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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质量性状的分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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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道地药材是指药用成分含量高、临床效果好且生长于特定产区的名优正品药材。优良的种质

资源是道地药材形成的遗传因素，种质资源包含的特定基因是药材道地性形成的关键。本文详细阐述了当
前药用植物道地性相关的质量性状的研究现状，并对标记开发、遗传图谱构建、相关性状数量性状位点
（QTL）定位和转录组测序等技术在药用植物相关性状基因的挖掘以及药用植物基因工程应用现状进行了归
纳总结，以期为提高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道地性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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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是指全部或部分植株可以直接入药或
作为药物生产的植物。我国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其应
用已有几千年历史。尤其是来源于特定产区的道地
药材，由于具有药用成分含量高、临床效果好的优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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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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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道地性研究进展
药材品质关系到临床用药的有效性，而道地药材

属于我国的一种特色的传统药物 。造成药用植物道

是药材品质的关键所在。道地药材在其道地产区往

地性与非道地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种质资源、生长

往种植面积大，栽培管理规范，药用成分含量高，因

[2]

环境及气候条件三个因素 ，其中优良的种质资源是

此，可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黄璐琦院士的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优良品质形成的内在因素，由于特定的基因

形成的模式假说认为种质资源、生长环境及气候条件

调控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等有效成分的产生，因此，种

是造成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品质差异的主要原

质资源包含的特定基因是药材道地性形成的关键。

因[3]。国内外涉及药用植物道地性相关的质量性状的

由于大多数药用植物为虫媒异花授粉植物，栽培过程

研究技术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利用高效液相色

中易混杂，容易导致品种退化，进而造成品质和产量
下降。因而研究种质资源道地性形成的内在机制和
导致道地性形成的特定基因，是提高药材品质和选育
优良品种的基础。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药用植物道地
性相关质量性状研究、分子遗传图谱构建及重要性状
基因的定位、克隆和转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也
为优良性状的定向培育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工具。本
文综述了目前药用植物道地性研究现状、标记开发、

谱（HPLC）对道地和非道地的唇形科植物丹参中 3 种

药用成分的含量进行了比较分析，证实道地产区的丹
参中药用成分含量远高于非道地产区[4]。通过对毛茛

科植物白芍进行 HPLC 分析，建立了白芍道地性化学

特征指纹图谱，该指纹图谱可用于白芍道地性和药材
质量评价[5]。利用 HPLC 比较了不同基源和产地的桔
梗科植物党参的特征图谱，并建立了山西道地药材潞

党参的 HPLC 特征图谱[6]。HPLC 还建立了三白草科植

物鱼腥草、毛茛科植物附子和白芍以及五加科植物人

遗传图谱构建、相关性状数量性状位点（QTL）定位、转

参等药用植物的特征指纹图谱，为研究上述植物的道

录组测序、基因工程等技术对药用植物相关性状基因

地性提供了一系列参考数据。

的挖掘现状，以期为提高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道地性

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快速区分道地产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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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地产区的广陈皮和当归[7]。利用电子鼻传感器的

密度和饱和度[14]。SNP 标记具有多态性好、密度高、数

响应值作为指标对菊科植物白术和白菊、木犀科植物

量丰富且覆盖全基因组的优点。基于测序技术开发

茉莉、蔷薇科植物金樱子气味指纹变化进行分析

[8-9]

。

分子标记技术在道地性药材鉴定和分析上发挥了较
大的作用，采用随机扩增多态 DNA（ RAPD）标记结合

HPLC 技术研究了 3 个不同产地的山西道地药材连翘
的道地性 。将 RAPD 标记与 SCAR 标记结合，对罗汉
[10]

[11]

果性别进行早期鉴定 。DNA 条形码技术是从基因
水平区分道地中药材，近年来在中药真伪品鉴别上的
应用很多，将 DNA 条形码与 ISSR 分子标记相结合鉴
别不同产区的唇形科植物广藿香 。通过 DNA 条形
[12]

码技术可以准确区分紫丹参、冬虫夏草和雪胆及其伪
品[13]。但是，由于道地性为微效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
状，与单基因控制的质量性状相比，数量性状遗传基
础复杂，常规方法难以对道地性相关的基因数目、位
置、效应及作用方式进行分析[3]。随着现代分子生药
学和测序技术的发展，数量遗传学的方法，尤其是以
分子遗传连锁图谱和标记开发为基础的标记-QTL 连
锁分析的方法成为揭示药用植物道地性分子机理的
重要手段。
2

