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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中药资源是中药产业得以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我

小勾儿茶、凹叶厚朴等 30 多种药材因野生资源量稀少,处于濒

国拥有丰富的野生中药资源,随着人类“回归自然”呼声的日

临灭绝的边缘,而无法提供商品或只能提供少量商品。以野生

益高涨,社会对天然药物的需求与日俱增,野生中药资源面临

甘草为例,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野生资源蕴藏量为 200 万 t,

巨大压力。一些中药材如甘草、麻黄、银柴胡、肉苁蓉、雪莲、

而目前不到 35 万 t；许多地方野生甘草的覆盖度从 90%以上降

红景天、冬虫夏草、川贝母等由于过度采挖或掠夺式开发,资

到零星分布。对珍稀濒危药用资源的保护迫在眉睫。

源量逐年萎缩,已开始影响到中医临床用药及制药企业的生

许多中医药专家已经开始了对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工作,

产。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合理地保护、开发利用,才能保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据初步统计,几十年来由野生转为家种的

证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药用植物不下 60 种,引种国外药用植物约 30 种；在 46 种常用

1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有天麻、黄芪、明党参、北沙参等 13

野生中药资源的开发现状
据统计,传统中医所用药材达 13 000 种之多,包括动物、

植物和矿物三大类。其中植物药占绝大多数,约为 11 146 种,

种植物经过系统的研究,已具有了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这些
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对野生资源的压力。

其中野生种类约占 80%。随着对中药材需求的急剧增加,我国

但即使有成熟的栽培技术,如果不对野生资源进行有效地

药材资源尤其是地道药材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在 1992 年公

保护,随着物种的分布区域和面积的继续缩小,种质资源的大

布的《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收载的

量流失将是在所难免的,甚至有可能出现象当归等一些有长期

398 种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 168 种,占 42%还多,其中稀有种

栽培历史的药材一样,难以找到野生资源。近些年的研究表明,

38 种,渐危种 84 种、濒危种 46 种。如何拯救濒危的药用植物,

栽培植物遗传基础狭窄的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保护好野生物

更有效地保护现有中药资源,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种,则不能根本解决药用植物的濒危问题。

1.1

1.2

野生中药资源利用的历史和现状
随着对中药材需求的急剧增加,我国药材资源尤其是野生

药材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近年来,由于人们对天然药物的需

野生药材资源濒危的原因
造成野生药材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少数物种

本身的一些特殊原因之外,主要是人为因素。

求量剧增,仅出口十年间就翻了三番,为我国带来了丰厚的经

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人们对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但

济利益。据统计,中草药的对外贸易已发展到 120 多个国家和

是,自然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过度的开发必然导致有经济价

地区,种类达 400～500 种,其中低加工、低附加值的原料药材

值的野生植物资源大量减少,甚至濒危灭绝。

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

二是在资源开发中,没有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经

但这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出口也为资源的枯竭埋下了

济利益的驱使下,野生中药材资源乱采滥猎状况严重,致使一

隐患。长期以来,由于对合理开发利用野生中药资源认识不足

些品种出现衰退甚至濒临灭绝。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国际市场

和经济利益的趋使,一些地区不同程度上对资源进行了掠夺式

比较热门的药用植物提取物的大量出口,造成了对野生中药材

的采收,加之违反自然规律的不适当垦殖和其他一些原因,使

资源新的更大的破坏,如甘草、草麻黄、红豆杉、冬虫夏草、

一些药用植物丧生了合适的生态环境,减弱了资源的再生能力,

肉苁蓉等等。

许多种类趋于衰退或濒临灭绝。据调查,药用植物资源中甘草、

三是毁林开荒、过度放牧,以及城市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

光果甘草、羌活、单叶蔓荆、黄皮树、肉苁蓉、银柴胡、紫草

和资源分布。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随着工农业生

等 100 多种中药材的资源量普遍下降,影响到 60 多个药材品种

产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土地、森林、草原的不合理

的医疗用药。八角莲、杜仲、见血封喉、野山人参、黑节草、

利用,导致生态环境失衡,从而威胁到药用植物的生存和繁殖。
四是全民药用资源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薄弱。长期以来,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建设计划资助项目

由于人们意识不到保护资源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地大物博,

(SYS100270430、JD100270539、SYS100270659)

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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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破坏后保护,这也是致使有经济价值的药用资源短缺,甚

的药用植物仅有 492 种,而其中只有 13 种具有成熟的人工栽培

至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

技术。

1.3

2

濒危等级划分的三大误区
保护等级是以物种受威胁的情况为基础,同时兼顾人类对

加强野生中药资源的保护是大势所趋

2.1

其保护的目标。长期以来,药用植物一直没有特定的濒危和保

野生中药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护等级划分标准。《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和《中国植

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野生中药资源作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当加强保护。

