降钙素原前体基因相关肽、钙敏感钾离子通道基因、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 



 

5 

 

2.3  其它  

其它的热门研究领域包括使用特异性的血管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干细胞等促

进损伤组织的修复和再生的再生医学研究和组织工程学研究等。 

3  基础研究 

许多与勃起相关的基础问题仍然没有满意的解释，基础研究迫在眉睫。阴茎勃起是

在神经内分泌调节下的阴茎动脉、阴茎海绵体及阴茎静脉回流等一系列血流动力学的变

化过程。在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过程中，一氧化氮-3, 5-单磷酸环鸟苷酸通路起重要的

调控作用。有许多基因与阴茎的勃起调控有关，例如一氧化氮合酶、磷酸二酯酶、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血红素氧合酶、K+通道、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cGMP 依赖性激酶Ⅰ、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生长因子等相关基因。虽然上述这些与勃起有关的众多基因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多数的研究性质仍然是基础性的。 

3.1  海绵体平滑肌细胞超微结构对勃起功能的影响 

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CCSMC）的正常的结构是维持其收缩与舒张功能的前提。

正常 CCSMC 超微结构表现为：细胞形态结构完整，表面有细胞膜皱壁，内有许多微小

囊泡，周围有一层薄薄的基膜，胞质中有大量不透光的致密小体和收缩纤维，有线粒体、

微丝、内质网、微管和高尔基复合体等细胞器。 

动物实验显示，糖尿病性 ED 大鼠模型阴茎海绵体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超微结构均

有明显的病理改变：线粒体退变、内质网扩张，糖原颗粒、吞饮小泡及微丝减少。提示

CCSMC 超微结构的改变可能导致 ED 的发生。 

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男性阴茎海绵也存在相应的差异，往往青壮年男

性 CCSMC 较为丰富，所以青壮年时期性功能较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老年

男性 CCSMC 会明显减少，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解释老年 ED 的原因。ED 病人 CCSMC 会

出现变性等病理表现，电镜下表现为 CCSMC 和弹力纤维有所减少，对细胞起支撑、滤过

作用的基底膜显著增厚，收缩纤维和初级溶酶体缺乏，大分子多糖糖元消失或减少，如果

血液循化严重受阻，线粒体出现明显的聚集化和空泡化。 

综上所述，CCSMC 超微结构的改变，与 ED 相关，并与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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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病理改变也可能是勃起功能下降的原因。 

3.2  海绵体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研究及对勃起功能的影响 

由于 CCSMC 和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的结构相同，CCSMC 表型和 VSMCs 表型

意义相同。目前，根据将 VSMCs 的所处状态，将细胞表型分为分化型(收缩型)和未分化

型(合成型、增殖型或去分化型)两种类型，这两种表型代表了平滑肌细胞的相反的两种功

能。分化型蛋白的功能是收缩和舒张血管平滑肌，增值和合成能力较弱。相反，未分化型

蛋白主要功能是增生、迁移、分泌和降解胞外蛋白，收缩和舒张血管的功能较差。当 VSMCs

的表达从主要功能是收缩和舒张的分化型向主要功能是增生和合成的未分化型倾斜，这个

过程被我们称为表型转化[1]。当 VSMCs 发生表型转化时，标致性的蛋白表达情况就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如碱性调宁蛋白（h1 calponin,h1CaP）、α-肌动蛋白（α-SM-actin）、[2]

这些分化型 VSMCs 表型标志物会减少，相反，骨桥蛋白(OPN)
 [3]，属于未分化型的标志

物会增加。当发生表型转化时，分化型标志物表达减少或者去分化型标志物表达增多有着

特殊的含义，提示 VSMCs 蛋白表达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平滑肌收缩或舒张功能减

弱，VSMCs 受损，细胞增殖修复功能变强。反之亦然。 

目前已有研究证明通过造模得到的糖尿病ED大鼠CCSMC表型蛋白表达和正常组相

比有区别。结果显示，造模后大鼠 CCSMCα-肌动蛋白的表达明显降低[4]。这些研究结果

提示糖尿病等血管类疾病可能通过破坏血管引起 CCSMC 的破坏，蛋白表型由分化型向未

分化型转化，CCSMC 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将有可能导致 ED，同时也提示了 ED 和其他

疾病的相关性。 

目前，根据现有基础，已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对 CCSMC 表型转化及其相关的影响因

子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必会找到阻断 CCSMC 表型从分化型向未

分化型转化有效可行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 ED。 

3.3  TGF-β1与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关系  

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调节机制是比较复杂的，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在对血管平滑肌

表型转化的研究中发现，有许多正负调节因素与细胞信号转导机制在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

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众多因素中，有较多的研究报道认为 TGF-β1 可增加平滑肌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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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型蛋白的表达，还有些研究文献认为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增生和合成，本实验通过检

测三者之间的含量以此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 TGF-β1 在表型转化中的作用。 

4  中医药治疗 ED 的现状和思考 

从古至今，多数医家认为 ED 的发生与肾有关，认为肾主藏精，精气不足，命门火衰，

鼓动无力导致 ED。临床辨证角度多为劳伤肾虚，治疗上多为补肾精，温肾阳。现今对于

ED 的治疗法则上，补肾法仍是主要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 ED 的不断研究和

治疗反馈，我们发现，肾虚是主要病理原因，瘀血和痰湿是最终病理趋势；在治疗方面，

应着重补肾、化瘀和祛痰湿三者相结合。 

5  本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阴茎勃起被认为是比较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ED 是在多种病理因素协同参与下的病

理结果。ED 分为很多类型，其中的血管性 ED 是由于或有其它疾病或是单纯的阴茎动脉

供血障碍，血脉瘀滞，继发的阴茎不能持续充血所致。在实际的临床观察血管性 ED，往

往有先天和后天的原因，诸如先天不足、房劳过多、思虑过度、生活无规律，以及任何疾

病病程时间长，病程久必然会伤及肾，导致肾阳亏虚，气血运行不畅，初期阴茎勃起不坚，

还可以维持，到了后期逐渐发展成血运困难，瘀血生成，CCSMC 的血液循环由“血行不

畅”到“血脉瘀阻”，阴茎勃起困难。病程长的 ED 患者阴茎动脉供血不足和血脉不畅“瘀

滞”同时存在，生理代谢也出现异常，一些生理产物没有及时排除，停留在阴茎海绵体中，

而成了痰湿之邪，更阻碍气血的运行，导致 ED。 

在 ED 的临床治疗当中，从肾阳不足、瘀血与痰湿阻络的角度为切入点，往往收到了

令人满意的效果。临床上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ED 效果也非常好。复方玄驹胶囊由黑蚂蚁、

淫羊藿、蛇床子、枸杞子等组成，其中黑蚂蚁具有扶正固本、补肾壮阳、养血荣筋、祛瘀

通络等功效；淫羊藿具补肾壮阳之功，兼可除痰湿；蛇床子温肾壮阳，又兼具有燥湿化痰

之效；枸杞子补肾填精，兼又可佐制上药温燥之弊。诸药配伍，共奏温肾、壮阳、化瘀、

祛痰湿之功效，切中了阳痿的病机和治法。复方玄驹胶囊临床上疗效甚妙。但尚未从

CCSMC 表型转化及其超微结构上进行研究。 

本研究结扎双侧髂内动脉制成 ED 模型，给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观察对大鼠勃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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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CCSMC 上 h1CaP、OPN、TGF-β1 的含量、TGF-β1 和超微结构的影响，解释 ED

发生的原因，并探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ED 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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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复方玄驹胶囊对 ED大鼠勃起功能的影响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成年雄性 SD 鼠，体重 200-250g，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川实动管质

第 9 号)，交配实验证实有正常勃起功能。饲养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药理实验室，大鼠

自由摄食饮水，室内温度由空调控制在 20-25℃，相对湿度 40%-60%。 

1.2  试剂与药品 

复方玄驹胶囊，由施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60462。见图

1-1. 

甲磺酸帕珠沙星注射液，由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维生素 C 注射液，由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阿朴吗啡，由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见图 1-2。 

1.3  实验仪器 

5ml 注射器 

手术器械 

摄像机：Panasonic DMC-LX5 

2  实验方法 

2.1  造模及分组方法 

适应性喂养大鼠 3 天后，随机选出 40 只，经腹腔注射剂量 35mg/kg 的戊巴比妥钠后

固定，按文献报道方式[5]制造 ED 模型。腹正中切开，进入腹腔，先找到腹主动脉，然后

向下分离出髂总、髂外和髂内动脉，用 7-0 尼龙线结扎双侧髂内动脉的主干，造成动脉性

血管 ED 模型（见图 1-3、图 1-4）；手术后将模型随机分为 4 组，每组均为 10 只，分别命

名为模型对照组、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组、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复方玄驹胶囊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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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另 10 只大鼠如上法同样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麻醉，采用相同的切口、分离技术，但

不结扎髂内动脉，手术后命名为正常组。 

2.2  给药方法 

2.2.1  实验用药的配制 

①复方玄驹胶囊混悬液配置：复方玄驹胶囊成人每日用量按生药量计为 12.78 克，实

验分 3 个剂量组，按成人每日用量的 1/2、1 倍和 2 倍的比例配置。将胶囊打开，把胶囊

颗粒研粉，用生理盐水制成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用量计算结果分别如下： 

低剂量组用量=12.78 g/日/60kg×6.25×1/2≈0.67g/kg/日 

中剂量组用量=12.78g/日/60kg×6.25×1≈1.33g/kg /日 

高剂量组用量=12.78 g/日/60kg×6.25×2≈2.66g/kg/日 

注：6.25 为成人(60kg 体重)与大鼠的剂量换算系数 

②阿朴吗啡注射液配置：用无菌注射用水溶解，以维生素 C 0.5 mg/kg 盐水溶液作为

溶媒，配制成浓度为 1 μg/ml 的溶液。 

2.2.2  给药剂量与方法 

按下表进行分组和给药，其中模型对照组和复方玄驹胶囊低、中、高剂量组大鼠均进

行双侧髂内动脉结扎；正常组大鼠为假手术，未结扎双侧髂内动脉。 

表1-1 实验动物给药剂量 

组别 数量 药物 剂量 

正常组 10 生理盐水 2ml/只 

模型对照组 10 生理盐水 2ml/只 

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组 10 复方玄驹胶囊 0.67g/kg 

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 10 复方玄驹胶囊 1.33g/kg 

复方玄驹胶囊高剂量组 10 复方玄驹胶囊 2.66g/kg 

以上各组大鼠均灌胃给药，周期为 30 天。 

2.3  勃起功能观察方法 

采取阿扑吗啡（APO）实验。在灌药 1 个月，根据 Heaton 方法[6]对每只大鼠分别进

行 APO 实验。在保证录像清晰情况下，选择安静、光线暗淡的观察室，将大鼠放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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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适应环境 10 min。实验由两人操作，一人捕鼠，一人持注射器于大鼠颈后松弛皮肤

处皮下注射 APO，依据文献报道的剂量[5]，为 100 μg/kg。注射后立即放置于观察笼中，

启动摄像机离开观察室，记录视频时间为 30 min，操作者离开实验室。实验结束后，根

据视频计算大鼠打哈欠和勃起的次数。打哈欠与勃起的判定标准：打哈欠为不自觉的大张

嘴做呼吸运动，并不伴有功能性咀嚼运动，为打哈欠一次；勃起为大鼠用 2 只前爪抓住阴

茎，并用口舔含阴茎，当骨盆前推并伴随直立姿态露出阴茎头及远段阴茎体，此动作出现

则为勃起一次。见图 1-5 与图 1-6。 

2.4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以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各组数据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

SPSS 12.0 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其中方差齐者用 LSD 法，方差不齐者用 Dunnett’s 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大鼠打哈欠次数统计结果 

表1-2 各组大鼠打哈欠次数 

组别 正常组 模型对照组 
复方玄驹胶

囊低剂量组 

复方玄驹胶囊

中剂量组 

复方玄驹胶

囊高剂量组 

n 8 9 7 7 8 

次数 7.08±1.81** 3.45±0.98 3.69±1.03 5.67±1.86* 3.96±1.72 

*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5；**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1 

由上表可见，正常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结扎髂

内动脉后勃起功能下降，与文献报道结果类似，表明造模成功。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组虽

有增加大鼠呵欠的趋势，但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给药能够增

加大鼠的呵欠次数，复方玄驹胶囊高剂量也可增加大鼠呵欠次数，但无统计学意义。 

3.2  大鼠阴茎勃起次数统计结果 

 



 

12 

 

表1-3 各组大鼠阴茎勃起次数 

组别 正常组 模型对照组 
复方玄驹胶囊

低剂量组 

复方玄驹胶

囊中剂量组 

复方玄驹胶

囊高剂量组 

n 8 9 7 7 8 

次数 4.56±1.15** 1.89±0.32 2.25±1.25 3.68±0.35* 2.96±0.73* 

*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5；**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1 

由上表可见，正常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方玄驹胶

囊低剂量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复方玄驹胶囊中、高剂量组与模型对照组

相比，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中高剂量给药能够改善大鼠的勃

起功能。 

4  研究小结 

造模后，在治疗过程中，动物出现感染死亡，各组所存活的动物数量如表 1-2 所示。

结果表明，造模并治疗后，APO 实验显示，模型对照组勃起和打呵欠次数明显少于正常

组，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造模成功。给予中剂量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的大鼠，

阴茎勃起和打呵次数则有明显增多，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有差异，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给予高剂量复方玄驹胶囊的大鼠，阴茎勃起则有明显增多，P＜0.05，有统计学意

