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悸袁 水肿袁 自汗袁 胎动不安袁 倦怠无力和气虚出血等症状咱圆 原 缘暂 遥 白术在全国 圆园 多个省份有栽培袁 其

中以浙江省产量 大袁 尤以浙江省临安市於潜镇的质量 优袁 为著名 野浙八味冶 之一的道地药材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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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材收购尧 药材加工和成药标准的制订带来较大的麻烦咱愿暂 遥 鉴别白术药材道地性与否袁 一般必须

结合基原尧 性状尧 显微结构和理化等多种方法加以综合鉴定咱怨 原 员源暂 遥 近年来 砸粤孕阅 和 陨杂杂砸 等分子标记

手段提供了一种比较可靠的药材鉴定方法咱员缘袁员远暂 袁 但仪器设备昂贵袁 技术含量高袁 难以在一般生产单

位或行政鉴定部门推广利用遥 白术药材道地性的显微鉴定未见相关报道遥 笔者从植物解剖学角度区别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的结构差异袁 摸索道地性白术的显微鉴定方法袁 为白术药材的道地性鉴别提供

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从安徽宁国渊标记为宁国 员冤袁 浙江西天目尧 外九思尧 丁村尧 武山尧 磐安袁 江西安福等 苑 个原产地

挖取的 圆 年生白术成熟干燥根状茎袁 以及从磐安县试验地挖取的福建政和袁 江苏南通尧 滨海袁 浙江石

梁尧 天台袁 贵州寿宁尧 高岑袁 江西铜鼓袁 安徽宁国渊记为宁国 圆冤袁 重庆石柱袁 湖南平江尧 邵东等 员圆
个产地的白术根茎袁 以及苍术的根茎袁 共 圆园 种材料遥 每材料取平均大小的根茎用 蕴藻蚤糟葬 杂酝圆园园园砸 滑

走切片机切成 员园 滋皂 厚的薄片袁 用番红鄄固绿双重染色袁 加拿大树胶封片袁 在 韵造赠皂责怎泽 月载鄄缘员 显微镜

下观测袁 每材料每指标为 猿园 个观测值遥 测定的数据用 杂粤杂 怨郾 员郾 猿 枣燥则 憎蚤灶凿燥憎泽 作统计分析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郾 员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构造比较

圆郾 员郾 员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木质部宽度比较摇 对 圆园 个产地的白术根茎的木质部宽度进行了方差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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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袁 无显著性差异袁 下同冤曰而以邵东尧 武山尧 高岑和苍术的为 小遥
表 员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木质部宽度差异显著性

栽葬遭造藻 员摇 杂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曾赠造藻皂 憎蚤凿贼澡 燥灶 则澡蚤扎燥皂藻 燥枣 粤贼则葬糟贼赠造燥凿藻泽 皂葬糟则燥糟藻责澡葬造葬 枣则燥皂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则燥凿怎糟蚤灶早 葬则藻葬泽

编号 产地
木质部宽 辕

皂皂 编号 产地
木质部宽 辕

皂皂 编号 产地
木质部宽 辕

皂皂 编号 产地
木质部宽 辕

皂皂
员 宁国 圆 圆郾 源员 远 石柱 圆郾 员圆 员员 丁村 圆郾 圆远 员远 政和 圆郾 猿愿
圆 苍术 员郾 愿源 苑 高岑 员郾 愿远 员圆 南通 圆郾 源圆 员苑 铜鼓 圆郾 员怨
猿 石梁 猿郾 源圆 愿 邵东 员郾 怨员 员猿 天台 圆郾 园远 员愿 武山 员郾 愿愿
源 寿宁 圆郾 员远 怨 平江 圆郾 员源 员源 滨海 圆郾 远缘 员怨 外九思 圆郾 苑源
缘 西天目 猿郾 园员 员园 磐安 圆郾 远怨 员缘 宁国 员 圆郾 缘圆 圆园 安福 圆郾 园愿
方差分析 云 越 猿圆郾 圆怨袁 孕 约 园郾 园园员
多重比较 猿粤 缘月 员怨悦 员园悦 员源悦 员缘悦 员圆阅 员阅 员远阅 员员阅 员苑阅 源阅 怨阅 远阅 圆园阅 员猿阅 愿耘 员愿耘 苑耘 圆耘

