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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丹參始載於神農本草經，列為草部上品，為常用中藥之一。歷代以降，諸家

本草皆收錄之，均以丹參為名。丹參以根入藥，其性味：苦，微寒，有活血化瘀、

安神寧心、消癰之功效。現代藥理研究顯示丹參具有血管擴張、降血脂、抗粥狀

動脈硬化、抑制血小板凝集、抗血栓形成、保護心肌、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及抗

菌消炎等作用。丹參因臨床使用量大，市售品常以同屬之丹參類藥材代用之。本

研究將針對以台灣市售丹參藥材實際調查結果，深入瞭解並探討丹參藥材之真偽

優劣，提供優質丹參藥材之鑑定依據。 

    本研究首先進行本草學、藥用植物學、生藥學、藥理學等文獻之考察，其次

收集中國市場常用鼠尾草屬（Salvia L.）藥材，其基原經確認計有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擬丹參（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滇

丹參（S. yunnanensis C. H. WRIGHT）、南丹參（S. bowleyana DUNN）、白花丹參

（S. miltiorrhiza BUNGE var. miltiorrhiza f. alba C. Y. WU et H. W. LI）等之五種丹參

類藥材，進行生藥學鑑定，記述各種藥材的外部形態特徵，同時剖析其內部組織

構造之異同，建立標準生藥組織圖，以便於比對及台灣市售丹參藥材之來源。以

高效能液相層析(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法探討市售丹

參藥材中指標成分丹參酮 IIA (tanshinone IIA)與丹參酚酸 B (salvianolic acid B)之

含量，以判別其品質之優劣，同時做為推斷基原之輔助。最後再利用體核醣體內

基因轉錄間隔區 (internl transcribed spacer; ITS)生物多態性原則，來探討丹參類藥

材中種 (species) 甚至變種 (variety) 之間的差異與親緣關係。 

    本研究以組織形態學為主的藥材基原鑑定在生藥學研究中仍扮演著重要且關

鍵性的角色，而輔以 DNA 定序等分子生物學的鑑定技術及指標性成分 HPLC 化

學成分分析等，可補助形態學鑑定主觀辨識之不足，進而強化並提供更客觀的鑑

定結果。本實驗模式亦可供作在復育台灣原生或引種外來藥用植物時及進行中草

藥 GAP(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栽培時選種、育種及栽培過程中控管基原品質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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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市售丹參藥材及基原植物之鑑定 

 

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為常用中藥之一，商品主要為唇形科植物丹

參的根，早期藥材來源多數為野生，今則以栽培為主，以四川產量最大，故市售

品稱川丹參。由於臨床使用量大，因而以鼠尾草屬其它藥材代用之情形普遍，經

本草考察（歷代諸家本草植物圖，如圖 1）(1-18)及考察大陸各地使用情形，發現有

南丹參、擬丹參（皖鄂丹參）、滇丹參（雲南丹參）、白花丹參等十餘種(19-21)。而

台灣傳統藥典（原中華中藥典）(22)及中國藥典(23)（2010）僅收載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為唯一之基原。本研究以中藥材基原的鑑定為基礎，蒐集原

植物（如圖 2-17）及藥材（如圖 18-25），以傳統之形態學（外部性狀及內部顯微

構造）(24-25)之鑑別方式為主，另外再輔以理化性質（TLC、HPLC 等）之鑑別分

析(25)，以判別其品質之優劣，同時做為推斷基原之輔助。最後再利用體核醣體內

基因轉錄間隔區（internl transcribed spacer; ITS）(26)生物多態性原則，來探討丹參

類藥材中種（species）甚至變種（variety）之間的差異與親緣關係。 

一、材料 

1.鼠尾草屬丹參藥材 

(1)丹參（S. miltiorrhiza BUNGE） 

(2)滇丹參（S. yunnanensis C. H. WRIGHT） 

(3)南丹參（S. bowleyana DUNN） 

(4)白花丹參（S. miltiorrhiza BUNGE var. miltiorrhiza f. alba C. Y. WU et H. W. 

