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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药作为 “五种资源”在国家大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丝绸之路

经济带”为西部经济作物的大力开发开辟了蹊径。沙棘以其丰富的药用价值与食用价值，已经成为中医药 “五种资

源”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典型经济作物代表。目前，沙棘在生态保护、医药、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被

广泛应用。本文从沙棘在卫生、生态、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及近年来沙棘的研究开发现状、存在

问题分别做出评述，并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以期为今后沙棘的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沙棘；生态；开发利用；产业化

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ＬＩＭｉｎｈｕｉ１，ＬＩＵＹｏｎｇ２，ＬＩＡＮＹｏｎｇｓｈａｎ３，ＸＩＡＯＰｅｉｇｅｎ４

（１Ｂａｏｔ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ａｏｔｏｕ，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０１４０６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２，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
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ｔｈ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ｒｏｐｓ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ｅｄｉ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ｒｏｐｓｉｎ“Ｆ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Ｈ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ｏ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ｔｃ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ｕｓｅ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ｆｒｏｍｈｅａｌｔｈ，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ｔｗｉｌ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ｏｍ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５．３．００１

沙棘 为 胡 颓 子 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沙 棘 属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Ｌ）植物，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温带地
区。按我国廉永善教授对沙棘属的分类［１］，该属有

６个种１２个亚种，我国产６种６个亚种，集中分布
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遍及

西北、华北、西南、东北 ２０余个省、市、自治区，
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是本属中最为重要的

药用植物。我国是世界上沙棘资源最多的国家，全

国沙棘总面积达到２６０多万 ｈｍ２，其资源量占沙棘
总资源量的９０％以上。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沙棘
药用价值的国家，自公元八世纪唐朝的 《月王药

诊》与 《四部医典》中记载沙棘的药用价值以

来［２］，沙棘就被藏医、蒙医、维医用做治疗多种疾

病的常用药物之一，更被西部少数民族认为是包治

·１９１·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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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病的灵丹妙药。１９７７年卫生部首次将沙棘正式列
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随后沙棘进入 《食药

共用的中药材名单》［３］。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已经

从沙棘中分离出２００多种化合物，大部分化合物具
有很重要的药理活性，如：沙棘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可用于抗自由基和抗脂质过氧化、提高机体免疫功

能、降血脂以及防止动脉硬化；沙棘果和叶中有多

种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槲皮素、异鼠李糖、芦丁

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在抗心肌缺血、改善心肌细

胞功能、抗心律失常、改善心肌肥大、抗血栓形成、

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癌、抑菌等方面具有明显

效果；沙棘果实中的有机酸和香豆素等多种酚类能

明显增加血管的柔韧性，并有显著的降压效果。鉴

于沙棘丰富的药用及营养价值，沙棘已经被加工成

药品、食品、保健品和化妆品等一系列产品。此外，

沙棘还因其耐寒耐热、耐干旱等生长特性，在自然

环境中不仅被誉为保持水土的 “天然堤坝”，还是

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能有效地减缓风速，有着极

高的生态价值。

近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与国医大师座谈时

深刻阐述了中医药作为 “五种资源”在国家大局中的

地位和作用。沙棘是中医药作为 “五种资源”的典型

代表。本文从五个方面对近年来沙棘的研究开发和存

在问题分别做出评述，并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

１　沙棘是我国中医药独特的卫生资源典型代表

中医药已成为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在疾病治疗还是预防保健方面都具有显著的

特色和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沙棘作为重

要的卫生资源，已有几千年的临床应用历史，具有

祛痰、利肺、养胃、活血、化瘀的药理功效。多年

来，各国学者对沙棘进行了系统的植物化学与药理

方面的研究，已分离得到黄酮类、多酚类等多种活

性成分，它们具有保护心脑血管与肝脏系统、治疗

胃肠道疾病、抗氧化等多种生理活性［４］。这也印证

了沙棘传统药用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

沙棘中黄酮类活性成分对特异性免疫及非特异性免

疫都具有增强作用，可以显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同时，沙棘总黄酮还表现出很强的抗肿瘤活性。此

外沙棘果油中含有大量的棕榈油酸（一种 ω７脂肪
酸）［５６］，而棕榈油酸具有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修