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能够改善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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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复方玄驹胶囊 图1-2 阿扑吗啡 

  

图1-3 找出髂内动脉 图1-4 结扎髂内动脉 

  
图1-5 大鼠打呵欠动作 图1-6 大鼠舔阴茎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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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CCSMC 中

H1CaP 的影响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同前 

1.2  主要试剂 

兔抗碱性调宁蛋白(h1CaP)抗体，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3  实验仪器 

Olympus 光学显微镜（日本）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提供 

MIAS-2000 型图形图像分析系统，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 

2  实验方法 

2.1  取材 

APO 实验后，麻醉，脱毛，固定，下腹部及会阴部消毒，铺无菌治疗巾，用灭菌动

物手术器械将大鼠阴茎从根部剪断后迅速清除龟头和包皮组织。将阴茎在灭菌生理盐水中

将血液尽量漂洗干净后切去阴茎的前 2/3 部分，放入 4%多聚甲醛，固定。 

2.2  免疫组化 SP 法进行 h1CaP 染色步骤 

切取阴茎标本 2 mm×1 mm×1 mm，立即浸入 4%多聚甲醛固定 12 h。按下列步骤进行

操作： 

①石蜡切片脱蜡至水。 

②3%H2O2 室温孵育 10 分钟，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 

③蒸馏水冲洗，PBS 浸泡 5 分钟。 

zkq  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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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5-10%的正常山羊血清（PBS 稀释）封闭，室温孵育 10 分钟。倾去血清，勿洗，

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一抗或一抗工作液，37℃孵育 1-2 小时或 4℃过夜。 

⑤PBS 冲洗，5 分钟×3 次。 

⑥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生物素标记二抗（1%BSA-PBS 稀释），37℃孵育 10-30 分钟；

或滴加第二代生物素标记二抗工作液，37℃或室温孵育 10-30 分钟。 

⑦PBS 冲洗，5 分钟×3 次。 

⑧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辣根酬酶标记链霉卵白素（PBST 稀释），37℃孵育 10-30 分钟；

或第二代辣根酶标记链霉卵白素工作液，37℃孵育 10-30 分钟。 

⑨PBS 冲洗，5 分钟×3 次。 

⑩DAB 显色剂显色。 

○11自来水充分冲洗，复染，封片。 

2.3  图像采集与分析方法 

在光学显微镜下，每只大鼠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5 个视野（200×），因免疫组化法检测

蛋白阳性表达为棕黄色染色，在电脑屏幕上点取棕黄色区域，将数值输入电脑中保存。其

数值用 Mias-2000 图形分析系统读图，定量检测棕黄色染色阳性物质的面积总和、积分光

密度和平均黑度均值，显示 h1CaP 的表达。见图 2-1 至图 2-5。 

2.4  统计学方法 

同前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大鼠 h1CaP 表达 

表2-1 各组大鼠 CCSMC 中 h1CaP 表达量比较 

组别 正常组 模型对照组 
复方玄驹胶囊低剂

量组 

复方玄驹胶囊中剂

量组 

复方玄驹胶囊高剂

量组 

n 6 6 6 6 6 

面积总和 131127.83±4932.51** 60283.68±1064.32 70657.23±1432.48 91297.31±2068.45* 80056.31±3150.89* 

光密度 40335.77±5632.42** 20227.56.±1325.61 23151.96±2348.23 35264.26±1233.32** 30613.25±3521.12* 

平均黑度均值 97.25±9.00* 61.85±8.03 75.64±2.06 93.06±6.45* 80.05±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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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5；**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1 

由表 3-1 可知，正常组与复方玄驹胶囊中、高剂量组大鼠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中

h1CaP 表达量明显高于模型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组与模型对

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中、高剂量能够促进 h1CaP 的表达，

抑制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向表型转化。 

4  研究小结 

为了更好地比较各组间的差异，各组实验动物都选取 6 只。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正

常组与复方玄驹胶囊中、高剂量组大鼠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中 h1CaP 表达量明显高于

模型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中、高剂量能够促进 h1CaP 的表达，抑制阴茎海绵体平滑肌

细胞向表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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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正常组大鼠 h1CaP 染色(×200) 图2-2 模型对照组大鼠 h1CaP 染色(×200) 

  

图2-3 低剂量组大鼠 h1CaP 染色(×200) 图2-4 中剂量组大鼠 h1CaP 染色(×200) 

 

 

图2-5 高剂量组大鼠 h1CaP 染色(×200)  

 

zkq  20151125



 

18 

 

实验三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CCSMC 中

OPN 的影响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同前 

1.2  主要试剂 

兔抗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抗体，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3  实验仪器 

同前 

2  实验方法 

2.1  取材 

同前 

2.2  免疫组化 SP 法进行 OPN 染色步骤 

同前 

2.3  图像采集与分析方法 

同前 见图 3-1 至图 3-5。 

2.4  统计学方法 

同前 

zkq  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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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鼠 OPN 表达实验结果与分析  

见图 3-1 至 3-5 

 

表3-1 各组大鼠 CCSMC 中 OPN 表达量比较 

组别 正常组 模型对照组 
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

组 

复方玄驹胶囊中剂 

量组 
复方玄驹胶囊高剂量组 

n 6 6 6 6 6 

面积总和 111342.73±587.23** 436231.12±8231.36 432365.99±10226.85 349264.94±32151.21* 395563.27±3111.45 

光密度 13561.25±4325.69* 20743.78±1950.26 18562.14±2256.31 16482.25±3645.87* 18837.15±4445.23 

平均黑 

度均值 
69.83±8.23** 100.56±4.06 89.65±8.46 73.09±5.38* 95.63±5.48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5；**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1 

表 3-2 显示，正常组和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中 OPN 表达量

明显低于模型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方玄驹胶囊低、高剂量组与模型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在中剂量时能够降低 OPN 的表达，

抑制使平滑肌细胞向未分化型转化。 

4  研究小结 

为了更好地比较各组间的差异，各组实验动物都选取 6 只。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正

常组和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中 OPN 表达量明显低于模型对照

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方玄驹胶囊低、高剂量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在中剂量时能够降低 OPN 的表达，抑制使平滑肌细胞

向未分化型转化。 

zkq  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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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正常组大鼠 OPN 染色(×200) 图3-2 模型对照组大鼠 OPN 染色(×200) 

  
图3-3 低剂量组组大鼠 OPN 染色(×200) 图3-4 中剂量组大鼠 OPN 染色(×200) 

 

 

图3-5 高剂量组组大鼠 OPN 染色(×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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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CCSMC 中

TGF-β1的影响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同前 

1.2  主要试剂 

兔抗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TGF-β1)抗体，武汉博士德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 

1.3  实验仪器 

同前 

2  实验方法 

2.1  取材 

同前 

2.2  免疫组化 SP 法进行 TGF-β1染色步骤 

同前 

2.3  图像采集与分析方法 

同前 见图 4-1 至图 4-5。 

2.4  统计学方法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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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鼠 TGF-β1表达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4-1 各组大鼠 CCSMC 中 TGF-β1表达量比较 

组别 正常组 模型对照组 
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

组 

复方玄驹胶囊中剂 

量组 
复方玄驹胶囊高剂量组 

n 6 6 6 6 6 

面积总和 3505.28±564.23 4035.42±753.63 4323.23±226.75 4264.94±2251.13 3962.35±611.45 

光密度 1653.31±326.75 2042.69±423.12 1956.12±256.31 2302.85±645.87 1837.25±445.23 

平均黑度 

均值 
56.12±9.23 69.58±5.07 70.75±5.63 75.34±4.86 72.15±6.58 

P＞0.05，各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4  研究小结 

为了更好地比较各组间的差异，各组实验动物都选取 6 只。为了研究 TGF-β1 与

CCSMC 表型转化的关系，研究 TGF-β1 起着抑制表型转化的作用还是促进表型转化，本

实验通过免疫组化法测得 TGF-β1 的含量，通过统计出处理我们得出，模型对照组大鼠

CCSMC 中 TGF-β1 的含量与其他各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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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正常组 TGF-β1染色(×200) 图4-2 模型对照组 TGF-β1染色(×200) 

  

图4-3 低剂量组组 TGF-β1染色(×200) 图4-4 中剂量组 TGF-β1染色(×200) 

 

 

图4-5 高剂量组 TGF-β1染色(×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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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CCSMC 超微

结构的研究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同前 

1.2  实验仪器 

日立 H-600IV 型透射电镜 

2  实验方法 

2.1  取材 

大鼠勃起功能检测后，麻醉，脱毛，固定，下腹部及会阴部消毒，铺无菌治疗巾，用

灭菌动物手术器械将大鼠阴茎从根部剪断后迅速清除龟头和包皮组织。将阴茎在灭菌生理

盐水中将血液尽量漂洗干净后取整个阴茎的后 1/3 部分，立即放入 3%戊二醛中预固定。 

2.2  电镜超薄切片制样过程 

样品先经 3%戊二醛预固定，1%四氧化锇的再固定，然后丙酮逐级脱水，Epon812 包

埋，半薄切片光学定位进行超薄切片，醋酸铀及枸橼酸铅双重染色，日立 H-600IV 型透

射电镜观察并拍照。 

2.3  图像采集与分析方法 

在 8,000-12,000 倍的电镜下，各张切片采集 3 个视野下的海绵体平滑肌细胞图像，并

观察平滑肌细胞中线粒体的形态与结构。见图 5-1 至图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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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正常组 CCSMC 细胞器线粒体形态正常，结构完整；模型对照组线粒体重度肿胀，嵴

减少、或消失、甚至出现空泡化；复方玄驹胶囊低剂量组 CCSMC 的线粒体出现重度肿胀，

嵴减少、或消失，甚或出现空泡化；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线粒体轻度肿胀，嵴减少，结

构基本正常；复方玄驹胶囊高剂量组线粒体肿胀，嵴减少、或消失，甚或出现空泡化。表

明给予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后，能够改善线粒体的肿胀和空泡化现象，有利于恢复线粒体

的结构和功能，为 CCSMC 供能。 

4  研究小结 

我们在电镜下的观察结果显示，正常大鼠 CCSMC 结构完整，细胞核完整，主要的细

胞器线粒体结构完整；而双侧髂内动脉结扎大鼠 CCSMC 内线粒体重度肿胀，嵴减少、或

消失、甚或出现空泡化，表明结扎双侧髂内动脉会使大鼠阴茎海绵体血供减少，CCSMC

因缺血缺氧而发生细胞变性，线粒体结构的改变影响到 CCSMC 的供能，影响到 CCSMC

的收缩与舒张功能。双侧髂内动脉结扎同时给予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的大鼠 CCSMC 细胞

中线粒体空泡化明显改善，仅为轻度肿胀，表明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能改善大鼠 CCSMC

超微结构，有利于改善海绵体血供，促进 CCSMC 功能的恢复。复方玄驹胶囊可以恢复缺

血状态下 CCSMC 线粒体的结构完整性，对治疗 ED 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复方玄驹胶囊低

剂量和高剂量组对对细胞器线粒体的改善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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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8,000 倍正常组 CCSMC 超微结构 图5-2 12,000 倍正常组 CCSMC 超微结构 

8,000 倍电镜下显示，海绵体平滑肌细胞核完整，主要细胞器-线粒体结构完整；12,000

倍电镜下显示，线粒体结构清晰可见，线粒体嵴完整。 

  

图5-3 8,000 倍模型对照组 CCSMC 超微结构 图5-4 12,000 倍模型对照组 CCSMC 超微结构 

8,000 倍和 12,000 倍电镜下显示，海绵体平滑肌的线粒体出现重度肿胀，嵴减少、

或消失，甚或出现空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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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8,000 倍低剂量组 CCSMC 超微结构 图5-6 12,000 倍低剂量组 CCSMC 超微结构 

8,000 倍和 12,000 倍电镜下显示，海绵体平滑肌的线粒体出现重度肿胀，嵴减少、

或消失，甚或出现空泡化。 

  

图5-7 8,000 倍中剂量组 CCSMC 超微结构 图5-8 12,000 倍中剂量组 CCSMC 超微结构 

8,000 倍和 12,000 倍电镜下显示，线粒体轻度肿胀，嵴减少，结构基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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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8,000 倍高剂量组 CCSMC 超微结构 图5-10 12,000 倍高剂量组 CCSMC 超微结构 

8,000 倍和 12,000 倍电镜下显示，线粒体肿胀，嵴减少、或消失，甚或出现空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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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古代中医从肾论治勃起功能障碍的病机沿革 

中医学对阳痿的认识，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阳痿病机的主流

观点，即肾虚观。现就中医对它的认识的历史沿革做如下陈述。 

最早关于性功能的生理和病理障碍的描述出自湖南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竹简

古代性学宝典——《天下至道谈》[7]，文中认为“三至乃入”是对阴茎勃起的机制，认为

怒而不大者，大而不坚者，坚而不热者，肌、筋、气三者不至是阳痿的病机，所以“不大”、

“不坚”、“不热”。而《黄帝内经》[8]中的若干条文明确了肾与男性勃起的紧密关联，确

立的肾在性功能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如 “肾者，做强之官，伎巧出焉。”同时认为思欲过

度、房事太过、年老体衰都是导致 ED 的原因，如“入房太甚，宗筋驰纵，发为筋痿，；

及为所愿不得，白淫思想无穷，意淫于外”；“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

实，涕泣俱出矣”。 

西晋的葛洪在前代认识肾阳虚的基础上，更深入明确的阐发。“治诸腰痛，或肾虚冷，

腰疼痛阴萎方[9]”，明确指出了肾阳虚导致阳痿的病机。隋代巢元方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病

