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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豆芜菁成虫芫菁素含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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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摘要 芜菁素在红头豆芜菁 (Epicauta ruficeps Ilfiger)体内主要贮存在雄虫的生殖腺和 

卵内。与野生群体两性芜菁素的平均含量相比较，刚交配过的雄虫失去体内 70％的芜菁素， 

其雌配偶体内芜菁素含量相应升高 43％。扛头豆芜菁可用作 中药材。经 110G烘干后的 雄虫， 

用酸水解后提取的芜菁素含量比直接提取的含量增高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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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 菁素(eantharidin)是 一 种倍 半 类 萜烯 毒 素， 为 芫 菁科 Meloidae和拟 天 牛科 

Oedemeridae昆虫所特有的化学防御物质(Blodgett等，1991)。在芜菁成虫的血淋巴中合 

成 芫菁素。原野 豆芫菁 Epicauta peslifera、西 班 矛绿芜 菁 Lytta vesicatoria(Sierra等， 

1975)和 L．polita(McCormick等，1987)仅能由雄虫在血淋巴 中合成芫菁素，并贮存在附 

性腺中，交配时芫菁素随精子一同传给雌虫。Carrel等(1985)~0出，L．polita雄虫体内的 

1／3芫菁素贮存在生殖系统内，通过交配将体内 70％的芫菁素传给雌虫，其 中1／3芫菁 

素来 自生殖系统，2／3来 自体内其余部分。但是，野生群体的雌、雄成虫都含有芜菁 

素，甚至雌虫的含量更高，有些雌虫经过交配，已获得雄虫体内大量芫菁素。芫菁素经雄 

虫传递给雌虫，是为了保护产下的卵不受天敌伤害。 

芫菁素可杀顽癣、去腐肉，眼斑芜菁 Mylabris cichorii和南方大斑蝥 ． alerata 

自古就被列人中药材。近来的研究发现，芫菁素不仅可医治多种癌症，还可升高人体自血 

球，从而避免放、化疗对人体的损伤。 

红头豆芫菁 Epicauta ruficeps Illiger在国内无人研究。作者拟就红头豆芜菁两性成虫 

之间，虫体各器官之间、已经交配和暂未交配的虫体及其器官之间芫菁素含量的差异，探 

求芫菁素在虫体 内的分布。若考虑用作中药材，红头豆芫菁的炮制和芫菁素提取方法的科 

学改进，也是本研究所涉及的内容。 

1 材料、方法与结果 

l l 试剂和药品 

红头豆芫菁于 1993年 6月底采 自安徽省繁昌县阳冲林场，在纱笼内用野苋菜和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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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饲养一周。雌、雄成虫各 50头，平均鲜重为 126 mg和 96 mg，平均体长为 21．5 mm 

和 18．5 133．133．。芜菁素标准品购 自北京市 中国生物制品中心。 

1．2 仪器及色谱条件 

芫菁素测定 仪器为 日本 岛津公司 GC 16A气相色谱仪，C—R3A色谱处理机，FID 

检测器。色谱 条件 5％ SE一30 Shimadzu W DMCD 60—80目，柱长 2 m，玻璃桂柱 

径 3 mm，柱温 175℃，N 40ml／rain，H，45ml／rain， Air 500 ml／rain。 

1．3 样品的制备与测定 

1．3 1 雌、雄活虫体及各器官芫菁素含量比较 a．取雌、雄成虫各 6头，将同性别虫体 

混合研碎后，依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方法提取芜菁素，井用气相色谱仪 

外标法，将芜菁素标准品配制成 0．2 mg／m1标准溶液，进样 1 1，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 

