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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申报书

奖 项 类 型： 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

成果奖项名称: 内蒙古地区 5 种特色蒙中药材栽培

技术规范的制定及创新型推广

推 荐 等 级: 二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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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申报书》

填写说明
一、《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申报书》纸质版的规格为：A4纸（高 297mm×宽 210mm）竖

装，左边装订，待省级主管部门确认后从系统中导出后打印，书脊中间处须打印项目名称+

省份+推荐奖种。

二、“奖项名称”应简明、准确地反映出项目的技术内容和特征，并加上恰当的限制词，

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0个。

三、“任务下达部门”指下达该项目计划的部门。

四、“任务下达名称”指下达计划的全称。

五、“推荐等级”指由丰收奖省级评审小组评定的推荐等级，包含一、二、三等奖。

六、“项目分类”根据项目主要内容，选择以下 8类中的一类：1.粮食作物，2.油料作物，

3.经济作物，4.园艺作物，5.畜禽产品，6.水产品，7.农机，8.综合。

七、“项目核心技术曾获奖、评价、审定和品种权情况”指该项目的核心技术所获得的奖

励、评价、审定和品种权情况，写明名称、等级、年度和授奖部门等。

八、“内容摘要”限 400个汉字以内，包括推广的主要技术成果，采用的技术措施、组织

措施、推广模式，取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九、“项目实施前的基本情况”介绍该地区在实施项目前原有的技术水平、单产、总产、

产品质量、投入产出比、存在的问题等情况。

十、“项目主要内容”填写本成果采用的核心技术、主要技术措施、组织措施、推广模式、

主要技术指标等。

十一、“项目取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情况”各项内容应逐一填写。

十二、“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人数不超过 25人。地市级及以上相关机构各类

技术人员比例不得高于 30％，乡镇推广机构和各类经营主体人员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30％。

单位性质分为四类：1.推广单位，2.科研单位，3.大专院校，4.其他服务主体。单位所属层

级分为五级：1.部属，2.省属，3.地市属，4.县属，5.乡镇属。企业的单位所属层级按照注

册地所属层级填报。

十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主要完成单位不超过 8个单位。单位名称必须为全称，

且具有法人资格。法人单位性质分为四类：1.推广单位，2.科研单位，3.大专院校，4.其他

服务主体。法人单位所属层级分为五级：1.部属，2.省属，3.地市属，4.县属，5.乡镇属。



3

企业的单位所属层级按照注册地所属层级填报。

十四、“第一完成单位申请意见”由第一完成单位填写，说明报奖理由、等级，由单位负

责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十五、“丰收奖省级专家小组初评意见”简要说明评审意见，评审小组组长签字。省级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农业农村厅（局、委）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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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申报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奖项名称 内蒙古地区 5种特色蒙中药材栽培技术规范的制定及创新型推广

任务下达部门

（选填）

下达该计划的部门（如果有多个部门请用“，”或“；”分开）。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任务下达名称

（选填）

下达计划的全称（如果有多个计划名称请用“，”或“；”分开）。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引导项目计划

第一完成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第一完成人 李旻辉

联系人 李旻辉

联系电话 0471-6262232
手机 15661040869
电子邮箱 li_minhui@aliyun.com
项目起止时间 2015年 8月至 2017年 8月
推荐等级 二等奖

项目分类 经济作物

项目核心技术曾获

奖、评价、审定

和品种权情况（写

明名称、等级、年

度和授奖部门等）

内容摘要(限 400个汉字以内，包括推广的主要技术成果，采用的技术措施、组织措施、推广模式，取

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以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牵头单位，联合内蒙古天创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赤峰荣兴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八家种植企业作为蒙中药材种植基地，以内蒙古

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作为科研单位，通过实地调查、文献调研和科

学设计小区试验结果，制定 5种道地蒙中药材（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

棘、肋柱花）相关地方标准 3项和团体标准 2项、专利 5项、出版书籍 3部。通过适

宜性区划技术、引种驯化、仿野生抚育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首次科学合理构建了蒙

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道地药材适宜性区划图，建立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野生抚育

基地，创新型的对内蒙古地区小秦艽仿野生进行引种驯化，同时合理优化 5种道地蒙

中药材施肥方式。结合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种植企业共同参与，走“产-学-研-用”

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在全区率先聘请专家为农户开展技术及推广培训会，联合

道地主产区农业推广中心和种植企业，将科研成果大面积推广，实现精准扶贫新模

式。为山区农业种植多样性和供给结构侧改革的调整探出了新路，生态、社会效益十

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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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详细内容

1.项目实施前的基本情况（介绍该地区在实施项目前原有的技术水平、单产、总产、产品质量、

投入产出比、存在的问题等情况）

蒙中药材作为蒙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近年来，伴随国内外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步伐，蒙中药材需求量激

增，在利益的趋势下，滥采乱挖现象严重，致使野生资源逐年减少，特色蒙中药资

源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破坏。野生资源早已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人工引种栽培成

为解决蒙中药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最主要途径，但部分蒙中药材尚缺少引种

驯化的过程，不利于开展进一步繁育种植的生产过程，另外对于资源的引种区域选

择及稳定种质的供应也是窒碍蒙中药资源发展的重要因素。

1.部分蒙中药以天然资源为主，缺乏引种驯化过程及适宜性技术。从种植方式

调研情况看，山沉香、小秦艽、肋柱花蒙中药材在用药过程中几乎为野生资源，但

野生资源已远无法满足临床应用和产业生产需求，目前尚存在的种植也基本不成规

模，引种驯化和适宜技术研究亟待开展。

以山沉香为例，作为中国特有种，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其根茎作为蒙中医药的

名贵药材，具降气、温中、暖胃等功效。但由于生境环境恶化，加之人类活动频

繁，羽叶丁香种群正在逐步缩小，甚至面临濒危风险；野生分布的羽叶丁香种子在

野外难以萌发，究其主要是因为种子较轻，成熟后随风散布，很难进入土壤层，且

其萌发季节的气候条件尤其是水分不充足。对山沉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方

向，而对这味传统药材的繁育种植工作几乎处于空白阶段。

与之同样境遇的还有小秦艽药材，因小秦艽的种子细小，本身无法储存养分，

在自然条件下的萌发率低，致使小秦艽野生资源濒临灭绝，按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

普查资源蕴藏量统计计算，小秦艽单位面积蕴藏量仅为 1360kg/km2。价格也一度攀

升，2014年-2015年期间，野生小秦艽市场价格由 145元/公斤攀升至 230元/公斤以

上，近年来市场流通货源不多。小秦艽的生物学特性也为引种栽培带来了许多技术

障碍，生长较慢，1年发芽长叶，3年开花，4年后才能采挖，生长期少则 4年，多

者需要 6～7年，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但目前栽培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药秦

