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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虫草基质多糖对雄性小鼠生殖毒性的影响
吴雨龙1，江海涛1，王仁雷2，汪振炯1，华 春1,*  

（1.南京晓庄学院食品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2.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目的：探究蛹虫草基质多糖（Cordyceps militaris stroma polysaccharides，CMSP）对雄性小鼠生殖毒性的

影响。方法：ICR雄性小鼠50 只，随机分成5 组，设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以及不同CMSP剂量（150、300、

600 mg/（kg•d））组。阳性对照组小鼠腹腔注射环磷酰胺（20 mg/（kg•d）），连续5 d；实验组小鼠灌胃不同剂量

CMSP，连续灌胃30 d；空白对照组小鼠灌胃相同体积蒸馏水，定期称质量。30 d后，颈椎脱臼法处死各组小鼠，

取睾丸和附睾称质量，计算脏器指数。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eosin，HE）染色法对小鼠睾丸组织进行病理学

检查；红细胞计数法测定精子数量；中性红活体染色法检测精子活动率和畸形率；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中睾酮（testosterone，TTE）、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

卵泡刺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含量；免疫组化-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法（streptavidin-

perosidase，SP）检测睾丸Bcl-2、Bax蛋白表达水平。结果：CMSP各剂量组小鼠体质量增长率、精子数量和精

子活动率明显高于阳性对照组（P＜0.05），精子畸形率明显低于阳性对照组（P＜0.05），CMSP各剂量组间及

其与空白对照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MSP各剂量组小鼠血清中TTE含量明显高于阳性对照组 

（P＜0.05），LH及FSH含量显著低于阳性对照组（P＜0.05），CMSP各剂量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睾丸内Bax蛋白表达量显著低于阳性对照组（P＜0.05），而Bcl-2蛋白表达量则显著高于阳性对照组 

（P＜0.05），CMSP各剂量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CMSP对雄性小鼠无生殖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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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ve Toxicity Risk Assessment for Polysaccharides from Cordyceps militaris Stroma in Male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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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rdyceps militaris stroma polysaccharides (CMSP) on reproductive toxicity 

in male mice. Methods: Totally 50 ICR 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including blank control group, 

positive control group, and CMSP treatment groups at different doses (150, 300 and 600 mg/(kg·d)). The mice from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cyclophosphamide at a dose of 20 mg/(kg·d) for 5 days via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The mice from CMSP treatment groups were administered with CMPS at various doses for 30 days. The mice from blank 

control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an identical volume of distilled water via gavage. After 30 days, the mice from each 

group were sacrificed by cervical dislocation, the harvested testes and epididymides were weighed and organ indices were 

calculated. HE staining was applied for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estes, the number of sperm was detected by red blood 

cell counting method, eosin staining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sperm  motility and abnormality,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testosterone (TTE), luteinizing hormone (LH),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 were assessed by ELISA,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x protein in testes. Results: Weight 

growth rate, sperm count and sperm motility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Sperm malformation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although no obviou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observed among the treatment and blank control groups (P > 0.05). 

The serum level of T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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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H and FS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mong the treatment group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Bax protein in testes from the treatment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whil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Bcl-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reatment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CMSP has no obvious toxicity to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male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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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虫草（Cordycep militaris (L.) Link）又名北冬虫夏

草或北虫草，隶属于真菌界（Kingdom Fungi），真菌门

（Eumycota），子囊菌亚门（Ascomycotina），子囊菌

纲（Ascomycetes），肉座菌目（Hypocreales），麦角菌

科（Clavicipitaceae），虫草属（Cordyceps），与冬虫夏

草属于同属真菌，是虫草属的模式种[1]。蛹虫草具有和冬

虫夏草相似的活性成分和药理作用[2]，并且人工培养技术

也已成熟，逐渐成为冬虫夏草的理想替代品。有关研究

表明，蛹虫草含有蛋白质、脂类、糖类、维生素及多种

微量元素，18 种氨基酸齐全；含有虫草多糖、虫草素、

虫草酸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生物活性物质，并且含量十

分丰富[3-4]。

蛹虫草可采用蚕蛹、大米、小麦等培养基进行人工

栽培[2]，但采收过蛹虫草的基质大多被废弃，没有得到有

效利用，而基质中的多糖含量约为子实体中的2～4 倍，

并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5-6]。蛹虫草多糖是蛹虫草中含

量最多的药理活性物质，是一类高分子复合物，具有抗

肿瘤[7]、抗氧化[8]、降血糖[9-10]、降血脂[11]、保肝[12]、提

高免疫力[13-15]等作用，而有关蛹虫草基质多糖对雄性生殖

毒性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生殖系统对毒物的作用十分敏

感，在其他系统还未出现毒性反应前，生殖系统可能已

出现了损害。本研究通过探究蛹虫草基质多糖对雄性小

鼠生殖毒性的影响，为提高蛹虫草人工栽培的附加值及

保健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动物与试剂

蛹虫草基质多糖（Cordyceps  mi l i tar i s  s t roma 

polysaccharides，CMSP）由南京晓庄学院生物化工与环

境工程学院实验中心提供。

雄性ICR小鼠，体质量18～25 g，扬州大学比较医学

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苏）2012-0004。

兔抗免疫组化试剂盒、Rabbit Anti-Bcl-2抗体、

Rabbit Anti-Bax抗体  北京北化康泰临床试剂有限

公司；小鼠睾酮（testosterone，TTE）酶联免疫吸附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试