样 3次求出校正因子，井测定各组芫菁素含量。 

b．取雌、雄成虫各 5头，分别解剖出 

内脏器官。雌虫分为消化道、卵巢(包括未 

成 熟 卵)、待 产 卵、 受精 囊 、剩 余胴 体 、 

头、足、翅、血淋巴和 已产出卵。雄虫分为 

生殖 腺(精巢和附性腺 )、 消化道和剩余 胴 

体。另外，还收集了混合饲养时的粪便。将 

各器官按类别混合，于 l10℃下烘烤半小时 

(王正益等，1986)后，用上述 方法测定各组 

芜菁素含量。 

结果见表 1。 

1．3．2 交配后雌、雄 虫体和器官 中芫菁素 

含量的变化 在混养群体中，一旦发现交配 

现象，立即将交配对小心取出置于培养皿 中 

单独饲养。记录交配时间，交配结束后立即 

冷冻处死。解剖出交配后雌虫的消化遭、生 

殖腺和剩余胴体。共做 3对重复。经 l10℃ 

烘烤半小时后，测定各组芜菁素含量。结果 

见表 2。 

表 I 红头豆芜菁雌、雄成虫备麒干器官或生 

成物芫菁素含量【3攻 定结果的平均值，％) 

Tab．I C-Ⅱthar in con-tents of dry organs 

or products effemalesandmales ef E 

ruficeps(Average value of three tests，％) 

1．3．3 炮制方法对成虫的芫菁素含量的影 

响 王正益等(1986)报道，将眼斑芜菁于 l10℃下烘 26—30 min者斑螯素、 甲酸、脂肪 

油的含量及 LD∞均与米炒昆虫相似，不会影响斑蝥的抗癌活性及毒性，故以此温度和时 

间为佳。 

为了解经炮制的红头豆芫菁与未炮制者在芫菁素含量上的变化，将雌、雄芜菁各 5头 

放在 l10℃的烘箱中烘烤半小时，将同性别的干虫体混合研碎后测出各组芫菁素含量。结 

果见表 3。 

1．3．4 酸水解对 芜菁素提取率的影响 参考 Carrel等(1985)的方法，将 10头雄虫去翅、 

足，经烘干后研碎，分成 两等份，从每份中取 0．3 g样品，分别用 CHCI 直接提取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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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后再用 CH2CI2提取芫菁素。将用于酸水解的样品加 3滴浓 HC1和 3 ml CH~COCH3 

回流，用 CH 2CI2洗涤、回流，浓缩到 3 ml。经无水 Na2SO4和 Na2CO3柱(1：1)，用 

CH2CI2洗涤浓缩 到 0．2 ml，用 CHCI 定容到 lO ml。分别测定用两种方法提取的芜菁素 

含量。结果见图 l。 

表 2 红头豆芫菁交配后的与非交配的雕、雄干虫体殛其器官的芫菁素含量【3发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Tab．2 Cantharidin contents of dry bodies and organs of mated and non——mating females and males 

of E．ruficeps(Average value of 01]'ee tests，％) 

2 讨论 

2．1 从表 l可以看出，红头豆芜菁雌、雄 

活虫体芜菁素的含量分别 占体重的 0 42％ 

和 0．36％。这些 芜菁采 自野外，两性的生 

殖腺都处于不同的发育阶段，已经或尚未交 

配的个体，这一含量只能代表群体中两性芜 

菁素的平均含量。雌虫活体芜菁素含量高于 

雄虫，可能是因为交配时从雄虫体内获得 

的，雌虫 自身能否合成芜菁素并不能反映出 

来。 

表 3 不同炮制法红头豆芫菁的芫菁 

菁素含■(3次测定结果平均值，％) 

Tab．3 Cantharidin contents ofE ruficeps 

prepared in different Chinese medicine preparing 

ways(Average value of three tests，％) 

