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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药研究·

俄罗斯植物药的名称特点
张文彭

杨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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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俄国的植物药专著与医疗保健书籍记载的草药处方应用的植物药名称，具有来源清楚、
药用部位明确、表明植物药特征、说明传统药用植物品种归属与植物药的传统功效等特点。其可为中药
名称的规范化、探讨俄国植物药药用部位与中药的异同提供参考，为我国开发药用植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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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me of herbal medicine of herbal prescription recorded in Russia’s medical, health care
and herbal monographs and books has characteristics of clear source, definite medicinal parts, clear features of
herbal medicine, demonstrating species and traditional actions, etc. This could offer reference to the standardization
for the na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edicine,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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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良
好的植被提示其具有丰富的草药资源。以植物药
作为主要治疗方法之一的传统医药学早已引起俄
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在俄罗斯的药科大学设有专
门的植物药教研室，开设植物药课程。自 50 年代
以来，已出版了多种有关植物药的专著。俄国人
早就有应用当地草药治病的习惯。在前苏联时期，
各城市的药店就少量出售当地草药制剂供顾客选
用。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俄全面转向市场
经济，许多俄国公司开始研制生产各种草药制剂
经注册批准后在药店出售。本文对俄国的植物药
专著与医疗保健书籍记载的草药处方应用的植物
［
］
药名称特点进行分析探讨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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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反映植物药生长方式与来源特征：在俄罗斯
的植物药名称中，常在定语中明确表明植物药的
生长方式及来源特征。如野生木贼草、人工种植
大蒜头、人工种植亚麻籽、人工种植芫荽果实等
植物药名称，均以野生与人工种植不同的生长方
式、来源特征作为植物药命名的定语。
1.2 药用部位作为植物药名称的组成部分：一般
均以明确的植物药的药用部位作为名称的组成部
分，如药用蜜蜂花叶、茴香果实、五月草玉玲花、
黑果花楸果实、茴芹果实（籽）、松树胚芽、款冬
叶、千叶蓍草、柳树皮、悬钩子果实、牛至草、
刺柏果实、欧洲越橘果实、荠菜草、稠李果实、
藏茴香果实、糙叶酸模根茎、菊苣根、艾菊花等。
1.3 反映植物药的颜色特点：植物药名称中常在
定语中明确表明植物药的颜色，如灰色赤杨复果、
血红色山楂花、白槲寄生全草、三色堇菜草等。
1.4 表明植物药的生长特征：以生长特征作为植
物药名称的组成部分，是俄罗斯植物药名称的又