药用植物标记开发及遗传图谱构建

相关标记，同时针对特异位点设计多种标记，结合多
种标记技术为构建植物高密度遗传连锁图谱提供了
技术保障，这些标记已用于药用植物连锁图谱的构
建。目前，基于高通量技术的基因芯片技术、重测序
（BSA）技术、混池转录组测序（RNA-seq）技术和简化

基因组测序（SLAF-seq，GBS）技术在药用植物遗传图

谱构建和相关性状基因定位方面展现了较大作用。
基因芯片技术构建了蔷薇科植物桃的遗传图谱，简化
基因组测序技术（RAD）开发出莲科植物栽培荷花、蔷
薇科植物山楂和玫瑰的高密度遗传图谱[15]。测序基因
分型（GBS）和竞争性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KASP）分

型技术结合获得蔷薇科植物杏和芍药科植物牡丹的
连锁图谱[16]。SLAF-seq 技术是通过限制性内切酶消
化基因组 DNA，降低了基因组的复杂度，且不依赖参

考基因组序列，具有快速、准确鉴别标记优点。利用
SLAF-seq 技术分别构建了唇形科植物丹参、木犀科植

物银杏和桂花、芍药科植物牡丹、兰科植物铁皮石斛、
杨柳科植物旱柳、蔷薇科植物梅花和豆科植物小豆的
高密度遗传图谱[17-21]。多数遗传图谱均为该植物的首
张遗传图谱，其中，梅花的高密度遗传图谱，连锁图上

高密度的遗传图谱及 QTL 定位研究有助于挖掘

包含 8007 对引物，为梅花数量性状基因定位和分子育

机制。多态性的分子标记是构建遗传图谱并进行相

图谱，包含有 8 个连锁群，覆盖率高达 99.83%，为丹参

控制复杂性状的重要性状基因，分析相关性状的遗传

关性状 QTL 分析的基础。这些标记的开发为了解药

用植物的遗传多样性、种间遗传分化和栽培育种提供
分子生物学依据。简单重复序列（SSR）、简单序列重
复区间扩增多态性（ISSR）、随机扩增多态性（RAPD）、

种提供参考[21]。山东农业大学构建的丹参高密度遗传
农艺性状基因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22]。牡丹的高密
度遗传图谱全长 920.699 cM，5 个连锁群上引物间的
距离仅有 0.774 cM [23]。

上述遗传图谱为药用植物道地性相关性状基因

相关序列扩增多态性（SRAP、
）靶位区域扩增多态性

鉴定和分析提供了重要遗传信息。同时，发出的大量

（TRAP）和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等标记曾经是

分子标记可为药用植物道地性相关基因定位和克隆

构建药用植物遗传图谱的主要方法，构建了茄科植物

工作奠定了基础。

甘薯、兰科植物石斛、唇形科植物丹参、杜仲科植物杜
仲、龙胆科植物龙胆、旋花科植物甘薯、十字花科植物
萝卜和光茸菌科植物香菇等药用植物的遗传图谱。
但是，由于这些标记在基因组中的丰富性较差，可用
的 标 记 数 量 少 ，构 建 的 遗 传 图 谱 密 度 和 饱 和 度 均
不高。
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迅猛发展，构建遗传图谱
的分子标记不断丰富，尤其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标记的大量发掘利用，极大的提高了植物遗传图谱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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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图谱构建

科属

物种

GBS

蔷薇科

杏

莲科

莲

RAD

蔷薇科

山楂

蔷薇科

玫瑰

唇形科

丹参

木犀科

银杏

木犀科

桂花

兰科

铁皮石斛

杨柳科

旱柳

蔷薇科

梅花

豆科

小豆

天门冬科

芦笋

芍药科

牡丹

技术

SLAF-seq

3

现状

部分药用植物的遗传图谱统计
标记数

图谱全长

参考

量

（cM）

文献

327

1152

[16]

较基因在不同样品中的表达差异，为药用植物功能基

1151.97

[25]

了新方法。目前，千种植物转录组计划已完成 1000 余

8487

3762.88

2213

1027.425

3894
5164

1516.43

14189

2962.46

12263
8573

42321
8007
2032
5225
1189

1671.77
2737.49
5497.45
1550.62
1628.15
1850.81

920.699

转录组测序分析可以批量挖掘物种功能基因，比

[24]

因的挖掘和次生代谢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探索提供

[15]

种植物的转录组数据测序、归档和分析研究工作[34]。

[22]
[26]

药用植物包括唇形科植物丹参、菊科植物青蒿和灯盏

[18]