剂盒、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ELISA检

测试剂盒、卵泡刺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ELISA检测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RE-3000旋转蒸发器、SHZ-Ⅲ型循环水真空泵 上海 

亚荣生化仪器厂；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

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台式冷冻干燥机 美国Labconco

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 美国热电公司；通用酶标仪、

自动洗板机 美国伯乐公司；Nikon 50i生物显微镜   日

本尼康公司。

1.3 方法

1.3.1 CMSP的制备

称取5 g采收过蛹虫草的基质粉末，加入200 mL水，

摇匀，再加入2 000 U的纤维素酶2.5 mL，调节pH值到

4.8，50 ℃水浴1.5 h，再转移到80 ℃水浴中灭酶2 h，然

后再进行超声波处理，30 ℃处理40 min，4 200 r/min离心

10 min，收集上清糖液。将收集到的糖液旋转蒸发到一

定体积，采用Sevag法除蛋白，除蛋白后的糖液采用4 倍

体积的95%乙醇进行醇沉，在4 ℃冰箱中醇沉24 h，经抽

滤、冷冻干燥得到CMSP。

1.3.2 动物分组及给药

取雄性ICR小鼠50 只，体质量18～25 g，在室温

（22±3） ℃，相对湿度30%～70%，自由摄食、饮水

的饲养条件下，适应性饲养5 d后，随机分成5 组，每

组10 只：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和3 个CMSP剂量组

（150、300、600 mg/（kg•d），以体质量计，下同）。

CMSP剂量组小鼠每天定时灌胃给药，连续30 d；空白对

照组小鼠灌胃相同体积的蒸馏水，连续30 d；阳性对照组

小鼠采用腹腔注射环磷酰胺20 mg/（kg•d），连续5 d。

1.3.3 小鼠一般状态观察

实验期间观察小鼠的精神状态、行为、毛发光泽

度、死亡等情况，每周称量小鼠体质量一次。

1.3.4 小鼠血清中TTE、LH和FSH含量的测定

30  d后，各组小鼠眼球采血，3  000  r /min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4 ℃保存备测。按照ELISA试剂盒说

明书方法测定血清中TTE、LH、FSH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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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小鼠脏器指数的测定