一特点。如爬行的百里香草、高的旋复花根、下
垂的桦树叶、直立委陵菜根茎等。
1.5 反映植物药的形态特点：许多俄罗斯的植物
药名称，在定语中明确表明植物药的形态特点。如
三深裂的鬼针草、有空隙的金丝桃草、大的车前叶、
小叶椴树花、狭叶柳兰叶、无毛叶的甘草根、易折
断的鼠李皮、三叶睡菜叶、厚叶岩白菜根茎等。
1.6 反映植物药的气味特点：有的俄罗斯植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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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以某些植物药特有的气味作为定语说明其
特点，如香土茴果实等。
1.7 表明植物药的自然产地：在名称中明确的表
明植物药的自然产地，是部分俄罗斯植物药名称
的又一特点。如沼泽喇叭茶草（矶踯躅，达斡尔
杜鹃花）、砂岩腊菊花、沼泽鼠麴草、山上的山金
车花、森林的草莓果实、沼泽白菖蒲根茎等。
1.8 注明植物药的采集时间：植物药名称中，有
的还明确表明植物药的采集时间。如五月的野蔷薇
果实、五月的白屈菜草（大的白屈菜草）、五月的
草玉玲（铃兰）花、五月的野蔷薇果实等。
1.9 明确植物药品种的科属：有的植物药名称还
明确表明植物药的科属，如胡椒薄荷叶等。
1.10 表明植物的雌雄属性特点：有的明确表明植
物药的雌雄属性特征，如雌雄异株的荨麻叶等。
1.11 注明属于传统药用植物：有的明确表明该植
物药属于传统药用植物。如药用蜀葵根、药房用
的洋甘菊花、药用金盏花、药用缬草根、药用的
草木犀草、药用报春花根、药用地榆根、药用蒲
公英根、药用当归根等等。
1.12 表明植物药的传统功效特点：植物药名称，
有的明确表明该植物药传统治疗功效特点，如治
疗心脏病的益母草、利泻的鼠李叶等。
2 俄罗斯植物药的名称特点分析
2.1 植物药来源明确：相当一部分植物药的自然
产地、采集时间、来源表示明确。这不仅可了解
植物药的产地自然环境特征，且提示该采集时间
与植物药在俄罗斯自然环境的生长周期、植物药
发挥药效的最佳采集季节相关。俄罗斯地缘广阔、
植物资源丰富、人口密度低，即使现在大部分植
物药均为野生品种，为数不多的人工种植品种还
是在植物药的名称中冠以相应的定语以明确来
源，如人工种植亚麻籽、人工种植芫荽果实等。
2.2 药用部位明确：大部分植物药的药用部位明
确，花、叶、根、茎、胚芽、果实或全草一清二
楚。无论是阅读文献还是临床应用，医师、药师、
患者都明确了解所用的是植物药的哪个部位。
2.3 植物药特征明确：许多植物药都以其特征作
为名称的定语，如血红色山楂花、三色堇菜草等
均以颜色作为植物药特征；下垂的桦树叶、直立
委陵菜根茎等则以生长形态作为植物药特征；小
叶椴树花、狭叶柳兰叶等均以植物形态作为特征；
香土茴果实以气味作为植物药特征；雌雄异株的

荨麻叶则以植物雌雄属性作为特征。类似的例子
还可举出很多。
2.4 传统药用植物与植物药的传统功效：如药用
金盏花、药用缬草根、药用草木犀草、药用报春
花根、药用地榆根等冠以药用的植物药，均属于
俄罗斯传统药用植物。治疗心脏病的益母草、利
泻的鼠李叶等则以传统功效作为植物药名称的组
成部分。通过植物药的名称可清楚了解俄罗斯传
统药用植物品种与植物药的传统功效。
3 了解俄罗斯常用植物药名称特点的意义
3.1 为中药名称的规范化提供参考：中药使用历
史悠久、品种广杂，使药名、剂量的使用存在较
大的灵活性，以致处方中常发生药物名称使用不
［ ］
规范现象 6 。中药材具有种类繁多、一物多名、
异物同名等问题。中药材正品的确立和药材正名
的规范化就成为中药现代化、走向世界必需解决
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规范化的中药材名称，只
能有一个正名，总原则是“一物一名”。中药材名
称最好能反映该药在某一方面的特点。药材性状
［ ］
的明显特征，可在名称中有所体现 7 。俄罗斯草
药处方植物药名称中体现出的植物药来源明确、
药用部位明确、植物药特征明确等特点，可为中
药名称的规范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3.2 探讨俄国植物药药用部位与中药的异同：①
药用部位与中药相同：药用当归根、药用地榆根、
药用蜀葵根等俄罗斯植物药的药用部位与中药的
药用部位基本相同。②药用部位与中药不同：俄
罗斯植物药中，有的药用部位与中药不同。如中
药蒲公英的药用部位是带根全草，俄罗斯植物药
以蒲公英根作为药用部位；中药山楂的药用部位
是成熟的果实，俄罗斯植物药则以血红色山楂花
作为药用部位；中药荨麻的药用部位是全草，俄
