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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召开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启动会 

2014 年 6 月 11日，由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牵头，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

辽宁省林业厅、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的辽宁省中

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启动会在沈阳召开。参会人员有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有关领导、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黄

璐琦研究员，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大南同志、辽

宁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贺伟同志、辽宁省科学技术厅、辽宁省国

土资源厅、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辽宁省林业厅、辽宁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会议。试

点工作有关专家、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

 

交流材料 

注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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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省技术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各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局）分

管主任、中医药管理工作负责人员、15 个试点县（市）中药资

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普查队队长、副队

长及全体队员，共计 21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辽宁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陈金玉同志主

持。 

黄璐琦研究员深刻阐述了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对

辽宁省下一阶段工作给予了殷切希望，为做好辽宁省普查试点工

作指明了方向。同时希望大家统一思想，充分认识中药资源普查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握好普查试点工作的原则和定位，组织完

成好普查试点工作任务，为完成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贡献力

量。 

启动会上，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大南同志代

表辽宁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做了全面动员讲话。他

指出，辽宁省是中医药大省，中药资源丰富，主要的道地药材有

人参、五味子、细辛、辽藁本、北马兜铃等。第三次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于 1983 年开始，至 1987 年结束，时隔近 30 年，中药资

源可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开展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刻不容缓。

辽宁省普查试点，既是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的组成部分，

更是辽宁省关于“地产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这次普查工作把辽宁省道地药材底数摸清，提出合理

布局和规模化发展的建议，不仅对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和中医药事

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全国的中医药临床用药安全与

需求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站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广大百

姓的政治高度和民生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工作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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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和使命感。 

会议强调，本次普查的总体任务目标是掌握辽宁省中药资源

情况，提出中药材资源管理、保护及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建立

中药资源动态监测机制。要按照国家既定标准和规范，在全面调

查常规品种的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实际，重点做好道地药材品种、

濒危珍稀品种等中药资源调查工作，真实全面地摸清和反映辽宁

省中药资源状况。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一项富于挑战性和创造性

的艰苦工作，是一项关乎民生发展和中医药事业兴盛的光荣使

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普查过程中，大力弘扬“心系大

局，勇挑重担，团结奋斗，务实严谨”的普查精神，要通过这项

工作的开展，全方位培养锤炼我们中药材专业技术队伍。 

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任务繁重，他要求，全省要建立紧密衔接

的管理体系和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上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联省直有关部门，下接各市主管部门和 15个试点县（市），以及

调查大队。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自

职责；二要上下有机联动，突出技术指导；三要加强督导管理，

确保任务落实；四要注重经验总结，促进成果转化。 

启动会上，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陈金玉同志宣读了《辽宁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11个普查队队长代表做了表态发言，省中药资源

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与技术依托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签订了

项目委托协议书，辽宁中医药大学与 11 个调查队签订了中药资

源普查合作协议书，为普查专家颁发了聘书，并为调查队授予了

队旗。启动会结束后，将对各试点县（市）普查队员进行为期两

天的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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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供稿） 

 

名贵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部分课题中期检查汇报会在北京召开 

为进一步加强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中相关科研课题研究

进度，解决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于 2014年 6月 14-15日,在北京组织召

开名贵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建设项目部分课题中期检查汇

报会议。会议邀请了赖小平、熊耀康、林羽、詹亚华、孙启时、

孙宝惠 6 名专家，各课题承担人及中药资源中心相关人员共 60

余人参加。会议由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黄

璐琦研究员主持。 

会议通过课题负责人向专家组汇报研究进展，由专家根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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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内容从是否符合课题目标总体设计、是否按计划完成研究任

