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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类动物皮肤活性物质的利用兼论中国 

两栖类资源开发的策略 

赖 仞．赵 宇，刘 衡，张玉洁，季文辉，张 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23) 

摘要：中国拥有丰富的两柄类动物资源，它是中国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具有 

很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中国对两栖粪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已取得～定的成果 但还有很多不足 尤其是关于两 

栖类皮肤活性生物分子的研究开发工作，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着眼于疾病治疗因子的筛选和生物括性分子的 

发现．对中国部分两栖类动物进行了系统的筛选研究，发现了一系列的生物活性分子和可能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的生物因子，井结台中国及世界两栖粪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主要从药物开发和资掘保护的角度对中国两栖类 

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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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ctive Substance of Amphibian  Skin and a Study 

Oil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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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phibian re80 L【l℃ a rich l12 China．and Chinese amphibian唧 m】rces are the itaI~rtant part of Chi— 

nese biological瑚 0u∞e$ n is a petentia]treasure to exploit mad utilize amDhibian ／~$．oulx3e8． We have mode some 

progress in the exploitation utilization of Chinese amphibian re~OltrCeS It has a long history
．

to LLqe amphibian as Chi 

n船e medicines and foods but we ha~,e 1Ag ed behind the world in SOll|e aspects In parfietdar，we have dzne a little of 

work on the study of active substances distilbuted in amphibian skins
． As such，there are】uts of work l be done for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ese啪 Dhibian l'e$OH／'C6"8．1n this paper，we di u5snd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world on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m。 ibian re$mlT雠s Basing oil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 

ing problems，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exploit and utilize amphibian re∞Ⅱrc ，especially use them as 

medi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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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皮肤中含有大量的分子结构特殊、功能复杂 

多样的生物活性物质，是有 待于开发的药物宝库。 

大体上，两栖类皮肤分泌液中有 4大类生物化学成 

分，即生物胺、蟾蜍配基、生物碱、多肽与蛋白质 

(Charles＆Michael，1990)。尤其是生物胺和多肽 

的种类和数量特别丰富，且存在于两栖类皮肤分泌 

液中的大多数活性多肽都能在哺乳类中找到它们的 

对应物，但它们在两栖类中的含量是哺乳类的 l0 

万倍；因此，两栖类被称为生物活性多肽和生物胺 

的巨大贮存库 (Clarke，1997)。中国两栖类动物资 

源丰富，特有种类多，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l 两栖类皮肤活性物质 

两栖类皮肤分泌液中含有大量的具有特殊分子 

结构、功能复杂多样的生物活性分子。已有几百种 

的生物活性分子从两栖类的皮肤分泌液中分离获 

得，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这些由两栖 

动物皮肤分泌出的化合物的一部分已被人类用作止 

痛剂，并被广泛用作治疗从烧伤到心脏病的多种药 

物，其中有些抗菌因子已进入临床使用，还有一些 

正在进行抗肿瘤和抗病毒特性方面的研究 (Charles 

＆ Michael，1990；Clarke， 1997；Francis， 1990)， 

可以说两栖动物是一类天然的药物资源库。 

两栖类皮肤分泌液中的活性物质主要包括蛋白 

多肽类和小分子有机物 

1．1 蛋白多肽类 

蛋白多肽类主要有小分子多肽、大分子多肽和 

抗菌肽．表 1～3给出了我们研究过的这 3类蛋白 

多肽及其在两栖类属 中的分布 (赖仞和冉永禄， 

1999)。 

1．2 小分子有机物 

小分子有机物包括生物胺 (表 4) (赖仞和冉 

永禄，1999)、生物碱 (表 5) (Ooay，1995)与甾 

类化合物。而皮肤分泌液中的活性生物胺可分为3 

表 1 两栖类皮肤活性小分子多肽殛其哺乳类对应物 
]'able 1 Amphibian skin peptides and their JflfltalallRaliail eotmterpa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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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栖类皮肤活性大分子多肚和活性蛋白质 

