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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常见中药材真伪鉴别

一、根与根茎类：1.山药、2.山豆

根、3.龙胆、4.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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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果实种子类：5.瓜蒌

三、全草类：6.伸筋草

四、藤木类：7.桑寄生



 本品为薯蓣科植物薯蓣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的干燥根茎。冬季茎叶枯萎后采挖，切去根头，洗

净，除去外皮和须根，干燥，或趁鲜切厚片，干燥

；也有选肥大顺直的干燥山药，置清水中，浸至无

干心，闷透，切齐两端，用木板搓成圆柱状，晒干

，打光，习称“光山药”。

 主产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贵

州、四川亦产。

 甘，平。归脾、肺、肾经。

 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

1 山药的植物来源



1 山药的植物来源



1 山药的植物来源



【性状】 本品略呈圆柱形，弯曲而稍扁，长15～

30cm，直径1.5～6cm。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

有纵沟、纵皱纹及须根痕，偶有浅棕色外皮残留

。体重，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白色，粉性。

气微，味淡、微酸，嚼之发黏。

山药片为不规则的厚片，皱缩不平，切面白色

或黄白色，质坚脆，粉性。气微，味淡、微酸。

光山药呈圆柱形，两端平齐，长9〜18cm，直

径1.5〜3 c m。表面光滑，白色或黄白色。

山药的性状鉴别1



光山药

饮片

【炮制】山药取毛山药或光山药

除去杂质，分开大小个，泡润至

透，切厚片，干燥。

山药片 为不规则的厚片，皱缩

不平，切面白色或黄白色，质坚

脆，粉性。气微，味淡、微酸。

麩炒山药 取毛山药片或光山药

片，照麸炒法炒至黄色。

本品形如毛山药片或光山药片

，切面黄白色或微黄色，偶

见焦斑，略有焦香气。

1 山药的性状鉴别



 饮片 除去杂质，分开大小个，泡润至透，切厚片，干燥。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表面类白色或淡黄白色，质脆，易折断，断面类白色，富粉性。

光山药

1 山药的性状鉴别

带皮错



【显微特征】】 淀粉粒单粒

扁卵形、三角状卵形、类圆

形或矩圆形，直径8～35μm

，脐点点状、人字状、十字

状或短缝状，可见层纹；复

粒稀少，由2～3分粒组成。

草酸钙针晶长约至240μm，

针晶粗2～5μm。

山药粉末显微图

山药的显微鉴别1



山药存在问题：带皮

麸炒山药存在问题：带皮，火小

山药的劣品1

麸炒山药 取毛山药片或光山药片，照麸炒法炒至黄色。

本品形如毛山药片或光山药片，切面黄白色或微黄色，偶见焦斑，略有焦香气。



光山药

麸炒山药

麸炒光山药—

加糖味甜×

1 山药的混淆品及伪品



山药的混淆品及伪品（参薯）

为薯蓣科植物参薯Dioscorea alata L. 的干燥块茎。主产于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浙江；四川