饰细胞膜转运系统、减少胆固醇含量的作用，可防

止心律失常和抑制肿瘤的发生［７９］，因此，它在治疗

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中有着特殊的价值。所以有

目标的结合我国重大新药研制等科研专项，把沙棘

作为抗肿瘤和治疗老年疾病的新药加以开发，前景

广阔。而在民族医药的传统应用中，沙棘还经常与

其他药物配伍用于治疗多种胃肠疾病。其中，在

《四部医典》中就记载了用沙棘与其他药物（如芫荽

子、藏木香、石榴子等）配伍制成的汤、散、丸、

膏、酥、灰、酒等７种剂型以及８４种含有沙棘的配
方。在此之后沙棘的药用理论被历代医学名家通过

大量的临床实践进行补充、校正、注释进而日臻完

善。沙棘作为中医药卫生资源的典型代表，在我国的

医药卫生事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应

大力挖掘我国古代经典医药著作，从中寻找开发沙棘

新药的线索，加强对沙棘类药品传统剂型的改进，提

高生物利用度，增加产品的稳定性等方面研究。

２　沙棘是我国中医药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典型代表

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节点，必须

摒弃靠自然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

式，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和各类创新活动上来，无疑中医药产业在我国经

济结构过程中将担当重要的角色。沙棘是我国具有

绝对优势的药用植物资源之一，且野生资源丰富，

沙棘属植物在我国分布面积占全世界分布面积的

９０％以上［１０］。这种极具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宝

贵资源在近几十年来不断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目前，

全国以沙棘果实、种籽、枝叶为原材料而开发的产

品囊括了食品类、药品类、保健品类、化妆品类、

饲料及提取物等在内的上百个品种，其良好的抗氧

化、抗衰老、抗辐射、提高免疫力等多种保健功效，

赢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我国，沙棘系列产品的初级生产企业主要

集中分布在内蒙古、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宁

夏、河北及东北等 “三北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丰

富的沙棘资源，同时由于沙棘果实采收期短又不耐

贮运，所以在这些地区建厂，可依托当地丰富的沙

棘资源，就地取材，及时加工。近十年来，出现了

一些沙棘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提取纯化的沙棘黄色

素、沙棘黄酮、沙棘多糖等，这些产品的加工企业

多为化工公司、生物科技公司等，企业遍布全国各

地，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然而，对于沙棘产

业的综合开发还没有达到一定深度，沙棘的果、叶、

油等还需要进一步的综合开发（见图１）。同时，沙
·２９１·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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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产业的开发应当结合党和政府一系列重要的方针

政策，如 “一路一带”、“西部大开发”、“支援和发

展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等相关政策。根据

２０１０年统计数据显示，沙棘提取物的进口国主要有
美国、日本、德国、瑞士、新加坡等欧美及东南亚

等地区的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欧盟等市场年增

长率在 ３０％以上，仅美国市场对沙棘提取物每年需
求量就达２４０ｔ［１１］。“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了
东南亚经济整合、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

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

作为 “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沙棘产

业的繁荣发展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有关政策的最

好体现，同时也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合理转型，提

高 “三北”地区的人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推动我国

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

图１　沙棘的综合开发利用

３　沙棘是我国中医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典型
代表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
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有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根

基。基于沙棘几千年来的临床应用与显著的药理活

性，１９７７年沙棘被收载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获得中药材的合法地位，此后各版药典均有收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沙棘被作为加速黄土高原和西
部地区医药保健品开发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大力

推广利用，其开发规模堪称古今中外少有。２０１３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为了更好地利用

开发沙棘这种珍贵的资源，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

学院成立自治区级沙棘属药用植物保护与开发利用

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此平台上建立了沙棘植物种质

资源的保育基地并展开相关研究。国际同行，德国

生药权威Ｈｗａｇｎｅｒ教授对我国在沙棘开发利用方面
做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且在他的学术著作

