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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拳参资源调查与质量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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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拳参资源状况，综合评价我国市场流通拳参质量，为企业生产筛选优质原料提供科

对拳参的分布、产量、采收加工情况等进行实地调查；对 18 批样品进行药材质量评价，从外

观性状、显微特征、水分含量、灰分含量、醇溶性浸出物含量及没食子酸含量等方面综合性考察其质量优劣。
结果

拳参在山东威海、日照这两个地方的使用历史和认识度较高，在吉林延吉的使用历史及认识度较低，

长期来源为野生，采收时间、加工方法未按药典进行；18 批样品不同品种间外观形状区别大、显微特征相似，
水分含量均符合药典标准，酸不溶性灰分含量最高为湖北黄冈 18.0%，醇溶性浸出物平均含量为 22.56%（>
15.0%），没食子酸符合药典规定的仅有 3 号湖北黄冈和 9 号安徽亳州。结论
亳州的质量符合《中国药典》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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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批拳参药材仅有 9 号安徽

没食子酸

文献标识码: A

拳参一名最早出现在宋·苏颂《图经本草》中，来

源 于 廖 科 植 物 拳 参（Polygonum bistorta L.）的 干 燥 根
[1]

别[13-14]。也有对多种来源拳参的外观性状、显微、内在
化学成分含量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难以综合性评价

茎 ，主要功效为清热解毒，消肿，止血；主治赤痢热

不同来源的拳参质量的优劣。拳参作为中药饮片的

泻，肺热咳嗽，痈肿瘰疬，口舌生疮，血热吐衄，痔疮出

配方药，又作为复方制剂的原料药，明析基源并且控

血，蛇虫咬伤等症。现代研究表明，拳参具有抗菌，抗

制质量极为重要。因此本研究对拳参主产区的资源

[2-4]

。近年来，拳参常作为

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参考《中国药典》对收集的拳参样

感冒灵退热颗粒、复方大青叶、速效止泻胶囊、蛇伤胶

品进行系统性的质量评价研究，揭示不同产地间药材

囊等制剂原料中使用的主要药材，但在前期采购回的

存在着质量差异，为拳参的药材资源的合理开发及临

原料药拳参中发现存在着质量问题。由于受历史、地

床应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借鉴。

氧化，抗炎，抗癌等药理作用

域或用药习惯等影响，各地中药材生长的地理气候环
境、采收加工方式等方面不同，造成中药材的外观性
状和化学成分不同或含量有明显差异，给临床正确规
范化应用中药材带来了困难[5-9]。拳参属拳参组的根
茎 外 观 形 状 功 效 相 似 ，同 属 植 物 拳 参（Polygonum
bistorta L.）和 珠 芽 蓼（Polygonum viviparum L.）在 一 些
地区混淆使用[10-12]。

目前针对拳参研究较多集中在复方中药制剂质
量标准与提高、拳参及其易混淆物之间的比较与鉴

1
1.1

材料与方法
样品材料

本次实验收集到拳参及其混淆品共计 18 个样品，

来源于安徽亳州、湖北黄冈、云南大理、贵州毕节、辽
宁铁岭、辽宁丹东、甘肃岷县、四川眉山、吉林延吉、甘

肃 宕 昌、山 东 威 海、山 东 日 照 12 个 地 区 。 信 息 来 源
见表 1。

经遵义医学院生药学教研室吴发明博士鉴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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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0 号 、11 号 、12 号 样 品 为 蓼 科 拳 参 属 珠 芽 蓼

（Polygonum viviparum L.）的干燥根茎，其它样品皆为
表1

样品信息来源

编号

产地

编号

1

安徽省亳州市

10

吉林省延吉市二道白河（珠芽蓼）

3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珠芽蓼）

12

吉林省延吉市二道白河（珠芽蓼）

5

贵州省毕节市

14

甘肃省宕昌县

7

辽宁省丹东市

16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市

9

安徽省亳州市

18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

2

1.2

蓼科拳参属拳参（Polygonum bistorta L.）的干燥根茎。

安徽省亳州市

4

云南省大理市

6

辽宁省铁岭市

8

四川省眉山市

伟业仪器有限公司），RATANKVN1 超纯水仪（上海乐

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gilent 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KQ-500DV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FA2004N 电子天平（上海菁海仪器有
限公司）