、贵州、云南、湖北、江西、台湾等地亦有种植。

【性状】呈不规则圆柱形、圆锥形或棒状，有的稍弯曲，两端较细，长7～25cm，直径1～8cm。表

面黄白色、淡棕色至棕黄色，有不规则纵皱纹，常具未除尽的栓皮痕迹。有时可见须根痕。残留栓皮

较厚，黄褐色或红褐色，木质斑块鲜土黄色，较易剥落。质坚实，断面淡黄白色，粉性，有少数淡棕

色点状物。无臭，味甘，微酸，嚼之发粘。

【地方标准】1、参薯的块茎收载于《江西省中药材标准》1996年版，药用块茎。具有健脾，补肺，

益精气，消肿，止痛的功能。药材名称：参薯（标准有效） 2、《福建》 2006年版P262，将参薯块茎

药材称：福建山药（标准有效）3、浙江2000沪卫药械（1996）218号、《湖南省中药材标准》2009年

版P将薯蓣科植物参薯Dioscorea alata L. 和褐苞薯蓣D. persimillis Prain et Burkill 干燥圆锥形或圆锥形

块茎药材称“山药”。因与《药典》山药为“同名异物”标准无效。

1



参薯片：横切面白色、淡黄白色、间或浅粉红色，粉性，散在微小的点状突起不明显。

1 山药的混淆品及伪品（参薯）



山药的混淆品及伪品（木薯）

为大戟科植物木薯Manibot

esculenta Crantz 的干燥块根。主
产于我国南方。
【性状】常呈切片状，宽1.5～
3cm，外皮多已除去，残留外皮棕
色或棕褐色。切面白色，粉性，近
皮部可见明显的筋脉环纹，中央有
一小木心及放射状的黄色小点，有
的有裂隙。味淡。
参考：木薯 收载于《中华本草》
第四册，药用叶或根。其味苦、性
寒，有小毒。功能为解毒消肿。《
药典》二部，淀粉来源之一。

木薯——广西宁蒲庙镇

1



山药的混淆品及伪品（木薯）

木薯横片

木薯纵切片

1



混淆品及伪品（番薯片）

为旋花科植物番薯Ipomoea batatas （L.

） Lam. 的干燥块根切片，经漂白而成。

【性状】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片，宽

2～4cm，残存的外皮淡红色或灰褐色。

切面白色或淡黄白色，稍具弹性，可见淡

黄棕色的“筋脉”点或线纹，近皮部可见

淡黄色环纹。质脆，粉性，味甘甜。

【参考】番薯 收载于《山东省中药材标

准》2002年版，功效为补中和血，益气生

津。用于宽肠胃，通便秘。

1



品名 植物来源 功效 标准或文献

山药 薯蓣科植物薯蓣的根茎 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 《药典》10年版

参薯 薯蓣科植物参薯的根茎 健脾，补肺，益精气，消肿，止
痛的功能

《江西省中药材标准》
1996年版

山药 薯蓣科植物参薯或褐苞薯蓣的根茎 同上 《湖南省中药材标准》
2009年版

木薯 大戟科植物木薯的根 有小毒。解毒消肿 《中华本草》第四册

番薯 旋花科植物番薯的根 补中和血，益气生津。用于宽肠
胃，通便秘。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2002年版

山药的混淆品及伪品1



本品为豆科植物越南槐Sophora tonkinensis Gapnep. 的干

燥根和根茎。秋季采挖，除去杂质，洗净，干燥。主产广西，

贵州、云南、广东亦产。

【性状】 本品根茎呈不规则的结节状，顶端常残存茎基，其

下着生根数条。根呈长圆柱形，常有分枝，长短不等，直径

0.7～1.5cm。表面棕色至棕褐色，有不规则的纵皱纹及横长皮

孔样突起。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皮部浅棕色，木部淡黄色。

有豆腥气，味极苦。
皮孔

2 山豆根的性状鉴别



饮片
【炮制】 除去残茎及杂质，浸泡，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

本品呈不规则的类圆形厚片。外表皮棕色至棕褐色。切面皮部浅棕色，木部淡黄色。有豆腥气，味
极苦。功效：清热解毒，消肿利咽。

2 山豆根的性状鉴别

木部

皮部



 饮片 除去杂质，水浸后约1小时，洗净，润

软，切厚片，干燥。

 为类圆形的厚片，直径0.5～2cm，

 表面橙黄色、棕褐色或黑褐色，具纵沟纹，

有的可见芽痕和细根痕，

 切面淡黄色，皮部薄，形成层环棕褐色，

 木质部有多数茸毛状纤维，具放射状纹理，

射线部分常呈裂隙状，多数可见黄白色髓。

 微有豆腥气，味苦。

 苦、寒；有毒。清热燥湿，解毒。用于痢疾

，湿疹，牙痛，咳嗽等症。

髓部

2

 质量标准：宁夏地标1993年版P92

山豆根混淆品苦豆根



为毛茛科植物铁破锣Beesia calthaefolia（
Maxim.） Uibr. 的干燥根茎。产于贵州、四川、
陕西、甘肃。
【性状】本品呈圆柱形，长2～7cm，直径3～
8mm，有分枝，弯曲；表面棕褐色，具多数节，
节纹凸起，节间长0.5～2cm，可见细根痕。质坚