中作了详尽的评述［１２］。

作为传统药物，沙棘已经有几千年的应用历史。

随着现代药理学和制剂学的不断发展，沙棘已经被

开发成一系列药品与保健品，日渐成为我国中医药

科技资源的典型代表。目前国内外沙棘产品的研制

呈现出保健化、天然化、系列化、多样化的趋势。

然而，综合分析半个世纪以来沙棘的研究与开发经

验，还存在着 “广而不够深、多而不够强、散而不

够精”的不足，如药品剂型以传统剂型为主，多数

围绕散剂、颗粒剂、片剂、丸剂、胶囊剂等基本剂

型，生物利用度较低，不能充分的发挥药效；而且

目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沙棘油和沙棘黄酮成品稳定

性相对较差，且纯度不高，限制了其进一步开发利

用；此外，对沙棘化学成分的研究多集中在沙棘油

和沙棘黄酮，对其他化学成分的开发还有待深入。

更为重要的是沙棘产业尚未形成沙棘研究与开发的

大 “航母”，也尚未形成一条 “工农商学研产”
的产业链［１３］。如何能够利用好沙棘资源，选育沙棘

优良品种，联合工厂和农户，保证高质量产品原料，

进一步深入研究沙棘果实、种子、枝叶等部位的应

用价值，积极开发出沙棘新产品，是党的各项有关

政策的最佳体现。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应该汲取

借鉴国外在这方面的成熟经验，重点关注和协调这

些问题，开拓国际市场，繁荣沙棘产业。

４　沙棘是我国中医药优秀的文化资源典型代表

中医药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利用好这一资

源，是繁荣中华文化的有力举措。中医药文化是中

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先行者。沙棘作为药食两用植物，有着上千

年的应用历史，在我国一直被藏医、蒙医、维医用

来治疗多种疾病。沙棘健脾养胃、破瘀止血、祛痰

利肺、化湿、壮阴、升阳、利心脏血脉等传统药用

价值被记载收录在 《四部医典》、《月王药诊》、《晶

珠本草》、《本草纲目》等不同历史时代的多本医药

学著作中。１７世纪初， 《四部医典》以英文评论形
式传入西方，国外学者从我国民族医药应用疗效中

获得启发，陆续取得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成果。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沙棘油在前苏联得到广泛的临床应
用。如今沙棘的一系列产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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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发，这都是西方国家从我国优秀的民族医药文

化中了解到沙棘的重要价值后而起步的。推动中医

药文化走向国际是将中医药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方式。所以沙棘是我国中医药优秀的文

化资源典型代表，也是我国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

要资源之一。沙棘属植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及其毗

邻地区，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其分布

范围涵盖了古代中国丝绸之路所在的区域。与蒙古

等中亚国家联合发展沙棘产业，不仅能够有利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家与地区文化的交流，更

有利于增进各国间区域合作。开发沙棘产业，将对

弘扬与传承中国优秀的医药历史文化与促进 “新丝

绸之路”文化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５　沙棘是我国中医药重要的生态资源典型代表

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

告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

方面和全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

境和人居环境得到了不断改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生态工程的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给沙棘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沙棘的生命力

顽强，适应性强，具有种植成本低、耐旱性强、耐

贫瘠能力强、成林快等优点，可以有效的防止水土

流失，每株沙棘的固沙保土面积可达７０～８０ｍ２，并
且沙棘具有固氮作用，１ｈｍ２沙棘林地的根瘤可固氮
１８０ｋｇ，相当于３７５ｋｇ尿素的肥力［１４］。沙棘叶内含

有全氮和大量有机物，腐殖质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氮

元素、中和土壤碱性，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

高土壤肥力，因此，是我国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

程”建设中重要的先锋树种，也是我国中西部地区

生态工程建设的重要资源。有规划的、有目的的发

展沙棘产业，立足于中西部贫困地区，有利于中西

部地区防止水土流失与防风治沙。对于改善中西部

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沙棘是中医药作为 “五种资源”的

典型代表。建国以来，对沙棘的研究与开发也充分

反映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筹全局，统一

规划的实践，如新丝绸之路的复兴，通过沙棘产业

实现中国与中亚、东南亚、欧盟等各国间经济、文

化的传播与交流；深入挖掘整理沙棘特色栽培及产

地加工技术，建立良种培育体系与产品 （药品、食

品、保健品等）相关的质量标准，提高经济产值；

综合利用开发沙棘资源，带动沙棘产业经济链，促

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实现农业人口的合理

转移，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

全面构建，实现民族大团结；同时能够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相信，沙棘

作为我国具有优势的特色资源，在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道路上必将做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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