物红皮书》中均将收载的药用植物分为濒危种、渐危种和稀有

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基因库,具有无法估

种三类。在国务院颁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

量的现实和潜在价值,目前所知的药用价值只是其价值的一部

将保护等级分为三级,一级：濒临绝灭状态的稀有珍贵野生药

分。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对药用资源过度利用而导致物种的灭

材物种；二级：分布区域缩小、资源处于衰竭状态的重要野生

绝,将会对全人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也许若干年后人类所

药材物种；三级：资源严重减少和主要常用野生药材物种。因

遭遇的某一疾病正需要依赖这些物种来治疗,而它们却已经灭

而,药用动植物濒危及保护等级划分标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

绝了。因此,保护野生生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是包括中医药

独立的体系,在认识方面也存在亟待澄清的三大误区。

界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

1.3.1

2.2

濒危等级不等于保护等级

濒危等级是对现有环境下

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个物种绝灭的危险性评估,评估绝灭危险性的目的是对分类

近年来,传统医药——主要是传统中医药使用野生动植物

单元绝灭的可能性做出定量的估计。而保护等级划分是评估保

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1997 年 6 月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

护行动优先权的问题。因此,评估绝灭危险和确定保护行动优

国际贸易公约》第 10 次成员国大会上,英国和美国分别提出关

先权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过程。绝灭危险的评估一般在优先

于传统医药和《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文件,对东

权确定之前,而评估保护行动优先权除了考虑绝灭危险,另一

方医药进行全面的评价。主要的观点和意见是：传统医药利用

方面也涉及到其他许多相关的因素,例如：经费开支、开展保

大量濒危物种是导致犀牛、虎等野生动物濒危的重要原因之一,

护行动的人员、受威胁物种保护的法律框架或一些物种相对于

对其它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和地球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承

其他物种的生态的、系统发生的、历史的及文化的优先考虑。

认人工繁殖和栽培野生药用动植物的作用,但认为其对缓解野

1.3.2

在地区或国家水平上

生资源面临的压力效果较小；大量传统医药进入国际贸易反过

使用濒危等级划分时,必须认识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分类单元,

来加剧了对资源的压力；提出限制传统医药的使用和贸易,要

其全球性的受威胁等级不一定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等级一致。

求加强国家立法和执法等措施,对传统医药利用野生动植物进

这里存在一个地理尺度的问题,在全球被定为无危的一个分类

行检查和管理等。由此可见,传统医药利用野生生物尤其是野

单元,在某个特定区域,由于其数量很少或正在衰退,或许仅仅

生动物的问题正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敏感问题。

因为它们处于全球分布区的边缘,而可能被划为极危；反之,

3

地区性濒危不等于全球性濒危

野生中药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存在的问题

根据数量和分布区存在全球性衰退的资料被划分到易危的分

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对

类单元,可能因其在特定地区种群数稳定而被定为无危。因此,

矛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源应以利用为主；从环境保

地区或国家特有的分类单元在任何地区或国家的标准应用上

护角度来看,资源应以保护为主。如何正确处理野生中药资源

都需要进行全球评估,避免出现认识上的误区。

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

1.3.3

题。在我国药用植物保护与利用矛盾的客观现实,也严重阻碍

栽培品种不能代替野生品种

由于药用植物有较为悠

久的栽培历史,加之国家对中药材栽培基地建设的重视,因此,

了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对有大面积栽培的药用植物,强调濒危植物的保护不容易引起

3.1

管理部门不协调

人们的重视。这里存在一个对濒危物种概念的认识问题。在世

野生动植物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国家农业部和林业总局,中

界自然保护盟(IUCN)红色名录中明确提出物种濒危等级标准

药材生产经营和使用主管部门有国家发改委、国家食品药品监

只适用于在自然范围以内的野生种群和由良性引种而产生的

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等多个部门。由于保护

种群。因此,在药用植物濒危及保护等级的划分时,应该只以野

管理部门与生产经营部门的相互矛盾和不协调,缺乏有效的沟

生种群的数据为依据,不能因为该物种有大量的栽培种群而降

通和信息交流,没有形成保护管理与经营使用的统一机制,从

低其濒危和保护的等级。相反,有大量栽培面积的物种,其野生

而造成了国家颁布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在实施中难

资源的保护应该更有优先权。其原因有以下 3 个方面：首先,

以贯彻执行。

从种质方面考虑,栽培种群不具备野生种群所蕴涵的诸多优良

3.2

相关法律法规有矛盾

特性,如高产优质、耐寒抗旱、抗病虫害等等。其次,栽培种群

中药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法难依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企

并不能全面有效的缓解野生资源的压力,栽培人参与野山参价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往往一方面符合国家药品生产经营法规；另

格的天壤之别极好的说明了在中药材特别是名贵药材的保护

一方面却又违反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有的法规相互冲突或

上,栽培品的多少有时并不能减轻野生资源的压力。再则,具有

已不适应当前形势,有的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必然使中医药生

成熟栽培技术的药用植物种类有限。目前,我国可以人工栽培

产经营企业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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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有效保护,必须查明中药材致濒因子。如查明濒危物种