脆，易折断；断面绿色或暗黄色，角质样，有光泽
。气微，味苦。
饮片
【炮制】 取药材，选挑，洗净，吸润至透心，

切成短段，干燥，筛去碎屑，即得。
为类圆柱形的短段，有的具不规则的分枝，表面

棕褐色，具多数节，节纹明显，可见细根痕。断面
绿黄色至暗黄色，角质样，有光泽。味苦。
功效：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环节

质量标准：云南地标1996年版P121

2 山豆根混淆品颠豆根



山豆根混淆品木兰山豆根

本品为豆科植物苏木蓝Indigofera carlesii Craib、宜昌木蓝Indigofera ichangensis Craib 、多花木蓝

Indigofera amblyantha Craib、华东木蓝Indigofera fortunei Craib等同属植物的根和根茎。主产于河南

、山西、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苏、甘肃、东北及华北等地。

 说明：

1.《河南省中药材标准》1991年版将植物苏木蓝Indigofera carlesii Craib和宜昌木蓝Indigofera

ichangensis Craib 的干燥根及根茎称“山豆根”应注意鉴别。

2.  山豆根含有氧化苦参碱与苦参碱，其横切面栓内层外侧的1～2列细胞含有草酸钙方晶，木部含少量方

晶。而目前收集到的木兰山豆根切片有的虽然味苦，横切面或多或少也含草酸钙方晶，但通常不含氧化苦

参碱与苦参碱。

2



山豆根混淆品木兰山豆根

【性状】 根茎呈不规则结节状或圆
柱状，具有多数残留茎基；根呈长
圆柱形或略呈长圆锥形，长30～
50cm，直径0.5～1.5cm，顺直或稍
弯曲，有的3～5条根簇生或呈分歧
状，表面灰黄色或灰棕色，较粗糙
，有时栓皮呈鳞片状脱落，具纵皱
纹及横长皮孔样疤痕，皮孔多呈红
棕色点状，稍突起，须根纤细。质
坚实，易折断，折断时有粉尘飞扬
，断面皮部呈黄棕色至棕色，木部
黄白色至黄色，具放射状纹理，略
显纤维性。根茎中央具髓。气微，
味苦或微苦。

2



 鉴别要点：

 为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表面灰黄色或灰棕色，较粗糙，有时栓皮呈鳞片状脱落，切面皮部呈黄棕色
至棕色，木部黄白色至黄色，具放射状纹理，略显纤维性。气微，味苦或微苦。

2 山豆根混淆品木兰山豆根

木部

皮部

皮部

木部



山豆根混淆品苦参

本品为豆科植物苦参Sophora flavescens Ait.的干燥根。

【性状】 本品呈长圆柱形，下部常有分枝，长10～30cm，直径1～6.5cm。表面灰棕色或棕黄色，具纵皱

纹和横长皮孔样突起，外皮薄，多破裂反卷，易剥落，剥落处显黄色，光滑。质硬，不易折断，断面纤维

性；切片厚3～6mm；切面黄白色，具放射状纹理和裂隙，有的具异型维管束呈同心性环列或不规则散在

。气微，味极苦。

饮片

【炮制】除去残留根头，大小分开，洗净，浸泡至约六成透时，润透，切厚片，干燥。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片。外表皮灰棕色或棕黄色，有时可见横长皮孔样突起，外皮薄，常破裂反