因病机专著《诸病源候论》[10]对阳痿有诸多的认识，如“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

故痿弱也”更深化了肾虚致阳痿的病机，并认为，阳痿应属于七伤虚劳范畴，如“七伤者，

一曰阴寒，二曰阴萎，三曰里急，四曰精连连，五曰精少、阴下湿，六曰精清 ，七曰小

便苦数，临事不卒。”还指出肾之阴阳俱虚都可导致勃起障碍，如“ 阴阳俱虚弱故也。今

阴虚阳弱，肾主精髓，开窍于阴，久不已，故使阴冷也，血气不能相荣。则阴痿弱是也”。

强调了脉诊判断肾阳肾阴依据，“诊其脉，瞥瞥如羹上肥，阳气微；连连如蜘蛛丝，阴气

衰。阴阳衰微，而风邪入于肾经，故阴不起，或引小腹痛也”。使得对阳痿病的诊断得到

了进一步的完善。唐代的孙思邈《千金方》对阳痿的认识就更加深刻和清晰了，认为阳气

是主导男子性功能活动的首要因素，对于 ED 患者告知我们要注重培补男子的阳气，指出

肾气和肾阳不足都会导致阳痿。由此创造了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作用的“治五劳七伤，阴

痿不起，衰损，天雄散方”、“治阳不起方[11]”、“治阳气不足，„„，云为不起，苁蓉补

虚益阳方。”、“五补丸，治肾气虚损，五劳七伤„„心常不乐，多有患怒，房室不举。”、

“壮阳道方”和“巴戟天酒方”等约 9 种方剂。可见隋唐时期对病因病机的阐发更加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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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对阳痿的诊断和治疗更加准确。 

宋代的《圣济总录》继续深化从阴阳辩证肾阳虚方面阐释阳痿的病机，阳虚致阳痿病

机是主流。“治肾脏虚损，精气衰竭，阳道痿弱。腰膝无力，五心烦热，肉苁蓉散方。”；

“治肾脏虚冷，阳气萎弱，呕逆多唾，体瘦精神不爽，不思饮食，腰脚沉重，脐腹急痛，

小便频数。菟丝子丸方”；“治肾虚寒阴痿，腰脊痛，身重缓弱。言语混浊，阳气顿绝，干

地黄散方。”；“治肾气虚损，阳气痿弱，葫芦巴丸方。”；“治肾久虚，精气耗惫，腰脚酸重，

神色昏黯，耳鸣焦枯，阳道萎弱。此由精少，欲事过度，益精。鹿茸散方”。《太平圣惠方》

和《圣济总录》的观点比较接近，“治虚劳。水脏久惫。腰膝疼冷。筋骨无力。梦寐不安。

阳道劣弱。面色萎黄。饮食不得。”；“治虚劳羸瘦。心神健忘。腰膝多疼。脏腑气虚。阳

事衰绝。宜服肉苁蓉丸方。”；“治虚劳伤惫。骨气不足。精清而少。阴痿。脚膝无力。宜

服鹿茸丸方。”；“治虚劳精少。阳事衰弱。宜服补益地黄丸方。”；“治五劳七伤。久积虚冷。

阳事都绝。肉苁蓉粥方。”《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涉及“阳事不举”；“阳气衰绝，阴气不行”。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虚损证治》“治真阳耗竭，下元伤惫，耳叶焦枯，面色黧黑，腰重脚

弱，阳事不兴。常服壮元阳，补真气，益精驻颜。”这些古籍多强调房事过度伤阳，多和

脏腑肾相联系，方中用药多以温阳为主，突出了古代医家都认为阳气虚衰是阳痿的病机。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12]提出“凡男子阳痿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

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多致此证。”的辩证识机论断。作为温补派的代表人物其观点代

表了同时代大部分的医家的观点，认为阳虚是阳痿的主要核心病机。他们将阳痿的温阳法

推至顶峰。也开始注意其他病理因素，不仅提出阴虚致痿，实致阳痿，还强调了情志对性

功能的影响。认识到忧思郁怒，情志不遂，肝失疏泄致痿；或过思多虑，食少纳呆，心脾

受损，气血不足，因虚致痿；或忽临惊恐，气机突然逆乱，气血不运于宗筋，则临事不起。

说明明代对阳痿的认识趋于多样化。 

综上所述，从中医古文献关于阳痿病机沿革分析，对古代医家辨治论治阳痿的规律和

经验进行了分析研究，医家多从阳虚角度入手，以补肾为主，常用鹿茸、肉苁蓉和巴戟天，

只是有时用药过于温燥。 

2  当代（1949 年-至今）中医对勃起功能障碍的认识 

勃起功能障碍，亦称之为阳痿，阳痿是中医和西医通用的病名，是男科疾病中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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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之一。当代中医在内治疗法上延续了古代医学对阳痿的认识和治疗方法，多采用脏

腑辨证，并把该病病机归为五脏功能失常，再此基础上，同时认为特殊的病理产物也是诱

发阳痿的病因病机。勃起功能障碍中医病机复杂，现将其发病机制及当代中医临床治疗阳

痿的主要方法探讨如下。 

2.1  脏腑病机 

肾阳虚：本着肾主生殖和肾主藏精，内寓真阴真阳，元阳亏虚，宗筋失于温煦，无力

启动的观点，很多医家延续了了古代医家的经验认为阳痿应责之于肾阳不足。临床上常伴

随精神倦怠，但欲寐，面色苍白，眼眶发黑，畏寒怕冷，头昏耳鸣，身体困重，腰酸腿软，

性欲减退，精液清稀，舌淡，脉微细。其致病因素或是先天禀赋不充，素体阳虚；或久病

大病伤及肾，伤及真阳，或因为年老体衰，肾阳不足；致使命门火衰，无力温煦及鼓动宗

筋。治疗法则当温肾壮阳起痿。如使用雄天蚕、熟地黄、枸杞子等药物组成自拟天蚕壮阳

散，治疗肾阳虚型阳痿，总有效率高达 82.98%，疗效较好［13］。和张景岳的思路、用药方

式较为相似的龚海洋［14］认为针对中老年阳痿患者治疗上应补充命门之火，选方常用右归

丸、赞育丹加减温补下元。 

肾阴虚：除了肾阳虚可致痿，肾阴不足亦可致痿。总体病机为因阴精耗损，宗筋失养

而致阳痿。临床上常伴随咽燥口干，喜饮水，喜冷饮，五心烦热，头昏耳鸣，便秘、尿黄

赤，舌红苔少而干，脉细数等症状。其致病因素多或素来相火偏盛；或房劳过频；或严重

手淫；或久病耗伤阴精，阴损及阳，则不但精气虚冷，而且宗筋失养阴阳俱虚导致阳痿。

此类患者有个特点虽阳道易兴，但勃而不坚，或骤然即痿，难行房事。青壮年多因相火偏

旺，恣情纵欲，导致肾阴精耗损，宗筋失养而致勃起功能障碍。治疗上应注意滋阴补肾，

清泄虚火，黄世一［15］善于用知柏地黄汤合生脉饮加味辨证治疗肾阴虚型阳痿。樊新爱等［16］

则善于用左归丸加减治疗阴虚火旺型阳痿，以滋阴降火补精血之不足，疗效甚佳。 

肾阴阳两虚：肾阴和肾阳同时不足也会致痿。肾精亏损，阴损及阳，渐成阳痿。临床

症状多表现肾阳不足的诸如畏寒怕冷、但欲寐、面色苍白、腰酸腿软、性欲减退、精液清

稀等症状，及咽燥口干，喜饮水，喜冷饮，五心烦热，头昏耳鸣，便秘、尿黄赤，舌红苔

少而干，脉细数等肾阴不足的症状。多因为老年患者因其天癸水平下降，机体结构的退行

性变化；或老年期间房事不节，不知持重治疗原则治当滋阴壮阳，阴阳双补。蒋建［17］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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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善用龟鹿补肾汤加减治疗老年阳痿。 

肾气逆乱：除了以上几个关于肾的相关病机，卒恐及大惊有时会使肾气逆乱，而致阳

道即痿。或因恐甚伤肾，惊则气乱，气血不至；又或仓促野合，卒受惊吓，后深受影响；

或因胆气不足，宗筋不怒，故临时不起，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导致阳痿。治疗上重点加强心

理疏导。王永炎［18］善用中医辨证施用大补元煎加味治疗恐惧伤肾型阳痿。 

肝失疏泄：当代中医除了认为肾是重要的和阳痿密切相关的脏腑外，肝也被认为和阳

痿关系较为紧密。众多医家认为，这和肝的生理功能有关。肝还具有具有鼓动阴器、启闭

精窍及司精液走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肝藏血而疏泄，又主宗筋，肝气条达，血行通畅则

气机调畅，肝气充盛则阴茎勃起有力而结实；可见肝与阴器联系非常密切。肝的疏泄功能

对阴器的勃起功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意义。若忧思郁，郁气渐生，肝气郁结横逆，导致疏

泄失调，气血紊乱不畅流行缓慢，血养不至，不至则宗筋失养，阴茎疲软，遂致阳痿。肝

的疏泄失职，气机不能推动津液正常输布，津液停滞变成水湿之邪留滞经络，形成有形之

邪，郁久还会生湿热，实邪阻滞，宗筋不充而致阳痿。洪广槐等［19］善用自拟抗痿汤治疗

功能性阳痿，方中多用龙胆草、车前子、木通、泽泻、蚕砂、木瓜等疏肝祛湿药材。常建

国等［20］善用柴胡疏肝散原方上加川楝子、郁金、蜈蚣等治疗肝郁血瘀型阳痿，总有效率 

90%。郑士荣等［21］善用柴胡疏解少阳以清热透达， 龙胆草与黄芩等清肝经郁热药配伍其

它药材以清肝化瘀通络法治疗糖尿病型阳痿，肝主宗筋的功能得以回复，则筋痿自举，疗

效良好。 

心脾两虚：心脾两虚也是临床致痿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今社会生活压力较大，欲望

较多，生活又不规律，因心脾两虚而致痿的患者也不少。我们认为心藏神，为君火，心神

对我们的日常活动有着强大的支配作用，亦可影响性欲及阴茎勃起。如耗费脑力而思考过

度，劳心太过，思则伤脾而致脾气偏衰，纳差纳呆，饮食精微转化不利，气血不足，宗筋

支持物质不足，遂致宗筋失养而阳事不举。脾阳不运，内生实邪痰湿阻络，宗筋气血不至

而失充，阴器不用。临床表现为阳痿或举而不坚，失眠多梦，心悸，头重如裹，痰多，体

胖，阴部湿冷、坠胀，腹胀纳差，便溏，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苔白润，脉细沉。治则:

养心健脾，燥湿化痰。有人治疗心脾受损型阳痿以健脾养心法用归脾汤加减，效果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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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邪病机  

阳痿除了与脏腑有关系，实邪病理因素也可致痿。实邪病理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是瘀血

和痰湿两种。 

瘀血停聚于某一局部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多因为气滞、寒邪或因虚或因外伤导致的。

或为血液运行受阻不畅而阻滞于脉中；或阻滞于脏腑中；或是经络中；或溢于脉外，影响

了阴茎的血供，引起阳痿者[22]。瘀血致痿的主要病机是久病多瘀，血瘀阻滞络脉，阴茎

充血障碍，而导致阳痿。临床多伴随面色黧黑，身有刺痛，夜间为甚，肌肤甲错，唇甲青

紫，舌质暗紫，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静脉粗大曲张等症状。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在电镜

下观察，我们发现阴茎海绵体动脉供血受阻是导致本病的主要原因，如阴茎海绵体发生动

脉粥样硬化病变就易患阳痿。根据此发现，治疗阳痿一定要注意活血，适当加入一些活血

之品[23]，尽管有时未见明显瘀象，如刺痛，舌有瘀斑。如瘀象明显，舌有瘀斑，舌下静

脉粗大则更应以化瘀法为主，使用活血化瘀法意在改善阴茎海绵体供血动脉的血液循环，

使阴茎充血。诊治方中往往有桃仁、红花、全蝎、水蛭、蜈蚣、丹参、当归、牛膝 、赤

芍、苏木、刘寄奴行血破瘀。芍药甙不仅可解痉，增加血流量，扩张动脉，这些发现以被

现代医学证明。胡天赤［24］善用解郁活血起阳汤治疗糖尿病性阳痿，方中重用了活血药川

芍、丹参、当归、桂枝及虫类药蜈蚣。魏建红［25］善用活血名方少腹逐瘀汤加味治疗糖尿

病阳痿。 

痰湿阳痿多发于体质肥胖、奉养太厚、嗜好烟酒、滋腻炙脔饮食者人及水上职业或居

住环境潮湿之人；五脏脏腑功能失调都可产生痰湿这种病理产物，痰湿既是病理产物，同

时也是一种最为常见的致病原因。我们可以这么说，水谷精微在代谢过程中不畅顺，造成

津液的堆积就是痰湿了。痰湿不具备津液、水液的功能，反而会起着妨碍它们的输布功能

和滋养作用。当痰湿形成后贮留体内，如果未加干预痰湿产生过盛，下焦经络废物壅堵，

阳气血气不能伸达阴器，气血不能充养阳道，气不至，血不充，更难求其势壮形成阳痿。

同时痰湿与瘀血，二者常相互胶结致病，使经脉阻滞，气血不能荣养宗筋，阳气不能通达

阴器，也易产生阳痿。常症状表现为，虽患阳痿，时有性欲萌动然阳事难举或举而不坚，

阴茎弛纵，龟头常有白垢，但形体、精力不衰体形偏胖，皮肤脂肪较厚；伴随症状或咳或

不咳、伴多痰、或头晕、胸闷、恶心、身重、肢懒体倦、全身困倦无力、阴部多汗、神情

抑郁、口腻不爽、或受补后头晕加重、小便不利，舌体胖大，舌苔白腻。对于痰湿型阳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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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总的治疗原则是化痰祛湿、开窍通阳。首要原则，治痰必找出生痰之源，根据痰湿的来