艽方面，小秦艽栽培技术研究尚属于空白。

同时我们调查中发现，肋柱花在道地产区分布资源已经逐渐减少，只有在锡林

郭勒联盟、呼伦贝尔盟还有较大面积的分布。在小部分地区，蒙医中选用肋柱花作

为“地格达”使用，治疗黄疸型肝炎、头痛、发烧等疾病，而其他地区的蒙医则由



6

于没有肋柱花资源，选堇菜科植物紫花地丁来替代入药。因此，开展肋柱花种质资

源保护模式研究，野生肋柱花资源恢复性生产研究，缓解野生肋柱花资源日益减少

的状况，迫在眉睫。虽然目前已开展了肋柱花的人工驯化栽培和繁育，但是栽培技

术与规模化仍处在起步阶段，人工栽培肋柱花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内蒙古自治区做为沙棘的主要产区，根、茎、叶、花、果及籽中富含多种维生

素、黄酮类、原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沙棘是雌雄异

株，根蘖繁殖，呈群集性团状分布，且沙棘果小、果柄短、棘刺多，采摘困难，主

要通过剁割采摘，使得沙棘自然资源和雌株群体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对沙棘的开发

利用日益受到重视，但还不够充分。当前对沙棘的开发，存在采摘损害沙棘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低、新型科技成果转化不够快捷高效等问题，加快人工繁育种植作为

落实野生资源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2. 盲目引种和扩大栽培，缺乏科学的生产适宜区规划。黄芪作为常用大宗品

种，也是我区的道地药材品种，被称为“正北芪”、“绵黄芪”，以纤维少，粉性

足，有效成分黄芪甲苷及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高著称。但目前在全区以至于全

国范围都已开展了大规模的引种，解决了野生资源不足的问题，但盲目引种、扩种

却严重削弱了药材的道地性，导致黄芪药材品质大幅度下降。另外，以天然资源为

主的肋柱花、小秦艽、羽叶丁香、沙棘药材，野生资源储备量尚未摸清，适宜性生

长区域不够明确，人工驯化栽培技术还不成功，对肋柱花野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

用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要明确一个地区是否适合进行药材

引种，可以选择的有效办法有长时间的实地引种实验，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在实践中难以大规模开展。因此遵循气候和土壤等生态因子的相似性，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化手段，进行科学生产适宜区的预测和规划，科学指导种

植生产具有显著的必要性。

3.缺少稳定种子种苗资源的供应，种质资源的混杂引起药材质量差异显著。目

前蒙中药材在种源的选择上随意性强，对优良种质的发掘、利用及保护力度不够，

加上人工栽培技术尚不成熟，缺乏科学化管理和规范化标准等。因此缺乏标准统一

的种子种苗标准用来培育出种质均一、抗逆性一致、品质优良的种源。长期以来，

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等蒙中药材的种子种苗及其繁育缺乏统一管理，药农主要通过

自繁自用或从药材市场上购买种子、种苗进行生产，各地栽培品种质量各异，生物

学特性、产量、质量、性状及抗性上都有很大差异。

4.种植技术不规范，管理混乱，蒙中药材安全性缺乏有效调控。蒙中药材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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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多为农户或者小企业多，生产成本高，规模效益差，缺少大的蒙医药集团，没有

可以带动整个医药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使得蒙中药材行业竞

争能力较弱。从蒙中中药的发展情况看，没有自己的知名品牌，甚至全国对蒙药的

认可度较低，客观上约束了蒙中药业的发展，使之不能产业化。蒙古黄芪种植中，

药农大多数为农业大田种植户，种植技术匮乏，大量使用除草剂、化肥和农药，甚

至大量使用植物激素，使药材的安全性令人堪忧。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也使大部

分药材品种出现不同程度的连作障碍、病虫害严重、农残重金属超标、有效成分含

量不足等现象，药材的质量和品质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应尽可能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提倡合理轮作，注重病虫草害的生态防治，尽可能通过人工措施把病虫草害

控制在一定范围。

2.项目主要内容（填写本成果采用的核心技术、主要技术措施、组织措施、推广模式、主要技术

指标等）

核心技术

1.适宜性区划技术

首次采用 GIS技术对道地蒙中药材开展生态适宜性区划研究，GIS技术是基于

计算机技术，采集、存储、分析和管理地理空间分布数据的新型综合空间信息。通

过软件开发和数据库构建实现对空间分布数据依照地理坐标和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处

理，包括资源分布信息，综合气候、地形、降水、日照等相关生态因子，基于统计

分析建立气候区划指标的地理模型，采用 ArcGIS的空间分析和栅格计算，制作蒙

中药材种植区划专题图

2.野生抚育技术

中药材野生抚育是野生药材采集与药材栽培的有机结合，是中药材农业产业化

生产经营的新模式。根据动植物药材生长特性及对生态环境条件的要求，在其原生

或相类似的环境中，人为创造有利条件，促进药材种群生长和繁殖，增加种群数

量，其中包括育苗补栽、搭用天然架、修剪、人工辅助授粉及施肥、灌水、松土、

防治病虫害等方式，使其资源量达到能为人们采集利用，并能继续保持群落平衡的

一种药材生产方式。

3.引种驯化技术

植物引种驯化是植物本身适应了新的环境条件和改变对生存条件要求的结果，

选择则是人类驯化活动的基础。植物的引种驯化用有重要经济价值来充实和丰富栽

培植物区系的工作，通过由野生变家生办法来达到，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和

改造植物有机体的活动。通过人工栽培、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使野生植物、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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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外的植物适应本地自然环境和栽培条件，成为能满足生产需要的本地植物。

4.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综合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成果、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

壤供肥不平及肥料效应、以有机肥为基础、氮磷钾和微肥优化组配和合理施用的一

种作物施肥技术。测土配方原理科学，操作措施先进，增产效果显著，投入低价

位，已成为提高作物产量和增加收益的重要作物施肥方法。

主要技术措施

1.开展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道地药材适宜性区划研究工作

在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过程中实地调查采样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的基础

上，收集整理野生资源调查数据，结合空间环境信息数据，首次采用 GIS技术对内

蒙古地区野生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开展生态适宜性区划研究。本研究通过走

访和实地调查，收集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野生资源分布信息，综合气候、地

形、降水、日照等相关生态因子，利用 GIS技术和最大信息熵模型对蒙古黄芪、小

秦艽、肋柱花空间环境信息进行分析，选择影响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在内蒙

古地区适宜性分布的主要生态因子，利用 GIS软件叠加分析和地图制作等功能，在

数据库建立的基础上，实现蒙中药材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的生态适宜性区

划，并以地图形式输出。将适宜指数≥80 定义为适宜区，适宜指数在 50～80

定义为较适宜区，并确定各药材分布区域行政归属范围。

2.建立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野生抚育基地

本项目首次在内蒙古地区蒙药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生态适宜性区划研

究工作基础，参考影响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适宜性分布的主要生态因子，综

合考虑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生物学特征、生态学特征，结合内蒙古地区道地

药材野生抚育技术，在内蒙古呼呼浩特市武川县哈乐镇推广并建立了小秦艽种植基

地和在包头市建立了肋柱花野生抚育基地共 1000亩，在包头市固阳县、呼和浩特武

川县、赤峰市喀喇沁旗内蒙古达茂旗和集宁市商都县建立蒙古黄芪共计约 1.4万

亩，以合理化增加蒙古黄芪、小秦艽、肋柱花的野生资源。基地的建设丰富了内蒙

地区野生资源，缓解需求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平衡蒙药道地药材野生资

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与内蒙古地区蒙医药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蒙药道地药材可持

