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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木萨克片对糖尿病性 ED大鼠阴茎组织中VIP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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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水平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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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维药伊木萨克片对糖尿病（DM）性阴茎勃起功能障碍（ED）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 VIP 蛋白表达
随机选取雄性 SD 大鼠 70 只，其中 60 只以链脲佐菌素诱导建立 DM 模型；DM 动物模型造模成功者，

再进行阿朴吗啡阴茎勃起实验，以筛选 DM 性 ED 模型。以未加处理因素的 10 只大鼠为正常对照组；发生 ED 者随机分为
DM 性 ED 组、伊木萨克片组、胰岛素组、伊木萨克片联合胰岛素（联用）组；未成 DM 者为 STZ 组。各组给药 6 周后，采
用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各组大鼠阴茎组织中 VIP 含量。结果

DM 性 ED 组、DM 组 VIP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P <0.05）；伊木萨克片组、胰岛素组、联用组大鼠阴茎组织中 VIP 蛋白表达水平高于 DM 性 ED 组（P <0.05）；伊木萨
克片组、胰岛素组、联用组、STZ 组大鼠阴茎组织中 VIP 阳性细胞数与正常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维药伊木萨克片可提高 DM 性 ED 大鼠阴茎阴茎 VIP 蛋白表达水平，从而改善其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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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 Yimusake tablet on the tissue of VIP in diabetic ED rat penis
ZHANG Pan-pan ，FAN Qiang，Zuohelaguli·Mutalifu，et al
(Department of Human Anatomy,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Uygur Yimusake tablet on diabetic (DM) erectile dysfunction (ED)
in rat penis cavernosum tissue protein levels of VIP. Methods SD ra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70 male, 60 of
which only induced by streptozotocin DM model; DM successful animal model, further experiments apomorphine
erectile to filter model DM of ED. Factors in the 10 untreated rats as normal control group; place of E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DM ED group, Yimusake tablet group, the insulin group, Yimusake tablet combined with
insulin in Yimusake tablet group; minors who DM for the STZ group. After 6 weeks of administration in each
group,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P method to detect the content of VIP in rat penile tissue. Results DM of
the ED group, DM group of VIP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Yimusake
tablet group, the insulin group,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VIP in rat penile tissue protein levels of more than DM
ED group (P < 0.05); Yimusake tablet group, the insulin group, together with the group, STZ group in rat penile
tissue VIP positive cells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Uygur
Yimusake tablet can increase erectile dysfunction of diabetes mellitus penis VIP protein levels, thus improving
the erectile function.
Key words: Uygur medicine; yimusake tablet; erectile dysfunction of diabetes mellitus; VIP
目 前， 已 有 三 种 神 经 机 制 被 认 为 参 与 调 控

学者认为 NANC 机制是调节阴茎海绵体血管平滑

阴 茎 海 绵 体 平 滑 肌 和 螺 旋 动 脉 的 张 力， 包 括 胆

肌舒张的主要机制，血管活性肠多肽 (vasoactive

碱能、肾上腺素能和非肾上腺素非胆碱能 (non-

intestinal polypeptide,VIP) 是其主要神经递质之一。

adronergic non-cholinergic, NANC) 机制，但 胆 碱 能

VIP 节后神经纤维存在于动物和人阴茎海绵体组织

及肾上腺素能神经递质的确切作用仍末知。多数

中，参与阴茎勃起调控。伊木萨克片是新疆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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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维吾尔医院的名老维医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

