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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国家要高。医疗仪器专利和日常保健用品专利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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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和针刺操作的准确性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这说明针灸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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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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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已走向世界。第一发明人为中国籍的中医药专利为４件
（４．６％），少于日本、法国和韩国，说明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

２００４年尚未授权公布的专利未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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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让

专利有８件。

中医药专利走入世界，让中国的中医药占领国际市场还有很

２．４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的申请（ＰＣＴ申请）：共１８件，

长的路要走。

占授权的欧洲中医药专利总数的２０．７％（１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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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知，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的第一发明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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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分布较广，分属于２３个国家，申请数排在前４位是德国、

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如何

检索中国专利与外国专利）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Ｅ２３

Ｃｈｅｎ Ｚ Ｈ．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日本、法国和韩国，分别为２４、１２、１０和８件；４个国家申请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ｕｒｉｎｇ

数占申请总数的６２．１％，在这４个国家中，德国又遥遥领

ＥＪ］．Ｃｈｉｎ

先，占据了这４个国家申请总数的近一半。内容涉及医疗仪

２００４，１１（３）：２７６—２７７．

Ｊ

１９７６－－２００３

Ｊ∥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滇重楼引种驯化研究进展
孟繁蕴１，汪丽娅１，冯成强１，韩建萍１，杨昌红２
（１．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资源药物与中药资源研究所生物资源开发与生物工业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２．云南白药集团优质药材种源繁育基地，云南昆明

１００８７５；

６５００３２）

滇重楼即云南重楼，隶属于延龄科重楼属（Ｐａｒｉｓ Ｌ．）植

２．５～５ ｃｍ，为倒卵状披针形或倒披针形，先端渐尖或急尖，

物，全世界该属植物有２４个种，分布于欧亚大陆的热带至温

基部楔形至圆形，长４～９．５ ｃｍ，宽１．７～４．５ ｃｍ，常具１对

带地区。我国为该属植物的分布中心之一，有１９个种，大部

明显的基出脉，叶柄长１．８～６ ｃｍ。花梗从茎顶抽出，顶端着

分省区均有分布，以西南各省区为多。滇重楼因云南分布最

生一花，两性，花被两轮，外轮被片４～６，绿色，卵形或卵状

广，药用价值最高，被１９９５年版和２０００年版《中华人民共和

披针形，内轮花被片与外轮同数，条形，长为外轮花被的１／３

国药典》收载，学名为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Ｓｍｉｔｈ ｖａｒ．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或近等长，黄绿色，常在中部以上变宽，雄蕊２～３轮，８～１０

（Ｆｒａｎｃｈ．）Ｈａｎｄ．一Ｍａｚｚ．本文就滇重楼的植物学及生物学特

枚，花药长１～２ ｍｍ。花丝很短，仅为花药的１／３～１／４，药隔

征和笔者研究滇重楼引种驯化的体会进行综述。

突出于花药之上，子房近球形，具棱，花柱短。蒴果球形，花期

１滇重楼植物学及生物学特征

４～６月，果期９～１１月，果实膨大期２０ ｄ，果实成熟期４０

１．１植物学特征：滇重楼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最高可达２

花期不明显。６月底７月初在茎基前端形成白色越冬芽。

ｄ，

ｍ，地下有肥大的横生根状茎，茎多呈紫黑色，基部有１～３

１．２生物学特征：滇重楼生长在海拔１ ４００～３

片膜质叶鞘抱茎。叶通常７～１０枚轮生，长７～１１ ｅｍ，宽

绿阔叶林、云南松、竹林、灌丛、草坡背阴处或阴湿山谷中，为

１００

ｍ的常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１－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滇重楼种胚发育和休眠与种子内源激素关系的研究｝（３０４７２１５１）；“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一

（２００４ＢＡ７２１Ａ３４）

作者简介：孟繁蕴（１９６７一），男，山东省济宁人，博士后，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学研究。Ｔｅｌ：（０１０）６２２０５２８２