续性发展奠定基础，为蒙药开发研究步伐、推进蒙药现代化进程贡献一份力量。

3.对内蒙古地区小秦艽仿野生进行引种驯化

本项目创新型的开展小秦艽蒙中药材引种并进行仿野生驯化。首次利用 GIS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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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内蒙古地区对小秦艽进行适宜性区划研究：在文献调查、实地走访调查基础

上，结合当地蒙药材种植基地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并通过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的技术推广，在内蒙古武川县哈乐镇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仿野生驯化示范基地 1000

亩，首次实现了小秦艽肋柱花纯野生变人工抚育栽培新技术。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将

野生药材的种子或营养体从其道地自然分布区域引入到人工仿野生栽培区域内。本

项措施解决了小秦艽野生资源濒临灭绝的问题并改善了蒙中药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

状况，为特色濒危蒙中药的相关研究提供一手资料，为内蒙古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大

范围推广奠定基础。示范基地同时具备一定规模的种子种苗生产实力，具有向周边

乃至全国长期稳定的提供道地药材种子种苗服务的能力；示范基地建立产学研用合

作与运行机制，并能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同时也满足了社会的用药需求；示

范基地有蒙药材种子种苗检测实验室等技术支撑，并具有长期保存蒙药材种子种苗

的技术和能力。

4.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合理优化 5种道地蒙中药材施肥方式

在前期相关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对项目合作期间八个企业

将近 10万亩的蒙中药材种植基地进行精准施肥，通过科学数据的力量改变传统偏施

氮、磷、钾肥的习惯，在施肥较高的县区减少化肥施用量，增加有机肥施肥量及面

积比例，在施肥量很低的土壤测土定产提高施肥用量，对施肥总量适宜施肥比例不

当的土壤调整施肥结构，使土壤中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等养分结构趋于合理。

同时，5种蒙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采取有机肥的还田措施，进一步提高周边规模

养殖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绿肥种植面积恢复发展，结

合普及高效新型肥料（包括缓释肥料、水溶肥料、生物肥料等），实行多品种、多

方式、多途径、多次少施的办法努力恢复和发展 5种蒙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集约

化生产。

组织措施

本项目按照“规划统一、功能集成、分类建设”的思路，走“产-学-研-用”的

发展道路，结合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种植企业共同参与，整合资源、技术、资金

优势，健康有序地推进项目进展，统一协调、分步实施开展蒙古黄芪、小秦艽等 5

种道地蒙中药材产业化扶贫基地建设及技术推广。其中，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

所做为项目牵头单位，主要负责组织项目整体运行和经费管理，开展适宜性区划研

究及种植规划，协调并指导各参与单位组织实施，组建我区 5种道地蒙中药材农村

技术骨干团队，推广标准化种植示范扶贫基地建设以及技术完善，落实项目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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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作为项

目的技术扶持单位，主要开展种植繁育、引种驯化、仿野生栽培等工作的实验室研

究及实践探索，同时作为专业院校，也有效实现了技术人才团队培养。商都县农业

推广站、喀喇沁旗农业推广站、包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内蒙古达茂旗合旗农业

技术推广站、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奈曼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达拉特旗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和阿拉善左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为道地蒙中药材种植技术推广单

位，武川汇德兴业林业生态有限公司、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德源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内蒙古天养浩恩奇尔中草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蒙古黄芪、、山沉香、小秦艽等

5种道地蒙中药材具体的种植，主要负责规范化种植的有效实施和扶贫示范作用。

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明确组织机构及责任分工的同时，还积极建立各项组织管理

制度，包括经费管理制度、实验室安全制度、种植生产制度等方面内容，以完善项

目工作的规范化运行。本项目以科技为先导，基地为依托，公司为龙头，积极开展

蒙古黄芪、小秦艽等 5种道地蒙中药材的标准化种植，并以科技脱贫致富为目标，

落实产业的长远效应，实现农村发展的生态化、绿色化和特色化。在内蒙古自治区

中医药研究所引导下，以蒙中药材种植大户、合作社、企业等为主体，为农户开展

标准化种植培训会，提高劳动者标准化种植意识和技术水平，同时促成蒙中药材标

准化种植“本土专家”骨干团队建设。

项目的实施立足本区道地蒙中药材的资源优势，把蒙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等科学

技术成果运用转化，建立稳固的蒙中药材示范基地和推广基地，解决了广大药农在

生产、技术、初加工等诸方面的后顾之忧。同时蒙中药材农技人员深入基层传递实

用技术，大面积带头推广蒙中药材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农业与

规模化标准化大生产有机的衔接起来带动农民增产增收，最终把精准扶贫落实到

位。落实项目进展，推动精准脱贫，重点在产业，根本靠科技，关键是让广大农民

掌握科学种植蒙中药材的本领。

主要推广模式：

1.“本土专家”培训推广模式

农民骨干以“专家+骨干+农户”的模式组织农民学习科技，应用科技。内蒙古

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每年开展 6次全区种植培训，邀请种植户及企业免费参加培

训，通过专家讲解种植技术及方法，培养本土种植专家，同时为企业提供集成化的

工程技术解决方案的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等科技咨询服务；研究所与武川汇德兴业林

业生态有限公司、内蒙古天养浩恩奇尔中草药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共同走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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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每年指导农户 500余户，强调规范化、标准化的种植方

式。走进农民，真正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掌握当地蒙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实际情

况，按需发放药材适宜性生产技术加工相关类书籍。

2.以建立示范基地的方式，向周边农户推广先进种植技术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与武川汇德兴业林业生态有限公司于武川县哈乐镇

德胜营建立了蒙古黄芪种植示范基地 1000亩；与内蒙古吉隆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建立了沙棘种植示范基地近 5000亩；与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德源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合作建立了羽叶丁香种植示范基地 200亩；引导周边农户参观学习，并且向

周边农户提供优质的种子种苗，宣传推广先进的水肥管理技术，总计带动蒙中药材

示范种植地区周边 500名农户，累计推广种植蒙古黄芪 2000亩，沙棘 2万亩，羽叶

丁香 200亩，带来总的经济效益近 6650万元，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3.结合产业扶贫，推广蒙中药材在贫困地区扩大种植

中医药研究所与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武川县政府、

奈曼旗政府及商都县政府共同协定开展药材种植扶贫计划，同时进行种子种苗繁育

技术标准及生产规范标准，建立了蒙古黄芪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共计 3000亩。引导