LI） 

2.市場品 

由台灣北、中、南區 14家進口商（含大盤商）及中藥店，購得市售流

通之藥材。 

3.對照標準品 

(1)丹參酮ⅡA（tanshinone ⅡA）標準品（購自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

所；批號：110766-200417） 

(2)隱丹參酮（cryptotanshinone）標準品（購自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

所；批號：852-9903） 

(3)丹酚酸 B（salvianolic acid B）標準品（購自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

所；Amp瓶裝；批號：111562-200504）。 

二、丹參藥材之生藥組織學研究 

1.丹參（S. miltiorrhiza BUNGE） 

【性狀】根莖短粗根數條，根長圓柱形，略彎曲。長 10~24 cm，直徑 0.3~2.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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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紅棕色，具縱皺溝紋，質硬而脆，外皮緊貼不易剝落，斷面較平整，略呈

角質樣；老根外皮疏鬆，紫棕色，呈鱗片狀剝落，並具鬚根，頂端部分留有莖

部殘基，多分枝，斷面疏鬆，有裂隙，具縱皺溝紋，皮部棕紅色、暗棕褐色或

磚紅色，木部灰黃色或紫褐色，導管束黃白色，呈放射狀排列。氣微弱，味甘

而澀。 

【構造】取直徑 1.5 cm 的根以擴大鏡檢視其橫斷面，斷面成類圓形，最外層為

栓皮層，皮層寬度約佔 1/3，維管束呈放射狀，中央為髓部，可見初生木質部。 

以顯微鏡檢其乾燥根之橫斷面，最外緣為外被角質層之表皮細胞，一層。

栓皮層最外側有老化、剝離現象，細胞約 4~6 層，含橙色或淡棕褐色物，呈

切線性排列，排列稍整齊，細胞呈類長方形、類長圓形、類方形，黃棕色或棕

褐色，切向長 18~114.5 μm，徑向長 4.2~40.2 μm。皮層細胞寬廣，由薄壁細

胞所組成，呈切向性排列，細胞腔內含紫褐色點狀分泌物，細胞呈類長方形、

類方形、類圓形、類長圓形、不規則形，長徑 12.6~48μm，短徑 10.2~42 μm，

石細胞單個散在或 2 個相連，淡黃色或近無色，呈不規則形，直徑 11.2~33.6 

μm，長 67.2~128.8 μm，胞腔內含黃棕色、紅棕色物。篩部組織呈紡綞形或半

月形，由小且薄壁的細胞組成，約 10~12 層，細胞呈類圓形、類方形、類長

方形、類長圓形，切線性延長。形成層成環，由 2~5 層類扁長方形細胞組成，

束間形成層不甚明顯。木部由木部柔細胞、導管、木部纖維、髓線細胞組成；

導管和木纖維組成 8~13 (~ 24) 個群束放射狀，木部細胞呈類橢圓形、類長圓

形、類方形、類圓形及不規則形，在近形成層處有單個或 2~10 個相連的導管，

呈切向排列，漸至中央導管分佈呈單個或 2~3 個相連的導管，導管膜壁厚化，

膜孔明顯，木化；導管以網紋導管及有緣孔紋導管為主，偶見螺紋導管，螺紋

導管管徑 4.3~6.3 μm、網紋導管徑 6~33.6 μm、有緣孔紋導管徑 9~51 μm；導

管外緣有木部纖維，散生或成束，長徑 5.5~23 μm，短徑 2~13.8 μm，細胞呈

類方形、類三角形、類長方形、長圓形、多邊形及類圓形，木化。中間髓線寬

窄不一，細胞呈類橢圓形、類長圓形、類長方形、類方形及不規則形，長徑 

11.2~33.6 μm，短徑 7.6~22.4 μm，呈放射性延長。髓部由初生木部導管、木部

纖維、薄壁細胞組成；髓部薄壁細胞呈圓形、類圓形、類長圓形、類方形、類

長方形、不規則形，長徑 5~60 μm，短徑 3.3~35 μm；髓部的初生木部導管，

單個散生或 2~10 個相連的導管，細胞呈類圓形、類橢圓形、多邊形，直徑 

3~21.3 μm。（如圖 26） 

2.擬丹參（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 

【性狀】根呈類圓柱形，平直或稍彎曲；直徑 0.8~2.3 cm。表面紅棕色或暗棕

褐色，常皺縮，具縱皺紋，纖維明顯，偶見頂端有莖的殘基。斷面不平坦，略

呈角質樣，外皮略疏鬆，有裂隙或略平整而緻密。皮部暗棕褐色、黃棕色或紫

褐色，木質部灰黃色或紫黑色，氣味甘而澀。 

【構造】取直徑 1 cm 的根以擴大鏡檢視其橫斷面，斷面呈類圓形，最外層為

栓皮層，內為皮層，皮層寬廣，約佔 1/3，木質部纖維、導管、髓線呈放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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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中央髓部可見初生木質部，髓線寬窄不一。 