摇 摇 说明院 多重比较结果中的数字代表产地编号袁 若上标的字母相同表明无显著性差异袁 字母不同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圆郾 员郾 圆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树皮宽度比较摇 对 圆园 个产地的白术根茎的树皮宽度亦进行了方差分析和多

重比较袁 不同产地之间也存在极显著性差异渊表 圆冤遥 宽的是石梁和西天目袁 其次是平江尧 滨海尧 外

九思尧 宁国 员尧 南通尧 邵东袁 然后是高岑尧 天台尧 宁国 员尧 铜鼓尧 磐安尧 丁村袁 小的是石柱和政和遥
圆郾 员郾 猿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木皮比渊木质部 辕 韬皮部宽度冤比较摇 同样袁 不同产地白术的木皮比差异也

是极显著渊云 越圆源郾 园缘袁 孕 约园郾 园园员冤遥多重比较的结果是院 政和的 大袁 其次是石柱袁 然后是安福尧 磐

安尧 寿宁袁 小的是西天目尧 南通尧 天台尧 高岑尧 邵东和平江渊表 猿冤遥

源缘员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摇



表 圆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树皮宽度差异显著性
栽葬遭造藻 圆摇 杂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遭葬则噪 憎蚤凿贼澡 燥灶 则澡蚤扎燥皂藻 燥枣 粤贼则葬糟贼赠造燥凿藻泽 皂葬糟则燥糟藻责澡葬造葬 枣则燥皂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则燥凿怎糟蚤灶早 葬则藻葬泽

编号 产地
树皮部宽 辕

皂皂 编号 产地
树皮部宽 辕

皂皂 编号 产地
树皮部宽 辕

皂皂 编号 产地
树皮部宽 辕

皂皂
员 宁国 圆 员郾 源怨 远 石柱 园郾 愿愿 员员 丁村 员郾 猿远 员远 政和 园郾 愿源
圆 苍术 员郾 员源 苑 高岑 员郾 缘员 员圆 南通 员郾 远怨 员苑 铜鼓 员郾 猿愿
猿 石梁 圆郾 圆园 愿 邵东 员郾 缘怨 员猿 天台 员郾 缘园 员愿 武山 员郾 员愿
源 寿宁 员郾 员猿 怨 平江 员郾 苑怨 员源 滨海 员郾 苑愿 员怨 外九思 员郾 苑圆
缘 西天目 圆郾 圆园 员园 磐安 员郾 猿远 员缘 宁国 员 员郾 苑员 圆园 安福 员郾 园远
方差分析 云 越 圆愿郾 圆缘袁 孕 约 园郾 园园员
多重比较 猿粤缘粤怨月员源月员怨月员缘月员圆月愿月苑悦员猿悦员悦员苑悦员园悦员员悦员愿阅圆阅源阅圆园阅远耘员远耘

摇 摇 说明院 多重比较结果中的数字代表产地编号袁 若上标的字母相同表明无显著性差异袁 字母不同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表 猿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 野木皮比冶 差异显著性

栽葬遭造藻 猿摇 杂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贼澡藻 则葬贼蚤燥 燥枣 曾赠造藻皂 增藻则泽怎泽 责澡造燥藻皂 燥灶 则澡蚤扎燥皂藻 燥枣 粤贼则葬糟贼赠造燥凿藻泽 皂葬糟则燥糟藻责澡葬造葬 枣则燥皂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则燥凿怎糟蚤灶早 葬则藻葬泽
编号 产地 木皮比 编号 产地 木皮比 编号 产地 木皮比 编号 产地 木皮比

