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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黄芪与膜荚黄芪种子形态特征及其鉴别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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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０１００１９；２．内蒙古草原站，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０）

为黄芪种子鉴定提供方法，为按中药材ＧＡＰ原则制定相关标准操作过程（ＳＯＰ）提供基础研究资

料。方法采用肉眼直接观察、光学显微镜观察和电子显微镜进行扫描观察，比较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两种药用黄
芪的种子形态特征和微观结构；通过萌发试验，比较二者的差异。结果通过肉眼和光学显微镜观察，两种黄芪种
子的形态差异不明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两种黄芪种子的萌发孔形状、种脐和种皮的微观结构有明显差异；蒙
古黄芪较膜荚黄芪种子硬实率高，萌发不整齐，萌发高峰滞后。结论在电子显微镜下能够对两种黄芪种子准确地
做出鉴定，种脐、萌发孔、种皮的微观结构可作为鉴别两种黄芪种子的指标；种子硬实率和萌发动态规律可用于两
种黄芪种子的辅助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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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为常用中药，其原植物为豆科黄芪属多年

象十分严重，致使蒙古黄芪药材商品质量下降，药农

生草本植物蒙古黄芪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对黄芪的人工栽培产生了不利

（Ｆｉｓｅｈ．）Ｂｕｎｇｅ 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Ｂｕｎｇｅ）Ｈｓｉａｏ

的影响。蒙古黄芪与其他植物种子在形态上差异较

和膜荚黄芪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ｕｎｇｅ，均

大，通过肉眼直接观察较容易鉴别，而蒙古黄芪与膜

以干燥的根人药。近些年来，市场上黄芪种子混杂现

荚黄芪种子的混杂则很难直接鉴别。国内一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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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两种黄芪种子形态特征比较

对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的比较生物学、种子中所含
的游离氨基酸种类和质量分数、膜荚黄芪种子的形

Ｔａｂｌｅ １

报道。笔者对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种子的形态特征
及鉴别方法进行了研究，旨在为黄芪种子的专业化

生产、种子鉴定和检验以及黄芪药材ＧＡＰ规程的
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措施。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蒙古黄芪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态特征及黄芪种子硬实休眠的原因等进行了研
究［１￣３］，但在两种黄芪种子形态鉴别方面未见研究

·１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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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ｓｃｈ．）Ｂｕｎｇｅ 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Ｂｎｎｇｅ）Ｈｓｉａｏ