以顯微鏡檢其乾燥根部之橫斷面，最外緣為外被角質層之表皮細胞，一

層。栓皮層最外側有老化、剝離現象，細胞約 5~9層，呈切線性排列，細胞呈

類長方形、類長圓形、類長橢圓形、類紡綞形、不規則形，切向長 27.5~102.5 

μm，徑向長 5~32.5 μm，細胞內含黃橙色、紅棕色或淡棕褐色物。皮層寬廣，

薄壁細胞切向延長，細胞腔內含淡紫褐色或棕褐色點狀分泌物，細胞呈類圓

形、類長圓形、類方形、類橢圓形、類長方形、不規則形，長徑 20~100 μm，

短徑 11.3~60 μm，石細胞多單個散在，切向排列於近外皮層，呈不規則形，

淡黃色或近無色，直徑 8.4~22.4 μm，長 92.4~103.6 μm，胞腔內含黃棕色或紅

棕色物。細胞間隙明顯。篩部組織成半月形或紡綞形，由小且薄壁的細胞組成，

約 9~14層，細胞呈類圓錐形、類圓形、類長圓形、類長方形、類方形，切線

性延長。束間形成層成環，為 2~4層細胞，細胞呈類扁長方形。木質部寬廣，

木部由木部柔細胞、導管、木部纖維、髓線細胞組成。木部柔細胞呈類圓形、

類長圓形、類長方形、類橢圓形、類方形、不規則形；導管和木纖維組成 10~20

個群束放射狀，由內向外作多分叉，木部導管細胞呈圓形、類橢圓形、類長圓

形、多角形，直徑 1.25~55 μm；在近形成層處多為單個或 2~5個相連的導管，

導管直徑較小，導管膜壁厚化，木部細胞間漸至中央導管分佈呈單個散在或 

2~6個成群，稀疏，有的呈切向排列，木化。導管具網紋導管及有緣孔紋導管；

網紋導管徑 8.4~22.4 μm、有緣孔紋導管徑 16.8~53.2 μm。導管旁有木部纖維，

主要位於木質部的外側，長徑 3.5~37.5 μm，短徑 1.3~12.8 μm，細胞呈長紡綞

形、類圓形、類三角形、類方形、類長方形、類橢圓形，木化。中間髓線寬窄

不一，呈放射性延長。髓部由初生木部導管、木部纖維、柔細胞組成。髓部纖

維存於導管外圍，長徑 6.2~16.8 μm ，短徑 4.2~8.4 μm，細胞呈類圓形、類橢

圓形，木化。髓部導管單個散生或 2~4相連，細胞呈圓形、橢圓形或多角形，

直徑 2.8~28 μm，木化。髓部柔細胞長徑 16.8~67.2 μm，短徑 16.8~46.8 μm，

細胞呈類圓形、類方形、類橢圓形及不規則形。（如圖 27） 

3.滇丹參（S. yunnanensis C. H. WRIGHT） 

【性狀】根莖短粗根數條，呈紡綞形，長 3~10 cm，直徑 0.3~1 cm，具縱皺溝

紋，質硬而脆，外皮緊貼不易剝落，橫斷面較平整，略呈角質樣，皮部暗棕褐

色，木部灰黃色或紫褐色，導管束黃白色。氣微弱，味甘而澀。 

【構造】取直徑 0.9 cm的根以擴大鏡檢視其橫斷面，斷面成類圓形，最最外層

為表皮，皮層寬度約佔 1/3，可見石細胞，單個散在或數個成群。木質部維管

束呈放射狀黃白色，約佔 2/3，木質部纖維、導管、髓線呈放射狀排列。中央

髓部可見初生木質部，髓線寬窄不一。 

以顯微鏡檢其乾燥根部之橫斷面，最外緣為外被角質層之表皮細胞，一

層。栓皮層最外側有老化、剝離現象，外壁稍增厚，細胞約 2~5層，含橙色或

淡棕褐色物，呈切線性排列，排列稍整齊，細胞呈類長橢圓形、不規則形，切

向長 11.2~50 μm，徑向長 5.6~23.8 μm。皮層由薄壁細胞組成，皮層薄壁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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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向內漸小，細胞腔內含紫褐色點狀分泌物，呈類橢圓形、類長圓形、類長

