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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八角茴香(1llicium钾 拼Hook．f．)精油的杀虫活性及其化学成分。使用 

荆量为50mg／L的精油进行熏蒹，赤拟谷盗[Tribolium castaneum(Herbst)]成虫24小时内平 

均校正死亡率高达loo f剂量为lOmg／L的处理死亡率仍达90．6 但在有储粮的条件下 

熏杀效果较差。使用荆量为0．1 (w／w)的精油处理小麦或全麦粉，可完全抑制赤拟谷盗、谷 

童(Rhizopertha dorainica Fabricius)和黄粉虫 (Tenebmo motitor Linne)的种群繁殖。黄粉虫 

的中期卵对八角茴香精油最敏感。使用800．ug／em 的剂量处理，对赤拟谷盗的忌避率最高，处 

理后第8周仍达55．6 ，采用Gc—MS法分析了八角茴香精油的化学成分．检出了35十成 

分，鉴定了其中32十成分的化学结构．结合生物活性测定．明确此待油的主要杀虫成分为反 

式一大茴香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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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茴香 (1llicium veru~Hook．f．)为常绿乔术，原产于广西西南部，是我国南亚热 

带地区的特产。主要分布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地。茴香油是优良的食品调料。八角 

茴香树材不仅芳香宜人，而且不受虫蛀(林进能等，1991) 作者在广泛测定植物精油杀虫 

活性的试验过程中，发现八角茴香精油对储粮害虫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进而对其化学成 

分进行了分析与鉴定。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八角茴香精油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资源室提供。在广东省信宜县采回八角 

茴香枝叶，经水蒸汽蒸馏而得其精油。 

供试昆虫：玉米象(Sitophilus zeamals Motschulsky)、赤拟谷盗[Trlbolium casta" 

(HerbsO]、黄粉虫(TenebriomolitorLinne)、谷蠢(Rhizoperthadominica Fabricius)。以上 

虫种由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提供，饲养繁殖后供试。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叠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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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熏蒸试验按照徐汉虹等(1992)的方法；忌避试验按照徐汉虹等(1994a)的方法；饲料 

拌药试验按照徐汉虹等(1993)的方法；杀卵试验按照徐汉虹等(1994a)的方法；精油化学 

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按照徐汉虹(1994b)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八角茴香精油在空仓条件下对主要储粮害虫赤拟谷盗成虫具有强烈 

的熏燕毒杀作用。在50mg／L的剂量下，赤拟谷盗成虫24小时内的平均校正死亡率高达 

100 ，10mg／L的剂量处理死亡率也达 8o．67 。但在模拟实仓试验中发现，在有储粮的 

条件下．八角茴香精油的熏燕杀虫效果明显降低。剂量提高到100mg／L，熏蒸时间延长至 

7天，赤拟谷盗的平均校正死亡率也仅为6．00 这可能与八角茴香精油的穿透性差以及 

储粮对精油的吸附作用有关 在利用八角茴香精油作为储粮保护剂的试验中发现，使用 

0．1 (w／w)剂量的精油处理小麦或全麦粉的结果，对赤拟谷盗、谷蠹和黄粉虫的种群繁 

殖抑制率均达到100 ，也就是完全抑制了这三种储粮害虫的繁殖 为了明确八角茴香精 

油是否具杀卵作用．采用浸卵法试验了八角茴香精油对黄粉甲卵的毒杀作用。结果表明． 

2 的浓度对中期卵的效果最好，校正杀卵率达g1．63 。 

采用滤纸法测定八角茴香精油对赤拟谷盗的忌避作用，八角茴香精油在处理后第1周， 

800、400、200／zg／cm 的3个剂量处理对赤拟谷盗的忌避率均达80 以上，800／zg／cm 的剂 

量处理第8周忌避率仍有55．6 ，但200~g／cm 的剂量处理忌避率下降到8．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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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1 八角茴香精油对赤拟爸盗成虫的息避作用 

为了弄清八角茴香精油含有的活性成分，采用GC--MS方法对八角茴香精油的化学成分 

进行了分析鉴定，共检出了35个成分(见图2)，鉴定出其中32个成分(见表1)，占精油总量的 

98．22 。其主要成分为反式一大茴香脑，占精油总量的88．78％。含量较多的成分还有爱草 

脑(5．59 )和芳樟醇(1．69％)。芳香族衍生物共6个，占精油总量的9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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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2 八角茴香靖油的GC--MS总离子流围 