Ｅ—ｍａｉｌ：ｍｆｙ０８１５＠ｉｒｅｓ．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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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生植物。其生境的年平均气温１２．６℃左右，年平均降雨量

的发根率最高，胚根生长最快，发根时间最早，而采用不同浓

８２６～９００ ＩＴｌｍ，冬季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气候凉爽，适

度赤霉素处理对滇重楼种子二次发育没有规律性的影响，对

宜腐殖质层丰富的酸性土壤［１］。苏文华等采用ＬＩ一６４００光

发根率和发根速度也没有促进作用［５］。种子休眠是植物在长

合测定仪和人工气候箱研究了滇重楼叶片光合补偿点、光合

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对外界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它有利于

饱和点、羧化效率和ｃ０。补偿点，并研究了温度、相对湿度

植物体度对不良环境，使其种族得以繁衍，但却给人类利用

对光合速率的单因子影响，发现滇重楼光合速率在温度１１～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带来了困难。滇重楼种子繁育的难点，在

２０℃内，随温度升高上升；光合速率在温度２０～３５℃，随温

于如何打破滇重楼种子的休眠期，使滇重楼出芽时间提前和

度升高下降，最适生长温度为１６～２８℃，最适生长湿度在

提高出芽的整齐度。

７５％左右，光照度为１５％～５０％（光强１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ｌｘ），光

笔者在滇重楼种子繁育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滇重楼种子

合有效辐射为７５０～２ ０００／１ｍｏｌ／（ｍ２·ｓ）的散光［２］。

二次发育时，以昼夜变温，白天２２～２５℃，夜间１５～１８℃

２滇重楼资源状况

时，滇重楼胚根发育最快，这与滇重楼的自然生境条件相似。

我国滇重楼野生资源十分丰富，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

另外，有些学者在研究滇重楼种子繁育过程中，采用不同浓

贵州，虽然商品药材产量较大，但由于滇重楼是云南白药系

度的赤霉素浸泡种子，然后再进行低温层积，笔者认为此方

列、官血宁等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近年来需求量逐年增

法欠妥。因为从干燥种子发育成新的植物，需要水的吸胀，酶

加，现有药源远不能保障市场需要。加之主产区乱采滥挖，忽

系统的形成，然后种胚开始发育，此时生长才算开始，然后胚

视对滇重楼资源的保护和繁育，野生种质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根生成和萌芽，最后生长成幼苗。滇重楼种子的胚极不发育，

