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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地药材以“货真质优效佳”为标志，是中医药的精髓，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葩。道地药材的研究关系

到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道地药材研究者在道地药材理论、道地药材评价等方面

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本文首次对道地药材基本理论，包括环境生态论、品种延续与产地变异论、持续利用理

论和生态型理论进行梳理、归纳与提炼，重点对生态型创新理论及现代实践进行阐述，并对生物科技引领下道地药

材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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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是中药学和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道地药材在长期的临床、生产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独有的中医药特色，产生了多

种本草医药专著。道地药材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

思想、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及医疗的影响，有着

独特的发展经历和内在规律。本文首次对道地药材

研究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和提炼，对道地药材研究的

发展战略和思路进行论述。

1 道地药材研究基本理论

中药道地药材理论根据历史进程可分为环境生

态论、品种延续与产地变迁论、持续利用理论及生

态型理论等 4 种学术流派(见表 1)。

1. 1 环境生态论

道地药材的古典学术思想萌发始于秦汉( 公元

200 年)时期，《神农本草经》是代表性著作，该书

是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成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首次记载了药物生长环境，即提出药物的功用与其

生长环境有关。如款冬生长在山谷，大黄生长在河

西，藜芦生长在太山等。指出 “采造时月、生熟、
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即中药的产

地、采收、贮存是影响药材质量和临床疗效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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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道地药材研究的四种基本理论

理论 代表人物 代表性著作 形成年代 学术思想

环境生态论 古代:
神农氏、陶弘景
孙思邈、李时珍等

古代:
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千金翼方、新
修本草、本草纲目

秦汉-明清
(公元 200-1911 年)

近代:
胡世林、谢宗万

近代:
中国道地药材、中国道地药材图说

20 世纪
80-90 年代

天药人合一
朴素生境观

品种延续与
产地变迁论

谢宗万 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 20 世纪
80 年代

“择优而立”准则，道地产区时
有变迁

持续利用理论 陈士林、肖培根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导论 21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初

道地药材合理利用与持续发展的
平衡

生态型理论 陈士林、肖小河 道地药材与生态型的相关性，中草药，
1987，12: 40-43
中药材生态变异的学术探讨，中草药，
2012，43(7): 1249-1258
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

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初

生态型是道地药材形成的生物学
实质; 道地生态整体观

素。首先对很多药材从药名上给予道地色彩，如巴

豆、巴戟天、蜀椒、蜀漆、秦艽、秦皮、吴茱萸、
阿胶 等。南 北 朝 梁 代 陶 弘 景 在 《神 农 本 草 经 集

注》［1］明确指出: “诸药所生，皆有境界……江东以

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
是道地药材概念的最早雏形。唐代孙思邈在 《千金

翼方》始用“道”描述产地，在 “药出州土篇”专

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地产药材，这是当时有关药材

分布最全面的记载，也是道地药材这一名称产生的

主要依据。并在 《备急千金要方》云: “古之医者

……，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为指导临床

大夫用药提供科学依据。唐代 《新修本草》序云:

“动植形成，因方舛性，春秋节变，干气殊功。离其

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贞观元年，政府根据自然

形势，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内、河东、河北、山南、
淮南、江南、陇右、剑南、岭南十道。宋代医药学

家寇宗奭在《本草衍义》曰: “凡用药必须择土地

所宜者，用药力具，用之有据”。金代李杲 《用药

法象》云: “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失其地，

则性味少异”。道地药材理论的雏形在秦汉唐宋元时

期已初步形成。
道地药材的古典学术思想在明清 ( 公元 1505-

1911 年)时期进一步发展。“道地”作为专有名词首

次出现在本草学著作中是明代太医刘文泰的 《本草

品汇精要》(1505 年)，在很多产地项下都标明了道

地产区，如 附 子 载 “道 地 梓 州 蜀 中”、千 金 子 载

“道地 广 州”等。之 后 “道 地 药 材”一 词 首 现 于

《牡丹亭·药》(1598 年)。可见道地药材在这一时期

进入快速发展期，其概念在明代已驱成熟，并在民

间广为流传和运用。明代陈嘉谟在 《本草蒙筌》描

述: “地产南北相殊，药力大小悬隔…凡诸草木、昆

虫，各有相宜产地，气味功力，自异寻常。地胜药

灵，视斯益信”。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2］对药材的

产地和质量的论述比较详细。清代对道地药材的研

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有多种本草学专著问世，

汪昂在《本草备要》云: 药品稍者，必详其地道形

色。清代徐 大 椿 《医 学 源 流 论》云: 古 方 所 用 之

药，当时效验显著，而今依方施用，意有应与不应，

其故何哉? 一则地气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

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

种地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指出因产地改变，已

非道地药材，故效力差了。说明道地药材之性质疗

效与产地有关。自明清以后全国各地具地方特色的

道地药材名称，如川乌、阿胶、怀地黄、辽细辛等

相继出现，成为药材货真质优的代名词。
道地药材理论的萌发、形成与发展贯穿了以下

重要本草学著作: 《神农本草经》→ 《本草经集注》
→《千金翼方》→《千金要方》→《新修本草》→
《证类本 草》→ 《本 草 衍 义》→ 《图 经 本 草》→
《用药法象》→ 《本草品汇精要》→ 《本草纲目》
→《农政全书》→ 《本草问答》→ 《药物出产辩》
等(见图 1)。这一系列本草专著一脉相承，对道地