卷或脱落，脱落处显黄色或棕黄色，光滑。切面黄白色，纤维性，具放射状纹理和裂隙，有的可见同心性

环纹。气微，味极苦。

【功效】清热燥湿，杀虫，利尿。

2



 外皮薄，多破裂反卷，易剥

落，剥落处显黄色，光滑。

 横切面具异型维管束呈同心

性环列或不规则散在。

2 山豆根的混淆品苦参



为防己科植物蝙蝠葛Menispermum

dauricum DC. 的根茎。春、秋二季采挖，除

去须根和泥沙，干燥。主产于吉林、辽宁、河

北、河南、陕西、甘肃、山东等地。

【性状】 呈细长圆柱形，弯曲，有分枝，长

可达50cm，直径3～8mm。表面黄棕色至暗

棕色，多有弯曲的细根，并可见突起的根痕及

纵皱纹，外皮易剥落。质韧，不易折断，断面

不整齐，纤维细，木部淡黄色，呈放射状排列

，中心有髓。气微，味苦。
须根：非药用部位，应该去掉

2 山豆根的混淆北豆根



饮片

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

干燥。

呈类圆形厚片。切面灰白色或淡黄

色，木部淡黄色，呈放射状排列，

中心有髓。周边棕黄色至暗棕色，

具纵皱纹。气微，味苦。

【功效】清热解毒，祛风止痛。

髓部

木质部

皮部

2 山豆根的混淆北豆根



龙胆（植物又名粗糙龙胆育苗基地。辽宁抚顺2019.8.28）

3 龙胆的植物来源



龙胆（又名“关龙胆”植物又名粗糙龙胆，辽宁抚顺2019.8.28）

3 龙胆的植物来源



本品为龙胆科植物条叶龙胆Gentiana

manshurica Kitag.、龙胆G. scabra Bge.、

三花龙胆G. triflora Pall.或坚龙胆G. 

rigescens Franch.的干燥根和根茎。前三种

习称“龙胆”，后一种习称“坚龙胆”。功

效清热燥湿，泻肝胆火。

【性状】根茎多直立，直径4～7mm，根茎

顶端越冬芽常有1个，长不超过1cm。根的

径降比1.0，上下粗细相近，根2～16条，表

面黄棕色或灰棕色。

3

龙胆（又名东北龙胆，植物名条叶龙胆）

龙胆的性状鉴别



【性状】根茎多横生，直径3～8mm，根茎顶端越冬芽有1（2）个，长不超过7mm，根的径降比1.2
～1.3，上下粗细相差较大，根4～30条，常多于20条，表面黄白色或棕黄色。

3
龙胆（习称“关龙胆”植物又名粗糙

龙胆，辽宁新宾栽培 2008.4.20）

龙胆的性状鉴别



龙胆（植物名三花龙

胆产地东北栽培

2013.6）

浸出物（36.0%）48.3%龙胆苦苷(1.5%）4.3%

越冬芽

越冬芽放大图

3 龙胆的性状鉴别



饮片

【炮制】 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

段，干燥。

龙胆 本品呈不规则形的段。根茎呈不

规则块片，表面暗灰棕色或深棕色。根圆

柱形，表面淡黄色至黄棕色，有的有横皱

纹，具纵皱纹。切面皮部黄白色至棕黄色

，木部色较浅。气微，味甚苦。

龙 胆（条叶龙胆、龙胆、三花龙胆）

3 龙胆的性状鉴别



 本品为龙胆科植物坚龙胆G. rigescens Franch.

 多年生草本，高30-50cm，须根肉质。主茎粗壮
发达，有分枝，直立，基部木质化。茎生叶多对，
下部2～4对，鳞片形，其余叶卵状矩圆形、倒卵
形或卵形，先端钝圆，基部楔形。

 参考《中国植物志》滇龙胆草

3 坚龙胆的植物来源



根部

坚龙胆的性状鉴别3

 表面无横皱纹，

 外皮膜质，易脱落，

 木部黄白色，易与皮

部分离。

根头部



饮片
【炮制】 除去杂质，洗净

，润透，切段，干燥。

坚龙胆 本品呈不规则形的

段。根表面无横皱纹，膜质

外皮已脱落，表面黄棕色至

深棕色。切面皮部黄棕色，

木部色较浅。

【含量测定】 同药材，

龙胆含龙胆苦苷不得少于

2.0%；坚龙胆含龙胆苦苷不

得少于1.0%。

3 坚龙胆的性状鉴别



 为龙胆科植物坚龙胆

Gentiana rigescens Franch.