伊木萨克片组、胰岛素组、伊木萨克片联合组胰

来的经典方剂。本研究从神经递质 VIP 角度，应

岛素（联用）组，每组 10 只，未成 ED 者为 DM

用免疫组化技术，观察维药伊木萨克片对 DM 性

组，未成 DM 者为 STZ 组。用药方法如下：伊木

ED 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神经递质的影响，揭示伊

萨克片组每日按 0.25 g/kg 灌胃给予伊木萨克片，

木萨克片治疗 DM 性 ED 的作用机制，为提高维医

胰岛素组每日早餐前皮下注射中效胰岛素优泌林

男科治疗水平、促进维医男科理论的发展，提供

N10~20 U/kg， 并 将 血 糖 控 制 在 正 常 范 围 内， 联

科学的依据。

用组为伊木萨克片 0.25 g/kg+ 中效胰岛素优泌林

1
1.1

材料和方法
选用 2 月龄雄性 SD 大鼠

和 STZ 组均以等量溶剂进行干预。为控制胰岛素

70 只，体重 (226 士 27) g，由新疆医科大学动物实

组和伊木萨克片联合组胰岛素组大鼠血糖在正常

验中心提供。每只大鼠进入研究前均有正常的性

范围内，且为保证各组间大鼠实验条件有均衡可

功能 ( 由与发情雌鼠交配实验 )，实验前适应性饲

比性，所有大鼠均采取饮食控制。

养 1 周，大鼠自由饮水、进食，每 12 小时昼夜交

1.2.4

替饲养，动物饲养环境温度、湿度分别在 20℃、
60% 左右。链脲佐菌素 (Streptozotocin, STZ)（美国

鼠 用 1% 戊 巴 比 妥 腹 腔 内 注 射 (40 mg/kg) 麻 醉，

Sigma 公司）、阿朴吗啡 (Apomorphine ,APO)（ 美
国 Sigma 公司）、胰岛素（美国礼来公司优泌林

洗去血渍，除去残余皮肤、筋膜，取中段阴茎组
织，置于 4% 多聚甲醛固定，石蜡包埋保存，制备

N）、血糖仪及试纸（德国罗氏公司）、免疫组化

4µm 厚度连续切片，HE 常规染色，SP 法免疫组

试剂盒（晶美生物工程公司）、DAB 显色系统（迈

织化学染色检测 VIP，光镜下观察并摄片，棕黄色

鑫生物工程公司）、兔抗鼠 VIP（北京中杉生物技

为阳性染色。

术有限公司）、恒温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

1.3

公司 KNP-9082 型）。

标准差（ x ± s ）进行统计描述，多组之间数据比
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使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

1.2
1.2.1

实验动物和试剂

N10~20 U/kg，正常对照组、DM 组、DM 性 ED 组

方法
DM 大鼠模型的建立

大鼠适应性饲养 1 周

取材及切片

大鼠饲养 6 周后，将所有大

在耻骨联合下缘，从根部将阴茎剪断，放入水中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中计量资料用均数 ±

处理，检验水准 α=0.05。

后，以 10只作为正常组；60 只禁食 8 h，用 0.1mol/

2

结果

L 柠檬酸钠—柠檬酸缓冲液 (PH4.5)，在冰浴中配

2.1

造模结果

制 20 mg/ml 链脲佐菌素，注意避光，即配即用，

型成模率为 83%。DM 大鼠逐渐出现多饮、多尿、

按 60 mg/kg 体重左下腹腔内注射 STZ 溶液；第四

形体消瘦、毛发失去光泽等症状，血糖浓度显著

天开始观察注射 STZ 大鼠症状，测血糖，观察到

升高，血糖均 >16.7 mmol/L。阴茎勃起实验筛选出

多饮、多尿症状，毛发缺乏光泽，任意时间血糖

DM 性 ED 大鼠 40 只，DM 性 ED 组 2 只大鼠因酮

值 >16.7mmol/L 为成模。血糖检测方法：割尾法采

症酸中毒死亡。

血，罗氏血糖仪进行检测。

2.2

1.2.2

DM 性 ED 大鼠模型的建立

注射 STZ 4 日后检测血糖。DM 模

HE 染色结果

正常组在低倍镜下，自阴茎背

注射 STZ 3 周

侧向腹侧可见位于最上端的阴茎背静脉，其下为

后，参照 Heaton 方法，选择一安静的房间，将

左右阴茎海绵体连接部位，未见明显的阴茎海绵

DM 大鼠放在玻璃箱中，适应环境 10 分钟，室内保

体间隔，可见大量不规则血窦间隙。下端可见尿

持安静，灯光调暗，仅够观察即可，然后每只大鼠在

道海绵体与中间尿道，尿道海绵体周围有较为致

颈项松弛皮肤处注射阿朴吗啡 (Apomorphine,APO)

密的结缔组织包绕。高倍镜下可见阴茎海绵体中

100 ug/kg，APO 溶解于 0.5 mg/kg 的 Vit C 与生理盐

含有大量血窦，血窦内壁表面附着有扁平的内皮

水中，调整体积为 5 ml/kg，每只大鼠于注射后立

细胞，血窦小梁含有大量平滑肌及胶原纤维。DM

刻观察 30 min，并记录阴茎有无勃起、阴茎勃起

性 ED 组可见阴茎平滑肌细胞数量减少，胶原纤维

次数。龟头充血及末端阴茎体出现为阴茎勃起一

密度增加，阴茎间质血管管壁增厚，呈纤维样变，

次。未见勃起者为造模成功。

管腔不规则。伊木萨克片组、胰岛素组阴茎平滑

1.2.3 分组及给药 未加处理因素的 10 只大鼠为正

肌细胞数量较正常组略有减少，联用组与 STZ 组

常 对 照 组。 发 生 ED 者 随 机 分 为 DM 性 ED 组、

较正常组无明显差别（图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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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常对照组（×40）