药材内在质量的形成与其产地和生态环境的相关性

多有论述。阐明药材是以产地为本，产地决定了药

材的性状，进而决定药材的药效，人类只有顺应自

然规律才能够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即阴阳、五行、
天药相应、天人合一，该学术思想概括了生物与自

然界的有机统一，凸显天药人合一古代朴素生境观。
中国古朴的哲学思想贯穿道地药材理论，并注重生

态学观点，与现代生态学基本观点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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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道地药材环境生态论的发展史

20 世纪 80 年代，胡世林和谢宗万先生为代表的

环境生态论秉承了古人的 “天药人合一”思想。胡

世林先生编著道地药材专著 《中国道地药材》［3］、
《中国道地药材图说》［4］，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提出

狭义中药材道地性: 同一物种由于生态环境差别极

大，或因物种的性别、年龄、栽培、生理病理、生

长阶段、或因加工技术使得该物种所形成的药材质

量发生了真伪优劣的变化。认为道地药材的发现和

确立过程，实质是对生物多样性的选择性应用过

程［5］。谢宗万先生［6］进而阐明了道地药材的成因，

即在一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中，生产较为集中，

栽培、采收加工技术较独特的药材，在其他地区所

产者品质佳、疗效好。古代朴素生境观是道地药材

近代环境生态论的理论基础，环境生态论可以有效

解释并指导道地药材实践。

1. 2 品种延续与产地变迁论

品种延续与产地变迁是道地药材的一个重要特

点，品种延续与产地变迁论以谢宗万先生为代表［7］。
中药品种延续是指中药由于其确切疗效及很高的安

全性，其品种代代相传，历经千年至今仍延续不衰，

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如人参、黄芪、当归等。产地

变迁是指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与中医药学进展，

当发现了比原有道地药材更为质优效佳时，就产生

最新的道地产区，发生了道地产区的变迁。道地药

材是历史延续的产物，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

无数次生产实践形成的具有人为的和主观色彩。大

多数药材的道地产区都经过一定变迁，导致产地变

迁的原因主要是人文的外因，可分以下六点: ①产

地加工繁琐。如怀菊花的产地加工一般采取花大部

分开放后收割，倒挂木架上阴干，再剪下花朵。该

方法造成了易散瓣，产量低，以致种植面积减少［8］。
200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删除怀菊花。
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呈现由沿海向内陆边远山

区发展趋势，经济较发达产区的市场主导地位不断

削弱，如浙江的延胡索转至较为贫困的陕西，四川

平原地区江油的附子向山区安县转移。又如在宋代，

白术的药用价值受到重视，人们首先就近开发野生

资源，浙江、安徽等地的资源得以利用。随着资源

的不断开采，利用区域扩大到幕阜山区［9］。③新产

区的发现。因原产区产量少或因过度开采使得原产

地资源枯竭导致产区转移等。如内蒙古产肉苁蓉资

源已 近 枯 竭，现 市 场 上 主 要 用 新 疆 产 管 花 肉 苁

蓉［10］; ④环境气候的变化。如“四大怀药”并非一

开始就在河南，而是适者生存与人工选择的产物。
如魏晋时代咸阳产地黄最佳，到明代怀庆府产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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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11］。近年来报道山西运城、临汾等地黄的产量、
质量都不亚于怀地黄，已成为新兴道地产区，可能