的种脐和萌发孔特征有明显的差异。蒙古黄芪种子

种子２００２年春季购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

的种脐为长圆形，外缘有一层排列紧密的突起物，形

源开发研究所药用植物园；膜荚黄芪Ａ．ｍＰｍ—

成明显的线纹，萌发孔近长圆形，较窄，常有一白色

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ｕｎｇｅ种子２００２年春季购于内

长条形种柄，萌发孔周围的突起物呈规则的网状排

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原种子来源于河北省安国

列；膜荚黄芪种子的种脐为心形，外缘没有明显的线

市。两份材料２００２年在田间种植后，经内蒙古农业

纹，萌发孑Ｌ宽，近圆形，其周围突起物排列不规则。将

大学王六英教授鉴定，确认为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

种子放大到４ ０００倍可观察到两种黄芪种皮纹饰

肉眼直接观察：将种子放在白纸板上用肉眼直

（图２，３），两种黄芪的侧面和背面种皮的纹饰也有

１．２

接进行观察，比较两种黄芪种子的直观特征。

明显的差异。蒙古黄芪种子的侧表面种皮纹饰较细

１．３显微镜观察：在４０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种子

而规则，排列疏松，呈星状或网状，突起物中间有明

表面特征，比较两种黄芪种子表面特征。

显的纵向沟纹（图２－Ｃ）；种皮背面纹饰呈皱折状，突

电镜扫描观察：将两种黄芪种子进行清洗等预

起物较细，有纵向的沟纹；而膜荚黄芪种子的侧表面

处理后，分别置于电镜下观察。放大３００倍观察种脐

纹饰呈皱折状，突起物较蒙古黄芪粗，呈棒状，不规

及萌发孑Ｌ特征，放大４ ０００倍观察种子侧面及背面

则弯曲，表面无沟纹，排列也不规则；背面呈规则的

种皮纹饰，并拍摄显微照片。

网格状，突起物也较蒙古黄芪粗，呈棒状，表面无纵

１．４

１．５

种子萌发特性比较：２０℃条件下纸床常规发

向沟纹。这些特征在电镜下大量观察表现稳定，因

芽试验，同时对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种子用刀片划

此，可以作为鉴别两种黄芪种子的指标和依据。

破种皮进行发芽试验，重复４次。

２．２种子萌发特性比较：对未经任何处理的蒙古黄

２结果与分析

芪和膜荚黄芪种子进行萌发试验的结果显示（图

２．１种子形态特征比较

４），膜荚黄芪种子发芽速度比蒙古黄芪快，发芽高峰

肉眼观察和显微镜观察：通过肉眼和４０倍

来得早，第４天达到发芽高峰，而且其发芽整齐；蒙

光学显微镜的观测，两种黄芪种子在外观形态上的

古黄芪种子的发芽速度相对较慢，发芽动态曲线平

差异并不明显。从表１中的观察结果来看，在颜色

缓，其发芽高峰出现在第８天，比膜荚黄芪晚４天，

上，蒙古黄芪种子呈黄褐色，膜荚黄芪种子呈青色，

发芽不整齐，经历时间较长，而且发芽率显著低于膜

２．１．１

但并不十分明显；在大小上，蒙古黄芪种子略大于膜

荚黄芪。表明膜荚黄芪种子比蒙古黄芪种子的硬实

荚黄芪种子，通过测定种子的千粒质量也可以反映

率低，更容易萌发。对蒙古黄芪种子进行机械处理

这一情况，但这一指标不稳定；两种黄芪种子的形状

后，其发芽高峰与膜荚黄芪种子的萌发高峰趋于一

相近，只是蒙古黄芪种子略宽于膜荚黄芪，但是膜荚

致，而且发芽率高于膜荚黄芪，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蒙

黄芪种子也有宽的；两种黄芪种子的种脐位置相近，

古黄芪种子的硬实率比膜荚黄芪高。因此，也可通过

种皮表面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黑色斑纹，蒙古黄芪具

发芽试验或测定硬实率来对两种黄芪的种子进行辅

有黑色斑纹的种子多于膜荚黄芪。

助鉴别。

２．１．２

电镜扫描观察：在电镜下对两种黄芪种子表

３结论

面微形态进行扫描观察的结果见图１～３。从图１可

３．１通过肉眼观察和４０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两

以看到，将种子放大３００倍进行扫描观察，两种黄芪

种黄芪种子的形态特征非常相似，虽然在颜色、大

·１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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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黄芪种子（Ａ）和膜荚黄芪种子（Ｂ）种脐及萌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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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图２蒙古黄芪种子（ｃ）和膜荚黄芪种子（Ｄ）侧面种皮特征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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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ｉｄｅ ｏｆ ｓｅｅｄ ｏｆ

ＡＭＭ（Ｃ）ａｎｄ ＡＭ（Ｄ）

图３蒙古黄芪种子（Ｅ）和膜荚黄芪种子（Ｆ）背面种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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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指标。

２５

３．２采用电子显微镜进行扫描观察，能够清晰地分

黎２０
制１５

辨出两种黄芪种子表面结构特征，根据放大３００倍

蜜ｌｏ
５

的种脐和萌发孔特征及放大４ ０００倍的侧面和背面

０
１

Ｊ

５

７

９

ｌｌ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１

２３

萌发时间付

图４两种黄芪种子萌发动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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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皮表面纹饰特征，能够准确地对两种黄芪种子进
行鉴别。因此，种脐、萌发孑Ｌ、种皮纹饰特征可作为鉴
别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种子的指标。
３．３蒙古黄芪种子的硬实性高于膜荚黄芪，未经处

