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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皮规格等级及质量评价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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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牡丹皮作为大宗药材，其临床需求量大，但市场上牡丹皮商品规格等级划分受多种因素影响，未形成
统一标准，造成牡丹皮质量参差不齐。随着现代分析技术的发展，对牡丹皮在感官评价、化学成分评价和综合评
价三方面有了越发广泛的研究。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为牡丹皮规格等级及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关键词：牡丹皮；规格等级；质量评价；综述
中图分类号：R2-05；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21)06-0127-05

DOI：10.19879/j.cnki.1005-5304.20201129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Progress on Specification Grade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Moutan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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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medicinal material, Moutan Cortex is in great clinical demand.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utan Cortex on the market, which
makes the quality of Moutan Cortex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ev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alytical technology,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studies on the sensory evaluati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evaluation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Moutan Cortex.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fication grade and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Moutan Cortex.
Keywords: Moutan Cortex; specification grade; quality evaluation; review

牡丹皮为毛茛科植物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牡丹皮药材性状规定也

Andr.的干燥根皮，性微寒，味苦、辛，归心、肝、肾

存在较大出入。因此，制订适应新时期市场需求的牡

[1]

经，具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功效 。主产于安徽、

丹皮商品规格等级标准，以规范牡丹皮药材市场交

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其中以安徽铜陵与南陵产牡

易，引导市场优质优价至关重要。目前中药材商品规

[2]

丹皮为道地药材 。牡丹皮主要含单萜及其苷类、酚
[3-6]

格等级及质量评价研究主要基于感官评价、化学成分

，具

评价和综合评价等方法，本文对上述三方面相关文献

有抗菌消炎、免疫调节、降血糖、抗血栓等药理作

进行综述，以期为牡丹皮规格等级及质量评价体系的

及酚苷类、三萜及其苷类和挥发油类等成分
用

[7-12]

。牡丹皮作为大宗药材，其市场需求量大。然
[13]

而我国现行《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 牡丹皮
商品规格等级划分已经与市场现状不符，与 2020 年

建立提供参考。
1

感官评价
传统性状鉴别对中药的质量评价是以药材的形

状、质地、颜色、气味为主。现行《七十六种药材商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

品规格标准》[13]收载的牡丹皮分为凤丹、连丹、刮丹

（2018YFC170700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标准化项目

3 种规格，以其长度、中部围粗的大小分别划分为 4 个

（ZYBZH-Y-AH-05）

等级，其中以“纵口紧闭、皮细肉厚、粉质足、有亮银

通迅作者：方成武，E-mail：cwfang1961@sina.com

星、香气浓、长 6 cm 以上，中部围粗 2.5 cm 以上”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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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佳。邓爱平等[14]在《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

级杆飞行时间质谱（UPLC-Q-TOF-MS）结合多元统

基础上，结合市场流通情况，将牡丹皮按产地的不同

计方法，对不同产地牡丹皮中 37 种化学成分进行鉴

划分成“凤丹”和“其他产区”2 种规格，其他产区牡

定及比较分析，筛选出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之间 5

丹皮再根据产地加工是否去皮划分为“刮丹”和“连

种差异化合物，其中凤丹皮（铜陵产）药材中四没食

丹”，并根据药材长度及中部直径划分等级。孙慧婷

子酰葡萄糖、没食子酸、苯甲酰芍药苷、芍药苷等成

[15]

等

运用傅里叶图像形状特征提取方法及灰度共生矩

阵提取纹理特征方法，对牡丹皮图像形状特征和纹理
进行提取分析，有效提高了牡丹皮规格分类的准确性。

分含量较其他产地高，丹皮酚含量则居中。
中药化学成分复杂，发挥防病治病的物质基础是
由多成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贾晓斌[28]基于中医药整体