农民依法组建合作社，支持发展规模适度的蒙中药材种养大户，用以培育经营主

体。鼓励农民以土地、劳动、技术、产品为纽带，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实行

“蒙中药企业+种植大户+农户”、“蒙中药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合机

制，发展订单农业，提升产业精准扶贫成效。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

式，在此种推广模式下，带来老总的经济效益近 2450万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

源，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户共享发展收益。

4.从试验田走向大田，推广小秦艽、肋柱花仿野生种植技术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前期在武川县建立了小秦艽野生抚育基地同时在包

头市建立了肋柱花野生抚育基地，共计 1000亩，产生经济效益 600万元。在多年的

野生实验过程中总结了丰富的实验数据及种植技术，后期经过科研人员的总结书写

完成了小秦艽种植规程及肋柱花野生抚育技术规范。通过当地农牧业局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科研人员所组织的每一次的培训及田间走访，免

费将标准化种植新技术分发给种植企业及农户，推广宣传濒危野生的药材种植技

术，扩大蒙中药材的种植面积，绿化荒山，净化环境。

主要技术指标

目前已完成并制定出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等 5种道地蒙中药材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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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其中小秦艽、羽叶丁香、黄芪栽培技术已成功申报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

准并获批，蒙古黄芪已申报团体标准并获批，同时还出版了 5种道地蒙中药材标准

化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和专利，并且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1.利用 GIS技术，制定内蒙古地区黄芪、肋助花、小秦艽适宜生产区域，并建

立道地药材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2.制定内蒙古地区小秦艽、羽叶丁香、黄芪栽培技术地方标准。

[1]《内蒙古地区小秦艽育苗移栽技术规程》DB15/T 1138—2017；

[2]《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蒙古黄芪育苗移栽技术规程》DB15/T 1323—2018；

[3]《羽叶丁香栽培技术规程》，标准编号 DB15/T 1322—2018；

3.制定黄芪种子种苗质量标准团体标准

[1]《中药材种子种苗蒙古黄芪种子》，标准编号 T/CACM 029.43

[2]《中药材种子种苗蒙古黄芪种苗》，标准编号 T/CACM 029.44

4.完成论著 3部

[1]《沙棘》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

[2]《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及产地加工适宜技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3]《黄芪生产加工适宜技术》，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5.发表论文专题 15篇

[1]王振旺,龙平,张春红,李旻辉(通讯作者). HPLC测定肋柱花中獐牙菜苦苷和当

药黄素的含量[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19(10),106-108.

[2]刘勇,廉永善,王颖莉,李旻辉(通讯作者),肖培根. 沙棘的研究开发评述及其重

要意义[J].中国中药杂志, 2014,39(9),1547-1552.

[3]靳敏,梁青青,孟佩俊,和彦苓,张艾华,李旻辉(通讯作者).蒙古黄芪种植土壤及

药材中农药残留分析[J],内蒙古中医药,2014,33(35),128-129.

[4]靳敏,梁青青,张丽萍,孟佩俊,李旻辉(通讯作者).包头市种植的蒙古黄芪与种

植环境中重金属含量分析[J].包头医学院学报, 2015 (8) :4-5.

[5]张春红,满达,邬国栋,李振华,赵冬冬,刘勇,李旻辉(通讯作者).特色蒙药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现状及发展战略简析[J].中国中药杂志,2015,05:771-777.

[6] 李旻辉 ,刘勇,廉永善,肖培根 . 沙棘——丝绸之路上的瑰宝[J]. 中国现代中

药,2015,03:191-194.

[7]李振华,张艾华,云晓花,张春红,毕雅琼,李旻辉(通讯作者). 内蒙古地区蒙药肋

柱花的生态适宜性区划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5,05:77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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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虹,张春红,韦坤华,张乐,李旻辉(通讯作者),周立社.肋柱花种子萌发影响因

素研究[J].中国现代中药,2015,17(3):232-235.

[9]靳敏,梁青青,张丽萍,和彦苓,张艾华,李旻辉(通讯作者).蒙古黄芪种植土壤及

药材中重金属和农药残留分析[J].中药材,2015,38(3):454-456.

[10]毕雅琼,伊乐泰,李彩峰,王建华,张春红,李旻辉(通讯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中蒙

药资源现状分析与对策[J],中国现代中药,2017,19(7):895-900.

[11]那木汗,李彩峰,汤健,张春红,杨治国,李旻辉(通讯作者).内蒙古地区植物源农

药资源的研究进展[J],中国现代药,2017,19(7):907-916.

[12]赵云山,李紫岩,那木汗,张春红,李旻辉(通讯作者).内蒙古地区中蒙药药材生

态种植现状分析及建议[J]，中国现代中药，2017，19（7）：901-906.

[13]闫暾,任凯,白小荣,张春红,李旻辉(通讯作者).不同道地产区蒙古黄芪抗疲劳

作用比较研究[J],中国现代中药,2017,19(7):924-928.

[14]夏远,赵灵燕,云文洁,张琪,李乌云塔娜,郝文利,苏雄,李旻辉(通讯作者).高效

液相色谱法测定内蒙古包头地区蒙古黄芪中的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J],食品

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18,9（10）：2501-2506.

[15]张春红,徐建平,王杰,李旻辉(通讯作者),郭兰萍.内蒙古道地药材黄芪生态种

植模式调查整理[J],中国现代中药，2018,20（10）:1212-1224.

6.申报专利 5项；

[1]一种小花肋柱花野生抚育方法，201710483917.5，李旻辉; 张春红；郭文芳

[2] 一种小秦艽栽培方法，2016101298642，李旻辉；韦坤华；张春红；缪剑

华；杨林曙；徐建平

[3]一种肋柱花种子无菌萌发的方法，2015101765113，韦坤华；李旻辉; 王晓

峰; 李林轩; 缪剑华; 朱虹; 韦范; 肖冬; 韦莹; 李翠

[4]一种促进肋柱花种子萌发的方法，201310302487.4，李旻辉；朱虹；张春红

[5]一种小秦艽播种方法，201811299004.9，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内蒙

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7.培养研究生 3名。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recid=&FileName=YJXX201707003&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recid=&FileName=YJXX201707003&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YJXX201810008&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A&pr=&URLID=11.5442.R.20181106.1315.015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YJXX201810008&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A&pr=&URLID=11.5442.R.20181106.13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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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人汇总表（系统生成）

排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称 单位全称 单位性质 单 位 所
属层级

1 李旻辉 男 150202197810290619 教授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科研单位 省属

2 贾俊英 女 15010219730925212X 副教授 内蒙古民族大学 大专院校 省属

3 卫梽强 男 152827197402010018 中级 武川县汇德志元种植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4 公 剑 男 152825197901193311 初级 达茂旗丰达农牧业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5 伊乐泰 男 152128197406280339 主任医师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科研单位 省属

6 张春红 女 152221197506195028 教授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大专院校 省属

7 王文乐 女 150123198904050182 初级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科研单位 省属

8 魏 娜 女 15282219890315352X 中级 武川县汇德志元种植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9 曹 瑞 男 152727199012041031 初级 包头市天赡农民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10 吴涛涛 男 15020319671214031X 初级 包头市天赡农民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11 陈丽华 女 152326197609236141 中级 奈曼旗义隆永镇政府 推广单位 乡镇属