试剂：没食子酸对照品，乙醇（分析纯），甲醇（色
谱纯），实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1.3

吉林省延吉市二道白河（珠芽蓼）

13

甘肃省宕昌县

15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市

17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

醇溶性浸出物测定 精密称定供试品粉末 4 g，置

250 mL 的锥形瓶中，加入乙醇 100 mL，密塞，冷浸，时

时振摇 6 h，再静置 18 h，用干燥滤器迅速滤过，精密量
取续滤液 20 mL，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在水浴

上蒸干后，放置烘箱中 105℃干燥 3 h，置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迅速精密称定重量。以干燥品重量计算供试
品中醇溶性浸出物的含量（％）。
1.3.3

调查方法
对山东威海、日照和吉林延吉的拳参进行实地调

查，向当地药材公司及药农了解当地拳参的栽培历
史、产量、产销情况、加工方法等，并收集拳参样品、拍
照记录。
1.3.2

质量评价方法

参照 2015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拳参项下性状描

述、显微鉴定内容对拳参药材进行比较并拍照。

水分测定 取样品 2 g，平铺于干燥恒重的扁形称

量 瓶 中 ，厚 度 不 超 过 10 mm，精 密 称 定 ，开 启 瓶 盖 在
100-105℃干燥 5 小时，盖好瓶盖并移置干燥器中，放
冷 30 min，精密称定，再在上述温度干燥 1 h，放冷，称

重，至连续两次称重的差异不超过 5 mg 为止。根据减

定，加 30% 甲醇制成每 1 mL 含 20 μg 的溶液，即得。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 5 号筛）精密称

定 0.25 g，置 50 mL 具塞锥形瓶中，加入 30% 甲醇 25

mL，密塞，称定重量，浸泡 1 h，超声处理（功率 250W，
频率 45kHz）20 min，取出放冷，再称定重量，加 30% 甲
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色谱条件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流
动 相 为 0.05% 磷 酸 甲 醇 溶 液（A）—0.05% 磷 酸 溶 液

（B），梯度洗脱（表 2）；检测波长 272 nm，进样量为 20
μL，柱温：25 温。理论板数按没食子酸峰计算应不低
于 6000。

表2

少的重量，计算样品中含水量（％）。

总灰分测定 测定所用的供试品粉碎，过 2 号筛，

时间/min
0-7

均匀混合后，取样品粉末 2 g（精确至 0.01 g），置炽灼至

7-15

恒重的坩埚中，缓缓炽热，注意避免燃烧，至完全炭化
时，逐渐升高温度至 600℃，使完全灰化至恒重。根据
残渣重量，计算样品中总灰分的含量（％）。

没食子酸含量测定
对照品溶液制备 取没食子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

实验方法

1.3.1

2

11

仪器与试剂

仪器：KSW-6-16 高温电炉温度控制器（北京中兴

产地

15-20

2

梯度洗脱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5→18

95→82

10→5
18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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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源调查结果与分析
我国拳参分布较为广泛，在古本草中记载的有山

西（蒲州）、陕西（河西）及山东（淄州、冤句）、西藏（藏
地）。目前拳参除山东、东北量产之外，在其他省份亦

为丰富。
在对吉林延吉产拳参进行实地考察过程中，得知

拳参集中生长于二道白河地区，年产量约 6 吨，野生资
源。采收时间不固定，一般为随机采挖，采挖后清水

有分布。如江西、安徽、河南、内蒙等地均有分布，但

冲洗，自然晒干即可。在本次收集的样品中发现，东

产量均不大，未形成市场。珠芽蓼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北产“拳参”个体较小，侧根较多，通过原植物对比并