源采取相应的治法，选择对应的处方来治疗相应的病机，如平胃散可除痰祛湿以利脾胃，

治疗脾胃痰湿型阳痿较为对症；丹蛇汤可清利壮阳，治疗肾阳虚湿热型阳痿较为合适；龙

胆泻肝汤可清肝利湿，治疗肝经湿热型阳痿较好；萆分清饮合四妙散可清泄肾经湿热，可

以用以治疗肾经痰湿型阳痿；知柏地黄丸合四妙散可滋阴清利，用以治疗肾阴虚湿热型阳

痿较为对症；羌活胜湿汤合四妙散可清利湿热，可以用以治疗外感湿热型阳痿；三仁汤可

宣通三焦，用以治疗三焦湿热型阳痿。以上方剂多有猪苓、茯苓、泽泻、苡仁、车前子、

苍术、法夏、白芥子等化痰渗湿药物。如王海江应用此原则[26]用肾着汤加味治疗 26 例，

治愈率 100%；伍堇见麟[27]用二陈汤加味治疗 30 例阳痿，治愈 24 例。其次，同时根据据

治痰要活血、治气的原则。气顺则痰化，血行则痰消。多于方中加入橘皮、枳实、延胡索、

川芎等理气活血通络药物。治痰湿以治标，辅助理气活血要同时也治本来治宗筋，使阳气

畅通，气达宗筋，用事和调。其三，痰湿也有阴阳属性，即寒热之别，故当根据痰湿的寒

热性质而施以不同的治法。如阴寒较盛者，温阳法就应和化痰祛湿并用；如痰湿化热者，

清热法就应该和祛湿利湿化痰法并举；如痰瘀互结者，则祛痰化瘀并进，活血药和化痰祛

湿要都要用到。 

笔者经过不断学习、查找大量文献，认识到阳痿的发病原因是非常复杂，文献中治疗

上往往以补肾为主，兼顾活血祛痰湿。这也不难解释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ED 有效的原因。

复方玄驹胶囊由玄驹、淫羊藿、蛇床子、枸杞子等组成，诸药配伍，有补肾温阳、化痰湿、

祛瘀的功效。 

3 肾虚、瘀血、痰湿和阴茎海绵体的关系 

中医重视整体观念，所以中医认为阴茎的勃起也有其自身的整体观念，正常的勃起需

要充沛的五脏精气、足够的气血以及通畅的经络的协同作用，勃起是以五脏为核心，由五

脏各司其职，使气血充足、运行顺畅，灌注阴器而完成。如果这一关系链中的任何一部分

发生异常现象或病理变化都可导致 ED。目前普遍认为在这一关系链中由于肾虚而导致阳

痿的几率很高；血瘀、痰湿原因导致的阳痿也不占少数，肾虚、瘀血和痰湿经常共同致痿

已成为当今中医界的共识。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肾主生殖，肾主藏精，肾精的不断充盈使得肾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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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阴茎坚，肾对包括勃起功能在内的性功能活动发挥着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青壮年时，

肾功能较好，阳痿的发生率不高。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肾精由充盛到衰竭，肾的功

能也出现由强到弱的改变，性活动也由盛到衰发生老年性阳痿。但是老年男性如善养生者

固护肾精，虽年老仍能有子，不会阳痿。除了年龄增长致痿，导致肾虚致痿的另一个原因

是久病伤肾，房劳过度耗伤肾精，肾精不充阴茎不坚。 

目前中医界一致认可的导致阳痿另一大病理因素是瘀血。现代医学证明，人体的衰老，

肿瘤、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主要是微循环障碍所致。阳痿的发生亦然。

如果阴茎海绵体毛细血管不畅通，使局部组织缺氧，长期供血不足造成瘀血就会导致阳痿。

如果降低血液粘稠度、软化血管壁、增加血流量和血流速度，使组织、器官的营养得以改

善，就会恢复性功能。而瘀血致痿的原因较多，或手术或外伤，“跌仆则血妄行，每有瘀

滞精窍，真阳之气难达阴茎，势遂不举”，致瘀血内停，伤及脉络，瘀血阻滞；或因气虚

失运，血停为瘀；或因血虚失润，涩滞为瘀；或因阳虚血寒，凝滞为瘀；或因阴虚血稠，

黏滞而瘀；或因老年多虚，因虚亦可致瘀。 

另一大病理因素是痰湿。痰湿是津液的异常产物。当痰湿形成后贮留体内，如果未加

干预痰湿产生过盛，下焦经络废物壅堵，阳气血气不能伸达阴器，气血不能充养阳道，气

不至，血不充，更难求其势壮形成阳痿。由瘀血也可导致阳痿，老年患者或久病入络，由

于脏腑的气化功能减弱，出现血瘀，血流不畅，亦会产生其他病理产物痰湿，痰湿又可使

血运发生障碍，而加重瘀血的程度。痰湿、瘀血等病理产物循环往复，相互促进生成，二

者互用交结，影响气血的输布，阻滞经络脉道，而致宗筋失用。有临床经验总结认为，正

气渐衰，病久不愈，或长期服药耗气伤津，阴阳气血受损，脏腑功能必然受损，病理产物

排除不利，痰湿、瘀血交阻，精气失达宗筋而阳痿［28］。刘林锡等［29］通过多科研中心的临

床试验得到以下答案，肾虚和痰瘀是勃起功能障碍最基本的病理变化。其中肾虚是主要的

病理趋势，痰湿和瘀血是最终的病理趋势；而且三者有机联系，互为因果，共同作用。 

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很多 ED 动物模型的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的超微结构有所改

变，血管内皮细胞凋零，细胞供氧能力变差，NO 合成降低；红细胞变形、血脂粘度增加

甚至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微循环障碍；并且出现了许多正常状态所没有的物质如胶原纤维增

生等。这些病理结果都和中医的肾虚、瘀血和痰湿相对应。很多情况下，肾虚、瘀血和痰

湿三者共同作用使阴茎动脉血液灌注不足，阴茎疲软最终导致 ED。现代研究已证实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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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血祛痰湿中药可以明显改善微循环，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加血管壁弹性，可

以有效地治疗 ED。 

4.ED 的流行病学观察 

ED 是男性最常见性功能障碍疾病之中的一种。ED 的发生不会危及生命，但是与患

者的家庭的稳定情况及个人生活质量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 ED 患者往往伴随着很多其

他的身体疾病，所以，ED 是人体其它疾病的警钟。 

1948 年 Kinsey，调查了人数为 6000 名 20-80 岁的男性[30]，每个年龄段ＥＤ发病率分

别是 30 岁以下<1%，40 岁 1.9%，50 岁 6.7%，60 岁 18.4%，70 岁 27%，80 岁 75%，表

明年龄和 ED 的发生率呈正比关系。1994 年 Feldman
[31]等随机抽取 40-70 岁人数为 1290

名的男性，发现ＥＤ的发病率较高为 52.0±1.3%，ED 患病率中，中度最高为 25.2%，轻

度其次为 17.2%、最低的是重度为 9.6%，研究中还发现，随着年龄增加，勃起功能障碍

患病率也相应上升，据此资料同比类推，投射至全国范围，可以推断美国男性约有 1800

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 ED。 

我国大样本研究ED发病率的报道较少。中国的冷静等人[32]调查了人数为582名40-70

岁的城市男性，ED 的患病率为 73.1%，70 岁及以上的发生率高达 86.3%。同样证明了年

龄与ＥＤ的正相关性。张庆江对北京、重庆及广州三个城市 2226 例男性采取了大规模、

大样本的调查分析，发现 ED 患病率为 41.2%
[33]。刘德风等先后时隔５年 2 次对全国 11

个城市 ED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ＥＤ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分析结果显示中度和重度

的 ED 患者分别从 5 年前的 24.1%和 20.4%上升到 42.9%和 29.9%
[34]，提示ＥＤ和精神压

力较大相关。 

全球约 1 亿多男性受 ED 的困扰，预计再过十年全球 ED 患者将超过 3 亿。ED 是男

性的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呈上升趋势，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目前复方玄驹胶囊已广泛

地应用到临床，疗效确切。从基础研究入手揭示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ED 的机制，是我们此

次课题的研究动力。 

5 阴茎勃起的生理机制 

阴茎由两个阴茎海绵体和一个尿道海绵体构成，阴茎的勃起与其结构有关，一层较厚



 

37 

 

而坚韧的纤维膜包裹于阴茎海绵体外，这层膜可发挥剪切作用，被称为白膜。阴茎海绵体

又被称为特殊的血管组织，是因为阴茎海绵体由大量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小梁组成，小梁之

间有很多窦，是空腔间隙，大量血液流于这些空腔间隙而是阴茎勃起。 

阴茎的勃起是海绵体血流动力学变化过程，受神经-内分泌的调节，涉及了生理和心

理两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其勃起的靶目标是 CCSMC，其实质是平滑肌细胞的松

弛。阴茎勃起主要通过 NO-cGMP 启动途径。刺激大脑或阴茎局部，副交感神经发生兴奋，

使血管舒张的 NO 被血管内皮细胞释放后，通过细胞膜扩散到 CCSMC 内，激活鸟苷酸环

化酶信号通路，刺激细胞内 cGMP 浓度增加，致使胞浆内钙离子浓度降低，然后通过钙

离子信号通路，最终导致 CCSMC 松弛，窦内压力降低，外围动脉血流流入增加，阴茎海

绵体的容积随之增大。阴茎海绵体容积不断增大，当到一定的程度，白膜剪切机制启动，

白膜下的导静脉受压延伸变窄，最后被挤压闭合，大静脉回流阻力加大，致使阴茎海绵体

血液流入增加而流出减少，阴茎海绵体血液压力增强而诱发阴茎勃起。从以上阴茎充血的

过程我们可以知道，CCSMC 在 NO 作用下发生血管的舒张动作是勃起的关键环节。正常

男性阴茎勃起需要以下三个同步进行且相互协调的步骤：（1）在神经介导下海绵体平滑

肌发生舒张；（2）阴茎海绵体动脉血流入增加；（3）阴茎海绵体静脉回流因为白膜的剪

切机制而受阻，其中任何一个过程出现障碍都会引起勃起功能异常[3]。目前对 ED 的治疗

关键因素均为促使 CCSMC 舒张，主要集中在 PDE5 抑制剂、海绵体内血管活性药物注射

等方面。 

因此，在神经介导下海绵体平滑肌舒张；动脉血流入增加；静脉回流受阻，是阴茎正

常勃起的三个要素，而 CCSMC 的舒张是产生勃起的主要环节。由此可见，阴茎海绵体平

滑肌处于一个重要的核心地位。因此，各种原因引起 CCSMC 功能或结构异常均可能导致

阴茎 ED。在本实验中，模型组大鼠注射 APO 诱发的勃起次数较少，提示可能是因为结

扎髂内动脉后，造成动脉血的流入减少，同时组织细胞缺氧，CCSMC 的正常结构发生了

改变的原因。复方玄驹胶囊组大鼠注射 APO 诱发的勃起次数较多，提示可能是通过改善

血液循环和恢复 CCSMC 的结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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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SMCs 表型 

6.1VSMCs 蛋白表型和表型转化 

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今针对气道平滑肌、子宫内膜平

滑肌、动脉血管平滑肌的研究较多，尤其是血管平滑肌表型。 

在正常状态下，血管有收缩舒张血管、调节血管张力和维持血压等功能，VSMCs 内

维持血管运动的蛋白主要是参与收缩和舒张功能的蛋白，因血管大多数以收缩功能为主，

其蛋白多是以收缩功能为主，所以此类蛋白表型我们称之为分化表型，也称为收缩性蛋白，

如平滑肌碱性调宁蛋白（h1CaP）和α-肌动蛋白[2]。这种表型的蛋白分化成熟，细胞呈梭

型，体积相对较小，内部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高尔基体较少，细胞的主要作用为收缩或

舒张动脉，调节血管壁压力，维持动脉管壁的正常功能。当细胞上的蛋白以这种蛋白为主

时，提示血管未受损伤，增殖和迁移能力非常弱。 

但当血管平滑肌收到损伤，血管平滑肌上为了修复受损细胞，受一系列复杂的信号分

子和环境因素多重整合效应的影响，如钙信号、血小板源生长因子 BB(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BB， PDGF-BB)、可溶性细胞因子、基质成份、机械力学因素和神经等的

综合调节，VSMCs 上分化型蛋白变少，丧失正常分化成熟细胞钙离子介导的舒张和收缩

的生理功能，VSMCs 的蛋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蛋白的结构会发生改变，重获类似于胚

胎时期的繁殖功能，形态也类似于胚胎时期，进而发生增殖、游走，具有修复血管的能力，

其特点为发生去分化改变而转变为未分化结构，改变之后的蛋白称为去分化型表型蛋白，

如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3]。又回到去分化状态的蛋白表达又被称为未分化表型，

其表现与合成有关的细胞器丰富，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高尔基体较多，合成蛋白和分泌