中药出口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以杜仲为例,

的种群动态、繁育系统、极端环境压力下的抗逆性、人为干扰

1986 年以来,有关杜仲的开发性研究获得了许多专利,国外的

对物种的影响等,从而可以揭示濒危中药材生活史薄弱环节,

需求也很大,人们看到杜仲潜在的经济效益后,开始大面积种

区分致濒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原因,为物种保育、人工栽培或驯

植。但 1997 年,我国为保护杜仲,对其出口实施濒危管理并征

养提供科学依据。

收高额费用,湖南等地的农民就开始挖了杜仲当柴烧。这种资

4.4

源的破坏与国内外出口环境的恶化有很大的关系。
4

野生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 WTO,国内外贸易活动的

加强药用濒危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科技支撑
国家医药主管部门应对中药企业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药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统计,在基本掌握我国药用资源底
数情况的基础上,建立资源监测网络。同时,加强科研工作,重

增多,经营活动与法规以及法规与法规之间不相一致的问题也

点研究和掌握重要药用野生植物物种的遗传育种、人工繁殖、

会越来越多。面对中药行业普遍存在的濒危药材资源短缺问题,

养殖和栖息地条件改善等技术,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

只有从中医药行业的长远发展和人类健康的整体需求出发,通

植物资源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如野麝“活捕取香”在理论上

过国家政策法规的补充和完善,在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前提

完全有可能,在实践上也很有可能做到在不伤害野麝生存的基

下,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中药产业与经济社会

础上获取麝香,国家应大力支持类似的科研项目。

的协调发展。

4.5

4.1

正确对待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意见

成立野生中药资源管理委员会
成立行业委员会是加强濒危药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要

我国中医药记载和曾经使用过被视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

保证。根据我国目前药用濒危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际情况,成

旗舰物种如犀牛角和虎骨等,招致了国际社会不同层次、不同

立药用濒危动植物种养委员会,起到协调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

来源的各种批评,乃至抨击。这和中医药界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盾,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联系,发挥服务、协调、指导、监督

组织之间缺乏沟通、未能有效的宣传自己有关。对于中医药与

的作用,促进药用濒危资源种、养行业的繁荣与发展。在保护

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加入和遵守《国

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我国的药用濒危资源。

际濒危贸易公约》,我们现有的 12 000 多种中草药中,有 80%

4.6

严格管理药用濒危资源的生产经营

以上系以植物原料为基础制作而成,并且常用的种类均有栽培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濒危动植物管理的有关法规和

品种,仅有一小部分中成药含有动物药成分。在利用及保护之间

国际公约规定,对濒危动植物的经营要严格管理,有效控制,实

寻求一种平衡已成为我国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动力之一,野生

行许可证管理。由国家医药行业主管部门指定专业中药经营机

动植物的保护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实行限量收购、定向使用、专业经营和规范化管理,其他任

4.2

何单位和个人(含药材专业市场)不准收购经营濒危动植物药

客观评价珍稀濒危中药材的疗效
由于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目前条件的限制,部分

材。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药材实行国家和地方

珍稀濒危中药材缺乏必要的科学研究,对前人记载的功效不能

两级专营管理。

进行客观评价。因此,我们应通过科学研究正确区分哪些是传

4.7

在药用濒危资源保护中充分发挥中药企业的作用

统中医药中的精华,哪些是确有疗效、应当加以开发；哪些是

中药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作为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药材资

因受眼前利益驱动,或悖谬误传,将会对未来的用药基础构成

源的主体,积极配合国家的有关保护行动。对列入保护名录的

威胁的。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切实遵循“保护与利用并重”

濒危药材,实行严格管理和限制药用量的同时,投资研究开发

的原则,才能为濒危物种替代物的研究提供客观标准。

新资源和建立濒危野生资源繁育区；积极推广应用已有的人工

4.3

繁殖产品或同类品；生产以濒危动植物药材为原料的传统中成

加强科研,为保护立法和强化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立法,健全相关的法制

药制剂,应按照“先急救,后治疗,再其他”的原则,首先保证急

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急待开展以下的科研工作。

救和治疗性重点药品的原料供应,限制非治疗性产品或营养保

4.3.1

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的调查

健品的生产；不用濒危物种作为药品商标和进行广告宣传。生

濒危中药材的种类、数量,分析种群区系的分布特点(包括广布

产经营部门与保护管理部门共同努力才能保证保护与利用在

种与濒危种),绘制地理分布图,了解当前保护现状等,这是濒

实践中协调一致发展。总之,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

危程度评价的前提。

一项系统工程。树立生态观念,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生态环

4.3.2

本底资料的调查工作

评价标准除充分考虑动植

境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濒危药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一项战

物分类学特点外,还应考虑药用价值对物种、族群的影响,应从

珍稀濒危程度的量化标准

略任务。在中药材资源开发利用中要做到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分布特点、野生资源量、栽培状况、保护现状、开发利用、药

发展与利用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避免和减少资源开发

典收载等方面细化量化标准。评价时需特别注意影响因素间的

与利用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彻底改变“先破坏,后保护”的局面,

权重系数、交互作用。据此标准划分濒危程度、确定保护等级

使濒危药用资源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

和主管机构、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及奖惩办法等。

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为人类健康长寿服务。

4.3.3

中药材致濒原因的研究

要对濒危物种及其遗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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