方形、類圓形、類方形、類多邊形或不規則形。皮層薄壁細胞長徑 14~95.2 μm，

短徑 8.4~33.6 μm。細胞間隙不明顯。石細胞多，單個散在或數個成群，細胞

呈類長圓形、類長方形、多角形或不規則形，黃棕色近無色或桃紅色，直徑

2.8~16.8 μm，長 67.2~142.8 μm，胞腔內含黃棕色或紅棕色物或無，壁稍厚，

孔溝明顯，可見層紋及紋孔，不木化或木化。篩部組織，由小且薄壁的細胞組

成，約 9~12層，細胞呈類橢圓形、類圓形、類長方形、類方形，切線性延長，

周圍可見纖維及數個石細胞成群，細胞呈類圓形或多角形，石細胞壁稍厚，孔

溝明顯，可見層紋，木化。形成層成環，為 2~3列細胞，呈類長方形，切線性

延長。木部由導管、木部纖維、薄壁細胞及髓腺細胞組成。導管和木纖維組成

6~9個群束放射狀，靠近形成層處較寬，向內漸窄，略呈 T形，呈切向性排列，

木部細胞呈類圓形、類長圓形、類方形、不規則形，直徑 12.8~24.8μm，近形

成層處常見 2~7個大小導管成群，漸至中央分佈呈單個散在或 2~6個成群，導

管膜壁厚化，膜孔明顯，木化。導管具有緣孔紋導管及網紋導管；網紋導管徑

14.4~15.9 μm、有緣孔紋導管徑 10~21.6 μm。木部薄壁細胞呈類圓形、類橢圓

形、類長方形、類方形、不規則形，長徑 8.5~56.1 μm，短徑 12~56 μm；木部

纖維分佈於導管周圍，長徑 8.4~19.6 μm，短徑 5.6~14 μm，細胞呈類方形、類

三角形、類圓形、類長圓形、類長方形、類長橢圓形，木化。中間髓線細胞寬

窄不一，呈放射性延長。髓部由初生木部導管、木部纖維、薄壁細胞組成。髓

部導管細胞呈類圓形、類橢圓形，單個散在，直徑 11.2~30.8 μm。髓部薄壁細

胞呈類圓形、類橢圓形、類長圓形、不規則形。髓部可見纖維分佈於導管周圍，

細胞呈類圓形、類橢圓形、類長圓形及不規則形，長徑 5.6~11.2 μm，短徑 2.2~8.4 

μm。（圖 28） 

4.南丹參（S. bowleyana DUNN） 

【性狀】根莖類圓柱形，長 7~21 cm，直徑 0.3~1 cm，有的分支，鬚根較多。表

面紅棕色、黃褐色或暗棕褐色，具縱皺溝紋，質硬而脆。皮部棕褐色，木質部

灰黃色，微草腥味，味甘而澀。 

【構造】取直徑 0.7 cm的根以擴大鏡檢視其橫斷面，斷面成類圓形，最最外層

為表皮，皮層寬度約佔 1/2，木質部維管束呈放射狀黃白色，約佔 1/2，木質部

纖維、導管、髓線呈放射狀排列。中央髓部可見初生木質部，髓線寬窄不一。 

以顯微鏡檢其乾燥根之橫斷面，最外緣為外被角質層之表皮細胞，一層。

栓皮層細胞約 2~4層，呈切線性排列，排列稍整齊，細胞呈類長方形、類長圓

形、不規則形，細胞呈切向長 11.8~63 μm，徑向長 5.6~18 μm，細胞內含棕褐

色物。皮層由薄壁細胞組成，皮層薄壁細胞由外向內漸小，呈類橢圓形、類長