Table 2 Bioacfive proteins from amphibian skin 

表 4 两牺类皮肤活性生物胺 

Table 4 Bioacfive 8rallies from amphibian skin 

大类：①吲哚乙酰胺类，②咪唑胺和相关的组胺以 

及酪胺，③儿茶酚胺类 (赖仞和冉永禄，1999)。 

生物碱的分布较有限，除蝾螈碱外，其他主要分布 

于南美和澳洲的两栖类动物。 

甾类化合物有蟾毒配基和蟾蜍毒素 2种，主要 

分布于蟾蜍属(口斫，)两栖类，这类动物广布于世界。 

蟾毒配基以环戊烷并垒氢菲(甾核)为基本骨架，c3 

位有羟基，C17位联有 p构型的 。一毗喃酮(a—Py— 

roIrl~．，A 0：r6一内酯)环，为 24碳的 5口一蟾毒内酯 

(5口一BtLfodienolide)，具 141]一羟基或 141]一环氧环。 

现在已知结构的蟾毒配基有 2O多种，蟾蜍毒素是 3 

位羟基被醋化的蟾毒配基酯类化合物，它们分别是： 

蟾毒灵、远华蟾蜍精、日蟾毒它灵、蟾毒它灵、嚏根草 

苷元、嚏根草醇、沙蟾毒精、沙蟾毒宁、Bufarenogin、脂 

蟾蜍配基、华蟾毒精 、华蟾毒它灵 、华蟾毒精醇 、蟾 

毒它里宁、南美蟾毒精、脂蟾毒精、2O和 2l一环氧脂 

蟾毒配基 根据蟾毒配基的不同，分为不同的螗蜍 

毒素，按其酸性基团的不同又可以将蟾蜍毒素作进 
一 步的划分。酸性基团有：辛二酰精氨酸、庚二酰精 

氨酸、己二酰精氨酸、琥珀酰精氨酸、单辛二酸、硫酸 

氢钠、戊二酰 L一精氨酸、硫酸氢铵、辛二酰 L—l一 

甲基组胺酸、辛二酰 L一3一甲基组胺酸、辛二酰L一 

组胺酸、琥珀酸、辛二酰 L一谷氨酸(张豁中和温玉 

麟 ，1995) 

2 中国两栖类资源的利用现状 

中国利用两栖类为药物的历史悠久，明代李时 

珍 《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药用两栖类有9种，《中 

国药用动物医药文献库) (迟程，1994)中收录的 

药用两栖动物达 30多种。蟾酥、蛤士蟆、羌活鱼 

等传统中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以蟾酥配成的中 

药 ，如天蟾丸、六神丸等可治疗多种疾病。据统 

计，我国每年可出口蟾酥 1 500 kg。蛤士蟆是中国 

林蛙的干制品，据统计，仅黑龙江省每年最高可产 

5×lo4妇。蛤士蟆油是中国林蛙雌性输卵管的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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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栖娄皮肤生物碱 

Table 5 Amphibian skill alkaloids 

h1咖】】nf0xlns Pumi[ioloxins Phfllobat~，Dendrobates，E#W-do~ ．Minyobata~，Mantella， u却  ， k 啦 口 

hlIopumiIiotoxins Dertdtoba~es， il~ bates．Minyoba~es，Mantella，tSeM,,phry'a,．． f呐  

iotorSns Dengroba~es．,Mamella． Ⅱ 口 

2，5一d l Iut d~ahydroquinolines 如6咖 ，Derdroba~es， il；~dobates，Minyobates，．sJan~lla，Melanoph 

品，归肺、肾经，具有褪热、补肾益精、养阴润肺 

等多种功能 (叶昌嫒等，1993)。总的来说，中国 

对于两栖动物药用价值的开发利用，还基本上是～ 

种粗放式的、对资源造成很大浪费的非持续性开发 

利用；对两栖类中活性物质的分离、定性定量研究 

工作进行得很少，尤其是对两栖类皮肤这一生物活 

性多肽和活性生物胺的巨大贮存库中的生物活性分 

子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极少，仅见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的邹冈先生 ∞ 年代从中国绿臭蛙皮肤中 

纯化得到了2种激肽类物质；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 

也较局限，谈到两栖类的药物开发利用，便认为就 

是几种常用的两栖类和几种传统的中药。事实上， 

绝大部分两栖类皮肤分泌液中都含有许多分子结构 

特殊 生理药理活性复杂多样的生物活性分子。中 

围有大量的两栖动物和特有种类，我们应立足于这 

一 资源优势，大量开展两栖动物活性生物分子的筛 

选与结构功能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 近两年来，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蛋白质组学研究小组立 