的干燥根和根茎增重。

 该品质较硬，表面附有结

晶物。口尝有刺舌感

3 坚龙胆的伪品鉴别

坚龙胆增重



 为苋科植物牛膝Achyranthes bidentata

B1.的干燥细根加糖炒红而成。

 该品呈不规则段状，直径1～2mm，

略呈角质样而柔韧，

 木部较大，其外周散有多数黄白色点

状维管束，断续排列成2～4轮。

 苦涩微后味甜，气微。

糖炒牛膝细根

3 坚龙胆的伪品鉴别



 龙胆科植物头花龙胆Gentiana cephalantha Franch。
 多年生草本，高10～30cm，须根略肉质。主茎粗壮发

达，平卧成匍匐状，分枝较粗而长，斜升。茎生叶多对，
越往上叶越大，柄越短。花多数簇生枝头呈头状。

 参考：《中国植物志》头花龙胆

3 坚龙胆的混淆品龙胆草的鉴别



本品为龙胆科龙胆属植物头花龙胆Gentiana cephalantha Franch.的干燥全草。

【性状】本品长15～30cm。根茎较粗，微弯曲，长0.5～7cm，直径0.5—1cm，表面灰

褐色，粗糙，有疣状突起的茎痕和须根茎。下面具多条须根，长5～20cm，直径1～3mm

，外表面灰棕色或黄棕色，断面有淡黄色的木心。茎近丛生，直径1～3mm，紫色或黄绿

色带紫晕，质脆，断面中空。叶对生，皱缩，稍厚，边缘微向背面反卷，上面绿色或黄绿

色，下面色稍淡。完整的叶为宽披针形或倒披针形，长2 ～ 17cm,宽0.5 ～ 2.5cm。花簇

生枝端，绿黄色或淡蓝紫色。气微清香，茎叶味微苦，根味极苦。

坚龙胆的混淆品龙胆草的鉴别3



 叶呈莲座状，长圆状披针形

或线状披针形；

 主茎粗长，斜升，有根数条

至十数条。（茎有越来越粗

的感觉）

 产地：四川、贵州、云南

头花龙胆的鉴别要点：

3 坚龙胆的混淆品龙胆草的鉴别



 叶呈莲座状，长圆状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

 主茎粗长，斜升，有根数条至十数条。（茎

有越来越粗的感觉）

 产地：四川、贵州、云南

头花龙胆的鉴别要点：

3 坚龙胆的混淆品龙胆草的鉴别

根的横切面：木质部较细



品名 龙胆《药典》2015年版 龙胆草《四川》2010年版

来源 龙胆科植物，龙胆，三花龙胆，条叶龙胆
或坚龙胆的根。

龙胆科植物，头花龙胆的全草。

植物形态 叶长圆形，先端钝或急尖；具越冬芽；无
营养茎；花冠裂片卵状三角形，先端急尖；
种子扁圆柱形

叶宽披针形或倒披针形，先端渐尖，长至17cm；
越冬芽枯死；营养茎极短；叶莲花座状；花冠
裂片锐三角形；种子扁椭圆形。

龙胆苦苷 龙胆3.0%，坚龙胆1.5% 0.50%

性味与归经 苦，寒。归肝、胆经 苦，寒。入肝、胆经。

功能与主治 清热燥湿，泻肝胆火。用于湿热黄疸，阴
肿阴痒，带下，湿疹瘙痒，肝火目赤，耳
鸣耳聋，肋痛口苦，强中，惊风抽搐。

清热燥湿，泻肝胆火。用于湿热黄疸，阴肿阴
痒，带下，湿疹瘙痒，目赤，耳聋，口苦，惊
风抽搐。

用法与用量 3～6克 3～9克

坚龙胆的混淆品龙胆草的鉴别3