基质的能力增强，并可迁移入内膜，内膜细胞增生，血管壁增厚，形成相应的病理改变，

同时细胞的分化程度低或呈未分化，胞体较大，呈扁平形，起着收缩和舒张功能的肌丝和

结构蛋白含量减少。 

当 VSMCs 上的蛋白由分化型蛋白向去分化型蛋白转化时，这个过程即为 VSMCs 的

表型转化[1]。在多种致病因素诱导下，我们可以看到，分化型 VSMCs 迅速发生以基因表

达改变为特征的表型转化，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高尔基体等具有分泌功能的细胞器增

多，由此合成和分泌功能增强，重新获得像胚胎时期的增殖能力并获得迁移能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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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MCs 从中膜迁入致血管壁增厚，同时分化型标志基因表达下调，肌纤维骤减，收缩功

能消失。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VSMCs 表型转化是血管自我修复的功能表现，同时也是

多种血管疾病发生的病理基础。 

6.2 VSMCs 表型标志物 

分化型蛋白，如平滑肌碱性调宁蛋白（h1CaP）和α-肌动蛋白。这种表型的蛋白分化

成熟，细胞呈梭型，体积相对较小，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高尔基体较少，细胞的主要作

用为收缩或舒张动脉，调节血管壁压力，维持动脉管壁的正常功能。当细胞上的蛋白以这

种蛋白为主时，提示血管未受损伤，增殖和迁移能力非常弱。去分化型表型蛋白，如骨桥

蛋白（osteopontin，OPN）。其表现与合成有关的细胞器丰富，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高

尔基体较多，分化、增殖以及合成蛋白和分泌基质的能力增强，同时可迁移入内膜，在内

膜发生 VSMCs 增殖，血管壁增厚，形成相关的病理改变，细胞的分化程度低或呈未分化，

胞体较大，呈扁平形，起着收缩和舒张功能的肌丝和结构蛋白含量减少。 

6.2.1 碱性调宁蛋白(h1CaP） 

调宁蛋白(calponin)家族共有三个重要成员：碱性调宁蛋白(h1 calponin，h1CaP)、中

性调宁蛋白(h2calponin，h2CaP)和酸性调宁蛋白(h3calponin，h3CaP)。 

h1CaP 首先被 Takahashi 等[35]从鸡砂囊平滑肌组织中提纯，同时也证实平滑肌细胞在

诸如血管上、胃中均有 h1CaP 表达。h1CaP 被认为是肌动蛋白结合蛋白家族成员[36]，是

一种分化标志蛋白，含量为肌动蛋白的 1/7，与原肌球蛋白(tropomyosin)相似，终末分化

和非增殖性的血管平滑肌细胞中可见大量表达，在骨骼肌和心肌中则很难被发现，具有较

强的组织特异性。h1CaP 有舒张血管平滑肌，和肌动蛋白相结合后，会使平滑肌发生舒张

运动。除此之外，还具有参与信号传导和细胞骨架重构的作用。 

h1CaP 是分化型蛋白。利用球囊损伤兔颈动脉研究 VSMCs 蛋白表型的研究发现[37]，

正常实验兔颈动脉平滑肌细胞有大量 h1CaP 的表达，颈动脉损伤后，血管损伤早期管壁

平滑肌细胞数量有所增加，同时伴随 h1CaP 表达下调。还有发现，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

有些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处于向内膜迁移和增殖状态的平滑肌细胞不表达 h1CaP，由于受

损程度较轻，仍有大部分中层平滑肌细胞表达 h1Ca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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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CaP 参与平滑肌收缩的调控。h1CaP 主要起着舒张血管的作用，它发挥作用主要依

赖于平滑肌收缩的生化指标 ATP 酶。当肌球蛋白轻链磷酸化，会诱导肌动蛋白与肌球蛋

白结合，ATP 酶活性由此增加。ATP 酶作用于 ATP，启动肌丝滑行，细肌丝扭动，平滑

肌收缩。调宁蛋白被发现有抑制 ATP 酶活性的功能。有研究在离体收缩系统内用 MLCK

先将肌球蛋白磷酸化，然后再加入肌动蛋白，发现 ATP 酶数量明显上升，后来又发现如

果事先加入调宁蛋白在此反应系统内，则该酶的数量会降低，但用免疫沉淀法去掉 h1CaP，

则 ATP 酶活性会有所还原，这些结果提示，h1CaP 抑制 ATP 酶活性，是通过与肌动蛋白

结合后，竞争性抑制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39，40 ]。有人在体外肌丝

滑行实验模型内观察到[41，42]，在系统内加入 h1CaP，会减少 F 肌动蛋白的运动速率，进

而影响平滑肌的机能，平滑肌的收缩运动受到抑制。以上实验说明了 h1CaP 不仅能抑制

ATP 酶活性，而且能抑制肌丝滑行。 

参与细胞信号转导：h1CaP 除了能调节血管平滑肌收缩，还具有参与细胞的信号传导

的作用[43]。具有细胞信号转导作用的原因是，h1CaP 可与很多蛋白配体结合，所以多种

激酶可将 h1CaP 磷酸化，如 rho 激酶[44]、MAPK
[45]、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 PKC

 ）

[46]等，其中的 PKC 可与 h1CaP 发生反应使 h1CaP 发生蛋白磷酸化，增加 ATP 酶活性，

使平滑肌发生收缩[47]。 

维持细胞骨架：h1CaP 有两个主要的结构域：一是钙调蛋白结合域，当钙调蛋白通过

该结合域与 h1CaP 结合，会促使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结合，促进释放 ATP 酶，增强 ATP

酶的活性；二是肌动蛋白结构域，与肌动蛋白的羧基端结合，从而减少 ATP 酶数量。由

此来调节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重构。 

调节肿瘤基因的作用：h1CaP 是 VSMCs 分化型表型的标志物，很多的实验研究表明，

许多细胞增生性疾病，如肿瘤，都可见到 h1CaP 表达降低或缺失，说明过度表达的 h1CaP

能帮助抑制很多细胞的增生 [43]，具有临床研究价值。 

6.2.2 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 

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作为新型的细胞因子，富含唾液酸，是一种磷酸化糖蛋

白，最早从骨基质中分离出。因其连接骨基质与骨组织细胞，参与骨基质矿化而得名。

OPN 参与诸如肿瘤的生长转移、骨代谢、炎症与免疫等多种生命活动。除此之外，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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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发现是 VSMCs 去分化型表型标志物。有实验表明 OPN 是血管损伤修复过程中重要

的始动因素，在大鼠血管损伤后 OPN 在的新生内膜中的表达明显上调 [48]，同时伴有大量

增殖的 VSMCs。曾早期报道 OPN 是 VSMCs 由分化表型向去分化表型转化的标志性基因

[49]。 

骨桥蛋白在正常血管壁中几乎不表达。正常 VSMCs 呈分化表型，增殖和迁移能力较

弱。但在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血管中和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患者血管中，OPN mRNA 和

蛋白表达水平比正常人显著升高。还有实验证明未受损伤结构功能正常的 VSMCs 中 OPN

和 OPN mRNA 含量极低，造模引起大鼠颈动脉发生损伤后，二者指标均显著升高[50]。 

以前的研究认为 OPN 仅仅能促进中膜 VSMCs 迁移，但现已证明 OPN 对血管外膜的

修复活动也起了较大的作用。有学者研究表明血管损伤后，OPN 发生增殖而变多，同时

可促进外膜成纤维细胞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迁移，并使之迁移至血管内膜，参与新生内膜

的形成[51]。还有实验证明当血管发生损伤，炎症相关因子转化生长因子(TGFβ1)通过刺激

外膜成纤维细胞，进而诱导 OPN mRNA 的表达量升高，说明影响 OPN 表达的相关因素

较多且较为复杂[53]。 

7 转化生长因子β1  

VSMCs 表型转化的调节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对于其整体的机制尚未完全弄清。在对

VSMCs 表型转化的研究中发现，目前其细胞信号转导通路讨论和研究最多的是丝裂原活

化蛋白激酶( MAPK)、PI-3-K、环磷酸腺苷(cAMP) 3 个通路。还有很多促进或抑制未分化

表型向分化表型转变的影响因子。在促进向分化表型转变，维持细胞的正常形态功能的因

素中，包括大多数学者认为的 TGFβ家族和肝素等物质；促进 VSMCs 发生增殖向未分化

表型转变的因素，包括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

等[53]。其中，对 TGFβ家族的认识不一，也有人认为 TGFβ家族是负性调节因素。 

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是一类多功能的多肽类

生长因子，除了参与细胞外基质合成、炎症、创伤修复等活动外，还参与调节胚胎发育、

细胞生长和分化等细胞增殖相关的生物学过程[54]。现已发现 TGF-β有 5 种异体结构，而

在人体只存在有 TGF-β1，TGF-β2和 TGF-β3共 3 种。在这三者中，其中以 TGF-β1所

占比例最高，活性最强，功能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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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F-β能调节平滑肌细胞的迁移与增殖，由 VSMCs 自分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实现

的，而后者是 VSMCs 向内膜迁移并增殖的最重要的调节生长因子。 

有研究表明 TGF-β能调节平滑肌细胞表型的转变。TGF-β能够提高 VSMCs 分化程

度，增加肌球蛋白重链（SM-MHC）、h1CaP 和α肌动蛋白表达，说明 TGF-β能保持 VSMCs

的正常细胞状态，抑制表型转化。 

目前，关于 TGF-β和平滑肌表型关系的研究并不多，本实验通过免疫组化检测 TGF-

β1，意在揭示 TGF-β1 与 h1CaP、OPN 表达的关系。但是实验结果不尽如人意，其它四

组与模型组相比，p＞0.05，不具统计学意义，各组 TGF-β1 的表达无差异。这也和我们

镜下观察的结果一致。 

8 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表型 

由于阴茎海绵体平滑肌被发现与 VSMCs 的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因此阴茎海绵

体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血管组织。并且还有研究表明大鼠 CCSMC 的结构、功能及动作的

产生与胃肠道平滑肌、支气管平滑肌高度相似[55]。 

CCSMC 的蛋白也存在表型转化，且这种表型变化呈可逆状态，细胞受到损伤可由分

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细胞修复后则向分化型转化。有实验证明通过造模而得的糖尿病

ED 大鼠 CCSMC 和正常大鼠蛋白表型相反，说明大鼠 CCSMC 存在表型转化，糖尿病引

起血管损伤使 CCSMC 表型转化，大鼠发生 ED，同时还发现，分化型标志物α-肌动蛋白

在正常大鼠 CCSMC 中的表达染色明显，推测 CCSMC 应与 VSMCs 具有相似的细胞表达

[56]。 

比较高血压与正常大鼠表型标志物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分化型标志物 h1CaP 和

h1CaPmRNA 表达量在正常大鼠中最多，高血压大鼠中次之，高血压 ED 大鼠中最少；合

成型标志物 OPN 和 OPN mRNA 表达量则恰恰相反。表明高血压等全身血管性疾病会促

使 CCSMC 表型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57]。比较糖尿病与正常大鼠表型标志物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分化型标志物α-肌动蛋白表达量，正常大鼠高于糖尿病性 ED 大鼠和糖尿病

非 ED 大鼠，未分化型标志物 OPN mRNA 表达量在糖尿病性 ED 大鼠和糖尿病非 ED 大

鼠 CCSMC 表达较高，表明糖尿病引起血管损伤促使 CCSMC 表型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

化[56]。这些研究结果提示血管类疾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可能引起血液循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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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MC 表型转化，当这种转化达到一定程度，将有可能影响大鼠的勃起功能，导致 ED。 

当 CCSMC 处于正常无损伤状态，其蛋白表达以分化表型为主，如 h1CaP。在一些刺

激因素影响下，CCSMC 发生损伤，可发生表型转化，转变为去分化表型蛋白，如 OPN。

本课题选取了两个具有相反表达意义的标志性蛋白 h1CaP 和 OPN 的表达为主要检测指

标，意在观测 CCSMC 的状态，进一步揭示复方玄驹胶囊的治疗机理。我们的研究表明免

疫组化结果显示能够上调缺血状态下 CCSMC 中分化型蛋白标志物 h1CaP 的表达，下调

未分化型蛋白标志物 OPN 的表达，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能够有效地抑制 CCSMC 表型由分

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保护 CCSMC，维持 CCSMC 表型处于分化型。 

由此可知，CCSMC 表型转化的发生及 CCSMC 损伤的严重程度与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有着紧密的关联，当蛋白表型由分化型向去分化型转变时，就会导致 ED。本次实验也证

明，模型组大鼠 CCSMC 表型发生转化并且发生了 ED，说明了表型转化和 ED 的相关性。

而复方玄驹胶囊能够显著增加 APO 诱导的阴茎勃起次数，并且和 h1CaP、OPN 的表达结

果相一致，表明复方玄驹胶囊通过抑制 CCSMC 表型转化，使 CCSMC 处于分化型蛋白的

表达状态，从而保护阴茎海绵体的勃起功能。 

9 海绵体平滑肌细胞超微结构对勃起功能的影响 

CCSMC 的正常的结构是维护 CCSMC 收缩与舒张功能，使之顺利充血勃起的基本保

障。正常 CCSMC 结构完整，细胞膜在细胞表面，周围一层薄薄的基膜，内部有囊泡，胞

质中细胞器完整，有内质网、高尔基复合体、线粒体、收缩纤维、微丝、微管和致密小体

等细胞器，细胞正常时粗面内质网、高尔基复合体较少，细胞器外形无肿胀变形。特别是

CCSMC 中线粒体，正常形态是呈卵圆形或圆形，体积适中，有轮廓清晰的细胞嵴。当受

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缺氧、缺血、药物、射线等，线粒体极为敏感，形态就会发生变化，