红头豆芜菁雌、雄虫体平均含水量为 57，6％和 65．8％，即晒干后的雌、雄虫体含芜 

菁素 0．99％和 1．05％，虽然含量只有晒干的眼斑芫菁 2．21％(作者所测)芜菁素含量的一 

半，但已很可观。建议可将红头豆芜菁用作补充药源。 

从表 l还可以看出，翅、头、足和粪便中的芜菁素含量都很低，芜菁素主要集中在卵 

和雄虫生殖腺中，即芫菁素在雄虫血淋巴中合成，在雄虫生殖腺 中贮存，最终聚集在卵 

中。 

2．2 表 2数据显示，交配后的雄虫与未交配的雄虫相比较，各器官芫菁素含量均急剧下 

降，垒虫失去 70％芫菁素。反之，交配后的雌虫除受精囊外，各器官芜菁素含量均大幅 

度上升，全虫芜菁素含量升高 43％。这表明，在交配时芫菁素随精子一同进入雌虫的受 

精囊，而且很快从受精囊进入雌虫体内。红头豆芫菁平均交配时问长达 4 h，雄虫输入的 

芜菁素早已经雌虫的受精囊进入各器官，故交配后雌虫受精囊 中芫菁素含量与未交配者相 

比差异不显著。红头豆芜菁雄虫的触角可在节间折曲，求偶时缠住雌虫的触 角，可对雌虫 

产生触觉刺激，并可防止被雌虫从其背上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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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晒干全虫相比，烘干的雌、雄 

全虫芫菁素损失率为 53％和 69％，这 

与王正益等报道的，眼斑芜菁在同样条 

件 下炮 制后 芜 菁素 14％的损 失 率相 

比，高出许多。 

传统 中医以芜菁虫体为用药单位， 

故需经炮制以降低其毒性——芫菁素含 

量。但芜菁素正是有效的药用成分，炮 

制不但费时、费力并有损于操作人员的 

健康，而且浪费 了大量芜菁素。现代医 

学已发现到将芫菁素从虫体 中提取出 

来，经过加工成为高教低毒的衍生物， 

炮制将被更先进的提取法所取代。 

2．4 用 CHC1 直接提取去翅 、足经 

l】O℃烘干炮制的雄虫，其芫菁素产量 

为 0．55％，而 用浓 HC1永 解后 再 用 

CH，C1，提 取 的 同 一 批 虫 体 ， 可 获 

2．83％的芜菁素，产量提高 4倍。若用 

后一种方法提取未经炮制的虫体，芫菁 

素的产量还会成倍增加。即按表 3中的 

晒干雌、雄虫体经 cHcl 直接提取得 

芜菁素 0．99％和 1．05％计算，经 乘 5 

倍后分别为 4．95％和 5．25％。在虫源 

量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对虫体炮制和芫 

m iIl — m in 

B 

2 

图 1 芫菁素的色谱图 

Fig 1 Cromatograms of cantharidin 

A 标准品(standard)~B．直接提取法(direct 

extracfion)l C． 

色谱峰(chromatographic Peaks)j 1 溶剂峰 

(solvent veak)~2．芫菁素峰，其它为束知峰 

(cantharidin peak，the rest m  unknown peaks) 

菁素提取的工艺加以改进，就会大大提高芜菁素产量。但是，酸永解后所得的产物 中有一 

些杂质，其成分是什么，对人体是否有毒副作用以及如何去除这些杂质?均有待进一步研 

究。 

致谢 安徽省繁昌县林业局张之华同志提供红头豆芜菁活成虫，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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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Y 0N C0NTENTS 0F CATHARIDIN IN 

Epicauta ruficeps ILLIGER 

Yang Zhao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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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lyrieal and Testh*g Center， Anhui UniversOy 230039) 

AbsIn"act 

Cantharidin of Epicauta ruficeps Illiger was mainly detected in the reproductive glands 

of males and eggs．Compared with the avarage content of both males and females collected 

from field． newly—mated males transfefred 70％ of cantharidin to females， while cantharidin 

content in newly—m ated females increased by 43％ ． Additionally， it was showed that 

cantharidin content extracted following hydrolysing this beetle with HC1 went up 4 

time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is beetle can be used as a supplementa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 icine． 

Key words Epicauta ruficeps IUiger，Cantharidin，Gaschromatography，Chinese medi· 

cine preparing，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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