药材颜色特征是传统鉴别牡丹皮贮藏时间的主

观提出中药物质基础的“组分结构理论”，认为中药

要依据，中药贮藏年限也影响其在市场上的等级划

物质基础具有 3 个层次多维结构，一是组成物质基础

分，经验丰富药商或老药工仅通过观察药材颜色特征

最基本单元的单体成分，二是同一化学类别成分构成

就能较准确地判断其贮藏年限。谢晋等

[16]

运用分光密

的组分，三是由多组分构成的整体，为中药质量控制

度仪对不同贮藏年限的牡丹皮进行色度测定，并利用

研究提供新思路。道地药材具有质量佳、疗效好等优

HPLC 测其丹皮酚含量，发现药材颜色与贮藏年限、

点，道地综合指数可作为人们评价控制中药品质的独

丹皮酚含量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更全面评价牡丹

特综合性指标[29]。张明华等[30]提出道地药材发挥上佳

皮药材质量提供参考。

药效的物质基础不是其含有某一特有的化学成分，亦

牡丹皮气味芳香，传统感官评价主观性太强，难

不是某一成分含量越高越好，而是化学组成之间具有

以客观表达。电子鼻是一种根据仿生学原理模拟人类

独特的、稳定有序的结构特征。夏昀卿等[31]利用 HPLC

嗅觉系统的人工智能电子仪器，具有客观性、可靠性

对道地及非道地牡丹皮药材中化学成分进行比较分

[17-22]

[23]

析，以“组分结构”理论为指导，发现道地牡丹皮与

采用电子鼻技术分析不同产地牡丹皮药材挥发性组

非道地牡丹皮组分结构特征具有差异性，分析道地牡

分，结果显示亳州与重庆产区牡丹皮药材挥发性组分

丹皮中萜苷组分、鞣质组分、酚酸组分之间的量和量

整体性状较为相似，但与道地产区铜陵区别明显，表

比关系、萜苷组分中成分氧化芍药苷、芍药苷、苯甲

明该技术能较好地区分出不同产地的牡丹皮药材。

酰芍药苷之间的量与量比关系，发现道地牡丹皮独特

2

的组分结构特征，为其优质质量标准的制订提供依据。

等优点，可用于中药质量等级研究

。夏成凯等

化学成分评价
化学指标是评价中药药效基础及质量的常用手段

硫磺熏蒸是中药材加工的一种普遍现象，有利于

之一。通过测定牡丹皮药材中指标性成分，结合化学

药材贮存，但过度硫熏会导致中药材中有害物质残

计量学方法，将化学成分与牡丹皮商品规格等级划分

留，影响中药材质量。牡丹皮产地加工中尚存在硫

的主要因素（如产地、加工、粗细等）进行相关性分

熏现象，市场上根据是否硫熏划分牡丹皮规格等级。

析，为科学制订牡丹皮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依据。

陈菲菲等[32]建立 UPLC-Q-TOF-MS 同时测定硫熏前

不同产地牡丹皮中化学成分和含量存在一定差

后牡丹皮中 18 种化学成分的方法，发现芍药苷亚硫酸

[24]

建立 HPLC 同时测定不同产地牡丹皮药

酯、槲皮素、儿茶素、氧化芍药苷、没食子酸、没食子

材中 5 种化学成分含量的方法，其中以丹皮酚为标准

酸甲酯为牡丹皮硫熏前后含量主要差异性成分，为鉴

发现安徽省牡丹皮质量较佳，其次为陕西省。胡云飞

别牡丹皮药材是否硫熏及质量综合评价提供新方法。

异。阳勇等

[25]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GC-MS）技术对铜陵、亳

牡丹皮化学成分含量与商品规格等级还未有统

州、垫江、运城、嘉兴 5 个产地的牡丹皮甲醇提取物

一相关性。袁宝金等[33]测定不同产地、不同规格等级

进行分析，共鉴定出 41 个成分，其中共有成分 21 个，

牡丹皮药材中 7 种成分含量，结果表明没食子酸、氧

主要为芳香族和脂肪酸类化合物，另发现，铜陵道地

化芍药苷含量与等级无明显相关性，安徽铜陵、芜湖

牡 丹 皮 含 有 2-furanmenthanol,tetrahydro-5-methyl-

和亳州产地牡丹皮等级与含量之间呈弱的负相关，其

等

trans-、油酸等差异性成分。赵运霞等

[26]