长江以北，分布极为广泛，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

且查阅《东北草本植物志》，认为其是蓼科蓼属拳参组

藏、青海、四川）、云贵高原（云南、贵州）和黄土高原
（甘肃、宁夏、青海、内蒙）以及东北地区，野生资源极

植物珠芽蓼（Polygonum viviparum L.）。珠芽蓼药材与
原植物图如图 1。

图 1 珠芽蓼根茎及原植物图（1. 吉林延吉产根茎，

行了产地资源考察工作，通过走访得知拳参在山东威

山东产拳参主要分布于威海市下的县级市文登

参在东北的使用历史及认识度较短，且在吉林延吉地

市及日照市周边地区，分布范围比较狭窄，年产量约

区拳参与珠芽蓼混淆使用。暂时未发现人工种植，市

2. 吉林产原植物）

12 吨，野生资源。采收时间不固定，随采随收，产地加

海、日照这两个地方的使用历史和认识时间较长，拳

场上流通的为野生资源。按照《中国药典》的要求，拳

工方式主要为阴干，通过摩擦撞击的形式去除须根，

参应春初发芽时或秋季茎叶将枯萎时采挖，除去泥

除去泥沙，晒干即得。

沙，晒干，去须根即得。实地调查的拳参产地中，都没

本次主要对山东威海、日照和吉林延吉产拳参进

有按照此标准进行，采挖时间随机，加工方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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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拳参药材及其切面性状（1. 山东产拳参药材，

2.5 cm。表面紫褐色或紫黑色，粗糙，一面隆起，一面

质量评价结果

根痕。质硬，断面浅棕红色或棕红色，维管束呈黄白

2. 山东产拳参切面）
2.2

2.2.1

性状显微鉴别

性状鉴别：
性状鉴别
：经检测，收集到的 18 份样品包括拳参

和珠芽蓼两个品种，不同产地拳参植物之间外观上无
明显区别，混淆品种珠芽蓼之间也无差异，但不同品
种之间差异较大。对比图如图 3。

卷弯曲，两端略尖，或一端渐细，长 6-13 cm，直径 1-

珠芽蓼性状：呈扁圆柱形或团块状，常弯曲成虾

状，长 2-5 cm，直径 0.3-1.5 cm；表面呈棕褐色,稍粗糙,
可见较密的环节及根痕；一面隆起，另一面较平坦或

断面平坦，灰棕色或紫红色；白色点状的维管束排列
成断续的环状。

珠芽蓼与拳参药材对比图（1. 珠芽蓼，2. 拳参）

显微鉴别：
显微鉴别
：18 个样品的显微特征相似。本品粉末

淡棕红色。木栓细胞多角形，含棕红色物。草酸钙簇

晶 甚 多 ，直 径 15-65 um。 具 缘 纹 孔 导 管 直 径 20-55

4

色点状，排列成环。

略具凹槽；有时先端具棕褐色叶鞘残基。质较硬，折

拳参性状：呈扁长条形或扁圆柱形，弯曲，有的对

图3

稍平坦或略具凹槽，全体密具粗环纹，有残留须根或

um，亦 有 网 纹 导 管 和 螺 纹 导 管 。 纤 维 长 梭 形 ，直 径

10-20 um，壁较厚，木化，孔沟明显。淀粉粒单粒椭圆
形、卵形或类圆形，直径 5-12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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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拳参显微特征（1. 草酸钙簇晶 2、5. 导管 4. 淀

粉粒 3. 横切面 6. 纵切面）
2.3

内在质量比较评价研究

15%），18 个样品仅除去 1，3，6 号样品未达到标准，其
他均符合。

没食子酸 HPLC 测定结果见图 5。18 批样品没食

表 3 为 18 个拳参样品的水分、灰分、浸出物以及

子酸的含量在 0.01%-0.18% 之间，根据 2015 版药典对

为 9.2%，最高为 13.5%，都符合 2015 版《中国药典》规

果显示仅有 3、9 号三个样品符合要求，其中 3 号湖北

没食子酸的含量测定结果。18 批样品水分含量最低
定（不得超过 15.0%）。

不同产地的拳参及其混淆品灰分含量在 4.4%-

18.0% 之间，其中 3 号湖北黄冈产拳参混淆品种珠芽

拳参没食子酸的含量规定为不得少于 0.12%，测定结

黄冈产拳参混淆品种珠芽蓼没食子含量在所有样品
种最高。
根据《中国药典》
（2015 版）中拳参的质量检测要

蓼最高为 18.0%，平均含量为 9.84%。

求，18 个样品中 9 号安徽亳州产拳参各指标均达到药

见，不同产地的拳参浸出物含量在 8.8-34.4% 之间，平

化学成分内在含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拳参样品中的浸出物含量进行测定，由表 3 可

均含量 22.56%（2015 版药典规定浸出物含量不得低于

溶液

典的要求。拳参的品种与产地的不同可能会对药材

图 5 没食子酸 HPLC 图谱 A. 对照品溶液；B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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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拳参及珠芽蓼的水分、灰分、浸出物和没食子酸含量