眼球采血后，颈椎脱臼法处死小鼠，取两侧睾丸和

附睾，用滤纸吸干睾丸和附睾组织上的血液，称质量，

并按照下式计算睾丸和附睾的脏器指数[16]。

/% 100
/g

/g

1.3.6 小鼠精子数量、活动率及畸形率的测定

取小鼠两侧附睾，迅速转移到37 ℃预热的含有精子

培养液的培养皿中，用手术剪刀剔除附睾上附着的脂肪组

织，静置1～2 min，将附睾转移到另一个含精子培养液的

培养皿中。用手术刀沿附睾纵向作4～5 个深切口，将此培

养皿置于37 ℃恒温培养箱中扩散5 min，去掉残余的附睾

组织，精子悬液保存在37 ℃恒温培养箱中备用。按照下述

方法检测精子数量、精子活动率和精子畸形率。

精子数量：取两滴摇匀的精子悬液滴入血细胞计数

板，按红细胞计数法 [17]计数（107 个/mL）；精子活动

率：用中性红活体染色法，计数 5 个不同视野内各100 个

精子，计算精子活动率；精子畸形率：取精子悬液滴于

洁净的载玻片上，均匀推片，待玻片晾干后用甲醇固定

5 min，晾干后用质量分数2%的伊红水溶液染色1～2 h，

用水轻柔冲洗，干燥，400 倍镜检。每只小鼠检查完整的

精子200 条，计数精子畸形率。

1.3.7 小鼠睾丸组织病理学观察

用10%的中性甲醛溶液固定睾丸组织，采用乙醇梯

度脱水，透明的二甲苯和常规石蜡对睾丸进行包埋处

理，5 μm均匀切片，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eosin，

HE）染色，100 倍镜下观察睾丸组织形态结构的变化。

1.3.8 小鼠睾丸中Bax和Bcl-2表达量的测定

采用免疫组化-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

法（streptavidin-perosidase，SP） [18]检测小鼠睾丸中

Bax和Bcl-2的表达量。组织蜡块5 μm均匀切片、脱

蜡、水化，体积分数3%的H2O2溶液灭活内源性过氧化

物酶，按试剂盒说明书的操作步骤进行二氨基联苯胺

（diaminobenzidine，DAB）显色5～8 min，水洗终止显

色反应，苏木精轻度复染、水冲洗返蓝、1%的盐酸-乙醇

分化、水冲洗，然后进行镜检。Bax和Bcl-2阳性产物表

达于间质细胞和生精细胞的胞浆中，以及胞浆内的棕黄

色颗粒。采用图像分析系统进行Bax和Bcl-2表达半定量

分析，即每组随机选取10 张切片，于400 倍镜下随机选

择10 个生精小管，测定阳性产物的平均灰度。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5.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t检验法比

较各组之间差异是否显著，实验结果以 ±s表示，显著

性水平为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鼠的一般状态及体质量变化

空白对照组和CMSP各剂量组小鼠大便正常，活动敏

捷，步态、行为及对外界反应情况正常，无死亡小鼠。

阳性对照组小鼠均出现稀便、软便，体质量增长抑制，

毛色暗淡、无光泽、不顺滑，精神不振，尿液颜色棕黄

等现象。2～3 周后，小鼠稀便、软便情况得到缓解，各

组均无死亡小鼠。其中阳性对照组小鼠反应明显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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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P 300 mg/ k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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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MSP对雄性小鼠体质量增长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CMSP on body weight gain in male mice

如图1所示，与空白对照组和CMSP各剂量组比较，

阳性对照组小鼠体质量增长被抑制，CMSP各剂量组间及

其与空白对照组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与阳性对

照组间差异显著（P＜0.05）。

2.2 CMSP对雄性小鼠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如图2所示，空白对照组和CMSP各组小鼠TTE含

量均显著高于阳性对照组（P＜0.05），除阳性对照组

外，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空白对照组

和CMSP各剂量组LH、FSH含量均显著低于阳性对照组 

（P＜0.05），除阳性对照组外，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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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MSP对雄性小鼠血清TTE、LH、FSH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CMSP on serum TTE, LH and FSH in male mice

2.3 CMSP对雄性小鼠脏器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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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MSP对雄性小鼠脏器指数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CMSP on viscera indices of male mice

如图3所示，CMSP各剂量组小鼠的睾丸、附睾质

量，睾丸指数、附睾指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

差异（P＞0.05），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2.4 CMSP对雄性小鼠精子数量、活动率、畸形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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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MSP对雄性小鼠精子数量、活动率、畸形率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CMSP on sperm count, sperm motility and sperm 

malformation rate of male mice

如图4所示，与阳性对照组比较，空白对照组和

CMSP各剂量组小鼠的精子数量明显增多（P＜0.05），

除 阳 性 对 照 组 外 ， 各 组 间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与阳性对照组比较，空白对照组和CMSP

各剂量组小鼠的精子活动率明显升高（P＜0.05），除阳

性对照组外，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阳性对照组比较，空白对照组和CMSP各剂量组小鼠的

精子畸形率明显降低（P＜0.05），除阳性对照组外，各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小鼠各种不同的

精子形态见图5。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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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A. 正常精子；B. 双尾精子；C. 无钩精子；

D. 颈膨大精子；E. 无头精子；F. 无尾精子。

图 5 小鼠不同类型精子形态（×400）

Fig.5 Different types of sperm morphology (× 400)

2.5 CMSP对雄性小鼠睾丸组织结构的影响

A B

C

A. 空白对照组；B. CMSP 600 mg/（kg•d）组；C. 阳性对照组。图8、9同。

图 6 CMSP对雄性小鼠睾丸组织结构的影响（×100）

Fig.6 Effect of CMSP on the structure of testis tissue (× 100)

如图6所示，空白对照组小鼠的生精细胞形态正常，

排列整齐，生精细胞层数完整，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形

态正常，生精小管基膜连续、完整（图6A）。阳性对照

组小鼠的生精细胞间隙增大、部分缺失，生精细胞层明

显减少、变薄，间质细胞部分消失，生精小管支持细胞

缺失，生精小管内结构杂乱，无正常结构，也无精子，

管腔内出现空泡（图6C）。CMSP 600 mg/（kg•d）组小

鼠的生精细胞形态正常，各级生精细胞清晰可见，间质

细胞和支持细胞形态均正常，管腔均匀（图6B）。

2.6 CMSP对雄性小鼠睾丸中Bax和Bcl-2表达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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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CMSP对小鼠睾丸间质细胞中Bax和Bcl-2相对表达量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CMSP on Bax and Bcl-2 expression in testicular 

interstitial cells of mice

如图7所示，CMSP各剂量组小鼠的睾丸间质细胞及

生精细胞内均可检测到Bax、Bcl-2的表达，主要表达于

间质细胞的胞浆中，精原细胞和精母细胞的胞浆中也有

所表达。空白对照组和CMSP各剂量组小鼠的Bax相对表

达量明显低于阳性对照组（P＜0.05），Bcl-2相对表达量

明显高于阳性对照组（P＜0.05），除阳性对照组外，各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Bax和Bcl-2在小