花、三白草科植物鱼腥草、五加科植物三七和人参、百

[20]

星科植物魔芋、玄参科植物地黄、兰科植物铁皮石斛、

[27]

麻黄、粟科植物博落回、茄科植物枸杞、夹竹桃科植物

[19]

合科植物七叶一枝花、豆科植物甘草及沙冬青、天南

[21]

芍药科植物牡丹、红豆杉科植物红豆杉、麻黄科植物

[28]
[23]

药用植物相关性状 QTL 定位研究
高密度遗传图谱构建和分子标记开发有助于对

长春花、葫芦科植物罗汉果、龙胆科植物龙胆、多孔菌
科 植 物 灵 芝 、木 犀 科 植 物 连 翘 和 桔 梗 科 植 物 党
参等[35-40]。
通过转录组数据开发出海量的分子标记，为药用

植物相关数量性状 QTL 定位研究。随着药用植物连

植物道地性分析、遗传图谱构建等研究提供了参考。

位分析也得到了发展。蔷薇科植物梅花的垂枝等 15

五加、桑科植物桑葚、茄科植物黑果枸杞、杜仲科植物

定位到第 7 号染色体，挖掘出预测参与基因转录调控

物穿心连、百合科植物川贝母、兰科植物金钗石斛、胡

QTL 和 51 个条件 QTL 位点分析，对于指导菊花耐涝性

川芎、木犀科植物连翘以及豆科植物苦参、膜荚黄芪、

锁图谱的不断构建，大量药用植物物相关性状 QTL 定

大量的药用植物分子标记被开发，包括五加科植物刺

个重要性状 QTL 分析及候选基因的挖掘，将垂枝性状

杜仲、唇形科植物夏枯草、毛茛科植物黄连、爵床科植

的基因[21]。菊科植物菊花耐涝性相关的 37 个非条件

颓子科植物沙棘、无患子科植物文冠果、伞形科植物

品种的分子选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9]。蔷薇科植物杏

的壳硬度相关基因也进行了 QTL 定位分析。玫瑰的
花色 QTL 位点被定位到第 1、2、6 和 7 号染色体[30]。通

过 QTL 分析识别出与山楂黄酮类化合物含量相关的
21 个 QTL 位点，解释 16.30-59.00% 的变异[25]。豆科植

物 小 豆 开 花 时 间 相 关 的 主 效 QTLs 位 点 和 2 个 微 效

QTLs 位点被识别[27]。筛选出与大豆总异黄酮含量相
关的 15 个 QTL 位点 .50%[31]。18 个影响杜仲科植物杜
仲生长相关性状的 QTL 位点被识别，对表型变异的解

释率为 12.4%-33.3%，该遗传连锁图谱为杜仲基因组
标记辅助选择和基因组研究提供了工具[32]。1 个与十

蒙古黄芪、槐叶决明和中间锦鸡儿等。涉及利用转录
组数据开发出厚朴的 SSR 和 EST-SSR 标记，为厚朴的

资源保护等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41]。以转录组数据为

基础，开发出红花 EST-SSR 标记经不同种质红花验
证，获得多态性扩增条的引物可达 40% 以上[42]。肖亮
等通过对葛根转录组测序数据分析，设计开发出 28 对

多态性引物，这些引物可用于不同葛根资源的遗传多

样性分析[43]。从三七转录组测序数据中确定了 2772
个 SSR，这些标记的开发为三七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提供了参考数据[44]。

通过转录组测序挖掘出一些药用植物活性成分

字花科植物萝卜根部镉累积有关的主效 QTL qRCd9

合成的功能基因及相关的代谢通路，丹参转录组分析

用植物以遗传图谱为基础并进行了相关性状 QTL 定

成相关基因，人参涉及皂苷生物合成途径的酶和糖基

被定位到第 9 号染色体上，LOD 值为 23.6[33]。上述药

位 ，对 于 进 一 步 解 析 这 些 性 状 的 遗 传 机 制 奠 定 了
基础。
4

主要涉及丹参酮合成基因，党参主要涉及党参多糖合
转移酶的基因，银杏涉及黄酮类生物合成的基因，三
七涉及皂甙生物合成途径中相关的候选基因，连翘转
录组分析主要涉及金丝桃素生物合成的基因，灯盏花

转录组测序技术对药用植物相关性状基因的挖掘

测序主要涉及灯盏乙素合成的候选基因，罗汉果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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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测序涉及甜甙生物合成的候选基因，甘草涉及甘草
酸合成的关键酶基因