出现肿胀、变大、细胞嵴消失，如果发生重度肿胀时，会出现空泡状。线粒体的主要功能

是合成 ATP 为细胞生命活动提供直接能量供给，线粒体形态改变，会影响其合成 ATP，

出现功能障碍，CCSMC 的舒张和收缩动作会发生障碍，特别是舒张动作，由于功能障碍，

而导致 ED。 

动物实验显示，糖尿病性 ED 大鼠模型阴茎海绵体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超微结构均

有明显的病理改变：线粒体退变、高尔基体增加、粗面内质网扩张，糖原颗粒及微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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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见大量间质组织增生及微血管腔闭塞[58]。高血压、糖尿病等所导致的血管性

ED 大鼠在电镜下表现为阴茎白膜时有缺损现象，组织变薄、不连贯，胶原成分增加，弹

性纤维减少[59，60]；糖尿病性大鼠电镜下 CCSMC 之间基膜时有消失，基质膜破损，细胞

间有大量杂乱的间质组织，线粒体出现空泡化或肿胀，微丝减少或消失，内质网扩张，细

胞核碎裂或浓集[61]。有实验报道采用双侧髂内动脉受损建立的血管性 ED 模型，CCSMC

整体数量有所减少，线粒体发生肿胀变形甚至空泡状，间嵴消失、断裂 [62]。还有实验证

明，选择自发性高血压大鼠为观察对象，电镜下观察，线粒体发生退变、吞饮小泡及微丝

数量减少[63]；这些 CCSMC 结构的改变将阻碍 CCSMC 的正常舒张，导致了 ED。 

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男性阴茎海绵也存在相应的差异，往往青壮年男

性 CCSMC 较为丰富，所以青壮年时期性功能较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气血越来越不足，

不健康的病理因素的发生，老年男性 CCSMC 会明显减少，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解释老年

ED 的原因。ED 病人 CCSMC 会出现变性等病理表现，电镜下表现为 CCSMC 和弹力纤

维有所减少，对细胞起支撑、滤过作用的基底膜显著增厚，收缩纤维和初级溶酶体缺乏，

大分子多糖糖元消失或减少[64，65]。如果血液循化严重受阻，线粒体出现明显的聚集化和

空泡化[66]。 

综上所述，CCSMC 超微结构，尤其是基底膜的断裂、增厚及线粒体、致密小体、微

丝的减少变形等改变都与 ED 的发生相关，且与临床上表现的严重程度一致，呈对应关系。

其病理改变可能是 ED发生的机理之一。这与我们在本课题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次实

验只选择了线粒体这单一细胞器作为观测指标，是因为 CCSMC 机构比较简单，且线粒体

在细胞中的重要地位，线粒体是主要的供能细胞器，和 ED 的关系非常紧密。 

10 实验模型的选择 

血管性 ED 模型、内分泌性 ED 模型、神经性 ED 模型和心理性 ED 模型[67]是几种常

见的 ED 模型。目前临床认为 ED 的发病是血管病变引起的，因为往往动脉粥样硬化 

(artherosclerosis，AS)、高血压(hypertension，HBP)、高脂血症等患者常伴随有 ED 的发生。 

通过结扎模型动物双侧髂内动脉造成的 ED 模型属于血管性 ED 模型，依据血管类型

又可分为动脉性、静脉性和混合性三种。本研究之所以选用动脉性 ED 模型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临床上 ED 患者中医辨证往往多伴随肾虚、血瘀和痰湿这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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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因素；二、实验药物的功效，即复方玄驹胶囊具有补肾壮阳、活血祛痰湿的功效，选

用动脉性因素导致的 ED 模型较为适宜。三、结扎模型大鼠双侧模型大鼠髂内动脉造成的

ED 模型已得到国内外一致公认，且动脉性 ED 动物模型较其他模型多见且制作简便可

靠。有实验报道，结扎模型大鼠双侧髂内动脉，制作动脉血管性 ED 模型的可行性较确切，

结扎后第 3 天阴茎海绵体内压力明显降低，这种状态维持致 1 个月，实验大鼠仍然 ED；

显微镜下也证明了结扎双侧髂内动脉可做成成功的血管性 ED 模型[68]。我国学者也证实

了结扎双侧髂内动脉后，CCSMC 中 NOS 染色减少；阿朴吗啡实验和电刺激海绵体神经

实验一样，发现几乎未见到勃起，这说明结扎双侧髂内动脉可以建立大鼠 ED 模型[5]。 

我们在本实验中，依据文献制作了动脉 ED 大鼠模型。在模型制作过程中，打开腹腔，

找到腹主动脉，然后向下小心剥离出髂总动脉，再向下找到髂内动脉和髂外动脉的分枝处，

结扎双侧的髂内动脉。结果发现，结扎髂内动脉后的大鼠阴茎勃起功能明显降低，与正常

大鼠相比有显著性差异。提示模型制作的成功、可靠，可用于 ED 的研究。 

11APO 实验选择  

在动物研究方面因为缺少较为理想的评价阴茎勃起功能的指标，使得 ED 的诊断和

疗效评价一直不能统一，从而限制了其研究。国外的某些研究[69，70]采用交配试验来评价

性功能，并建立了数个交配参数，如爬高潜伏期、爬高次数、插入潜伏期、插入次数及

射精潜伏期等。现代医学认为雄性个体的性功能障碍包括性欲减退、ED、射精功能障碍

和性快感障碍等，阴茎勃起障碍只是其一方面。交配参数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即使是

正常的雄性动物，具有正常勃起功能，由于缺乏主动性，还是会影响上述交配参数，因

此我们认为交配试验评价阴茎勃起功能不够精确[71]。而阿朴吗啡(APO)是一种多巴胺受

体激动剂，作用能刺激中枢神经系统的多巴胺 D1 和 D2 受体两个重要物质，由交感神经

系统控制，可降低射精阈值，引起射精[72]。同时动物实验证实低剂量的 APO 可通过下丘

脑室旁核处的多巴胺受体引起阴茎勃起、伸身和打呵欠综合症[73]。APO 可直接作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通过神经、血管和平滑肌的协同作用引起阴茎海绵体的勃起，损伤或阻断

这一通路的任何一个环节均会引起阴茎 ED。Danjou 等[74]的实验发现阿朴吗啡能引起正

常自愿男子勃起。Heaton 等[6]报道注射 APO 可引起正常大鼠 100%的阴茎勃起。在实验

中，我们给实验大鼠注射 APO 后，成功地诱发了阴茎勃起，因此我们认为 APO 实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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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价阴茎勃起功能的理想手段。 

12 复方玄驹胶囊选择依据 

目前治疗阳痿的中成药的种类繁多，疗效参差不齐，其中以玄驹为君药，辅以淫羊藿、

蛇床子、枸杞子等为佐药的复方玄驹胶囊，由于具有良好的补肾温阳、化瘀祛湿等作用，

对功能性阳痿都有较好的疗效[75-77]。 

方中玄驹，又称为黑蚂蚁。由于该动物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多种如 Zn 等微量元素、

氨基酸、辅酶及丰富的维生素，因此具有良好的补肾益精作用，同时从中医的角度讲，黑

蚂蚁走窜力强，所以具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以解决瘀血问题。对黑蚂蚁的研究中

发现，能改善 ED，增强实验动物的勃起和交配能力，而且黑蚂蚁不含类固醇激素，如睾

酮等，因此不会妨碍自身激素的合成、分泌和相关的生理反应
［78］

。淫羊藿是复方玄驹胶

囊的另一主要成分，该药材也是一种常见的补肾壮阳药材，临床应用广泛，多用于肾虚病

人，研究表明，淫羊藿提纯物具有雄激素样作用，起着激素替代性作用，具有促进精液的

合成分泌和使动物性器官重量增加的作用［79］。还有研究发现，从淫羊藿中分离出来的单

体淫羊藿甙，也许由于可以抑制 PDE-5 的活性并促进 NO-cGMP 通路启动的关系，可使

大鼠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松弛，有利于阴茎海绵体的局部充血勃起［80］。蛇床子具有温

肾壮阳，散寒祛湿的作用，常用于治疗阳痿、不孕和寒湿带下等肾虚有寒湿的病症。有研

究显示蛇床子素能显著提高去势大鼠性激素的含量［81］。周少虎等［82］研究也发现蛇床子素

能显著提高去势大鼠血清中睾酮、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素等性激素的含量。枸杞具有补

肝肾、强阴及明目的作用。枸杞具有良好的滋补阴精的功效。现代研究显示，枸杞含有多

种微量元素和胡萝卜素等其他的营养物质，具有抗肿瘤、抗老化、抗突变，增强细胞核体

液免疫的作用。对于肾精不足的 ED 患者有良好的补益作用。有研究表明，枸杞有提高精

子的数量的作用，并发现这一结果是通过作用于下丘脑-垂体-睾丸轴，促进相关的性器官

发育而产生的［83］。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阳痿的主要病机是命门火衰，肾阳不足，故有“凡男子阳痿不起，

多由命门火衰„„”一说，更有“肾开窍于阴，若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瘘弱

也”的至理名言，所以补肾壮阳成为阳痿的主要治则治法。阳虚自然会生痰生湿，久病必

瘀。阳痿发生发展的病因病机，以肾阳虚为本，血瘀、痰湿为标，虚实互见，兼夹错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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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治法以补肾壮阳、活血祛瘀、化痰湿为主。复方玄驹胶囊由黑蚂蚁、淫羊藿、蛇床子、

枸杞子等组成，其中黑蚂蚁补肾精，活血通络的功效；淫羊藿和蛇床子具补肾壮阳燥湿之

功；枸杞子补肾填精，有可滋阴牵制以上诸药温燥伤阴之弊。诸药配伍，共奏温肾壮阳、

祛瘀化痰的功效，不仅切中了阳痿的病机和治法，还可以有效改善肾阳不足导致的各类男

科疾病。多年来复方玄驹胶囊应用于 ED 的治疗，临床疗效确切可靠，能显著改善勃起功

能，提高病人对性生活的满意程度［84-87］。 

13 复方玄驹胶囊改善 ED 的机理研究 

勃起功能障碍(ED)是男性的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呈上升趋势，从中医的角度看和肾

虚、瘀血和痰湿三个因素有密切联系。因正中大多数患者 ED 的病机，复方玄驹胶囊是目

前临床上应用较广且对 ED 的治疗有确切疗效的中成药。 

从西医生理的角度看，在神经介导下海绵体平滑肌舒张；动脉血流入增加；静脉回流

受阻，是阴茎正常勃起的三个要素，而 CCSMC 的舒张是产生勃起的主要环节。而 CCSMC

的结构功能正常是 CCSMC 舒张的基本保障。除了通过显微镜较直观地观察 CCSMC 的超

微结构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CCSMC 蛋白表达及与之相关的物质 TGF-β1 的情况来推测

CCSMC 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平滑肌细胞表型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CCSMC 因与 VSMCs 有着极为相似的机构，

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血管组织。在正常状态下，血管有收缩舒张血管、调节血管张力和

维持血压等功能，VSMCs 内维持血管运动的蛋白主要是参与收缩和舒张功能的蛋白，因

血管大多数以收缩功能为主，其蛋白多是以收缩功能为主。相反，这些蛋白在 CCSMC 上

主要功能是舒张。此类蛋白表型我们称之为分化表型，也称为收缩性蛋白，如平滑肌碱性

调宁蛋白（h1CaP）和α-肌动蛋白[2]。这种表型的蛋白分化成熟，细胞呈梭型，体积相对

较小，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高尔基体较少，细胞的主要作用为收缩或舒张动脉，调节血

管壁压力，维持动脉管壁的正常功能。当细胞上的蛋白以这种蛋白为主时，提示血管未受

损伤，增殖和迁移能力非常弱。 

但当 CCSMC 收到损伤，为了修复受损细胞，受一系列复杂的信号分子和环境因素多

重整合效应的影响，如钙信号、PDGF-BB、可溶性细胞因子、基质成份、机械力学因素

和神经等的综合调节，发生去分化而转变为未分化，丧失正常分化成熟细胞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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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增殖能力，重获类似于胚胎时期的功能和形态，进而增殖、游走，蛋白的结构也会

发生改变，称为去分化型表型蛋白，如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3]。又回到去分化

状态的蛋白表达又被称为未分化表型，其表现与合成有关的细胞器丰富，具有分泌功能的

细胞器如合成蛋白质的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将蛋白进行加工和运转的高尔基体较多，分

化、增殖、合成蛋白的能力由此提高，分泌基质的能力也增强，同时伴随迁移入血管内膜，

使内膜血管壁平滑肌细胞增生，管壁变厚，分化程度低或呈未分化，胞体较大，呈扁平形，

起着收缩和舒张功能的肌丝和结构蛋白含量减少。 

当 CCSMC 上的蛋白由分化型蛋白向去分化型蛋白转化时，这个过程即为 VSMCs 的

表型转化[1]。在多种致病因素诱导下，分化型细胞迅速发生以基因表达改变为特征的表型

转化，分化型在多种致病因素诱导下，我们可以看到，分化型 VSMCs 迅速发生以基因表

达改变为特征的表型转化，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及高尔基体增多，由此合成和分泌功能增

强，重新获得迁移和增殖能力，使 VSMCs 从中膜迁入致血管壁增厚，同时分化型标志基

因表达下调，肌纤维骤减，收缩功能消失。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表型转化在自我修复的