12 李雨键 男 150428199110164316 初级 喀喇沁旗牛家营子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13 矫丽娜 女 15212719860608754X 中级 奈曼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单位 县属

14 孙国梁 男 152621196109280015 高级 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单位 县属

15 那木汗 男 152921199109010015 初级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德源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16 董 璞 男 152223197710260019 中级 达茂旗合旗农业技术推广站 推广单位 县属

17 刘三利 男 150202196611172711 中级 内蒙古吉隆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推广单位 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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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文连 女 15272219771210002X 高级 内蒙古达拉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单位 县属

19 刘亚斌 男 152921197003100451 中级 阿拉善左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单位 县属

20 任永峰 男 152921197802260013 中级 阿拉善左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单位 县属

21 刘新刚 男 152626198812050519 办事员 商都县平飞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22 张晓东 男 152626197410160019 初级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农牧和科技局农业

技术推广站
推广单位 县属

23 张嘉皓 男 150102198202180511 中级 武川县汇德志元种植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24 孙鹏 男 152123198407255437 农艺师 武川县哈乐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推广单位 乡镇属

25 李会远 男 152921196407143111 初级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德源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说明：请按贡献大小顺序填写，主要完成人数不超过 25人。地市级及以上相关机构各类技术人员比例不得高于 30％，乡镇推广机构和各类经营主体人

员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30％；

四、主要完成单位汇总表（系统生成）
排名 单位全称 单位性质 单位所属层级 备注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科研单位 省属

2 内蒙古民族大学 大专院校 省属

3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大专院校 省属

4 奈曼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单位 县属

5 达茂旗丰达农牧业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6 喀喇沁旗牛家营子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7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德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推广单位 乡镇属

8 内蒙古吉隆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推广单位 县属
说明：请按贡献大小顺序填写，主要完成单位不超过 8个单位。单位名称必须为全称，且具有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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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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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科技创新引导奖励资金项目

研发工作总结报告

一、项目执行情况概述

通过收集、整理及保存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羽叶丁香、

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种质资源，建立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库；从生态学、植物生理学、结构发育学、栽

培学、植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不同角度，系统挖掘、整理并科学

评价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的传统特色栽培和产地加工技术，同

时加强肋柱花道地药材的野生抚育研究，首次制定内蒙古地区 5种

道地药材道地药材的特色栽培和加工技术规范；利用 3S技术和传

统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适宜性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建

立特色栽培示范基地并加以推广应用，为 5种道地药材可持续开发

利用奠定基础。

二、项目来源及起至年限

项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起止年限：2015年 8月至 2017年 8月

三、项目组织和实施过程

1、项目参加人员任务分工情况

项目承担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项目开展提供

技术人员和信息人员，负责项目开展的技术支撑，并对项目经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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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一管理。项目主要参与人员为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省级

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主要包括包头医学院、

阿拉善盟蒙医医院以及武川汇德公司的相关人员。项目任务分工主

要以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工作人员为主导，与包头医学院、

阿拉善盟蒙医医院以及武川汇德公司的相关人员合作开展，建立内

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植、资源保护平台，组织具有创新精神和

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队伍，加深产学研结合，并促进学科融合，在

以往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研究成果和种植、加工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全面提升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特色栽培

（如人工栽培、野生抚育）和加工技术规范，加强资源保护。

任务 1：构建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共享平台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牵头单位组成的内蒙古蒙中

药资源普查队负责，收集保存 20-50 份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

质资源，构建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共享平台。

任务 2：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适宜性区划研究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负责，利用 GIS 技术，找出内蒙

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最适宜生产区域。

任务 3：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

以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主导，与包头医学院相关工作

人员合作开展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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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4：建立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

柱花道地药材栽培技术规范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统筹规划，与阿拉善盟蒙医医院、

武川汇德公司相关人员合作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

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药材栽培技术（如人工驯化栽培、野生

抚育等）规范；其中，阿拉善盟蒙医医院负责协助制定羽叶丁香栽

培技术规范，武川汇德公司负责协助制定蒙古黄芪、小秦艽栽培技

术规范，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负责制定沙棘、肋柱花道地药

材栽培技术规范。

任务 5：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统筹规划，与武川汇德公司合作，

在内蒙古武川县哈乐镇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为

内蒙古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大范围推广奠定基础。

2、项目实施阶段

2015.08-2015.11

（1）收集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

花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各 20-50份；

（2）开展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药材

种质资源低温保存；

2015.12-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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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托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前期适宜性区划研究基础，

依据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生境适宜度，绘制生产

区域化图，生境适宜度分布图，给出生长适宜性区划图和生产适宜

性区划图；

（2）完成内蒙古地区 2种道地药材人工栽培示范基地选址工作；

（3）完成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基地选址工作；

（4）收集、整理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的栽培技术（如人工栽

培、野生抚育）及加工技术和方法，挖掘科学实用的栽培加工方法

手段；

2016.05-2016.09

（1）建立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示范基地；

（2）建立内蒙古地区小秦艽种子种苗培育示范基地；

2016.10-2017.03

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

地药材特色栽培（如人工驯化栽培、野生抚育）技术管理规范；

2017.04-2017.08

（1）申请相关专利和发表相关论文；

（2）开展科技讲座和座谈会，推广普及先进技术和优质蒙药道地

药材种子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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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

花药材加工技术规范；

（4）总结材料，结题。

3、采取的主要措施

按照“规划统一、功能集成、分类建设”的思路，项目的开展走

“产-学-研-用”的发展道路，结合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种植企

业共同参与，将以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项目牵头单位，结

合种植基地的各优势力量共同开展基地建设。其中，内蒙古自治区

中医药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负责组织项目整体运行和经费管

理，根据各参与单位的优势，协调并指导各参与单位组织实施，完

成我区 5种特色道地药材种植基地及野生抚育基地建设，完成实验

室各项种子种苗质量检验、检疫项目，及制定相应种植技术规范及

标准。整合我区的优势资源，使科研从实验室延伸到实践基地、实

习基地，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四、项目任务合同指标完成情况（主要包括技术指标、经济指标、

专利、技术标准、人才培养、论文专著、其他成果等、社会效益）

（1）收集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

花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各 50份；

（2）建立种质资源库；



82

（3）利用 GIS技术，制定内蒙古地区黄芪、肋助花适宜生产区域，

完成栽培示范基地选址工作；

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适宜性区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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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适宜性区划分布图

（4）建立 5种道地药材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于武川县建立小秦艽基地 10亩、蒙古黄芪基地 100亩、肋柱

花野生抚育示范基地 20亩；于阿拉善建立羽叶丁香基地 100亩；

于包头市建立沙棘基地 2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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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艽种植基地

黄芪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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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沉香种植基地

肋柱花野生抚育基地 沙棘种植基地

（5）制定内蒙古地区小秦艽、羽叶丁香、黄芪、沙棘栽培技术规

范；

（6）制定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药材加工技术规范；

（7）发表论文专题 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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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暾,任凯,白小荣,张春红,李旻辉.不同道地产区蒙古黄芪抗

疲劳作用比较研究,中国现代中药,2017,19(7):924-928.