b 正常对照组

c DM 组

e 伊木萨克片组

f 胰岛素组

g 联用组

图1

2.3

VIP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d DM 性 ED 组

h STZ 组

各组大鼠阴茎 HE 染色结果（×400）

VIP 主要表达在海绵

正常对照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体血管、血窦内皮细胞的细胞浆中。阳性表达呈

联用组 VIP 蛋白表达水平略高于伊木萨克片组及

散在分布的棕黄色颗粒（图 2）。

胰岛素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VIP 在各组大鼠阴茎组织中均有表达，经统计学处

表 1 各组大鼠阴茎组织中 VIP 蛋白表达（x±s ，n=10）
组别
正常对照组
DM 组
DM 性 ED 组
伊木萨克片组
胰岛素组
联用组
STZ 组

理可见，DM 性 ED 组、DM 组 VIP 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 < 0.05）；伊木萨克片组、
胰岛素组、联用组 VIP 蛋白表达水平高于 DM 性
ED 组（P < 0.05）；伊木萨克组与联用组高于 DM
组（P < 0.05）。伊木萨克片组、胰岛素组、联用
组组与 STZ 组大鼠阴茎组织中 VIP 阳性细胞数与

a 正常对照组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 <0.01；与 DM 组比较△ P <0.05；与 DM 性 ED 组比较▲ P <0.05

b DM 组

e 胰岛素组

c DM 性 ED 组

f 联用组组
图2

VIP 阳性细胞数
86.667±7.071
77.778±6.181*
75.833±8.612*
85.625±6.232 △▲
84.500±7.976 ▲
87.500±6.455 △▲
81.000±9.661

d 伊木萨克片组

g STZ 组

各组大鼠阴茎组织 VIP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400）

讨论

酸环化酶（adenylate cyclase，AC）耦联，从而激

VIP 是阴茎勃起的终末神经递质之一，当阴

活腺苷酸环化酶，腺苷酸环化酶催化三磷酸腺苷

茎勃起时 VIP 被释放，参与阴茎勃起调控。VIP 与

(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 转 化 成 cAMP，cAMP

其膜受体结合，其膜受体可能通过 G 蛋白与腺苷

作为第二信使激活蛋白酶 A(PKA)，PKA 可以使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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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关闭和钾通道开放，导致阴茎平滑肌松驰，

糖尿病性 ED 的发病机制相当复杂，长期高血

动脉管腔增大，流入血量增加；动脉内膜垫变平，

糖引起阴茎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导致海绵体平

动脉血直接分流入海绵窦；小梁平滑肌松驰，海

滑肌舒张性减弱，同时也引起海绵体勃起组织结

[2]

绵窦间隙容积增加 。Maher 等

[3]

测定糖尿病大鼠

构改变、平滑肌数量减少，协同导致糖尿病性 ED

盆神经和阴茎组织中 VIP 浓度明显下降，而乙酰

的发生。DCCT[7] 及 UKPDS[8] 等多中心临床研究均

胆碱却正常；当向阴茎海绵窦内注射 VIP 时，糖

证实：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确实能降低其肾病、

尿病大鼠无反应，而正常大鼠的阴茎勃起反应明

眼病等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与进展，但未将 ED 纳入

显。在糖尿病引起的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阴茎海

研究范围。胰岛素是临床上最常用而有效的降血

绵体组织中 VIP 含量减少。

糖药物，黎英荣等 [9] 通过对糖尿病大鼠的研究发现，

维药伊木萨克片是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医院

经胰岛素治疗后，糖尿病大鼠的阴茎勃起功能有

的名老维医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经典方剂。

明显好转，其可能的机制为糖尿病大鼠用胰岛素

该药是以维吾尔医理论为指导，具有补肾壮阳、

治疗降低血糖，可能通过阻断上述机制而延缓糖

益精固涩的功效，适用于异常黏液质型阳痿病证，

尿病性 ED 的发生。本研究用胰岛素对 DM 性 ED

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疗效，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大鼠进行干预治疗，评价其对 DM 性 ED 阴茎组织

该药由麝香、龙涎香、牛鞭、罂粟壳、西红花、

中 VIP 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提示胰岛素组大鼠

乳香、丁香、等组方而成。麝香辛、温。近代药

阴茎组织中 VIP 蛋白显著表达水平高于 DM 性 ED

理研究报告证实麝香具有雄激素样作用，可增加

组（P < 0.05），说明 DM 性 ED 用胰岛素治疗有效，

去势大鼠前列腺、精囊腺重量。龙涎香辛、温，

其作用机制为胰岛素纠正血糖可以降低高血糖对

益精助阳，近代研究证实龙涎香可消除肾上腺素

血管内皮细胞及周围神经的损害，从而减轻因神

和去甲肾上腺素对离体豚鼠输精管的收缩反应。

经损伤所致的 VIP 蛋白的表达水平下调。

牛鞭性温，固精、强肾、健身，实验研究证实，
牛鞭能使去势雄性大鼠附性器官 ( 包皮腺、精液囊、
前列腺 ) 重量明显增加，同时，能明显提高大鼠的
交配能力，雄鼠扑捉雌鼠的潜伏期明显缩短 [4]。罂
粟壳性干热，可用于阳萎遗精，精神不振。研究
表明婴粟碱是一种非特异性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它增加环磷酸腺苷（cAMP）和或 cGMP 水平，抑
制钙离子通道和血管紧张素 II，最终效应是阴茎血
管舒张，平滑肌松弛，阴茎勃起 [5]。在以往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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