本品为小檗科植物桃儿七Sinopodophyllum hexndrum （Royle) Ying的干燥根及根茎。

【性状】根茎呈不规则结节状，长0.5～1cm，表面淡黄色或暗灰棕色，上端具茎痕或残留茎基；质硬。须

根数十条丛生于根茎上，呈圆柱形，长10～30cm，直径0.2～0.4cm；表面棕褐色或棕黄色，具纵皱纹及

须根痕；质脆，易折断，断面平坦，类白色或黄白色，粉性，木部淡黄色或黄色。气微，味苦、微辛。

【鉴别】本品根横切面：表皮层为1列细胞，呈多角形，壁增厚；下皮细胞1列，壁稍增厚。皮层宽广。内

皮层明显。次生木质部5原型，与韧皮部相间排列。

【性味与归经】苦、辛，温；有小毒。归肺、胃经。

【功能与主治】祛风除湿，活血调经，祛痰止咳。用于风湿腰腿痛，筋骨痛，铁打损伤，月经不调，经闭

腹痛，风寒咳嗽。

【用法与用量】0.5～1g。外用适量，研末用水或醋调敷。

质量标准：《甘肃中药材标准》2009年版

坚龙胆的混淆品桃儿七的鉴别



龙胆伪品——桃儿七

3 坚龙胆的混淆品桃儿七的鉴别



茜

草

本品为茜草科植物茜草Rubia cordifolia L.的干燥根和根茎。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泥沙，干燥。
【性状】本品根茎呈结节状，丛生粗细不等的根。根呈圆柱形，略弯曲，长10～25cm，直径0.2～
1cm；表面红棕色或暗棕色，具细纵皱纹和少数细根痕；皮部脱落处呈黄红色。质脆，易折断，断面
平坦皮部狭，紫红色，木部宽广，浅黄红色，导管孔多数。气微，味微苦，久嚼刺舌。

4 茜草的性状鉴别



河南

河北邢台
茜草

4 茜草的性状鉴别



4

地下横走根茎根类

根的粗细相差较大

茜草的性状鉴别

药用部位是干燥根和根茎



【鉴别】 （2）取本品粉末0.2g，加乙醚5ml，振摇数分钟，滤过，滤液加氢氧化钠试液1ml，振

摇，静置使分层，水层显红色；醚层无色，置紫外光灯（365nm）下观察，显天蓝色荧光。（无

专属性）

（3）取本品粉末0.5g，加甲醇10ml，超声处理30分钟，滤过，滤液浓缩至1ml，作为供试品溶

液。另取茜草对照药材0.5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再取大叶茜草素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

1ml含2.5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0502）试验，吸取上述三种溶液各

5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G薄层板上，以石油醚（60～90℃）-丙酮（4: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置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