罗斯植物药以雌雄异株的荨麻叶作为药用部位。
［ ］
在《本草纲目》8 已有记载的中草药金盏草的药用
部位是全草及花，俄罗斯药用金盏花的药用部位
［ ］
“主寒
是花；鼠李早在《神农本草经》9 已有记载：
［10］
热，瘰疬疮”，其药用部位《中药大辞典》 记载
是鼠李果实、鼠李皮、鼠李根，俄罗斯植物药利
泻的鼠李叶则以叶作为药用部位；中草药报春花
分布于西藏、内蒙古、新疆，其药用部位是花，
俄罗斯药用报春花的药用部位是根；中草药母菊
（即洋甘菊）的药用部位是花和全草，俄罗斯药
房用的是洋甘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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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为我国开发药用植物提供启示：了解俄罗斯
草药处方常用植物药可为我国开发药用植物提供
启示。①有的植物药在我国有分布，但至今尚未
充分开发利用。据笔者了解，目前在俄罗斯传统
植物药市场及俄罗斯民间已经应用多年的某些植
物药至今在我国文献中尚少有记载。如稠李作为
［ ］
耐寒植物在我国北方亦有分布 11 ，但主要作为
绿化树种，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有食用稠李果实
的报道，而在俄罗斯民间应用稠李果实治疗疾病
已有多年的历史，至今在我国还未被开发，仅东
［
］
北个别地区以保健品进行开发 12-14 。据报道，鉴
于稠李作为一种果实作物所具有的食用及药用价
值，俄国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中央植物园已培育
出世界上新种稠李，能耐寒高产、产量稳定。果
实单颗 0.8～1 g，黑色、酸甜型，略有涩味，爽口，
多用途，可生吃也可制成各种食品。新品种稠李
已在新西伯利及鄂木斯克州推广。②引进俄罗斯
植物药品种可为我国提供新的药用资源：俄罗斯
植物资源丰富，了解俄罗斯草药处方常用植物药，
可能为我国引进俄罗斯植物药品种提供参考，如
原产于欧美的黑果花楸果实及其提取物具有抗氧
［
］
化、抗炎、抗肿瘤、降血糖等生物学活性 15-16 ，
是食、药两用植物，我国在 10 年前曾从美国引种
黑果腺肋花楸。而俄罗斯民间用黑果花楸果实进
行食疗或作为传统植物药应用十分普遍，俄罗斯
黑果花楸具有良好的抗寒性，可能更易适应我国
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③探讨我国中草药新的药
用部位：山楂果实作为药物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
但对山楂花、叶入药，国内仅有山楂叶有效成分
［ ］
的药理研究报道 17 。自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及
［ ］
某些西欧国家，允许用山植叶、花作为药物原料 18 。
［ ］
曾有报道 19 ，前苏联学者对空气干燥的山楂花和
叶（5 月 26 日开花初期采摘）、果实（9 月 15 日
果实完熟期采摘）中氨基酸成分进行定性及定量
分析表明，花中总氨基酸含量最高（62.3 微克分
子/kg绝对干燥原料），其次是叶中（22.8 微克分
子/kg），果实中含量最低（6.3 微克分子/kg）。花
中谷氨酸含量最高，达氨基酸总量的 9.2%（4.8
微克分子/kg），比叶中高 2.7 倍，比果实中高 15
倍。山楂花的谷氨酸、蛋氨酸、白氨酸、苏氨酸
的含量比山楂叶和果实高。在俄国山楂花的服用
方法有开水冲泡代茶饮用、用 70%酒精浸泡制成
［ ］
酊剂服用、与其他植物药配伍组成复方应用等 1 。
山楂花用于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可能具有改善心

肌功能、调节脂代谢等作用，在每年山楂开花初
期结合疏花将其搜集，可能成为治疗心血管疾病
有前途的植物药来源。
结语
俄罗斯草药处方所应用的植物药名称，具有
自然产地、采集时间、来源明确，植物药的药用
部位清楚，植物药特征、传统药用植物品种与植
物药的传统功效表述明确等特点。了解这些特点，
可为中药名称的规范化提供借鉴和参考，亦可为
探讨俄国植物药药用部位与中药的异同提供依据
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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