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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学实验指导 

 

实验一    校内药用植物的识别和鉴定（3 学时） 

 

实验目的：1、踏查校内植物种类、生境分布特点；发掘校内药用植物。 

          2、使用植物志查询未知植物，并制作校内植物标本。 

实验材料：天津植物志； 

          台纸、宣纸、针线、乳胶、手术刀（用于制作腊叶标本）； 

          打印表格 20 份（见附表 1） 

实验方法：利用天津植物志以组为单位（每组 5 人），对校内植物种类进行踏查，并通过植 

          物志对校内未知植物资源进行查询，并制作植物标本（以班为单位，每个班制作 

          2 套植物标本）。 

 

实验二    群落最小面积的计算 

 

实验目的：根据所研究的种群类型和特点确定样方的最小面积 

实验材料：GPS 仪 

实验方法：通过绘制“种—面积曲线”来确定最小面积的大小。 

          具体方法：逐渐扩大样方面积，随着样方面积的增大，样方内植物种类也增加，                

          但当种类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曲线则有明显变缓的趋势，即随着样方面积的增加， 

          新物种增加已经很少。通常把曲线陡度开始变缓时对应的面积称为最小面积。 

          组成生物群落的种类越丰富，其最小面积越大。例如我国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最 

          小面积为 2500 平方米，北方针叶林为 400 平方米，落叶阔叶林为 100 平方米， 

          草原为 1~4 平方米。 

 

实验三    植物群落的资源调查（6 学时） 

 

实验目的：1、按照植物群落分类原则，分析植物群落类型。 

          2、分析群落组成与结构。 

          3、分析该群落中选定的药用植物在群落中的地位，并测定其密度、盖度、多度、  

             频度、年龄结构、株高、胸径、鲜重等指标。 

          4、测定群落的最小面积。 

          5、分析群落土壤特征（分析土壤温度、光照、pH、湿度）。 

实验材料：样绳、皮尺、GPS 仪、电子数显游标卡尺、电子手提秤、铲子、 

          剪枝剪 、便携式土壤分析仪（测定土壤 pH、温度、光照、湿度）  

          打印表格 20 份（附表 2） 

实验方法：1、根据表格，填写相应数据。 

          2、根据植物群落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特点分析群落类型。 

          3、分析群落中药用植物的种类，并测量其密度、盖度、多度、频度等重要生态 

             学指标。 

          4、测量药用植物种群平均株高、胸径、以及药用部位鲜重等指标。 

          5、根据药用植物植物特征，初步判断该种群的年龄结构。 

          6、利用便携式土壤分析仪分析群落中土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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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校内药用植物杜仲资源开发与品质鉴定（6 学时） 

 

实验目的：1、掌握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药用植物杜仲炮制方法和意义。 

          3、熟悉杜仲质量鉴定的方法。 

实验材料：标准品：松脂醇二葡萄糖苷（PDG） 

          试剂：甲醇（色谱纯）、乙腈（色谱纯）、哇哈哈纯净水、 蒸馏水、甲醇（分析 

                纯）      

          耗材：微孔滤膜（0.22μ m）、过滤器、50mL 三角瓶、10mL 容量瓶、 

                25mL 容量瓶、移液管或移液枪 

          仪器：超生清洗器、高效液相色谱、 

                色谱柱 Diamonsil C18 柱（250mm×4.6mm，5μ m）、进样针（25μ l） 

实验方法：1、样品采集与初加工：取校内杜仲枝条，刮去残留粗皮，洗净，切块或丝，于 

             烘箱中干燥。 

          2、样品炮制：取杜仲块或丝，照盐水炙法炒至断丝、表面焦黑色（每100斤加 

             盐3斤用开水化开）。注意不能炒成炭化。 

          3、对照品制备：精密称取对照品适量（10mg），用60%甲醇溶解后置于25mL

容量瓶，并稀释至刻度，配制成对照品储备液。吸取对照品储备液1mL，置

于10mL 的容量瓶中，用60%甲醇稀释至刻度，配制成对照品溶液。 

          4、供试品（样品）制备：精密称取炮制过的杜仲粉末（过60目筛）2g 于50mL 

             锥形瓶中，加入25mL60%甲醇溶液，于40℃超声40min。经0.22μ m 的滤膜 

             过滤，续滤液供 HPLC 分析。 

          5、线性关系的考察：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一次进样2、5、10、15、20μ L。

按照色谱条件进行分析，以 Y 为峰面积，X 为进样量，绘制松脂醇二葡萄

糖苷的回归方程。色谱条件：C18柱（5μ m，250mm×4.6mm），流动相为

乙腈-甲醇-水（15:10:75），流速1mL/min，柱温30℃，检测波长227nm。 

          6、松脂醇二葡萄糖苷含量测定（进样2次，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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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校内药用植物资源调查表 

种子植物门 Spermatophyta 

  裸子植物亚门 Gymnospermae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被子植物亚门 Angiospermae 

     双子叶植物纲 Dicotyledoneae 

     （1）离瓣花亚纲 Archichlamydeae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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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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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植物亚门 Angiospermae 

     双子叶植物纲 Dicotyledoneae 

     （2）合瓣花亚纲 Metachlamydeae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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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中文学名   目：  

拉丁学名   科：  

别名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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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表 1        野生资源生长的主要立地因子及群落特征现地调查表（供参考） 

 

调查日期：                  调 查 人：                   

 

 

原植物名： 样地号： 采样地点： 

生长环境： 生活习性 海拔高度： 

土壤类型： 坡向和坡度： 经纬度： 

其  他：  

群 

落 

组 

成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木层 

 

备 

注 

该地区地质情况、大地形地势状况、小地形及样地周围环境、突出生态现象以及人

为活动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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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草本类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样方调查记录表（供参考） 

 

调查日期：                调查样点名称：                

调 查 人：                原植物名称：                  

样编方号：                样 方 面 积：                 

总 盖 度：                群 落 名 称：                 

                

物候

期 

生活

力 

高度（cm） 

盖度（%） 密度（株） 生物量（g） 
利用部位生

物量（g） 营养

茎 

生殖

茎 

        

        

资源生存状况分析：（包括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群落连续分布的均匀程度和连续分布的范围： 

 

该地区资源分布状况（连续/片状）： 

 

 

 

 



 

 9 

 

表 3      木本类野生药用资源样方调查记录表（供参考） 

 

调查日期：               调查样点名称：                  

调 查 人：               原植物名称：                    

样方编号：               样 方 面 积：                   

总 盖 度：               群 落 名 称：                   

 

物候期 生活力 高度（cm） 基茎 胸茎 密 度（株） 冠 幅（cm） 
药用部位生

物量（g） 

        

        

资源破坏和恢复状况评价及原因分析： 

 

 

群落连续分布的均匀程度和连续分布的范围： 

 

 

该地区资源分布状况（连续/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