与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关。⑤异地引种。补骨脂由国

外引进后，逐步在四川、河南形成道地产区; 水飞

蓟原产欧洲，在黑龙江省北部每年种植数千公顷以

上。国内异地引种也改变并产生不少的道地产区，

如从宁夏引进而主产于天津的津枸杞、从浙江象山

引进主产于鄞州及磐安等地的浙贝、从广西引进云

南文山的三七等。⑥政治经济背景变化。宋代前，

医药的兴盛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及南边地区，明清

以后政治中心北移，文化及医药也随之扩散，出现

了一系列新的道地产区。如史载人参以上党为最佳，

后来上党不再产人参，道地产区变为东北地区。
道地药材产地变迁也涉及基原品种的改变。宋

代前及其以后的正品细辛应该是华细辛，仅梁代本

草和部分明清本草认为东北产细辛亦为质优的细

辛［12］; 古代五加生山东省荷泽、江淮、汉中及其所

处的秦巴山区，与现在刺五加基原品种可能存在不

同; 通过资源普查和开发，在新疆发现了比原有紫

草药材更优质的新疆紫草等等。另道地药材也呈现

出从野生品种到栽培品种的变迁。古代人们起初利

用野生资源，后来随着野生资源的逐渐减少，在道

地产区的引种驯化应运而生。如人们最初利用浙江、
安徽等地的白术野生资源，在明清时期歙术、于术

等道地药材已经形成，后来栽培区域扩大到幕阜山

区，江西、湖南等地也相继引种，扩大栽培，逐步

发展为主产区。道地药材产地时有变迁，其形成有

其绝对性和相对性，质量和产量是道地药材的核心，

纵观整体中药产区的变化，道地产区的变化基本上

是产量变化在起主导作用。要正确处理好产量和质

量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道地药材产地的变迁。

1. 3 持续利用理论

持续利用理论以陈士林、肖培根为代表。可持

续利用是要求在道地药材致力于追求发展过程中，

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持久平衡，使发展不破坏生

态环境，不损害未来利益，从而使经济社会得到持

续协同发展，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由于

长期以来对合理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认识不足，使

一些地区对野生药材资源进行了掠夺性开发，造成

中药资源急剧下降和枯竭，致使许多种类趋于衰退

和灭绝。如冬虫夏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野生蕴

藏量约 400 t，但目前冬虫夏草天然资源已濒于灭

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绿色浪潮回归，中药材的

需求量将持续增加，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地

位日益凸显。进入新世纪，国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

战略，并制定了 《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2002 ～
2010)指出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重点任务: ①
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保护中药种质和遗传资源; ②
建立中药数据库和种质资源库，保存中药材种质资

源; ③加强中药材野生变家种家养的研究; ④加强

中药材新品种培育，开展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替代

品研究，确保中药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也深入开展。陈士林和肖培根主编的 《中药资

源可持续利用导论》是该时期的重要论著［13］。重点

阐述了中药资源调查、区划布局、引种驯化、栽培

生产、合理利用等，提出了可持续利用模式及战略，

并首次提出野生抚育的概念［14］，并在川贝母、人

参、茅苍 术、益 智 等 十 几 种 道 地 药 材 中 成 功 实

践［15］。该理论的提出，极大促进了道地药材的规范

化种植栽培技术和野生抚育技术，催生了板蓝根、
夏枯草等一大批 GAP 规范化种植基地及川贝母、秦

艽等道地药材野生抚育基地，直接推动了第四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的实施。

1. 4 生态型理论

1. 4. 1 理论 生态型理论以陈士林、肖小河为代表。
1987 年，陈士林课题组提出 “生态型是道地药材形

成的生物学本质”的科学假说，从生物学角度对道

地药材形成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论述［12］。认为我国复

杂多样的气候地理生态条件，形成了特有的多道地、
多产区现象，即中药材生态型的多样性。单从自然

因素分析，中药材生态变异与生态型的分化和形成

是物种种内对不同环境生态条件长期适应与自然选

择，在形态、生理、生化上表现出差异的结果。该

种内变异是中药材品质优劣和疗效差异的实质，认

为居群变异与环境适应是道地药材形成的生态学机

制。生态宗、生态型、地方宗、地理宗等是道地药

材形成的生物学实质。2012 年，撰文对中药材生态

型进行了气候生态型、地理生态型、群落生态型、
化学生态型、品种生态型五类划分［16］，丰富并完善

生态型创新理论。该理论立足于道地生态整体观角

度，在解析道地药材的成因，道地产地溯源，道地

药材生态产地适应性及道地品质评估等方面具有重

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
1. 4. 2 基于遗传-化学-生态特征的道地药材研究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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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实践 在几十年道地药材实践及生态型理论研

究的基础上，陈士林课题组总结并创新性提出道地

药材研究新体系: 集遗传 － 化学 － 生态特征于一体

的道地药材研究体系( 见图 2)，即应用结合遗传分

析技术、化学分析技术和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应性分

析技术(TCMGIS)，综合评价道地药材的新体系，为

道地药材的现代研究提供新技术和新方法，同时为

道地药材基因生态型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该体系

成功应用在肉苁蓉、西洋参、人参、黄芪等大宗道

地药材［17-20］，并实现对道地药材及其不同产区的鉴

别溯源与道地性评价。

图 2 遗传—化学—生态特征相结合的

道地药材研究体系

在遗传分析方面，DNA 条形码技术是目前影响

较大、应用较广泛的基于序列分析的 DNA 鉴定技

术。是指利用基因组中一段公认标准的、相对较短

的 DNA 片段作为物种标记而建立的一种新的生物鉴

定方法［21］。与其他分子鉴定方法相比，DNA 条形码

鉴定具有鉴定结果可重复、通用性强、可构建统一

鉴定平台及易于推广等优势。中药材 DNA 条形码分

子鉴定指导原则已获准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并建立了中药材 DNA 条形码鉴定数据库和网