毕雅琼,伊乐泰,李彩峰,王建华,徐建平,雷露静,张春红,李旻

辉.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资源现状分析与对策,中国现代中

药,2017,19(7):895-900.

赵云山,李紫岩,那木汗,韩奇亨,任凯,张春红.内蒙古地区中蒙

药药材生态种植现状分析与建议.中国现代药,2017,19(7):901-906.

那木汗,李彩峰,汤健,张春红,杨治国,李旻辉.内蒙古地区植物

源农药资源的研究进展,中国现代药,2017,19(7):907-916.

（8）申报专利 3项；

一种小花肋柱花野生抚育方法，201710483917.5，李旻辉; 张

春红；郭文芳

一种小秦艽栽培方法，2016101298642，李旻辉；韦坤华；张

春红；缪剑华；杨林曙；徐建平

一种肋柱花种子无菌萌发的方法，2015101765113，韦坤华；

李旻辉; 王晓峰; 李林轩; 缪剑华; 朱虹; 韦范; 肖冬; 韦莹; 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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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支出情况

项目编号 承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项目名称
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特色栽培加工技术规范的制定

及推广应用

收 入 支 出

科 目 预算数 实际数 科 目 总投资

其中：自

治区科技

计划拨款

自筹经

费

合 计 50 50 合 计 446460.65 446460.65 0.00

自治区科技创新引

导奖励资金拨款
50 50 直接费用合计： 394229.65 394229.65

0.00

国家部委经费拨款 1.设备费 49680 49680 0.00

盟市（部门）拨款 2.材料费 69806.89 69806.89 0.00

银行贷款 3.测试化验加工费 5450 5450 0.00

自筹经费 4.燃料动力费 76974 76974 0.00

其 他 5.差旅费 56446.46 56446.46 0.00

6.会议费 18095 18095 0.00

7.科技合作与交流费 0 0 0.00

8.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25293.3 25293.3

0.00

9.劳务费 75200 75200 0.00

10.专家咨询费 18000 18000 0.00

间接费用合计： 51515 51515 0.00

1.仪器设备房屋使用

或折旧 0 0

0.00

2.水、电、气、暖 0 0 0.00

3.有关管理费用 25000 25000 0.00

4.其他 26515 265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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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前景

开展“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特色栽培加工

技术规范的制定及推广应用”项目，保证道地蒙药材的品质和供应，

势必带动 5种道地蒙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加快内

蒙古地区道地药材市场经济，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不仅可以提高

药农、牧民、农民的收入的同时，而有利于道地蒙药材规模化和产

业化种植业的形成，吸引外来投资，进一步发展蒙药道地药材的粗

加工和深加工产业，使其成为蒙药道地药材的产、供、销、研、推

一体化的产业形式，为当地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工作岗位，增加

农牧民收入，加速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由于本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和跨民族的特点，本

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各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沟通融合，增进民

族大团结、对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建立和谐稳定的内蒙古。也

为“一带一路”中医药事业增光添彩。

本项目的实施不但有利于缓解野生植物资源匮乏、蒙药道地药

材资源供需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而且有利于缓解生态环境日益脆

弱与道地蒙药材需要量剧增之间的矛盾，改善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

利国利民，也正如习主席提出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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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验收或评价报告或其他能证明

成果水平和质量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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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肋柱花适宜性区划图

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适宜性区划分布图

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适宜性区划分布图

通过收集蒙古黄芪、肋柱花的药材信息及影响其生长的生态环境因素，对

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挖掘与分析，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各要素进

行空间插值分析，获得各因子空间分布信息，构建基于GIS的信息数据库。在

数据库建立的基础上，实现蒙古黄芪、肋柱花的生态适宜性区划及生产适宜性

区划，并以地图形式输出。将适宜指数≥80 定义为适宜区，适宜指数在50 ～ 80

定义为较适宜区，并确定各药材分布区域行政归属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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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农业农村或者统计部门成

果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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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书或计划任务书或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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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科技创新引导项目计划任务书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名 称：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特

色栽培加工技术规范的制定及推广应用

项 目 负 责 人：李旻辉

项 目 组 织 单 位：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项 目 承 担 单 位：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联 系 电 话：18947116065

资 助 金 额：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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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 请按批准通知要求修改补充项目研究方案。

二、 项目负责人可进一步完善项目研究方案，并根据所拨
经费调整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

三、 资助的经费应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引导奖励
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和使用，并填写在预算栏中。

四、 项目起止年限为两年，项目完成后以此计划任务书为
准进行验收检查。

五、 计划任务书一式五份，加盖公章后，报内蒙古自治区
财政厅教科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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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任务

1、项目研究目标

通过建立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

沙棘、肋柱花）种质资源保护和共享平台,分析整理并评价羽叶丁香、蒙

古黄芪、小秦艽、沙棘道地药材栽培及产地加工方法手段及深化栽培加

工关键技术研究等工作，同时加强肋柱花道地药材的野生抚育研究，制

定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的特色栽培和加工技术规范，建立特色栽培示范

基地并加以推广应用，为 5 种道地药材可持续开发利用奠定基础。具体

目标如下：

（1）收集保存 20-50 份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构建内蒙古

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共享平台；

（2）利用 GIS 技术，制定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最适宜

生产区域；

（3）开展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

（4）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

药材栽培技术（如人工驯化栽培、野生抚育等）规范；

（5）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2、项目主要研究内容（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技术方案和创新点

等。）

（1）构建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共享平台

通过收集、整理及保存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羽叶丁香、蒙古

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种质资源，构建图文并茂的内蒙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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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信息数据库，完成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

描述规范、数据标准和数据质量管理规范。根据内蒙古资源平台建设的

总体要求，开展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信息共享网络系统的总体

设计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以及种质资源信息和实物共享机制的研究，实

现已制定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充分共享，为科技创新、科

学普及、政府决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种质信息服务。此外，本项内容

的实施，从种质资源的角度，为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特色栽培，保持道

地性打好基础，保证内蒙古地区特色道地药材优良品种可持续性利用，

是本课题的关键之一。

（2）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适宜性区划研究

在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结合

野生资源调查数据及其空间环境信息数据，利用 GIS 技术对数据进行处

理，选择影响它们生态适宜性分布的重要生态因子，运用生态适宜模型

计算该药材的生态适宜度，得到生态适宜度分布图，找出蒙古地区蒙古

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最适宜生长区域。

（3）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示范基地的建立

在蒙药肋柱花内蒙古地区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已有区划研究工

作基础，开展野生抚育研究，结合该品种自然生长环境，建立野生抚育

示范基地，增加肋柱花的野生资源，缓解需求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为蒙药道地药材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基础，提供第一手资料，为蒙

药开发研究步伐、推进蒙药现代化进程贡献一份力量。

（4）制定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加工技术规范

选择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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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花 5 种地域特色明显、应用范围广、野生资源储备锐减的内蒙古地区