另外，滇重楼繁殖率低，生长缓慢，其药用部位根茎的自然生

是一个很小、未完全分化的多细胞椭圆体［６］，吸胀后产生生

长速度十分缓慢，远不如人参、三七的生物量大，从种子发芽

长所需的代谢系统及这些系统的酶。而酶成分中ａ一淀粉酶出

到生长成药用商品，一般需１０～１５年。所以滇重楼药用资源

现较晚，多个实验证明ａ一淀粉酶是在萌发之际重新合成的，

再生较慢，逐年的大量采挖已使野生滇重楼资源日趋枯竭，从

使用赤霉素虽然刺激ａ一淀粉酶、肛淀粉酶，增加其活性，为滇

而诱发滇重楼价格不断攀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滇重楼市

重楼种子的萌发提供能量口］。但滇重楼低温层积早期ａ一淀粉

价每公斤仅２．７元，２００２年升至２５元左右，２００３年４月，“非

酶、ｐ淀粉酶还没有被合成，所以早期使用赤霉素对促进滇

典”疫情严重，滇重楼的需求量突然增大，使滇重楼价格达到

重楼种胚发育是无效的，反而会形成抑制作用。有研究证实，

每公斤１２０元的天价，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市场转疲，价格逐

赤霉素浓度高时，反而对发根时间和发根速度有一定的抑制

渐回落，今年４月底，昆明菊花药市的滇重楼市价每公斤为

作用［８３。根据滇重楼种子发育特点，赤霉素应在滇重楼种子

５０元。从以上的价格可以看出，目前滇重楼资源匮乏，供需矛

形成能量代谢系统和这些系统的酶生成之后使用。因此开展

盾突出。因此，进行滇重楼的快速繁殖，有计划地发展滇重楼

滇重楼种胚发育、分化、成熟过程中种子生理生化研究，根据

的种植业，是确保滇重楼药材供应的唯一可行途径。

滇重楼种子内源激素和酶活性的动态曲线，选择外源激素和

３滇重楼的引种状况

使用时机，以促进滇重楼种子完成生理后熟而萌发，是非常

３．１引种栽培：云南曲靖、楚雄和邱北等地曾进行过实验性

重要的。

栽培，但均未形成规模化种植。王丽萍等采用野生６年以上

３．２．２营养繁殖：滇重楼的块根繁殖也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滇重楼为种苗，分别采用玉米与滇重楼套种，测定透光率为

代，滇重楼根茎的各部位切段都能繁殖出新的植株，而且幼

７５％；林下种植行株距２０ ｃｍｘ

ｃｍ，测定透光率为４５％；

苗增长速度比同龄实生苗快３～６倍，带顶芽切段能于种植

遮荫网下种植行株距２０ ｃｍ×１５ ｃｍ，测定透光率为３０％；零

的第一年成苗，并开花、结实，其地上茎一般为单轴；中间和

星透光林下种植行株距２０ ｅｍ×１５ ｃｍ，雨水能自由落到地

末端的切段，它们的出苗情况和有性繁殖相似，第１年只有

面，测定透光率为１２％。结果林下、遮荫网下或用蔓生植物

极少数出苗，第２年才大量出土成苗，但不开花，地上茎出现

在上层遮荫物种植为好［１］。云南白药集团优质药材种源繁育

较多的多轴现象。带顶芽切段脱离母株而移植于颟环境哒，

基地，以野生滇重楼块根繁殖种苗，遮荫网下小面积试种，发

只要满足其一定的湿度和土温（１６～２０℃）就会萌发为地上

现病虫害严重，以真菌侵染引起的腐烂病为主。

茎。种植的第１年出苗率可达９０％左右，第２、３年基本全苗。

３．２繁育方法

但是不带顶芽的切段种植６～８个月后不定芽才在土中萌

３．２．１有性繁殖：滇重楼种子繁殖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

发，随后在新芽周围生长新根，直到第２年，６０％左右的切段

８０年代，李运昌首先采用二次变温的方法打破滇重楼种子

才萌发出土，第３年出苗率才达到８０％左右。而滇重楼根茎

２０

的休眠期，经９～１０个月，滇重楼种子可发育成心形单叶幼

不同部位切段的增产效果也有较大的差异，从靠顶芽的第一

苗［…。用０．２％硫尿和１×１０＿５吲哚乙酸浸泡，经过低温、潮

茎痕处切取的带顶芽切段，经４年种植的根茎生长量平均为

湿处理的滇重楼种子，幼苗高生长表现突出，而１×１０＿４的

每年２．９０ ｇ；从顶芽后第１、２个茎痕中间切取的带顶芽切

赤霉素则无促进滇重楼幼苗发育的作用［４］。袁理春等设定了

段，经４年种植的根茎生长量平均为每年５．０９ ｇ。而无顶芽

１２、１５、１８、２０、２２、２５℃６个不同温度，观察对滇重楼种子二

切段当种植到第４年时，地上茎的多轴率达２０％～３５％，根

次发育的影响，结果显示：温度在１８～２０℃时，滇重楼种子

茎的年平均生长量为２．００

ｇ Ｌ９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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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从事滇重楼根茎繁殖的研究中发现，滇重楼不同