分析陕西、

他产地牡丹皮等级与含量之间无统一趋势的相关性。

安徽、河南、山东 4 个不同产地牡丹皮挥发油成分，

伍淳操等[34]采用 HPLC 测定比较垫江产牡丹皮传统

发现不同产地牡丹皮挥发油得油率及丹皮酚含量均

商品规格、木心、粗皮、刮丹皮、直接干燥牡丹皮中

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以山东的牡丹皮挥发油成分的

丹皮酚与芍药苷含量，发现粗皮及木心中均含有芍药

药用价值最佳。胡云飞等

[27]

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

苷和丹皮酚成分，且未经加工直接干燥的丹皮中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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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与芍药苷含量高于刮丹皮，商品规格中四等品和弃

形态、显微、多成分测定及指纹图谱的分析方法对牡

用的须根含量最高，二、三等品含量相近，一等品含

丹皮质量进行全面评价。王美慧等[39]采用声光可调-

量最低，传统经验鉴别与现代定量检测未达到统一。

近红外光谱技术，建立牡丹皮药材中水分、浸出物及

[35]

采用 HPLC 测定不同规格等级牡丹皮药

丹皮酚 3 个指标的近红外快速检测模型，且通过内外

材中丹皮酚和芍药苷的含量，结果表明，四等牡丹皮

部验证与标准方法测定结果无显著差异，为牡丹皮药

中芍药苷含量最高，一等牡丹皮中丹皮酚含量最高，

材整体质量快速评价提供参考方法。

张雨凤等

芍药苷和丹皮酚的积累量在不同等级中呈相反趋势；

中药质量常数是在中药商品规格等级研究上提

不同规格中，连丹比刮丹的芍药苷含量高，刮丹比连

出的概念，该方法能将外观性状与内在指标相结合并

[36]

丹的丹皮酚含量高。Xiao 等

采用 HPLC-MS 分析牡

以具体数值量化，形成具有明确数值范围的中药商品

丹皮中一级根、二级根和三级根代谢组学变化，发现

规格等级，在中药饮片等级划分中具有综合、量化和

一级根和二级根中二羟基苯乙酮、苯甲基氧化芍药

可操作性强的特点[40-42]。夏成凯等[43]测量牡丹皮饮片

苷、suffruticoside-A、kaempferol dihexoside、牡丹皮

的厚度、长度、宽度和质量 4 个形态参数并测定丹皮

苷 E 和牡丹皮苷 J 含量较高，三级根中苹果酸、没食

酚和芍药苷的含量，建立牡丹皮饮片质量常数并将其

子酸和 mudanoside-B 含量较高，并发现由于次生代

划分为 3 个等级：一级质量常数≥1.56，1.12≤二级

谢产物的积累，一级根质量高于侧根，为牡丹皮药材

质量常数＜1.56，三级质量常数＜1.12。颜梅等[44]测

等级划分提供了参考依据。

量牡丹皮饮片的质量、厚度等性状参数及丹皮酚含

3

量，建立牡丹皮饮片质量常数及百分质量常数，将牡

综合评价
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全面评价牡丹皮质量等级。
[37]