员 宁国 圆 员郾 远远 远 石柱 圆郾 源园 员员 丁村 员郾 苑园 员远 政和 圆郾 愿源
圆 苍术 员郾 远圆 苑 高岑 员郾 圆源 员圆 南通 员郾 源圆 员苑 铜鼓 员郾 远园
猿 石梁 员郾 缘远 愿 邵东 员郾 圆圆 员猿 天台 员郾 源园 员愿 武山 员郾 远圆
源 寿宁 员郾 怨园 怨 平江 员郾 圆园 员源 滨海 员郾 缘园 员怨 外九思 员郾 远园
缘 西天目 员郾 源圆 员园 磐安 圆郾 园园 员缘 宁国 员 员郾 源远 圆园 安福 圆郾 园圆
方差分析 云 越 圆源郾 园缘袁 孕 约 园郾 园园员
多重比较 员远粤远月圆园悦员园悦源悦员员阅员阅圆阅员愿阅员怨阅员苑阅猿阅员源阅员缘阅缘耘员圆耘员猿耘苑耘愿耘怨耘

摇 摇 说明院 多重比较结果中的数字代表产地编号袁 若上标的字母相同表明无显著性差异袁 字母不同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圆郾 员郾 源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导管密度比较摇 导管密度的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的结果是院 它们之间差异

极显著渊云 越圆郾 怨缘袁 孕 越园郾 园园源冤遥以西天目尧 滨海尧 外九思尧 平江尧 南通尧 邵东尧 寿宁尧 磐安的为 大袁
安福的为 小袁 其余居中渊表 源冤遥

表 源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导管密度差异显著性
栽葬遭造藻 源摇 杂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增藻泽泽藻造 凿藻灶泽蚤贼赠 燥灶 则澡蚤扎燥皂藻 燥枣 粤贼则葬糟贼赠造燥凿藻泽 皂葬糟则燥糟藻责澡葬造葬 枣则燥皂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则燥凿怎糟蚤灶早 葬则藻葬泽

编号 产地
导管密度 辕
渊列窑皂皂 原员 冤 编号 产地

导管密度 辕
渊列窑皂皂 原员 冤 编号 产地

导管密度 辕
渊列窑皂皂 原员冤 编号 产地

导管密度 辕
渊列窑皂皂 原员冤

员 宁国 圆 园郾 远园 远 石柱 园郾 苑猿 员员 丁村 园郾 苑猿 员远 政和 园郾 愿远
圆 苍术 园郾 苑猿 苑 高岑 园郾 远远 员圆 南通 园郾 怨怨 员苑 铜鼓 园郾 苑怨
猿 石梁 园郾 远远 愿 邵东 园郾 怨猿 员猿 天台 园郾 愿远 员愿 武山 园郾 苑怨
源 寿宁 园郾 怨猿 怨 平江 园郾 怨怨 员源 滨海 员郾 员猿 员怨 外九思 园郾 怨怨
缘 西天目 员郾 圆远 员园 磐安 园郾 怨猿 员缘 宁国 员 园郾 愿远 圆园 安福 园郾 源远
方差分析 云 越 圆郾 怨缘袁 孕 越 园郾 园园源
多重比较 缘粤员源粤员怨粤怨粤员圆粤愿粤源粤员园粤员缘月员猿月员远月员苑月员愿月员员月远月圆月苑月猿月员月圆园悦

摇 摇 说明院 多重比较结果中的数字代表产地编号袁 若上标的字母相同表明无显著性差异袁 字母不同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圆郾 圆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油室比较

圆郾 圆郾 员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油室直径比较摇 对 圆园 个产地的白术根茎的油室直径进行了方差分析和多重

缘缘员摇 第 圆缘 卷第 圆 期 黄有军等院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解剖比较 摇



比较遥 结果表明袁 不同产地的白术根茎的油室直径存在极显著差异渊云 越源郾 缘愿袁 孕 越园郾 园园员冤遥其中以滨

海和西天目渊分别平均为 员圆愿郾 怨苑 和员圆苑郾 缘源 滋皂冤 大曰 武山渊远缘郾 怨圆 滋皂冤和政和渊源缘郾 愿远 滋皂冤的 小曰 其

余次之渊表 缘冤遥
表 缘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油室直径差异显著性

栽葬遭造藻 缘摇 杂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燥蚤造 糟葬增蚤贼赠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燥灶 则澡蚤扎燥皂藻 燥枣 粤贼则葬糟贼赠造燥凿藻泽 皂葬糟则燥糟藻责澡葬造葬 枣则燥皂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则燥凿怎糟蚤灶早 葬则藻葬泽