滇重楼种子休眠，缩短后熟期，寻找提高滇重楼发芽率和整

部位的切段，只表现为幼芽萌发的时间差异，对滇重楼生物

齐度的新方法，是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滇重楼引种驯化和优

量并没有太大影响。滇重楼幼苗生长时，不同切段，其幼苗生

质高产的关键问题。

长、发育有一定区别，带顶芽的根茎，一般第２年春天就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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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成苗，并开花结实，但其需要的营养大部分是根茎所提供
的，即营养体的消耗换来芽、苗的快速生长，营养体消耗殆尽
后，快速生长、壮大的滇重楼植株通过光合作用，再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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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茎的生物量。其过程中新增加的根茎生物量减去营养体消
耗量，其药用部位的根茎总量并没有增加。所以通过根茎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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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只起到增加滇重楼植株数量的作用，并没有增加滇重楼根
茎的总量。根茎繁殖不仅会造成滇重楼种质退化，抗逆性下
降，而且会因营养体繁殖，滇重楼需求量加大，导致野生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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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滇重楼的组织培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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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通过滇重楼愈伤组织快速生长，获得有效活性成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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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实验未获得完满结果，最后认为：通过愈伤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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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重楼有效成分薯蓣皂苷和偏诺皂苷暂时还不可行［６］。
４结语
由此可见，推广滇重楼大面积引种驯化，是保护滇重楼
野生资源和保障名贵中成药质量的唯一可行途径，而发展滇
重楼的种植业，必需从滇重楼种子的繁育开始。所以，研究滇
重楼种胚发育、分化，成熟过程中种子生理生化种子内源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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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动态变化，探讨滇重楼种子的休眠机制，从而探索打破

对《中国药典》部分药名的考证与商榷
蔡永敏１，李成文２，邹

杰１

（１．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４；２．河南中医学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８）

《中国药典》（简称药典）是国家的药物标准，是科技名词定

至清代的本草即沿用《开宝本草》记载，以“白豆蔻”为正名，

名的重要依据。但作者在参加国家科技部基础专项资金立项项

如宋·苏颂《本草图经》［“，明·李明珍《本草纲目》［“、李中

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时经考证发现，２００５年版

梓《本草征要》［５］，清·汪昂《本草易读》［６］、吴仪洛《本草从

药典中部分中药名如“豆蔻”、“冬葵果”、“芥子”、“韭菜子，，［妇等

新》［７］、陈其瑞《本草撮要》［８３等。现代有关著作多沿用清代以

与古今大多文献记载不一致，且与现代科技名词的定名原则相

前本草记载以“自豆蔻”作为本药正名，如《中医大辞典》［９１

抵牾，同时也不利于Ｉ｜缶床应用。

《中药大辞典》［１０３《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１《中药

１

自豆蔻（药典名

豆蔻）

本药（姜科植物白豆蔻‘Ａｍｏｍｕｍ

学》［”１《中华本草》ｍ３《中药志》［１ｔ１等。只有《中药材手册》［１５］
ｋｒａｖａｎｈ Ｐｉｅｒｒｅ

ｅｘ

等少数著作与药典记载一致，以“豆蔻”作为本药正名。

Ｇａｇｎｅｐ．或爪哇自豆蔻Ａ．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ｍ Ｓｏｌａｎｄ．ｅｘ Ｍａｔｏｎ的

因此，作者认为本药以“白豆蔻”作为正名为宜。理由如

干燥成熟果实）始载于宋·刘翰《开宝本草》，并以“白豆蔻”

下：①古今著作均多以“白豆蔻”作为本药正名，说明“白豆

为正名。如《证类本草》［２３引《开宝本草》日：“白豆蔻，味辛，大

蔻”作为本药正名已成为共识。②“草豆蔻”古代本草也称“豆

温，无毒。主积冷气，止吐逆反胃，消谷下气。出伽古罗国，呼

蔻”。本药以“豆蔻”为正名，所指不明，概念不清，易造成混

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

淆；以“白豆蔻”为正名，便于与“草豆蔻”、“红豆蔻”等药物相

色，子作朵如葡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其后

区别，有利于临床应用。③古代方书（如《本草纲目》［４］引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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