[46-50]

。西洋参涉及所有与人参皂

入青蒿植株中，获得的阳性转化植株中青蒿素的含量
得到较大的提高[62]。

苷合成相关的酶基因，西藏延龄草涉及甾体皂苷生物

转基因植物需要进行安全评价和环境安全性评

合成等代谢过程中的基因，蒙古黄芪涉及异丙氨酸和

价，食用安全性评价包括毒理学评价和致敏性评价两

三萜皂苷生物合成相关的基因，丹参涉及丹参素生物

部分，与农作物长期食用不同，中药仅在治疗阶段才

合成早期的编码酶基因
5

[50-53]

。

需要食用，且中药在食用前已经过炮制、煎煮等工艺
处理，食用安全性方面相对比较可靠。环境安全性评

药用植物基因工程研究现状

价包括生存竞争能力评价、基因漂移环境影响评价、

药用植物的道地性体现在其次生代谢产物的含
量及产量上，而人工栽培药用植物普遍存在有效成分

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靶标害虫抗性风险评价。药用
植物种植面积较小，环境安全性方面更容易控制[55]。

含量减少和品种退化等问题。随着 1983 年世界首例

总之，不论农作物还是药用植物，均需经过严格的食

转基因植物培育成功，基因工程技术近年来在农作物

用性评价、环境安全性评价以及一系列安全评价审批

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并逐步推广，已克隆了不同来源的

程序才可获得应用安全证书。

抗病、抗虫、抗逆和抗除草剂的基因并进行转化应用，
减少了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及残留，提高了农作物抗

6

展望
药用植物道地性提高的关键是适宜的生长环境、

病性、抗逆性及产量。将上述基因转入药用植物，通
过基因工程手段提高其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和病虫害

气候条件及药用成分含量高的种质资源，其遗传机制

抗病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药材产量和品质。目前主

属于多基因作用下的数量性状，是典型的连续性变

要通过农杆菌介导的方式将一些抗性和荧光蛋白等

异，主要表现在植物形态、生理机能和次生代谢产物

模式基因导入蒿、石刁柏、枸杞、地黄、甘草、黄芩等药

上的特化。当前，对道地性形成的遗传机制了解不

[54-55]

。除草剂抗性基因

足，成为制约药用品质提高和品种选育的瓶颈之一。

转入颠茄中，提高了颠茄和四倍体菘蓝对除草剂的抗

随着现代分子生药学和分子育种的快速发展及应用，

用植物，且已获得转基因植株
[56-57]。

四倍体菘蓝和枸杞中分别转入来自苏云金芽

挖掘与道地性直接相关的基因是道地性药材基因工

孢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和

程研究和品种选育基础。因此，在道地产区不变的基

雪花莲凝集素酶基因，转基因植株分别具有对小菜蛾

础上，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尤其是高通量测

性

[58]

和蚜虫抗虫能力 。将抗微生物活性的抗菌肽分别导

序解析道地性形成的内在遗传机制，明确道地性形成

入阳春砂和鱼腥草受体植株，获得了抗菌活性强的转

的数量性状位点，定位、克隆相关基因并导入受体植

基因植株

[59-60]

。将水稻的几丁质酶基因和苜蓿的相关

基因转入白术植株，获得了抗白术立枯病的阳性转化
[61]

株中。同时，除明确药用植物本身的基因数量、位置、
结构及其功能外，还应关注生长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外

植株 。在已知合成代谢途径的情况下，还可通过基

在因素变化对道地性的影响，了解环境因子与基因之

因工程的手段直接提高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含

间的互作关系，从而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可显著提高

量。尤其是对于药用成分含量比较低，常规育种已无

道地药材的药用品质。

法满足生产需要的药用植物，将反义鲨烯合酶基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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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quality characters in medicinal plants

Zhan Haixian，Du Chenhui，Li Rui，Shang Cailing，Zhang Yu，Hu Nan，Pei Xiangping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Food Engineer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 is quality medicinal herbs, with high content of medicinal ingredients, therapeutic
effect and growing in specific areas. Excellent germplasm resources are genetic factors for the formation of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s.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specific genes for geoherbalism in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tatus of genuine research on medicinal plants is described.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markers,
construction of genetic map, the mapping of specific trait QTL,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gene engineering of
medicinal plant was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echnologi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geoherbalism research of medicinal plant germplasm resources.

Keywords: Medicinal plants, molecular markers, geoherbalism, marker, genetic map, gene engineering
6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责任编辑：闫

群，责任译审：
）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