足于中国西南地区两栖类资源丰富的优势，对中国 

常见的6种两栖类动物活性物质进行了系统的筛选 

研究 ，取得 了一些成果 ，得到 了 lO多种生物活性 

多肽及蛋白质，克隆了 600多个基因，申请了 l2 

项专利。 

我们收集分布于中国境内的 6种常见的药用、 

食用两栖类：红瘰疣螈(Tflototriton UelTtZCOSr2S)、华西 

蟾蜍( ∞ andrewsi)、大躜铃蟾(Bombina Ⅲ m0)、 

黑斑蛙(Rana nigromaculata)、沼蛙(Rana guemheri) 

和泽蛙(Rana limnocharis)，并对它们的皮肤分泌液 

进行了蛋白酶水解活一牲、磷脂酶 A2活性、蛋白酶抑 

制剂活性、乙酰胆碱酯酶及其抑制剂活性、对正常人 

血浆的复钙时间的影响、对小白鼠的致死毒性、抗菌 

活性、抗肿瘤活性、抗病毒活性以及抗精子活性等一 

系列的生物活性分子的筛选研究。 

进一步通过生物化学手段和研究方法，我们得 

到了一系列的具有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活性 、抗苗 

活性、抗肿瘤活性、抗爱滋病活性、杀精于活力，以及 

对哺乳动物产生致死毒性的单体物质 我们已对其 

中的十几种物质申请了专利。我们从太蹼铃蟾皮肤 

分泌液中得到了 Bombinainin M，这一新的来源于大 

蹼铃蟾皮肤的缓激肽由 l9个氨基酸组成，它与其他 

来源的缓激肽类物质在 N一端氨基酸序列上有显著 

的差异(Lal a1．，2001a)。编码该激肽的前体的 

eDNA克隆被分离和测定序列，这是在世界上第一个 

得到的低等脊椎动物编码缓激肽基因的 eDNA克 

隆。该前体由208个氨基酸组成，包括信号肽 一酸 

性肽区域的40个氨基酸和6个重复单元，每个重复 

单元含 1个由28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片段，每个多 

肽片段含有成熟的大蹼铃蟾缓激肽序列。对大蹼铃 

蟾皮肤缓激肽结构，其前体 eDNA序列结构以及与 

其他来源的缓激肽的比较研究表明，编码大蹼铃蟾 

皮肤缓激肽的前体与哺乳类动物的高分子激肽原和 

低分子激肽原完全不同，因此，大蹼铃蟾皮肤激肽的 

生物合成途径完全不同于哺乳类动物。得到该 cD． 

NA序列，对研究两栖类动物激肽基因的结构与生物 

台成途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还从大蹼铃蟾皮 

肤分泌液中得到了 l0多种抗菌肽和编码他们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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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校仞等，1998；Lai et a1．，200lb)。另外，我们也 

扶大蹼铃蟾皮肤分泌液中得到 1个神经内分泌因子 
— — 铃蟾肽和 1种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以及编码它 

们的基因(( et a1．，2001c，d)。 

我们还建立了中国两种传统中药药用两栖类的 

cDNA文库 

3 国际上两栖类药用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国外从 7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地从两栖类皮肤 

分泌液中寻找具有药用价值的活性物质，1994年 l0 

月8～9日在由国际商用通讯技术(I．B．c．)服务有 

限公 司组织 的题 为 ‘Discovering Drugs from Nature： 

Novel Approaches and New Sources’的会议上，与会者 

们明确提出，两栖类是一种极有开发前景的药物资 

源库(Chrke，1997)。仅在 70～80年代，欧洲、美洲、 

非洲、澳洲的研究者们就对其本土的两栖类皮肤分 

泌液中的活性化学物质进行了好几次大规模的调查 

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E~pamer，1971；E~pamer el 

df ，l984，l986；Roseghini et a1．，1986．1988，1989) 