小、表面斑纹等特征上有一定差异，但这些外观形态

理的情况下，膜荚黄芪种子发芽整齐，发芽高峰来得

上的差异表现不明显而且不稳定，据此不能对两种

早，而蒙古黄芪种子发芽不整齐，发芽高峰来得晚，

黄芪种子进行准确的鉴别，但可以作为种子鉴别的

发芽所需时间长。通过发芽试验和硬实率测定也可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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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两种黄芪种子进行辅助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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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碳源对掌叶大黄毛状根生物量和蒽醌产量的影响
杨世海１，刘晓峰２，果德安３，郑俊华３
（１．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１１８；２．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３１；
３．北京大学药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目的

研究不同碳源对掌叶大黄毛状根生物量和蒽醌产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３个克隆的掌叶大黄毛状

根和非转化根，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７种糖作为培养基碳源时对大黄根生物量的积累和５种蒽醌类化合物的产
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

不同糖作为碳源对大黄根生物量积累和葸醌产量有极显著影响。大黄根类型与糖种

类互作分析显示，ＤＨ７ａ与麦芽糖对于蒽醌产量来说是优势组合，而ＤＨ５ａ和ＤＨ５ｃ在蔗糖和果糖差异不显著，非转
化根在蔗糖作碳源的培养基中蒽醌产量极显著地高于其他６种糖。结论果糖作为碳源最利于大黄根培养的生物
量的积累，蔗糖作为碳源时大黄根蒽醌产量最高。
关键词：掌叶大黄；毛状根；单克隆；碳源；蒽醌类化合物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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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是我国特产的世界著名的传统中药，主要

系，进而用于蒽醌类化合物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化学成分是蒽醌类化合物。蒽醌类成分具有多种生

１材料与方法

物活性，如１，８一二羟基蒽醌衍生物有抗菌、抗病毒、

１．１单克隆掌叶大黄毛状根培养：３种单克隆掌叶

抗肿瘤、免疫抑制和抗牛皮癣等作用。现代药理实验

大黄毛状根，编号分别为ＤＨＳａ、ＤＨ５ｃ和ＤＨ７ａ，其

表明，许多蒽醌衍生物如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一１一

中前２种由发根农杆菌ＬＢＡ９４０２诱导产生，后一种

甲醚、大黄素一８一甲醚都具有上皮生长因子受体

由发根农杆菌Ｒ１６０１诱导产生（另文报道）。每种毛

（ＥＧＦ—Ｒ）酪氨酸蛋白．激酶（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状根以０．５ ｇ的接种量分别接种于以７种糖作为碳

ｋｉｎａｓｅｓ，ＴＰＫｓ）抑制剂活性。因为ＴＰＫｓ是一些癌

源的１００ ｍＬ液体培养基中（质量分数３％）。所用培

变的主要原因，因而蒽醌类成分很有希望开发成为

养基为无机盐浓度均为１／２的无激素ＷＰ液体培养

新的抗癌药物［１］。

基。每种毛状根均设３组重复，置于转速为１００

常振战等用野生型发根农杆菌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ｒｈｉｚｏｇｅｎｅｓ

９４０２菌株对掌叶大黄进行了毛状根诱

ｒ／ｍｉｎ的摇床上振荡培养，培养温度为２５℃。非转化
根的接种量为１．０ ｇ，其余同毛状根。
掌叶大黄毛状根和非转化根生物量的测定：培

导，但产生的毛状根生长速度缓慢［２］。本实验是在成

１．２

功诱导掌叶大黄毛状根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碳源对

养４０ ｄ后，收获４种掌叶大黄根培养物。先用镊子

掌叶大黄毛状根生长及蒽醌类化合物合成的影响，

取出根，挤净根中所含培养基，用分析天平称鲜质

为进一步筛选并建立适宜的掌叶大黄毛状根培养体

量。用蒸馏水漂洗１ ｍｉｎ，８０℃烘干，称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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