测定结果

掺杂有泥土、沙石等无机杂质，可能是加工方法中存

样品编号

水分含量/%

灰分含量/%

1

10.4

15.8

3

9.8

18.0

13.5

11.1

7

12.4

11.5

9

12.8

2
4
5
6
8
10
11
12
13
14

12.5
12.9

9.2

11.8

10.3

17

11.2

18

9.6

12.7

8.8

0.06

分，测定结果中拳参没食子酸含量符合规定的样品量

11.9

0.18

18.9

17.9
4.4
6.4

6.8

9.7

在缺陷。另外，没食子酸含量是拳参的主要有效成

含量/%

8.9

11.6
11.0

没食子酸

量/%
17.5

10.9

13.2

浸出物含

9.4

13.0

15
16

3

质，若总灰分含量超过含量限定范围，说明生药可能

10.2

9.4
8.1
6.5
7.3
7.1
8.4

17.4
11.7
20.9
23.6
23.2
22.8
20.3
34.5
31.7
26.4

0.11
0.02
0.06
0.04
0.11
0.07
0.13
0.07

药典标准，即 9 号安徽亳州产的拳参质量符合药典标

准，其余产地的没食子酸的含量甚至和药典要求相差
甚远，可能与拳参的采收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结
合调研情况及质量分析情况，初步选定安徽亳州产的
拳参作为主要采购货源。
通过本次对拳参产地的实地调查，初步掌握了调
查地区的拳参资源概况。拳参作为一个冷僻药材的

0.03

认知程度有限，地方习用混淆品种的混用情况严重，

0.05

品种，市场对其认知程度比较差，民间中药材的基源

0.05

对易混淆的品种珠芽蓼与原药材进行各方面的对比

0.052

31.3

0.041

27.9

显示，前期采购和收集的 18 个拳参样品仅有一个满足

0.01

30.3
29.1

极少。综合分析国内各个产地拳参的质量评价结果

0.047
0.039

分析，可作为药材正确规范化辨析的参考，促进拳参
的药材的流通和正确使用。经调查拳参目前均为野
生资源明显的不足，同时产量的锐减速度非常快，大
量的拳参无序乱挖情况极为严重，资源量存在着十分
严峻的压力。为保证资源的有效可持续利用，合理的

讨论与结论
对样品内在含量分析，所测样品中灰分含量大部

处理好利用和保护的关系极为重要，可试探性研究拳
参的人工栽培种植，推广规范化种植技术，确立合理

分超过标准范围。生药中的灰分，指生药经过灰化后

的采收时间、加工方式，从而保证拳参原药材质量的

遗留的不挥发的无机盐和粘附在生药表面的泥沙杂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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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Resource Investigate and Evaluation of Polygonum Bistorta L Quality

Wang Daoqing1 ，Yin Tao1 ，Han Zhangbin2 ，Shi Wanyin3 ，Yang Yuejun3 ，Liu Yuancai1 ，Chen Qiyao2 ，Xu
Mengling1
(1.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and Safe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Food, Hubei Province, Daye 435100,
China；2. Hub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Huangshi
435000, China；3.Jinpai Biomedical Co., Ltd., Huangshi 43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master the status of Polygonum bistorta resource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market circulation,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s. Methods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distribution, yield and harvesting processing of Polygonum bistorta.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was evaluated for 18 batches of samples, from appearance traits,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moisture content, ash content, alcohol soluble extract content and gallic acid. The quality of the content
was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Results The use history and recognition of Polygonum bistorta produced in Weihai and
Rizhao of Shandong Province was high. The history and awareness of use in Jilin Yanji was low. The long-term source

was wild. The harvesting time and processing methods we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harmacopoeia. 18 batches of
samples had different appearance shapes and similar microscopic features among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the water

content wa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harmacopoeia standards. The highest acid in soluble ash content was 18.0% in

Hubei Huanggang, and the average content of alcohol soluble extract was 22.56% (>15.0%). Only No. 3 Hubei
Huanggang and No. 9 Anhui Bozhou met the Pharmacopoeia regulations in the gallic acid content.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18 batches of Polygonum bistorta medicinal materials i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Keywords: Polygonum Bistorta, Resource investigate, Quality evaluation, Gallic aci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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