同时也成为多种疾病的病理基础。 

13.1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h1CaP 的影响 

h1CaP 主要在平滑肌细胞中表达，是一种分化标志蛋白，在分化型平滑肌细胞中大量

表达，具有很强的组织特异性，很难在骨骼肌和心肌中发现。肌动蛋白与它相结合，有舒

张血管平滑肌，参与平滑肌收缩的调控。利用球囊损伤兔颈动脉研究 VSMCs 蛋白表型的

研究发现[37]，正常实验兔颈动脉平滑肌细胞有大量 h1CaP 的表达，颈动脉损伤后，血管

损伤早期管壁平滑肌细胞数量有所增加，同时伴随 h1CaP 表达下调。还有发现，动脉粥

样硬化的早期，有些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处于向内膜迁移和增殖状态的平滑肌细胞不表达

h1CaP，由于受损程度较轻，仍有大部分中层平滑肌细胞表达 h1CaP
 [38]。 

研究表明，糖尿病和高血压 ED 大鼠 CCSMC 中 h1CaP 的表达降低，导致 ED
[55]。还

有研究发现正常大鼠、高血压大鼠、高血压 ED 大鼠 CCSMC 中，分化型标志物 h1CaP

和 h1CaPmRNA 表达量在正常大鼠中最多，高血压大鼠中次之，高血压 ED 大鼠中最少，

而表明高血压会促使 CCSMC 表型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57]。分化型标志物 h1CaP 和

h1CaP mRNA表达量在正常大鼠、高血压大鼠和高血压ED大鼠中依次递减[57]。说明h1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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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D 的发生有关系，并应与 ED 的严重程度呈反比关系。 

本研究表明，模型组 CCSMC 中 h1CaP 表达降低，APO 诱发的阴茎勃起次数较少；

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可上调缺血状态下 CCSMC 中分化型标志物 h1CaP 的表达，表明

其能够抑制 CCSMC 表型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APO 诱发的阴茎勃起次数较多，和

模型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复方玄驹胶囊通过抑制 CCSMC 表型转化而改善了阴茎的

勃起功能。 

13.2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OPN 的影响 

OPN 是 VSMCs 去分化型表型标志物。正常血管壁中几乎不表达，但在动脉粥样硬化

和新生内膜中以及血管成形术后血管中，OPN 和 OPN mRNA 蛋白表达水平比正常人显著

升高。 

在比较高血压与正常大鼠表型标志物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合成型标志物 OPN 和 OPN 

mRNA 表达量在正常大鼠中最少，高血压大鼠中次之，高血压 ED 大鼠中最多，表明高血

压会促使 CCSMC 表型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57]。说明 OPN 是诱发 ED 的关键因素，

并应于 ED 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本研究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能够下调未分化型蛋白表型标志物 OPN 的表达，表明其

能够抑制 CCSMC 表型由分化型向未分化型转化。同时 OPN 的表达情况与 APO 实验结果

相关，表明复方玄驹胶囊通过抑制 CCSMC 表型转化而改善了阴茎的勃起功能。 

13.3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TGF-β1 的影响 

TGF-β是一种多肽类生长因子，具有多种功能，除了参与炎症、创伤修复和免疫等

许多生物学过程外，还参与调节胚胎发育、细胞生长和分化与细胞外基质合成等活动[54]。

TGF-β 与 VSMC 也有很大联系，TGF-β 不仅能调节 VSMC 的迁移与增殖，而且能调节

VSMC 表型的转变。TGF-β1 是其中的五型之一。 

关于 TGF-β1 与平滑肌细胞表型的关系。大家研究结果不一。大部分认为 TGF-β1

起着抑制表型转化的作用，如有研究表明 TGF-β1 抑制 VSMC 增殖、迁移和细胞周期进

程并诱导 VSMC 分化标志基因 SM22a 和α-肌动蛋白的表达[88]。不过也有人认为 TGF-β

1 可促进表型转化，因为 TGF-β1 可促进平滑肌细胞分泌血管源性生长因子（PD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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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PDGF 在平滑肌细胞向内膜迁移和增殖的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对照组中 TGF-β1 的与其它各组比较无差异。和实验一、实

验二、实验三、实验五相联系，TGF-β1 的表达情况与本实验中大鼠 ED 的发生、h1CaP

及 OPN 的表达、CCSMC 超微结构的改变无直接联系，TGF-β1 与 CCSMC 表型转化的

没有直接关系。但人体中共有 TGF-β1，TGF-β2，TGF-β3 共 3 种 TGF-β物质，TGF-β2，

TGF-β3 我们没有检测，也许这两者与表型转化有密切关系。同时实验也表明复方玄驹胶

囊对 CCSMC 中 TGF-β1 的影响意义不大。 

13.4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CCSMC 超微结构的影响 

CCSMC 的正常的结构是维护 CCSMC 收缩与舒张功能，使之顺利充血勃起的基本保

障。正常 CCSMC 超微结构应细胞结构完整，细胞膜皱壁分布于细胞表面，周围一层薄薄

的基膜，内部有囊泡，胞质中细胞器完整。正常状态下，线粒体大小适中，内有细胞嵴，

细胞嵴较为清晰。如发生缺血缺氧就会发生线粒体的异常，出现肿胀，空泡化，嵴减少甚

至消失。线粒体有给 CCSMC 供能使 CCSMC 舒张的作用，所以，线粒体的损伤可导致

ED。 

有实验报道高血压 ED 大鼠模型，镜下观察 CCSMC 整体数量大幅度减少，线粒体发

生肿胀变形甚至空泡状，间嵴消失、断裂 [53]。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CCSMC 镜下观察，

发现细胞器粗面内质网扩张、线粒体发生退变变形、糖原颗粒、吞饮小泡及微丝减少[54]。 

本研究结果显示正常大鼠 CCSMC 结构完整，细胞核完整，主要细胞器线粒体结构完

整；而双侧髂内动脉结扎大鼠 CCSMC 细胞内线粒体重度肿胀，嵴减少、或消失、甚或出

现空泡化，表明双侧髂内动脉结扎后使大鼠阴茎海绵体血供减少，CCSMC 因缺血缺氧而

发生细胞变性，线粒体结构的改变影响到 CCSMC 的供能，进而影响 CCSMC 的收缩与舒

张功能。双侧髂内动脉结扎同时给予复方玄驹胶囊的大鼠 CCSMC 中线粒体空泡化明显改

善，仅为轻度肿胀，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能改善大鼠 CCSMC 超微结构，有利于改善海绵体

血供，促进 CCSMC 功能的恢复。 

13.5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勃起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雄性大鼠结扎双侧髂内动脉后，模型组注射 APO 诱发的阴茎勃起和打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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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次数明显少于正常大鼠，P＜0.01；复方玄驹胶囊中剂量组大鼠，阴茎勃起和打呵次数

则有明显增多，P＜0.05，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有差异；复方玄驹胶囊高剂量组阴茎勃起实

验和模型组相比，P＜0.05，有统计意义，打呵欠实验无统计意义 P＞0.05。表明复方玄驹

胶囊能够改善阴茎勃起功能。和以上几个实验结果相联系，说明复方玄驹胶囊通过促进

h1CaP 的表达，抑制 OPN 的表达，抑制 CCSMC 表型转化改善 CCSMC 超微结构的原理

来治疗 E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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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1 实验结论 

阴茎的勃起是海绵体血流动力学变化过程，受神经-内分泌的调节，涉及了生理和心

理两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其中 CCSMC 作为各种因素作用的终末组织，在阴茎勃

起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重要的核心地位。CCSMC 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结构

异常到一定的程度均可导致 ED，所以对于防治 ED 而言，采取有效手段保护 CCSMC 结

构具有重要的临床治疗意义。近来研究发现，男性 ED 的发生常常伴随 CCSMC 蛋白表型

转化及其超微结构改变。国内外对补肾化瘀祛痰湿中成药对 CCSMC 表型和超微结构影响

报道较少，我们的研究首次观察补肾化瘀祛痰湿中成药复方玄驹胶囊对大鼠 CCSMC 表型

和超微结构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复方玄驹胶囊能提高 h1CaP 的表达，抑制 OPN 的表达，表明该药能抑制表型转化，

复方玄驹胶囊低、中、高剂量组三组比较，以中剂量组治疗效果最佳。 

(2)CCSMC 中 h1CaP 表达与 TGF-β1 的正相关性不明显。 

(3) 复方玄驹胶囊对 TGF-β1 影响不明显。 

(4)复方玄驹胶囊能改善大鼠 CCSMC 超微结构，改善阴茎海绵体血供，促进 CCSMC

功能的恢复。 

(5)复方玄驹胶囊能够抑制 CCSMC 蛋白表型转化和保护 CCSMC 超微结构，保护

CCSMC 正常结构，使 CCSMC 正常舒张，完成阴茎勃起，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能够治疗肾

虚瘀血痰湿型 ED。 

因此，复方玄驹胶囊通过影响 CCSMC 表型转化，影响 h1CaP 和 OPN 表达，同时改

善其超微结构，特别是保护了有供能作用的细胞器线粒体，有助于改善阴茎的勃起功能。

所以复方玄驹胶囊临床治疗 ED 的效果是确切的，不难解释的。 

2 创新之处 

长久以来，中医通过整体观、辨证论治对 ED 的研究和治疗已取得了重大成功，在

对性欲启动、信号传导、神经调节、CCSMC 张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 CCSMC

表型转化及其超微结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我们首次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是本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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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处。 

(1)本实验首次观察了复方玄驹胶囊对大鼠 CCSMC 表型转化的影响，揭示中药对

CCSMC 蛋白表型转变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ED 提供实验依据。 

(2)本实验首次揭示了复方玄驹胶囊、CCSMC 蛋白表型和 TGF-β1 三者之间的关系。 

(3)本实验首次观察了复方玄驹胶囊对大鼠 CCSMC 超微结构的影响，阐明复方玄驹

胶囊对勃起组织的影响。 

(4)CCSMC 蛋白表型和超微结构的病理变化属于中医的肾虚、瘀血和痰浊的病理范

畴，使中医的病理名称直观化，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西医可很好地结合相容。 

3 问题与展望 

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今针对气道平滑肌、子宫内膜平

滑肌、动脉血管平滑肌的研究较多，尤其是血管平滑肌表型。但对 CCSMC 的表型研究还

相对较少。我们的实验首次研究了补肾化瘀祛痰湿类中成药复方玄驹胶囊对 CCSMC 蛋白

表型转化和超微结构的影响，实验研究尚有不足之处： 

（1）CCSMC 表型标志物较多，除了 h1CaP、OPN 外还有 SM22、α-肌动蛋白、平

滑肌肌球蛋白重链等表型标志物。如果检测更多指标，则更能说明问题。 

（2）对影响 CCSMC 蛋白表型转化的相关因素研究不够。CCSMC 蛋白表型转化的

影响因素很多。促进向分化表型转化的调节因素，除了本实验研究的 TGFβ1，还包括肝

素、胰岛素等因素；促进向未分化型转变的影响因素，有 EGF 家族成员，血小板源性生

长因子（PDGF）等[54]。本研究线路有些单一，应从以上内容寻找相关影响因素及研究线

路，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3）对 CCSMC 超微结构观察的指标较少。本研究仅观察了线粒体，高尔基复合体、

内质网、致密小体、微丝等细胞器还未观察。也未观察 CCSMC 外的结构异常，血管炎性

改变，会导致 CCSMC 外基质的沉积，导致白膜纤维化，白膜纤维化的发生，也许也是阴

茎勃起障碍发生的原因。 

（4）未检测 TGFβ1 和 TGFβ2 的含量，也许二者的含量表达和表型标志物表达结果

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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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中医对阳痿的认识及治疗 

一、中医对阳痿的认识 

阳痿是男科常见病，患病率约占成年男性的 20%。指性交时阴茎不能勃起，或因勃

起不坚及勃起不能维持，不能至射精即萎软，以致不能完成性交全过程的一种病症。早在

春秋时期中医学就对本病有了很深刻的认识，《素问·阳痿》说：“思想无穷，所愿不遂，

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驰纵，发为筋痿。”《灵枢·经筋》足厥阴肝病则“阴器不用，

伤于内则不起。”古代又将其称为“阴痿”。明代《慎斋遗书》首见阳痿病名。现代男科学

称之为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后代医家不断丰富理论认识和临床治疗水平提高。笔者现将中

医中药对阳痿的的认识和治疗概况综述如下。 

中医学对于阳痿的病因病机认识和临床治疗，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

展，其认识程度不断深化。对阳痿的治疗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在现代社会，由于历史的发

展和变迁，与古代相比，人们的身体素质、生活质量和大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阳痿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和治疗方法同样古今有别。追溯古代精华，对古今医家论治阳

痿的思想进行研究，整理今人成就，对于摸清古今论治变化的脉络，探求阳痿辨证论治规

律，寻求切合临床实际的治疗途径和方法，指导临床准确的辨证用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 

历史回顾现存最早的中医文献《马王堆医书》，已对阳痿有了初步的认识。帛书《养

生方》和竹简《天下至道谈》，“怒而不大者，肌不至也；大而不坚者，筋不至也；坚而

不热者，气不至也；三至乃入。”都认为勃起“不大”、“不坚”、“不热”的病机为肌、

筋、气三者不至，“三至乃入”，这是对阳痿病机的最早论述。竹简《十问》认为，生殖

器官往往“与身俱生而先身死”，其形成的原因为“其使甚多，而无宽礼”。竹简《天下

至道谈》指出，性功能早衰的病因是“卒而暴用，不待其壮，不忍其热，是故亟伤”，这

是对性功能增龄性变化的最早认识。《黄帝内经》首先论述了前阴与经脉、络脉、经筋的

关系，“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并足太阴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与足太阳