圓形、類圓形、類方形、類多邊形或不規則形。細胞腔內含淡褐色油滴狀分泌

物，皮層薄壁細胞長徑 15.4~118.4 μm，短徑 7~35.6 μm。具有細胞間隙。篩部

組織，呈類半圓形，由小且薄壁的細胞組成，約 10~16列，細胞呈類橢圓形、

類長方形、類方形。形成層成環，為 3~7層細胞，呈類扁長方形，切線性延長。



 - 34 - 

木部由導管、木部纖維、薄壁細胞組成；導管和木纖維組成 5~9個群束放射狀，

靠近形成層處較寬，向內漸窄，呈切向性排列；木部柔細胞呈類圓形、類長橢

圓形、類長圓形、類方形、類方形、不規則形，長徑 11.2~44.8 μm，短徑 8.4~28 

μm；木部導管細胞呈圓形、橢圓形、多角形，近形成層處常見 10數個較小導

管成群，漸至中央分佈呈單個散在或 2~4個成群，導管膜壁厚化，膜孔明顯，

木化；導管具網紋導管及有緣孔紋導管，網紋導管徑 4.2~19.2 μm，有緣孔紋

導管徑 11.2~39.2 μm；木部纖維少，分佈於導管周圍，長徑 14~36.4 μm，短徑

5.6~11.2 μm，細胞呈類三角形、類方形、類圓形、類橢圓形、多角形，木化。

中間髓線寬窄不一，細胞呈類長方形、類長圓形、類紡綞形、類橢圓形，長徑

9.8~42 μm，短徑 5.6~33.6 μm，呈放射性延長。髓部由初生木部導管、木部纖

維、薄壁細胞組成；髓部導管細胞呈類圓形、類橢圓形，單個或 2~8個成群，

直徑 5.6~42 μm；髓部薄壁細胞呈類圓形、類橢圓形、類橢圓形、多邊形，長

徑 16.8~29.2 μm，短徑 2.8~28 μm。髓部纖維分佈於導管周圍，細胞呈類圓形、

類橢圓形、類方形、類長方形、類三角形、類長圓形、多邊形，長徑 4.2~15.7 μm，

短徑 2.2~8.4 μm。（如圖 29） 

5.白花丹參（S. miltiorrhiza BUNGE var. miltiorrhiza f. alba C. Y. WU et H. W. LI） 

【性狀】根莖短，稍粗，下連數條根，根磚紅色，長圓柱形，較直或稍彎曲。

長 10~33 cm，直徑 1~7 mm，有的分支，鬚根較多。表面紅棕色，具縱皺，斷

面不平坦，呈角質樣或纖維性，質硬而脆。皮部棕紅色或磚紅色，木質部灰黃

色或紫褐色，氣味甘而澀。 

【構造】取直徑 0.4 cm的根，以擴大鏡檢視其橫切面，斷面呈類圓形，黃白色，

最外層為表皮，皮層寬度約佔 1/4，木質部呈放射狀黃白色，約佔 3/4，木質部

纖維、導管、髓線呈放射狀排列。 

以顯微鏡檢其乾燥根部之橫斷面，最外緣為外被角質層之表皮細胞，一

層。栓皮層最外側有老化、剝離現象，細胞約 2~5層，呈切線性排列，排列稍

整齊，外壁稍增厚，細胞呈類長圓形、不規則形，切向長 8.4~23.8 μm，徑向

長 3.0~17.4 μm。細胞內含黃棕色或棕褐色物。皮層由薄壁細胞組成，皮層薄

壁細胞由外向內漸小，呈類長梭形、類長圓形、類多邊形或不規則形。皮層薄