编号 产地
油室直径 辕

滋皂 编号 产地
油室直径 辕

滋皂 编号 产地
油室直径 辕

滋皂 编号 产地
油室直径 辕

滋皂
员 宁国 圆 怨圆 远 石柱 愿猿 员员 丁村 员园园 员远 政和 源远
圆 苍术 苑圆 苑 高岑 怨远 员圆 南通 怨园 员苑 铜鼓 苑远
猿 石梁 苑苑 愿 邵东 苑圆 员猿 天台 苑怨 员愿 武山 远远
源 寿宁 愿猿 怨 平江 苑远 员源 滨海 员圆怨 员怨 外九思 怨猿
缘 西天目 员圆愿 员园 磐安 苑园 员缘 宁国 员 怨缘 圆园 安福 员员猿
方差分析 云 越 源郾 缘愿袁 孕 越 园郾 园园员
多重比较 员源粤缘粤圆园粤员员粤苑月员缘月员怨月员月员圆月远月源月员猿月猿月怨月员苑月圆月愿月员园月员愿悦员远悦

摇 摇 说明院 多重比较结果中的数字代表产地编号袁 若上标的字母相同表明无显著性差异袁 字母不同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圆郾 圆郾 圆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油室密度比较摇 经方差分析表明袁 圆园 个产地的白术根茎的油室密度之间存

在极显著差异渊云 越源郾 员源袁 孕 约 园郾 园园园 员冤遥进一步的多重比较显示西天目尧 邵东和铜鼓产地的白术根茎

油室密度 大渊平均值分别是 员郾 员怨圆 员袁 员郾 园怨圆 苑袁 园郾 怨圆苑 圆 个窑皂皂 原圆冤袁 小的是政和尧 苍术尧 寿宁和滨

海袁 其余居中渊表 远冤遥
表 远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油室密度差异显著性

栽葬遭造藻 远摇 杂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燥蚤造 糟葬增蚤贼赠 凿藻灶泽蚤贼赠 燥灶 则澡蚤扎燥皂藻 燥枣 粤贼则葬糟贼赠造燥凿藻泽 皂葬糟则燥糟藻责澡葬造葬 枣则燥皂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则燥凿怎糟蚤灶早 葬则藻葬泽

编号 产地
油室密度 辕
渊个窑皂皂 原圆 冤 编号 产地

油室密度 辕
渊个窑皂皂 原圆 冤 编号 产地

油室密度 辕
渊个窑皂皂 原圆冤 编号 产地

油室密度 辕
渊个窑皂皂 原圆冤

员 宁国 圆 园郾 苑怨 远 石柱 园郾 缘猿 员员 丁村 园郾 苑远 员远 政和 园郾 猿猿
圆 苍术 园郾 源猿 苑 高岑 园郾 愿猿 员圆 南通 园郾 愿猿 员苑 铜鼓 园郾 怨猿
猿 石梁 园郾 远远 愿 邵东 员郾 园怨 员猿 天台 园郾 缘猿 员愿 武山 园郾 远猿
源 寿宁 园郾 源猿 怨 平江 园郾 远远 员源 滨海 园郾 源猿 员怨 外九思 园郾 缘远
缘 西天目 员郾 员怨 员园 磐安 园郾 远远 员缘 宁国 员 园郾 苑怨 圆园 安福 园郾 远园
方差分析 云 越 源郾 员源袁 孕 约 园郾 园园园 员
多重比较 缘粤愿粤员苑粤苑月员圆月员缘月员月员员月员园月怨月猿月员愿月圆园月员怨月远月员猿月员源悦源悦圆悦员远悦