丹皮饮片划分为 3 个等级：一等质量常数≥0.048，或

以牡丹皮药材长度与直径作为等级划分

百 分 质 量 常 数 ≥ 80.0% ； 0.030 ≤ 二 等 质 量 常 数 ＜

依据，对不同产地、不同等级牡丹皮次生代谢产物、

0.048，或 50.0%≤百分质量常数＜80.0%；三等质量

丹皮酚含量、多糖含量进行差异性分析，同时对栓皮、

常数＜0.030，或百分质量常数＜50.0%。

韧皮、木心 3 个部位进行差异成分比较，发现重庆垫

4

邓爱平等

江与安徽铜陵、亳州产区牡丹皮在丹皮酚苷、芍药苷、

小结
目前，市场流通的牡丹皮主要以外观性状作为评

没食子酸类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上存在一定差异，在丹

价指标，传统的性状鉴别是几千年中医药经验的总

皮酚与多糖含量上无显著差异；牡丹皮外观性状大小

结，具有直观、便捷、易行、实用等特点，在药材质

与芍药苷类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多呈负相关，与多糖含

量评价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经验和主观性太

量呈正相关；牡丹皮栓皮部中丹皮酚、芍药苷等含量

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已运用图像特征提取、

较高，韧皮部中丹皮酚原苷、丹皮酚新苷及丹皮酚含

电子鼻等技术对牡丹皮性状鉴别中的性状特点如大

量较高，木心中没食子酸甲酯、五没食子酰葡萄糖苷

小、颜色、气味等进行了客观化研究。此外，化学指

含量较高；揭示不同划分要素所致的牡丹皮药材内在

标是评价中药药效基础及质量的常用手段之一，2020

质量变化规律，重新制订了牡丹皮商品规格等级标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仅以丹皮酚对牡丹皮进

[38]

通过对牡丹皮根部形态描述和测量发

行质量控制，评价指标类型较为单一，目前已建立多

现，一级根中部围粗度＞2.5 cm，二级根中部围粗度＞

个指标性成分对牡丹皮整体质量控制的方法，且提出

1.8 cm，三级根（细根）中部围粗度＞1.0 cm，四级

道地牡丹皮组分结构独特性的观点，为牡丹皮质量控

根（须根）中部围粗度≥0.6 cm；显微鉴定发现牡丹

制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应结合性状特征与化学成分，

皮皮粉末中含有大量的淀粉粒和草酸钙簇晶，木心粉

建立综合评价体系，为牡丹皮规格等级及质量建立提

末中含有大量的导管，横切面木质部中有清晰的年

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准。王志强等

轮，可用于牡丹生长年限的判断；牡丹皮中 16 种化

随着现代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中药质量评价方

学成分含量测定发现，不同生长年限与苯甲酰芍药

法已从单一的成分分析逐渐转变为将物理、化学和生

苷、丹皮酚含量呈正相关，不同产地中亳州牡丹皮五

物等多个学科领域结合起来的多元化分析。因此，联

没食子酰葡萄糖含量高于铜陵牡丹皮；建立指纹图谱

合传统的外观性状特征、现代的化学成分和临床疗效

发现牡丹皮与木心之间氧化芍药苷、丹皮酚新苷和丹

共同评价牡丹皮药材的质量等级，最终以牡丹皮商品

皮酚含量存在显著差异，药材与饮片在丹皮酚新苷、

规格标准形式规范市场，促进我国优质药材的可持续

丹皮酚原苷、丹皮酚和芍药苷含量上存在差异；通过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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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在方剂研究中的应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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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普及，中医现代化研究得到极大发展。为探究辨证论治、
组方配伍本质规律，方剂研究成为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实现智能化中医诊疗，根据病症自动推荐准
确有效的方剂成为研究关键。本文对近年来机器学习在方剂领域中的应用进行梳理，将聚类、支持向量机、关
联规则等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技术的特点及其在方剂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比较；分析机器学习在方剂研
究中遇到的困境及其相应的解决办法；指出机器学习在方剂研究中的趋势，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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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Applic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in Study on TCM Pr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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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unan Province (Ding Changsong), Changsha 4102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pularization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search on objectif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CM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ssential law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essence law of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and prescription
research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TCM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key to realize
intellig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CM is recommend accurate and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according to the
symptoms automatically. This article sorted out the applic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prescriptions in
recent years, and compa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and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such as cluster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ssociation ru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prescription research; analyze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research of prescrip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pointed out the trend of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research of prescriptions, and look forward to its prospects.
Keywords: machine learning; TCM; prescription;objectification; intellectualizatio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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