道地药材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进行野外实地调查，考

察其生长环境，栽培历史，并向当地药农咨询道地药材各种的栽培技

术、加工技术、产量与品质变化等。比较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栽培的

异同，并加以总结整理。结合专家评议和实地调查，结合文献分析和生

产实践情况，对上述具有特色栽培及加工技术科学性及实用性进行评价

评价，挖掘对本项目有借鉴指导作用的栽培加工信息。

通过示范性种植基地的建设，完善传统的栽培技术（如人工驯化栽

培、野生抚育等）和药材产地加工技术，将新技术手段同生产经验相结

合，制定技术规范，推广规范化种植。

（5）建立内蒙古地区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在文献调查、实地走访调查基础上，结合当地蒙药材种植基地和企

业的实际情况，在内蒙古武川县哈乐镇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

范基地，为内蒙古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大范围推广奠定基础。示范基地要

具备一定规模的种子种苗生产实力，具有向周边乃至全国长期稳定的提

供道地药材种子种苗服务的能力；示范基地要建立产学研用合作与运行

机制，并能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示范基地要有蒙药材种子种苗检

测实验室等技术支撑，并具有长期保存蒙药材种子种苗的技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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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5种道地药材

整理、评价传统栽
培、加工技术方法

种植资源保护及共享
平台的建立

空间分析、运行体系
及适宜性区划研究

开发
利用
历史
、现
状和
应用
前景
调查

收集
整理
各地
栽培
、加
工技
术方
法

对各
地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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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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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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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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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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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建
立
空
间
运
行
系
统

适
宜
性
区
划
研
究

座谈会 田间指导 著作

特色栽培加工技术规范的制定，建立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人工
驯化
特色
栽培
关键
技术
的深
入研
究

制定
人工
驯化
特色
栽培
加工
技术
规范

建立
人工
驯化
栽培
示范
基地

野生
抚育
关键
技术
的深
入研
究

制定
野生
抚育
技术
规范

建立
野生
抚育
示范
基地

3、任务分解、分工及经费安排（对项目任务、项目任务分解，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与单位的任务分工及经费安排进行阐述）

（1）项目任务

本项目设计两年内完成，第一年，依托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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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牵头单位的内蒙古蒙中药资源普查队，收集保存内蒙古地区 5种道

地药材种质资源，构建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共享平

台；同时，利用 GIS 技术，找出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

最适宜生产区域；与包头医学院相关工作人员合作开展内蒙古地区肋柱

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进行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

沙棘道地药材的各种人工栽培技术及加工技术和方法收集、整理；第二

年，以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主导，与阿拉善盟蒙医医院、武川

汇德公司相关人员合作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

沙棘、肋柱花道地药材栽培技术（如人工驯化栽培、野生抚育等）规

范，并在内蒙古武川县哈乐镇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为内蒙古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大范围推广奠定基础。在以上研究基础上，

最终建立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系统。

（2）项目任务分工及经费安排

项目承担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项目开展提供技术

人员和信息人员，负责项目开展的技术支撑，并对项目经费进行统一管

理。项目主要参与人员为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省级中药原料质量

监测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主要包括包头医学院、阿拉善盟蒙医医

院以及武川汇德公司的相关人员。项目任务分工主要以内蒙古自治区中

医药研究所工作人员为主导，与包头医学院、阿拉善盟蒙医医院以及武

川汇德公司的相关人员合作开展，建立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种植、

资源保护平台，组织具有创新精神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队伍，加深产

学研结合，并促进学科融合，在以往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研究成果

和种植、加工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全面提升内蒙古地

区 5种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如人工栽培、野生抚育）和加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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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资源保护。

任务 1：构建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共享平台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牵头单位组成的内蒙古蒙中药资源

普查队负责，收集保存 20-50 份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构

建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共享平台；经费预计花费 10

万元。

任务 2：内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适宜性区划研究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负责，利用 GIS 技术，找出内蒙古地

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最适宜生产区域；经费预计花费 5 万元。

任务 3：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

以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为主导，与包头医学院相关工作人员合

作开展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经费预计花费 10万元。

任务 4：建立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

地药材栽培技术规范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统筹规划，与阿拉善盟蒙医医院、武川

汇德公司相关人员合作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

沙棘、肋柱花道地药材栽培技术（如人工驯化栽培、野生抚育等）规

范；其中，阿拉善盟蒙医医院负责协助制定羽叶丁香栽培技术规范，武

川汇德公司负责协助制定蒙古黄芪、小秦艽栽培技术规范，内蒙古自治

区中医药研究所负责制定沙棘、肋柱花道地药材栽培技术规范。经费预

计花费 10万元。

任务 5：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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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统筹规划，与武川汇德公司合作，在

内蒙古武川县哈乐镇建立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为内蒙古

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大范围推广奠定基础。经费预计花费 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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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的年度计划、年度目标和考核指标

1. 计划进度

本项目计划年限 2年，2015 年 8月至 2017 年 8 月。

2. 阶段目标

2015.08-2015.11

（1）收集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

药材种质资源各 20-50 份；

（2）开展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药材种质资

源低温保存；

2015.12-2016.4

（1）依托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前期适宜性区划研究基础，依据内

蒙古地区蒙古黄芪、小秦艽道地药材生境适宜度，绘制生产区域化图，

生境适宜度分布图，给出生长适宜性区划图和生产适宜性区划图；

（2）完成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道地药材人工栽培示范基地选

址工作；

（3）完成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基地选址工作；

（4）收集、整理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的栽培技术（如人工栽培、野

生抚育）及加工技术和方法，挖掘科学实用的栽培加工方法手段；

2016.05-2016.09

（1）建立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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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内蒙古地区小秦艽种子种苗培育示范基地；

2016.10-2017.03

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

药材特色栽培（如人工驯化栽培、野生抚育）技术管理规范；

2017.04-2017.08

（1）申请相关专利和发表相关论文；

（2）开展科技讲座和座谈会，推广普及先进技术和优质蒙药道地药材种

子种苗；

（3）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药材

加工技术规范；

（4）总结材料，结题。

3.考核指标

（1）完成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

药材原植物种质资源采集，并建立种质资源保存系统和共享平台，建立

种质资源库；

（2）建立内蒙古地区肋柱花道地药材野生抚育示范基地 20亩；

（3）建立内蒙古地区小秦艽种子种苗特色栽培示范基地 10亩；

（4）制定内蒙古地区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道地

药材特色栽培（如人工驯化栽培、野生抚育）、加工技术规范；

（5）完成学术论文 3-5 篇，申报专利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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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培养研究生 3-5 名。

三、项目的创新点

（1）首次建立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

艽、沙棘、肋柱花）种质资源库，保存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野生优良品

种，并且构建种植资源共享平台。为这些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野生抚

育及生态种植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与研究基础。

（2）首次制定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羽叶丁香、蒙古黄芪、小秦

艽、沙棘、肋柱花）的特色栽培、加工技术规范，从缓解当前对道地药

材资源需求日益增长和保护野生资源、减少环境破坏的角度，去探讨内

蒙古地区特色道地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的科学问题，把“资源可持

续利用发展从中医药延伸到民族医药”，在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的利用

及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开展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加工技术