之筋合。”；“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并认识到高龄、思欲过度所致的阳

痿发病与肾关系密切，《素问•痿论》：“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

宗筋驰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年六十，阴痿，气大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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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为后世医家从肾论治阳痿提供了理论依据。肾气理

论对补肾法治疗阳痿理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神农本草经》首载治疗阳痿药物 15 种，

分别是淫羊藿、陆英、桑螵蛸、阳起石、白马茎、牡狗阴茎、羚羊角、樗鸡、虎掌、腐婢、

白石英、石斛、巴戟天、五味子、肉苁蓉、蛇床子。这些药大多数是补肾壮阳药，管中窥

豹，可知那个时代对阳痿的认识，这些药物大多至今仍在沿用，有的药物已经或正在进行

作用机理的现代研究。 

自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至清末韩善徵的《阳痿》，很多古医籍对阳痿的论治

均有所发挥。其治法主流为补肾法，亦不乏论及其他治法者，并将情志致痿提上历史日程，

《临证指南医案》将阳痿分为六个证候并分列治法。《阳痿论》则明确指出阳痿病一味补

阳的危害：“独怪世之医家，一遇阳痿，不问虚实内外，概与温补燥热。若系阳虚，幸而

偶中，遂自以为切病；凡遇阴虚及他因者，皆施此法，每用阴茎反而强硬，流精不止，而

为强中者，且有坐受温热之酷烈，而精枯液竭以死者。” 

翻阅古书可发现，补肾壮阳原则是治疗阳痿的主线，阳痿从肾论治的理论依据，主要

源于《黄帝内经》对于肾气的理论和肾生理特点的阐述。《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男

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说明肾气盛才能天癸至(天

癸指人体内标志生殖和性功能具备的一系列物质)，具有精气充盛的物质基础，才能够男

女和合。《诸病源候论》指出：“肾开窍于阴，若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痿弱

也。诊其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连连如蜘蛛丝者，阴气衰。阴阳衰微，风邪入于

肾经，故阴不起。”首先阐述阳痿病机为肾阴阳两虚，故巢氏是最早主张阳痿从肾论治的

医家。至唐代，补肾壮阳法治疗阳痿，成为阳痿的主要治法。孙思邈特别重视男子的阳气，

认为阳气在男子性功能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出：“男子者，众阳所归，常居

于燥，阳气游动，强力施泄，则成虚损损伤之病。”其治阳痿，多从温肾壮阳入手，并注

重顾护阴精，在其所列的治疗阳痿方中，如五补丸、肾气丸、天雄丸等，均以补肾壮阳药

为主。 

明代是补肾壮阳治疗阳痿发展的鼎盛时期。张介宾集前人之大成，依“少火生气”、

“壮火食气”之经旨，发展为火气少壮、虚实之命门理论；据“阳气者，若天与日，所则

折寿而不彰”和“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力主“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

奉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教诲，在“六味”、“八味”启

发下，创“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左归、右归，以峻补肾阴肾阳治疗阳痿。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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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男子阳痿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清冷„„但火衰者，十居七八，而火盛者，仅

有之耳”的著名论断。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得现代中医对阳痿的认识更加深入，认为导致阳痿的病因病机是

复杂多样的。如以下众多医家的认识，我们可以得知对阳痿认识的多样化。樊氏［1］将阳

痿分为湿热下注、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肾阳亏虚命门火衰、经络阻滞血行不畅、精血不足

阴虚火旺 5 种。黄氏［2］认为阳痿分为肝郁气滞型、肾阳虚损型、血络瘀阻型、肺肾阴虚

型、寒凝血脉型、心肾不交型、脾肾阳虚型。熊氏［3］在临床治疗中，认为年龄低于 45 岁

者，中医辨证多属肝气郁结、痰湿阻滞型，气滞血瘀、以疏肝理气、燥湿化痰、活血化瘀、

化气助阳为主治疗；45 岁以上者，多属于心脾两虚、肾气不足、命门火衰型，以补肾元、

温补命火、填肾精、健脾补心、益气养血、益阴填阳为主，活血化瘀为辅治疗。龚氏［4］

将阳痿归结为 4 型：中老年阳痿患者多由于命门火衰；年轻的阳痿患者多由于肝郁脾虚；

恐惧伤肾较少；青壮年患者多由于湿热下注。王氏［5］把阳痿分为 5 型：命门火衰；心脾

受损；恐惧伤肾；肝郁不舒；湿热下注。欧氏［6］根据临床治疗实际将阳痿分为 6 型：心

肾不交；肾精亏虚；肝经郁滞；惊恐伤肾；湿热下注和湿瘀互结。 

二、中医对阳痿的治疗方法 

对阳痿的治疗也是多样化的，但以方药为主。一、补肾为主。王氏［7］以益肾胶囊( 仙

茅、仙灵脾、肉苁蓉、杜仲、首乌、菟丝子、丹参、川芎、香附、藁本) 治疗肾虚精亏型

阳痿 100 例，总有效率 78%。蒋氏［8］用龟鹿补肾汤加减( 鹿角胶、龟版胶、炙黄芪、熟

地黄、淫羊藿、益智仁、枸杞子、巴戟天、肉苁蓉、阳起石) 治疗阳痿 95 例，总有效率 

94%。都氏等［9］用鹿茸、雄蚕蛾、桑螵蛸、蛇床子、菟丝子等 中药组成的四子填精胶囊

治疗阳痿 100 例，临床治愈 51 例，显效 25 例，有效 15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91%。

张氏［10］运用五子衍宗丸化裁之补肾生精方治疗肾气不足阳痿 40 例，痊愈 30 例，好转 10

例。何氏［11］采用自拟天蚕壮阳散治疗肾阳虚型阳痿 47 例，总有效率为 82.98%。二、疏

肝为主。常氏［12］用加味柴胡疏肝散治疗肝郁血瘀型阳痿 50 例。加郁金、川楝子、蜈蚣

疏肝行气，活血通络，宗筋得养；兼肾阴不足加枸杞子、生地；肾阳不足加仙茅、仙灵脾；

心神不宁加酸枣仁、远志；湿热下注加黄柏、车前子，结果治愈 31 例占 62%，好转 14

例占 28%，无效 5 例占 10%，总有效率 90%。郑氏［13］以清肝化瘀通络法治疗糖尿病性阳

痿，选用柴胡疏解少阳、清热透达；龙胆草、黄芩等清肝经郁热；当归、赤芍活血通络；

更以蜈蚣、地鳖虫加强通络之功；炙大黄清热活血。随证适当加减，肝郁疏、肝热清、瘀

滞消、经脉通，肝主宗筋功能得以回复，筋痿自起，疗效良好。三、利湿祛邪为主。洪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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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采用自拟抗痿汤治疗功能性阳痿 62 例，治愈 41 例，好转 19 例，无效 2 例。贾氏［15］

采用自拟疏肝通络汤治疗阳痿 43 例，治愈 15 例，好转 18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84%。潘氏［16］以自拟利湿祛浊汤 内服，同时药渣煎汤坐浴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伴阳痿 120

例，总有效率为 85.19%。黄氏［17］运用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湿热下注型阳痿 33 例，治愈

20 例，好转 12 例，未愈 1 例，治愈率为 60.61%，有效率为 96.97%。四、肝肾同治原则。

李氏［18］采用补肾调肝法辅以心理疏导治疗功能性阳痿患者 80 例，治愈 48 例，好转 27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93.75% 。林氏［19］以虫蛾枸菟散为基本方加减治疗功能性阳

痿肝郁肾虚型患者 84 例。结果 2 个疗程结束后 3 个月内随访评定疗效，总有效率为

90.5%。刘氏［20］采用自拟调肝益肾汤治疗阳痿 40 例，显效 32 例，好转 6 例，无效 2 例，

总有效率为 95%。五、其他方药治疗。邵氏［21］以加减补中益气汤治疗，证属脾胃虚弱、

气虚宗筋弛缓阳痿患者 1 例，服药 16 剂而愈。张氏［22］拟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阳痿少阳枢

机不利、胆火上炎证者，连续服 1 周，诸证皆愈。詹氏［23］用桂枝茯苓抵当胶囊治疗阳痿

证属瘀血阻滞阴络者半年，患者房事正常。 

其他疗法也很多。一、针灸治疗。彭氏等［24］采用穴位埋线加灸法取肾俞、关元、中

极、阳陵泉、三阴交、命门、长强等穴法治疗阳痿 38 例，显效率 58%，好转率 26%，无

效率 16%，总有效率为 84%。胡氏［25］选取关元、三阴交等主穴针刺结合手法治疗阳痿证

112 例，治愈率达到 67.9%。李氏［26］采用取主穴太冲、中封、肝俞、环跳配以辅穴治疗

阳痿 40 例，结果近期治愈 19 例，显效 9 例，有效 7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87.5%。

李氏［27］使用关元穴位注射治疗阳痿 29 例，总有效率为 93.1%。陈氏［28］采用针刺方法治

疗功能性阳痿 54 例，辨证分为肾阳虚衰型取穴白环俞、会阳、命门、肾俞，湿热下注型

取穴白环俞、会阳、阴陵泉、三阴交。总有效率为 92.6%。吴氏［29］采用芒针针刺代秩边

穴方法治疗功能性阳痿患者 35 例，显示针灸尤其是芒针针刺代秩边穴治疗功能性阳痿疗

效较好。二、外用药治疗。许氏［30］以干荷散( 牡蛎粉、蛇床子、干荷叶、浮萍草)外洗治

疗阳痿 24 例，均治愈，其中 1 个疗程治愈 10 例，2 个疗程治愈 8 例，3 个疗程治愈 6

例，随访未见复发。黄氏［31］用兴阳膏穴敷治疗阳痿 42 例，总有效率 78·6%。赵氏［32］

应用中药外敷命门穴治疗阳痿 80 例，方药组成：淫羊藿、蛇床子、皂荚、马钱子、肉苁

蓉、黑附片、丁香，痊愈 50 例，好转 30 例。王氏［33］在西药较好控制血糖的基础上，按

随机配对分组原则，把糖尿病阳痿患者分为雄起壮阳栓( 淫羊藿、丹参、黑蚂蚁、九香虫、

制蜈蚣、罂粟壳)治疗组和安慰剂对照组各 30 例，总有效率为 30%。三、合法治疗。黄氏

［34］以按摩头、背部及相关腧穴，中药柴胡疏肝汤加味，按摩加中药对比治疗阳痿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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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果显示按摩结合中药作用最显著，认为按摩结合中药具有较强的改善阳痿功能。陈

树人［35］用胶布，中央粘王不留籽，贴在耳穴肾、皮质下、外生殖器，用指稍加压，两耳

交替进行，每周 2 次，10 次为一疗程，治疗阳痪 13 例，痊愈 7 例，好转 5 例，无效 1 例。

黄氏［36］运用中药启痿灵胶囊内服、兴阳散敷脐治疗功能性阳痿 40 例，近期治愈 21 例，

显效 12 例，有效 4 例，无效 3 例。张氏［37］针刺关元、中极、三阴交，按摩气海、会阴、

足三里治疗阳痿 48 例，结果痊愈 24 例，显效 20 例，有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100%。 

中药有作用广、性温和的特点，是开发筛选阳痿治疗药物很有前途的领域。中药治疗

阳痿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其优势具体表现在： ①现代中医对阳痿的认识逐渐深化，

在脏腑辨证上不单从某一脏腑论治，而是与肾肝心密切相关，同时注意到五脏病均可致痿。

②治疗手段丰富，既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遣药，又有治痿专方研究以及单方加减治

验；既有药物治疗又有针灸、外治等法；还有针、药、按摩等数法并用，极大提高了临床

疗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①临床治疗效果需要深入研究，表现在有效治疗手段的科学

性发掘不够。②部分治疗方法对有些患者见效，另一部分患者则无效，使一部分患者对中

医药失去信心。③个案报道为多，缺乏关联性，缺乏系统、横向、大样本研究。在以后的

工作中，应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努力继承和发展已有的成就，并借鉴和吸收现代先进

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有益的探索。开拓视野，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对临床行之有

效的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单验方、单味药进行系统的作用机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多中

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努力开发出新的高效低毒的治疗阳痿的中药，使中医药治疗阳痿

的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发扬中医的传统优势，避免低水平重复，并不断创新提高阳痿的

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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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全体老师，感谢您们在这三年中对我工作和学习

的支持和帮助! 

三年学习中，我的家人给予我无限的支持、关心和鼓励，使我顺利完成学业和本课题

研究。让我的亲人们接受我深情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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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及科研成果 

 

序 

号 
成果（论文、专著、获奖项目）名称 

成果鉴定、颁奖部门及奖励类

别、等级或发表刊物与出版单

位、时间 

本人署名

次序 

1 实邪病理因素与阳痿的关系 
健康之路 

2013，13(3) 
第一 

2 

《伤寒论类编补遗师承课堂实

录》对太阴病的认识 

求医问药.下月半 

2013，11(6)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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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明 

 
本人承诺：博士学位论文 复方玄驹胶囊对 ED 大鼠 CCSMC 中 H1CaP、OPN、TGF-

β1 及超微结构的影响 是本人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

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无抄袭及编造行为。该论文涉及的有关知识产权归成都中医

药大学所有。 

本人同意：成都中医药大学有权通过影印、复印等手段汇编学位论文予以保存，并

提供查阅和借阅；有权按照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相关机构送交论文及电子版，公布（或

刊登）论文内容。 

(注：论文涉及保密部分请事先做好处理) 

 

研究生签名： 

导 师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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