务、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有完备的组织管理四个方面，进行客

观全面的综合评定。从项目管理角度而言，此次会议掌握了课题

进展，发现了存在问题，对共性问题进行讨论，明确下一步需加

强管理的环节和措施；从课题承担单位角度而言，增进了相互了

解，提供了相互借鉴学习平台，更加深入领会了所承担课题的目

的、意义和研究方法，课题单位纷纷表示此次交流及时、重要、

务实，收获很大。 

一、中药资源区域质量特征和商品规格研究 

（一）课题进展概况 

28 个子课题承担单位，均已完成文献考证、样品采集、市

场调查、传统性状特征提取阶段，9家单位还处于化学含量测定

阶段，其余单位已经处于形成标准草案阶段。  

目前课题共调查市场 140 余次，采样点 845 个，收集样品

2659 份。发表 SCI 文章 3 篇，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9 篇，硕士论

文 2篇 ，专利 7项，软件著作权 1项，奖励 2项  

（二）存在问题 

1、部分样品未达到国家的基本合格标准。 

市场药材商品质量良莠不齐，所收集样品中部分未能达到国

家的基本标准。如①红花灰分和酸不溶性有的不达标；和田地区

吸光度多不达标；重金属有超标。②当归水分、灰分除 1 批外均

符合标准。③羌活总灰分 14批不合格，掺伪占 60%。④薄荷 TLC

跟《药典》不太一样，TLC和外观变异很大。⑤五味子水分、灰

分测定部分超标。 

2、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关联研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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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鉴别特征很多不可靠、不稳定，比如大小。而颜色、断

面、组织结构与有效成分、质量关系密切。要注意内部与外部，

辨状论质。如研究白术表明，质量与大小形状、重量没有关系；

与表面光滑程度和断面特征关系密切，光滑者含量高、糙皮者低

（糙皮是产过种子的）；断面有菊花心的含量高（发过汗有菊花

心），裂隙少，密实的含量高。研究姜黄，提取传统性状特征不

到位，未能与现代研究关联：母姜子姜的断面颜色差别很大，但

没有关注。 

药材所含指标性成分与传统判断质量标准及商品规格等级

大部分不成正比关系。①河南地黄所产质量最好，梓醇含量不够；

②黄芪主根越粗，皂苷、黄酮越低，多糖越高；③白芷主根越粗，

香豆素含量越低；④当归主根胸径越大、分支越多，总挥发油和

阿魏酸含量越低。造成以上结果很可能是由于不符合传统种植方

法，覆盖薄膜，大量用壮根粉等。也有成正比关系：如鲜地黄木

质部（菊花心）越大，梓醇含量越高。 

要加强传统与现代的关联。药材规格等级提炼完之后要与现

行的标准（2010版药典）关联。 

3、区域质量特征提取不够 

药材区域质量特征包含在商品规格等级范畴内，尤其是道地

药材的基础。①黄精和栀子区域质量特征提取较好，与产区分布

关系密切。黄精提出道地性，道地特征是研究的基础，规格分为

连珠、圆锥型，分别与产区有关。四川所产栀子苷含量高，5-6%，

江西主产区，西红花苷含量高。②大部分等级规格未与区域挂钩，

如金银花，【国药联材字 (84)第 72号文附件】76种药材商品规

格标准里面规格分为密银花和东银花，而此次没有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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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统道地产区的萎缩及转移，对药材质量影响，及形

成崭新的商品规格等级划分标准。如砂仁道地产区萎缩很严重，

由广西转移至云南。 

4、全国收集的样品使用不够 

商品规格等级研究是普查试点工作的承接，应充分利用全国

收集上来的样品，在研究的同时也是对样品的整理，药材标本、

腊叶标本、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均可以使用。 

5、研究目标理解不够 

有的品种化合物分离工作做的很多、很深。但是课题任务是

商品规格等级，做的不够。不同来源、不同产地就是规格确定的

基础。 

6、溯源不够 

通过前期工作的开展，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伪品，新品种

的分布、销售、鉴别等需要追踪研究。产地加工对于药材商品规

格等级很重要，要作为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下去。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1、商品规格等级研究要深入下去，研究透彻。  