鼠睾丸中的表达形态见图8、9。

A B

C

图 8 CMSP对雄性小鼠睾丸Bax表达的影响（×400）

Fig.8 Effect of CMSP on the expression of Bax in testes of male mice (× 400)

A B

C

图 9 CMSP对雄性小鼠睾丸Bcl-2表达的影响（×400）

Fig.9 Effect of CMSP on the expression of Bcl-2 in testes of male mice (× 400)

3 讨 论

多糖是蛹虫草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其含量丰

富，是进行蛹虫草开发利用的主要功能性物质，具有抗

癌、抗糖尿病、抗肿瘤和保肝等作用[19]。深化蛹虫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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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开发蛹虫草多糖相关的保健食

品和治疗药物。

睾丸是雄性生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80%

为生殖小管[20]。正常情况下，生精小管管壁中，由外到内

是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次级精母细胞、精子细胞、

分化中的精子、成熟精子。成熟精子随后进入管腔，在

附睾内精子进一步成熟并获得运动能力[21]。睾丸的功能

除了产生成熟的精子外，还能合成并分泌雄性激素。因

此，睾丸的正常形态对维持睾丸功能的正常至关重要。

本研究结果表明，CMSP各剂量组小鼠的睾丸质量、附睾

质量、睾丸指数、附睾指数明显高于阳性对照组，其中

CMSP 600 mg/（kg•d）组小鼠的相关指标甚至高于空白对

照组；CMSP各剂量组小鼠的精子数量和精子活动率明显

高于阳性对照组，精子畸形率明显低于阳性对照组，且

CMSP 600 mg/（kg•d）组小鼠的精子数量和精子活动率甚

至高于空白对照组，精子畸形率低于空白对照组；HE染

色结果表明，CMSP 600 mg/（kg•d）组小鼠的睾丸间质

细胞和生精上皮细胞无损伤。因此CMSP对雄性小鼠的睾

丸、附睾、睾丸间质细胞和各级生精细胞无毒性作用。

睾丸分泌的最主要雄性激素为TTE，约占血浆中TTE

总量的95%。TTE进入曲细精管，与生精细胞内的TTE受

体结合，对促进精子的生成和刺激生殖器官的发育等有

重要的作用。临床上TTE缺乏的患者表现为原发性无精

子或精子发生完全停止[22]。本研究发现，CMSP灌胃雄

性小鼠30 d后，雄性小鼠的血清TTE水平与阳性对照组

差异显著，而与空白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且CMSP 300、 

600 mg/（kg•d）组小鼠的血清TTE水平略高于空白对照组。

以上结果提示CMSP对雄性小鼠TTE分泌无抑制作用。

TTE的分泌有基础分泌和促性腺激素诱导分泌两种

形式，后者受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调节。下丘脑分泌

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经垂体门脉系统作用于促性腺

激素细胞，使之分泌LH和FSH。LH和FSH再经血液运输

到睾丸，与睾丸内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促使间质细胞内

TTE的合成。当血液中TTE含量升高到一定程度后，TTE

又以负反馈方式作用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从而抑制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LH和FSH，保证血液中TTE的含量

维持在一定的水平[23]。本研究中，灌胃CMSP的雄性小鼠

血清中TTE含量与阳性对照组比较显著上升，TTE对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的负反馈抑制增强，所以小鼠血清中LH

和FSH的含量显著下降，而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

异。以上结果提示CMSP对LH和FSH的分泌无影响。

睾丸生殖细胞的凋亡和细胞的增殖分化受到多种基

因的控制。Bcl-2蛋白家族是细胞凋亡的重要调控基因，

Bax和Bcl-2是Bcl-2蛋白家族中两个典型的促凋亡和抑凋

亡蛋白，且二者通过形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来调节细胞

凋亡[24]。近年来的研究提示，Bax和Bcl-2这两种蛋白均

参与了生精细胞凋亡的过程[25-26]。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

Bax在睾丸间质细胞、支持细胞和精母细胞中有表达，但

均为阴性表达，而CMSP各剂量组小鼠睾丸中的Bcl-2蛋

白表达显著高于阳性对照组。以上结果提示CMSP对雄性

小鼠睾丸生殖细胞无促凋亡作用。

综上所述，CMSP对雄性小鼠无生殖毒性作用，在食

品保健和治疗药物方面具有较好的开发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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