壁細胞長徑 11.8~65.2 μm，短徑 5.9~17.9 μm。具有細胞間隙。石細胞偶見，壁

稍厚，呈類橢圓形或不規則形，木化。篩部組織，約 10~12層，由小且薄壁的

細胞組成，細胞呈類扁長方形、類紡綞形、類長方形、不規則形。韌皮部偶見

石細胞，壁較厚，木化。形成層成環，為 1~3層細胞，呈類扁長方形，切線性

延長。木部由導管、木部纖維、髓線細胞組成；導管和木纖維組成 6~10 個群

束放射狀，維管束較大，靠形成層處較寬，向內漸窄，呈切向性排列，細胞呈

類圓形、類長圓形、類三角形、類橢圓形、多角形，長徑 8.4~58.8 μm，短徑

4.2~41.4 μm，在近形成層處有單個或 2~5個相連的導管，木部導管細胞漸至中

央分佈呈單個散在或 2~8個成群，導管膜壁厚化，膜孔明顯，木化；導管以有

緣孔紋導管及網紋導管為主，偶見螺紋導管，螺紋導管徑 5.6~11.2 μm、網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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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管徑 7.4~15.8 μm、有緣孔紋導管徑 5.6~44.8 μm；木部纖維發達，分佈於導

管周圍，長徑 6~42 μm，短徑 2~30 μm，細胞呈類紡綞形、類三角形、類方形、

類圓形、類長圓形、類長方形、多角形，木化。中間髓線細胞 1~3列，黃棕色，

髓線細胞呈類長方形、類長圓形、紡綞形、不規則形，長徑 5.9~33.6 μm，短

徑 2.8~16.8 μm，放射性延長，有些裂開形成列隙，偶見切線性延長。髓部由

初生木部導管、木部纖維、柔細胞組成。髓部細胞呈類圓形、不規則形。髓部

導管較小，細胞呈類圓形、類長圓形。（圖 30） 

三、市售丹參藥材之生藥組織學研究 

由市售丹參藥材 1、4、5、19號等為原形藥材；另 11號為老根；2、8、10、

14、18號等為未炮製之飲片；7、9、12、16號等為炮製之飲片。由外觀、氣味、

纖維及炮製情形等特徵，可略分為市場品 1和市場品 2。 

由市售藥材之外皮大多為磚紅色或紅棕色，無鬆脆、剝落現象，此結果與丹

參栽培品之描述即為相似，而 11號樣品由外部性狀可見莖部殘基，根微彎曲，

留有少數鬚根，外皮鬆脆，栓皮層最外側有老化、剝離現象，具明顯裂隙及纖

維、氣味微弱等特徵，推測應為丹參老根。另外，丹參飲片於未經炮製前，從

橫切面觀之，多呈現棕褐色或暗黃褐色，或微具臭草腥味，而經炮製者，則呈

現暗紫棕褐色，無臭草腥味。再與丹參-生物學及其應用[23]、新編中藥誌[26]、中

藥材品質管制-組織形態學鑑定[96]、丹參類專題研究[27]等文獻比對，發現與丹參

(S. miltiorrhiza BUNGE)之描述相似度達 90%，判斷上述之樣品為丹參 (S. 