摇 摇 说明院 多重比较结果中的数字代表产地编号袁 若上标的字母相同表明无显著性差异袁 字母不同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圆郾 圆郾 猿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油室面积占根茎总面积比例摇 从以上油室直径尧 油室密度比较分析来看袁
西天目产的白术根茎油室直径和油室密度均 大袁 可以推测西天目渊即浙江临安淤潜冤的白术药材质

量为 好袁 进而从解剖学角度支持 野於术冶 是道地药材的说法遥 但并非所有产地的白术的油室直径

与油室密度成正比袁 比如滨海产地的油室直径是 大的袁 但油室密度却 小袁 因此很难直接判断孰优

孰劣遥 故采用油室面积与根茎总面积的比值渊匝冤来衡量白术药材的优劣渊假定油室面积与含油量尧 有

效成分含量成正比冤遥匝 渊豫 冤 越 油室密度渊个窑皂皂 原圆冤 伊 仔 伊 喳 咱油室平均直径渊滋皂冤 伊 员园 原猿 暂 辕 圆 札圆 伊
员园园豫 遥 匝 越大袁 表明含油量越高袁 匝 越小袁 表明含油量越低遥

圆园 个不同产地白术的 匝 值见表 苑遥 从表 苑 可知袁 西天目产的 匝 值渊员郾 缘圆冤远大于其他产地曰 政和

的渊园郾 园缘冤又远低于其他产地遥 因此袁 匝 值可作为评价白术药材优劣与否的一个指标遥 由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袁 石梁产地的白术其木质部宽和树皮宽都是 大的袁 然而 匝 值仅有 园郾 猿员遥 由此说明袁 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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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壮的白术袁 油室面积未必就大袁 其药材质量也未必就好遥
表 苑摇 不同产地白术根茎油室面积与总面积之比渊匝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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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产地 匝 值 辕 豫 编号 产地 匝 值 辕 豫 编号 产地 匝 值 辕 豫 编号 产地 匝 值 辕 豫
员 宁国 圆 园郾 缘圆 远 石柱 园郾 圆愿 员员 丁村 园郾 远园 员远 政和 园郾 园缘
圆 苍术 园郾 员苑 苑 高岑 园郾 远园 员圆 南通 园郾 缘猿 员苑 铜鼓 园郾 源圆
猿 石梁 园郾 猿员 愿 邵东 园郾 源源 员猿 天台 园郾 圆远 员愿 武山 园郾 圆员
源 寿宁 园郾 圆猿 怨 平江 园郾 猿园 员源 滨海 园郾 缘远 员怨 外九思 园郾 猿愿
缘 西天目 员郾 缘圆 员园 磐安 园郾 圆远 员缘 宁国 员 园郾 缘远 圆园 安福 园郾 远园

猿摇 结论与讨论

木质部宽尧 树皮宽尧 木皮比尧 导管密度尧 油室直径和油室密度等参数在不同产地间均存在着极显

著的差异袁 反映了不同产地的白术根茎在解剖构造上的不一致性遥 但差异的表现却不尽相同袁 错综复

杂袁 引起差异的遗传和环境上的因素在解剖构造上是一个综合表现遥 药材核心的问题是质量遥 因此袁
仅仅说明不同产地的药材有差异是不够的袁 关键在于找出能够鉴别药材质量好坏的指标遥 有效成分含

量是一个 直接 有效的指标袁 但缺点是费时袁 费力袁 测定费用高遥 油室面积比例指标因省时省力袁
费用低廉袁 操作方便袁 所以是一个能反映药材质量好坏的良好指标遥

油室是挥发油主要储存的区域袁 油室的多少和大小与挥发油即药效成分的多少有着极其重要的联

系遥 例如西天目产地的白术根茎不论是油室密度还是油室直径均较大袁 由此可以推测西天目渊即於

潜冤产地的白术质量比较好袁 这与民间传统的浙江淤潜的白术质量 好袁 为道地药材的说法相一致遥
导管的主要生理作用是运输供植物体生长发育所需水分和养料遥 导管密集袁 则运输水分和养料的

能力也相对比较强袁 促使植物体的生长势良好袁 因此白术的导管密度越大则根茎生长越好遥 以西天目

为例袁 其导管密度是 圆园 种材料中 大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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