站，为 DNA 条形码技术应用于道地药材原药材、粉

末、颗粒饮片鉴定以及形成中药材鉴定统一的国际

标准提供技术支撑。已成功应用该技术发现了道地

药材肉苁蓉新疆与内蒙古 2 个主产地的地理分子标

记 psbA-trnH 序列。通过比对分析发现，肉苁蓉 2 个

产地间序列位点存在差异，新疆产肉苁蓉在 191 位

点为 G，内蒙古产则为 A。NJ tree 分析表明，肉苁

蓉两个产地分为两支［17］。该技术需要建立标准数据

库，以便于大范围推广与应用。
在化学分析方面，色谱技术是中药化学成分分

离分析及中药质量评价和控制的核心技术。目前以

HPLC 为代表的高效色谱技术逐渐成为中药鉴定的主

要技术，此外还有气相色谱法(GC)和高效毛细管电

泳(HPCE)等。基于分子及化学成分特征的中药材肉

苁蓉生态型研究，UPLC-QTOF /MS 分析表明，内蒙

古与新疆产肉苁蓉明显不同，2’-乙酰毛蕊花糖苷

可作为区分两大产地肉苁蓉的指标成分［17］。自动顶

空固相微萃取结合 GC-MS 的分析方法检测用于分析

当归挥发性成分，结果显示此方法能鉴别道地产区

与其他产区当归［22］。基于 UPLC-PDA-QTOF-MS 的

茯苓三萜成分检测的方法，表明不同产地的茯苓样

品三萜成分的种类和含量有很大差别，并提供产地

追踪标志化合物［23］。
在生态特征方面，以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应性分

析技术(TCMGIS) 为关键技术，建立了道地药材产

地生态特征平台。该分析平台可以厘定道地药材原

产地生境特征，对药材产地的生境相似度比较，能

快速对中药材产地适宜性进行定量化、空间化、可

视化及多元统计分析。基于化学成分及生态特征的

中国产西洋参生态型研究表明中国产西洋参可分为

人参皂苷 Rb1-Re 山海关外型和 Rg2-Rd 山海关内

型两大化学生态型; 在气候特征上亦相应存在山海

关内与山海关外两种生态型，揭示西洋参的化学生

态型的形成及分化与其所在气候地理环境变异相

关。对西洋参、人参进行品质特征、生态特征及

相关研究，发现温度是影响人参皂苷富集的关键

生态因子，适度低温有利于人参皂苷富集［24］。如

对黄花蒿分 布 区 系 的 气 候 等 生 态 环 境 开 展 研 究，

并对道地产区气候特征进行分析、预测，结果表

明武陵 山 区 为 高 含 量 青 蒿 素 的 黄 花 蒿 的 主 要 区

域，活动积温、湿度、年 降 水 量、日 照、与 青 蒿

素 含 量 相 关 程 度 高［25］。此 外， 对 青 蒿［26］、锁

阳［27］、甘草和人参等的生态适宜性及等级区划进

行了示范研究。完成了 200 余种中国道地药材的

产地适宜性数值区划，出版了 《中国药材产地生

态适宜性数值区划》［28］。

2 道地药材研究展望

道地药材是中医防病治病的有效武器，在 “回

归自然”的国际传统医药热中更是备受青睐，同时

道地药材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纵观道地药

材的演变进程，从古代朴素的 “天药人合一”的学

术思想到现代生态型创新理论等多个学术流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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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性状鉴别到现代分子生物学分析，从野生栽

培到 GAP 规范化生产，从原始野生到分子育种，都

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丰富并发展了道

地药材。当前，我国道地药材研究在理论、概念、
特征、成因、品质评价、种植栽培与采收加工等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道地药材本身的复杂性

和客观性以及研究思路和技术水平的局限，道地药

材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如品种混乱、缺乏道地药材

质量标准、产地加工不规范等。笔者认为，今后道

地药材的成因、品质评价、种植栽培与采收加工等

研究领域需融入多学科交叉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结

合应用生物统计方法与化学分析方法等科学地评价

道地药材品质，使道地药材由以文字定性描述为主，

过渡到定量研究。将数量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多

变量分析手段结合，对道地药材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在居群水平上研究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揭示道

地药材的品质特征和生物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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