miltiorrhiza BUNGE)藥材，經鑑定判斷為丹參藥材。 

另市售藥材飲片中 3、6、13、15、17、20號等 6件樣品均為飲片，藥材之外

皮顏色較偏暗褐色或棕黑色，外皮鬆脆、有剝落現象，橫切面呈現黃白色部分

較多，纖維明顯，未經炮製者，部分微具臭草腥味，經與收集之丹參類藥材進

行外部性狀，發現其纖維較為發達，其餘與丹參相似，並進行顯微構造鑑定，

結果與丹參-生物學及其應用[23]、新編中藥誌[26]、丹參類專題研究[27]等文獻比

對，發現與擬丹參(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之描述相似度達

90%，判斷上述之樣品為擬丹參(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藥

材，經判斷為擬丹參藥材。 

四、結論 

本研究從本草學、藥用植物學、生藥學、藥理學進行考察，調查收集大陸常

用之丹參類藥材及台灣市售丹參藥材，依植物分類學與生藥組織學原則，運用傳

統之性狀及顯微構造鑑定，接續以 HPLC 化學分析及分子生物鑑定技術，獲致如

下之結論： 

1.丹參始載於神農本草經之上品。丹參之別名郄蟬草首見於神農本草經；而赤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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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羊乳則首見於吳普本草。 

2.歷代本草對丹參形態之描述，首見於吳普本草；其附圖則首見於圖經本草。綜

合歷代本草對丹參形態之描述及大觀、政類、綱目、植物名實圖考等本草所附

之植物圖（如圖 1）與現今植物形態特徵比對結果，丹參之植物來源應為唇形科

（Labiatae）鼠尾草屬（Salvia L.）植物。 

3.經採集調查，發現台灣市售丹參藥材目前有 2種：丹參（S. miltiorrhiza BUNGE）、

擬丹參（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市場品有栽培品丹參條、

未炮製及炮製之飲片等形態。二種丹參外觀性狀相似度高，尤其由飲片外觀僅

能以纖維特徵作為較明顯之區分點，須再併用顯微構造鑑定來予以鑑別。 

4.於探討市售丹參類藥材品質之優劣方面，發現同品種之樣品間， tanshinone IIA、

salvianolic acid B等指標成分之含量差異性大，僅有少數未能符合台灣傳統藥典

及中國藥典（2005 版）之規定。由於丹參之產地、採收、炮製、儲存等條件均

為影響 tanshinone IIA、salvianolic acid B等成分之變因，故目前尚無法瞭解影響

含量之確切原因，仍有待進一步之研究探討。有鑑於上述結果，為有效解決藥

材品質問題，使其有效成分之含量能在藥材中均一呈現，應從藥用植物之栽培

著手，並以 GAP 之栽培管理方式培育出高品質的丹參藥材。而基原之鑑定在

GAP栽培過程中，更為其首要關鍵。  

5.本研究之丹參 DNA ITS序列鑑定部分，鼠尾草屬丹參類藥材種間及變種間 ITS

序列之變異性小（＜1.8%），相似性高，顯示其密切之親緣關係。從遺傳距亦

可反應了植物外部特性、成分結構均與 DNA遺傳物質的外在表現型有關，本方

法可以輔助性的應用於中藥材基原鑑定或親緣關係鑑定上。 

6.利用傳統中藥鑑定方法之特點，結合各種新的分子生物鑑定技術，是未來中藥

材鑑定之趨勢，在 PCR技術與定序技術的發展及相互配合下，期能使藥材鑑定

機制致臻完備，更進一步提升中藥鑑定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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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丹參之本草植物圖 

明‧滇南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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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大陸栽培丹參之一 圖 3.大陸栽培丹參之二 

  
圖 4.大陸栽培白花丹參 圖 5.台灣栽培丹參品系之一的花 

 