注：22号峰为反式一太茴香脑。 

衰1 八角茴香靖油的化学成分 

2500 扫描 

41l40 

峰号 化合 峰 积积分 峰号 化合物 峰面积积分 

1 乙苯 4；44 2376 0．02 l7 爱草脑 14：1,9 745400 5．59 

2 4一藏烯 5-52 29342 0．22 19 顺一大茴香脑 16-08 17859 0．1,9 

3 0一藏烯 6{49 19562 0 03 21 2一十一酮 16-44 4255 0．019 

4 月桂烯 6；57 5013 0．04 22 反一大茴香脑 19：16 11841900 88．78 

5 a一水芹烯 7-26 18072 0．14 23 对一甲氧基 22 04 13273 0．10 

6 △。一营烯 7-36 69194 0．05 苯丙一2一酮 

7 d一橙油烯 44 165 0．01 25 P一丁香烯 23：42 1,99105 0．1l 

8 对一聚伞花紊 ：57 7676 0．06 26 一香柠撵烯 24：03 12075 0．09 

9 柠檬烯 8 06 21726 0．16 2 蛇麻烯 25：03 2837 0．02 

1O p一承芹烯 8：07 47365 0．36 28 T一槐香烯 26：44 4210 0．03 

11 1，8一接叶棠 8：1 3 162319 0．12 29 一盒合欢烯 26：193 3334 0 02 

12 △ 一蕾烯 8：195 3621 0．03 3O B一投药烯 27：02 2373 0．02 

13 异橙油烯 9：56 7576 0．D6 31 8一杜橙烯 27：42 1853 0．01 

14 2一壬酮 9-56 6241 O．05 32 橙花叔醇 29：10 4692 0．04 

15 芳樟醇 10：19 2219856 1．69 35 邻荤二甲酸二丁醣 44-31 6153 0．019 

16 橙油烯一4一醇 13：13 21070 0．16 

■扣智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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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确八角茴香精油的活性成分，作者分离出其主要成分反式一大茴香脑(含量 

99．5 )，进行生物活性试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反式一大茴香脑对主要储粮害虫 

玉米象和赤拟谷盗都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对玉米象的种群繁殖抑制作用至少可持续2 

个月以上，拌药后第2天接虫，玉米象的死亡率达91．11％。由此可肯定，反式一大茴香脑 

为八角茴香的主要活性成分。 

表2 反式一大茴香瞎生物活性夏持鼓期 (广州，Iggl~igg2) 

洼t第1次接虫为拌药后第2天，第2欢接虫为拌药后第34天，第3次接虫为拌药后第65天，表内数据为3痰重 

复的平均值。 

3 结论与讨论 

八角茴香在我国南方广为栽培。我国八角茴香产量占世界产量的8O％。人们结合丘 

陵和山地的绿化造林工作可大量种植，广西的宁明、龙津、百色等县已经提供了很好的经 

验(朱亮锋等，1994)。本研究为八角茴香资源的利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给八角茴香的综 

合开发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八角茴香精油是惯用的调味辛香料，通常作为口香剂香精，广泛用于牙膏、牙粉和酒 

用香精中，亦用于糖果、饮料中。八角茴香精油的主成分大茴香脑由于具有特殊的茴香气 

味及相应的甜昧，在酒类饮料中用量达到了O．14 。它也是芳香治疗的主要原料，医药上 

用作驱风、兴奋、镇咳剂。由此可知，八角茴香精油用于害虫防治对人是安全的。特别适于 

食品害虫的防治 

Bushland(1939)曾以茴香油和小茴香油对螺旋蝇(Cochiomyia americana)进行杀卵 

试验，结果发现，这两种精油如果不加稀释，对前期卵和后期卵的致死率均达100 。Tang 

等(1982)曾报道披针叶茴香(Illicium lancoltum)对鳞翅目幼虫的生物活性。Marcus等 

(1 979)研究了茴香油对家蝇的毒杀作用。他们认为茴香油的杀虫成分为反式一大茴香脑， 

此成分对家蝇的LD 。值为75~g／虫。他们还发现大茴香脑能提高对硫磷、对氧磷、西维因 

和呋哺丹的药效。其增效机理是使这些药剂易穿透虫体，阻止其代谢为水溶性的无毒物。 

本研究明确了八角茴香精油对储粮害虫的生物活性，其作用方式主要为熏蒸、忌避、 

杀卵和抑制生长发育等，可以发展成安全无毒的食品害虫防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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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NSECTICIDAL ACTIⅥ TY oF THE ANIsE oIL AND 

ANALYSIS oF ITS CoMPoNENTS - 

Xu Hanhong Zhao Shanhuan 

(Dept．of Plant Protection，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Zhou Jun Ding Jingkai Yu Xuejia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Kunming) 

Abstract The inseetieida1 activity of anise oi1 as wel1 as its components was reported in 

this paper．Anise oi1 caused 100 of mortality of red flour beetle(Tribolium castneum) 

in 24 hours when was used for fumigation at a dosage of 50mg／L．It completely in hibit— 

ed the reproduction of red flour beetle，Rhizopertha dominica and Tenebrqo molitor when 

was mixed with wheat or wheat flour at concentration of 0．1 by weight．The egg of 

Tenebrio molitor at middle developmenta1 stage was the most sensitive to anise oil．A 

treatment by toxic film method with the oil at a dosage of 800~zg／em gave the highest 

rate of repellency against Tribolium castneum with the rate lasting to be 55．6 8 weeks 

after treatment—Thirty five components of the anise oil were dected through analysis by 

GC-MS，among which 32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It was proved that trans—anethole is 

the main insecticidal component the anise oi1 by a series of bioassays． 

Key words Illicium ㈣ ，n，essential oil，inseeticidal activity。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et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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