例如，在 1976年，Rose： ini等人对 100种澳}lf『两栖 

类皮肤中的生物胺进行了研究(Roseghini et ．， 

1976)；1986年 Empamer等人对美洲 230种两栖类 

皮肤分泌液中的生物活性肽和活性生物胺进行了研 

究(Empamer a1．，1986)；Dalv等人于 1987年对 41 

种箭毒蛙中的生物碱进行了分类分析(Daly et a1．， 

1987)。随后，韩国、日本等国的研究者也纷纷展开 

对两栖类皮肤活性物质 的研究 (Norivuki et al ， 

1992；Jin et a1．，1994)。迄今已从 700多种两栖类动 

物(大多为无尾两栖类)中分离获得了2OO多种生物 

碱、3o多种生物活性胺和上百种的两栖类皮肤活性 

多肽，并对其结构与功能进行了研究。其中，对两栖 

类皮肤肽的研究工作进行得较多，大部分已知的两 

栖娄皮肤肽已在哺乳动物的胃肠道、神经组织、内分 

泌器官等组织器官中找到了它们的对应物，其中一 

部分皮肤多肽及其化学修饰物已在临床上得到了应 

用 广胸蟾素在治疗 sojgren综合症和类似疾病方 

面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来源于非洲爪蟾的抗菌肽 

Magmnin具有很强的抗菌活性且无溶血活性．作为 

抗菌药物的基因工程产品已经进入 2～3期临床； 

Magainin还具有抗肿瘤活性，已引起人们的很大关 

注(Michael，1987；Mal0v＆Karl，1995)。铃蟾肽对胰 

腺、胆囊和胃肠道都有刺激作用，有可能用于消化道 

临床：它还能刺激很多激素的分泌，可用于激素分泌 

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另外，由于铃蟾肽及其受体在多 

种肿瘤细胞有高浓度的分布，因此它在肿瘤发生和 

抗肿瘤研究方面也引起丁很大的注意(赖仞和冉永 

禄，1997)。蛙啡肽类具有强大的镇痛和镇静作用， 

是吗啡的2 000倍，且无药物耐受性和成瘾性，如果 

动物实验的初步结果能在临床得到肯定，鄢么，将成 

为首创的无成瘾性药物(Gunther，1994)。 

4 中国两栖类资源开发利用策略 

两栖类是我国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但其开发 

利用还远远不够，调查研究比较薄弱 根据我们对 

国内 2种两栖类皮肤活性物质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和 

对其他几种两栖类皮肤分泌液的活性筛选研究表 

明，国内两栖类皮肤分泌液中含有大量的结构新、 

生物活性复杂多样的活性分子。我们应充分利用自 

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开展两栖类资源的调查研究、 

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工作。基于我国和世界上 

对两栖类资源研究和利用的现状和我国两栖类生物 

资源的优势，我们提出下述建议，匕上供有关管理部 

门决策参考。 

4．1 开展资源调查、逐步建立两栖类活性物质资 

源库 

我国两栖类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 

然而要台理充分利用两栖类资源，首先应该对其种 

类、数量、分布、生境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然 

后在此基础上开展两栖类活性物质的寻找、分离纯 

化及结构功能的研究工作；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 

和方法，开展一些大规模的两栖类活性物质的普查 

工作，逐步建立两栖类活性物质资源库。 

4．2 加强资源保护 

由于受到紫外线和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其他人为 

因素的影响，当今全球两栖类的种类和数量 日渐下 

降 (Blanst~n＆Wake，1995；Wake，1991)。应大 

力加强宣传、认真执行 《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强 

两栖类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对资源量较少的种类 

应设立专门的自然保护区。对两栖类的生态习性、 

繁殖规律、资源量和可更新能力进行调查研究，限 

定捕捞时间和数量，使两栖动物维持在一定的数量 

水平。建立养殖基地．开展人工养殖，为珍稀、濒 

危、食用、药用及其他经济价值较大的种类创造合 

适的人工生境，进行人工养殖或扶育大量幼蛙，放 

养到适合它们的环境中生长。尽可能促进两栖类在 

食用、药用、观赏及生态价值方面的综合利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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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用率。改进两栖类活性物质提取技术，以非伤 

害性方式获取目的物质，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对两栖类资源的保护还包括对两栖类活性物质 

和基因库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应对两栖类活性物 

质和功能基因加强和加快专利的申请和审批，使之 

成为中国 自己的知识产权 。 

4．3 加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工作 

开展已知两栖类活性物质及其化学修饰物的结 

构与功能研究，并进行生理 、药理及临床方面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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