 

圖 6.台灣栽培丹參品系之二的花 圖 7.台灣栽培丹參白花品系 

 

 

圖 8.台灣栽培丹參品系之三的花 圖 9.台灣採集之南丹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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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台灣栽培丹參品系之四的花 圖 11.台灣栽培丹參品系之五的花 

  

圖 12.台灣栽培丹參品系之六的花 圖 13.台灣栽培丹參有多種品系 

  

圖 14.台灣栽培丹參尖葉品系 圖 15.台灣栽培丹參白花品系 

  

圖 16.台灣栽培丹參優良品系 圖 17.台灣栽培丹參鈍葉優良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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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野生丹參藥材 圖 19.丹參老根藥材 

  

圖 20.栽培丹參藥材之一 圖 21.栽培丹參藥材之二 

  

圖 22.台灣市售丹參飲片 圖 23.台灣市售丹參炮製飲片 

  

圖 24.台灣市售擬丹參飲片 圖 25.台灣市售擬丹參炮製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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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 BGE.）根之組織鑑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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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擬丹參(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根之組織鑑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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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滇丹參(S. yunnanensis C. H. WRIGHT)根之組織鑑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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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南丹參 (S. bowleyana DUNN) 根之組織鑑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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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白花丹參（S. miltiorrhiza BUNGE var. miltiorrhiza f. alba C. Y. WU et H. W. 

LI）根之組織鑑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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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lviae Radix (丹參) was initially embodied as a tonic herbal drug in the ‘‘Shen 

Nong Pen Tsao Jing ‘’(Shen Nong Ben Cao Jing, Shen-Nong's Herbal Classic,(神農本

草經)-the premier ancient medicinal book, which is known as the first pharmacopeia in 

China. And from then on, the herb was almost listed in every Chinese Herbal Classic of 

all dynasties with a selfsame as Danshe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Danshen root is known to has the drug 

characteristics as bitter, slightly cold (苦，微寒), and with some therapeutic actions and 

indications on: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活血化瘀), 

relieving mental strain as well as inducing sedation and tranquillization (安神寧心), 

anti-abscessed (消癰) Recent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has evidenced its functions on: 

vasodilative, lipid lowering, anti-arteriosclerotic, anti-coagulant, anti-thrombotic, 

cardioprotective, coronary blood flow accelerating, anti-microbial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Since Danshen is a useful and important remedy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results to have a heavy and frequent clinical consumption. Sequentially, it is commonly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generic substitutes of Danshen sold in the market. For this 

reason, it is behooved to study and find out what and how is the adulteration, 

substitution, quality diverseness of different Danshen commercially sold in our inland 

market. 

In this study, we started with literature reviews on Chinese herbal classical, 

pharmacobotanical, pharmacognost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documents of Danshen, 

then collected five sample standards for origin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Danshen roots 

from China. These medicinal plant samples were identified as: Salvia miltiorrhiza, S. 

paramiltiorrhiza, S. yunnanensis, S. bowleyana and S. miltiorrhiza var. miltiorrhiza f. 

alba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genus Salvia. We illustrated and demonstrated the 

morphological,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roots with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and principles of pharmacognostical histology. Results from 

identification were established to make a working standard for further discrimination 

on commercial sampl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quality of manifold trade articles, we analyzed the indicator 

content of tanshinone IIA and salvianolic acid B in the Danshen samples with HPLC 

method. Results of the content can be regarded as a supplementary reference on plant 

origin extrapolation. 

Furthermore, a ribosomal ITS (Internally transcribed spacer) region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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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ive Danshens was proceeded to investigate their variation an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among species and varieties.  

We subsequently found that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some four dried roots in 

these five specimens are quite similar. Hence, it is difficult to discern these 

homo-generic species on the basis of physical appearance only. And we found that only 

two kinds of Danshen, originated from S. miltiorrhiz and S. paramiltiorrhiza were sold 

in the domestic marketplace where the study samples we collected 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