规范的制定及其推广应用，为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道地药材资源，为内

蒙古政府制定特色道地药材产业发展规划及区域农业和道地药材规范化

种植基地建设提供了依据。从而解决资源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

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

（3）利用 3S 技术和传统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内蒙古地区蒙古黄

芪、小秦艽道地药材进行适宜性区划研究，找出药材最适宜生长区域。

首次在内蒙古建立肋柱花的野生抚育示范基地，进行特色栽培。本项目

实施不但可以增加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的野生储备量，为实现绿色道地

药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奠定基础，而且本项目所形成的相关成果可以扩

大 3S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还能提高 3S技术成果在相关领域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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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服务功能。如，3S技术在人工栽培和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估产，环境污

染监测方面的应用，可为药用植物的工农业生产提供高技术服务。

（4）实现民族传统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从生态学、植物生

理学、结构发育学、栽培学、植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不同角度，系统

挖掘、整理并科学评价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羽叶丁香、蒙古黄

芪、小秦艽、沙棘、肋柱花）的传统特色栽培（如人工栽培、野生抚

育）和产地加工技术。对中蒙医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意

义。

（5）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特性，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可以为企

业选择中药材生产基地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

主管部门对企业管理提供增值服务，有助于科研机构、生产部门和政府

相关部门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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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完成后预期成果

目前,我们研究的 5 种药用植物的价值及其功效越来越引起许多医药

专家和医药等诸多领域的高度重视，所以当本项目完成后，制定的道地

药材质量评价标准，将为建立完善中蒙药材质量评价体系奠定基础，并

完成内蒙古地区 5种道地药材原植物种质资源描述规范、数据标准和数

据质量管理规范及构建种质资源信息的图文并茂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数

据库，为内蒙古药材产区及周边药农提供优质种质资源。同时项目完成

后制定内蒙古地区 5 种道地药材特色人工栽培、加工技术规范、野生抚

育技术规范，规范化种植栽培道地药材，为药材市场提供优质的道地药

材提供了保障。建立示范性人工驯化特色栽培基地，规范化生产道地药

材，从源头控制道地药材品质，为药材市场提供了优质道地药材。最后

建立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野生抚育示范基地，保护珍稀濒危药材，最大

程度的保证道地药材的药效，有利于道地药材规模化和产业化种植业的

形成。成果转化后，可以增加道地药材的产量，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

有效途径之一。从而加快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市场经济，创造巨大的经

济价值。不仅有利于道地药材规模化和产业化种植业的形成，而且有利

于吸引外来投资，进一步发展内蒙古地区道地药材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产

业，为当地农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工作岗位，增加农牧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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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的承担单位、参加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填表说明：1. 职称分类：A、正高级 B、副高级 C、中级 D、初级 E、其他；

2. 人员分类代码：A、项目负责人 B、项目骨干 C、其他研究人员；

3. 是否有工资性收入：Y、是 N、否；

4. 项目固定研究人员需填写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技术职称
投入本课题的全时

工作时间（人月）

是否有工

资性收入
人员分类

1 李旻辉 身份证 150202197810290619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A 18 Y A

2 伊乐泰 身份证 152128197406280339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B 18 Y B

3 杨广源 身份证 150102196605153017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A 16 Y B

4 戴 军 身份证 150102196510223035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A 16 Y B

5 彭建峰 身份证 150402197906240318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A 14 Y C

6 张栓珍 身份证 150102196506123015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B 14 Y B

7 任晓伟 身份证 150102196512033016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A 16 Y B



165

8 周长凤 身份证 130105196210047825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A 18 Y B

9 李 烨 身份证 150102197509183050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B 10 Y C

10 朱永强 身份证 150102197106073017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C 12 Y C

11 毕雅琼 身份证 152105198905041826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D 16 Y B

12 李振华 身份证 150125198805163010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D 16 Y B

13 张春红 身份证 152221197506195028 包头医学院 A 10 Y B

14 王振旺 身份证 15020319800825331X 包头医学院 B 8 Y C

15 邹德志 身份证 152327198910285058 武川汇德公司 D 10 Y C

16 龙 平 身份证 510921198703274954 阿拉善盟蒙医医院 D 10 Y B

项目固定研究人员合计全时工作时间（人月）：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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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经费支出预算明细

6-1 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合计 专项经费 自筹经费

1 一、经费支出 50 50 0

2 （一）直接费用 45 45 0

3 1、设备费 5 5 0

4 （1）购置设备费 5 5 0

5 （2）试制设备费 0 0 0

6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0 0 0

7 2、材料费 7 7 0

8 3、测试化验加工费 2 2 0

9 4、燃料动力费 8 8 0

10 5、差旅费 6 6 0

11 6、会议费 2 2 0

12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0 0 0

13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

费
3 3 0

14 9、劳务费 7 7 0

15 10、专家咨询费 3 3 0

16 11、其他支出 2 2 0

17 （二）间接费用 5 5 0

其中：绩效支出 2.5 2.5 0

19 二、经费来源 50 50 0

20 1．申请从专项经费获得的资助 50 50 0

21 2．自筹经费来源 0 0 0

22 （1）其他财政拨款 0 0 0

23 （2）单位自有货币资金 0 0 0

24 （3）其他资金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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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要仪器、设备材料明细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1.设备分类：A.购置、B.试制；

2.试制设备不需填列本表（7）列、（8）列；

3.单价≥10 万元（具体金额待定）的设备需填写明细；

4.资金来源：A.专项经费、B.自筹经费。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

分类

单价

(元/台件)

数量

（台

件）

金额 设备类别
购置设备

型号

购置设备生产

国别与地区

主要技术

性能指标

用途

（与课题研究任务的关

系）

资金

来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单价10万元以上购置设备合计 ／ ／ ／ ／ ／ ／ ／ ／

单价10万元以上试制设备合计 ／ ／ ／ ／ ／ ／ ／ ／

单价10万元以下购置设备 A 32000 1 32000
超低温冰

箱
Innova U101 德国 超低温保存 种质资源保存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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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8000 1 18000
体式显微

镜
SZ780 中国 显微镜 观察种子形态 A

单价10万元以下试制设备 ／ ／ ／ ／ ／ ／ ／ ／

累计 ／ ／ 2 5000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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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承担单位与参加单位项目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承担单位类型分为，A、第一承担单位 B、其他承担单位。

序 单 位 组织机构 承担单 任 务 项目任务 合计 专项经费 自筹

号 名 称 代码 位类型 分 工 负责人 小计 其中：间接费用 经费

（1） （2） （3） （4） （5） （6） （7） （8） （9）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46002827-4 A 工作开展，经费管理 李旻辉 50 50 5 0

累计 50 5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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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项目承担单位科技处审查意见：

八、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或盟市财政局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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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处室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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