2、已经完成课题任务的，要提交材料（如研究论文、等级

标准和起草说明）。请专家审核，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以

达到推广应用的目的。 

3、样品（伪品）的收集。各课题承担单位将样品分规格等

级，标注清楚，提交相应实物，作为标准药材存留。 

二、中药资源生产区划研究 

（一）进展情况 

参加汇报的 23 家单位中，有 1 家单位（郑玉光）的工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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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要求完成了区划工作；有 3家单位的区划工作作为学生的毕业

论文，顺利毕业（王德群、李旻辉、郑玉光）；有 2 家单位的区

划工作已经形成论文初稿（杨红兵、吴和珍）；其他单位的工作

还在进行中。 

（二）突出问题 

1、采用最大信息熵的方法计算生境适宜度，其结果与采样

点的密级程度有关，采用生境适宜度与药材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的思路有误。 

2、最大信息熵的方法可以进行生长适宜性区划，但结果受

采样点代表性的影响较大。采用最大信息熵的方法进行品质区划

的方法有待商榷（或者不能用于品质区划）。 

3、区域间药材品质有差异是进行区划研究的前提，药材的

质量等级标准是区划的基础和依据，大多数课题组未对区域间药

材品质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没有给出区分优质药材的品质标准。 

（三）解决办法 

1、将课题组前期进行区划研究中收集和发表的论文发给各

个课题组，让各个课题组具体干活的人，认真阅读有关文章，明

确区划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2、明确告诉各个课题组，要对药材成分和生态环境因子之

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索有效成分和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模型；

不能用生境适宜度和药材的成分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来研究药

材品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3、将商品规格等级标准研究结果应用到区划中。在课题验

收相关要求中提出，要求各个课题组结合所研究的药材：1）针

对植物的生长：给出评价生长等级的指标，或不同等级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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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环境特征，及关系模型；2）针对药材的品质：给出评价药

材等级的标准，或不同等级药材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及关系模

型；3）提供研究所用的原始数据和矢量结果图。 

（四）下一步工作 

可把部分药材区划结果与前人的工作进行对比，研究产区变

化的原因；对药材生长适宜与品质之间规律研究，对逆境理论进

行验证。 

（五）会议强调 

1、生产区划的基本要求：一、要得到生长区划、品质区划

和生产区划三张结果图；二、要能回答“哪儿的中药材品质好？”

这个问题。 

2、生产区划的关键点：一、要明确生长区划、品质区划和

生产区划的关系；二、要保证所采样品有代表性、一致性，数量

具有统计学意义；三、要提出不同等级药材的品质标准，明确各

等级药材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药材品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模型）。 

3、要通过与前人工作的对比、抽样等方式对区划结果进行

检查。 

三、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功能基因的挖掘研究 

（一）课题研究要以有效成分为导向，功能基因挖掘为目标。 

（二）建立细胞系要检测有效成分，最终目标是功能基因的

挖掘，提供可控条件，每块工作之间应有衔接。 

（三）抓紧中心的功能基因挖掘和转录组工作，相互之间要

衔接，如代谢组做了就不用再测单独成分了。 

（四）多来源物种，鉴定清楚每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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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于建立细胞系的种子要鉴定。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 

此次课题汇报将老中青三代植物分类学共聚一堂，就课题的

相关工作进行交流和探讨。各课题完成情况良好，与会专家对新

种及植物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给与肯定，但是仍然存在一定

的问题如补充采样、后续分子生物学试验、凭证标本等。与会专

家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通过安徽老鸦瓣属的研究示例，希望年轻的植物分类

学工作者以新种为切入点，展开下一步研究工作，努力成为某科

属的专家，新种很重要，要充分重视，是资源普查重要成果细致

性与工作质量的体现。 

（二）某些物种不仅着眼于新种，还可以继续补充分子生物

学实验，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发表高水平的文章。  

（三）通过课题完成对年轻的植物分类工作人员的培养。 

（四）对生物多样性调查、新种和疑似新类群等工作成果加

强宣传和报道工作。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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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 

抄报：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局领导。 

抄送：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局机关司办。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印  2014 年 6 月 30 日印发（共 7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