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茜草的理化鉴别无专属性）

4 茜草的理化鉴别



 取茜草片或段，照炒炭

法炒至表面焦黑色。

 本品形如茜草片或段，

表面黑褐色，内部棕褐

色。气微，味苦、涩。

饮片 茜草炭

本品浸出物4.8%，不符合规定

4

 【鉴别】 取本品粉末0.4g，加乙醚5ml，振摇数分钟，滤过，滤液加氢氧化钠试液1ml，振摇，静

置使分层，水层显红色，醚层无色，置紫外光灯（365nm）下观察，显天蓝色荧光。(无专属性）

 【浸出物】 同药材，不得少于10.0%。

茜草的理化鉴别



茜草科茜草属植物大叶茜草Rubia schumanniana Pritz.的干燥根茎。春秋二季采挖，除去须根及泥

沙，干燥。分布于四川，云南和贵州等省。主产西昌，凉山州。

【性状】本品呈细长圆柱形，弯曲，结节状，长10～ 30cm，直径1～ 3mm；节上有时残存细小须根。

表面红褐色或紫褐色，有纵沟。质脆易折断，断面平坦，红色。皮层薄，木部较宽，淡红色或黄色。具

髓，味微甜。

【鉴别】 （1）本品根横切面：木栓细胞为数列类方形细胞。皮层细胞2～ 4列，类圆形。韧皮部细胞较

小。形成层不甚明显。木质部占根的主要部分，全部木化，射线不明显。髓部薄壁细胞较大，类圆形，

细胞常破裂成空洞。薄壁细胞含淀粉粒及草酸钙针晶束。

【含量测定】照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大叶茜草素不得少于0.15%。

【标准】收载于川标2010年版 P18。贵州2008年版P56；称本品为“小血藤”另外还收载了同属植物金

钊茜草R.alata Roxb.和钩毛茜草R.oncotricha Hand.-Mazz.的干燥根及根茎。

4 茜草的混淆品大叶茜草



孔增科（已故）老师照

4 茜草的混淆品大叶茜草

大叶茜草断面观
—示髓部

大叶茜草药

用根茎，呈
圆柱形，节
上有须根残
存，断面导
管孔明显，
有髓。气微
，味微甜。



茜草科茜草属植物光茎茜草R.wallichiana Decne.西藏茜草Rubia tibetica Hook.f.及同属属种植物的
干燥根及根茎。

【性状】光茎茜草 根呈圆柱状，有的弯曲；完整的老根留有较粗的根茎，长15～ 20cm，直径1～
1.5c；表面红褐色，有细纵纹及细根痕。有的皮部剥落而呈黄红色。质脆，易折断，断面粉红色，
平坦。气微；味淡。饮片：切段。

西藏茜草 根直径约2cm，表面红棕色，断面桔红色。

【鉴别】取本品粉末0.2g，加乙醚5ml，振摇数分钟，滤过，滤液加氢氧化钠试液1ml，振摇，静置
使分层后，水层显红色；醚层无色，置紫外光灯（365nm）下观察，显天蓝色荧光。（无专属性）

【性味】苦、辛。

【功能与主治】清热凉血。用于血病，扩散伤热，肺肾热邪，大小肠热。

【质量标准】部颁藏药1995年版P129

4 茜草的混淆品藏茜草



4 茜草的混淆品藏茜草

光茎茜草 根呈圆柱状，有

的弯曲；完整的老根留有较

粗的根茎，长15～ 20cm，

直径1～ 1.5c；……

西藏茜草 根直径约2cm，

表面红棕色，断面桔红色。



茜草炭掺混淆品西藏茜草炭

掺入的西藏茜草炭
 本品浸出物4.8%（规定不少于10.0%）不符合规定。

 鉴别符合规定，提示鉴别项缺少专属性。

4



大叶茜草素不得少于0.40％ 羟基茜草素不得少于0.10％

茜草 0.90、0.27、0.45、0.57 0.12、0.13、0.02、0.03

大叶茜草 0.51 0.47

 【茜草】本品为茜草科茜草属植物茜草Rubia cordifolia L.的干燥根和根茎。
 理化鉴别（2）（3）无专属性。

 【大叶茜草】茜草科植物大叶茜草Rubia schumanniana Pritz.的 干燥根茎。
 理化鉴别（2）（3）无专属性。大叶茜草的羟基茜草素的含量明显高于茜草。

茜草与大叶茜草的理化鉴别与含量测定问题

 【西藏茜草】茜草科光茎茜草R.wallichiana Decne.西藏茜草Rubia tibetica Hook.f.及同属属种植物的
干燥根及根茎。

 理化鉴别（2）（3）无专属性。

4



4

增重染色茜草 为茜草饮片增重染色而成。 该品呈不规则的段。类圆柱形，外表皮可见暗棕色，棕褐
色粉末附着。切面红棕色，导管孔多数被增重物堵塞。据报道：茜草染色物有柠檬黄和酸性红73，增重物
不详。

茜草切面观增重染色茜草切面

茜草增重、染色



本品为不规则段，

茜草地上茎为黄绿色染

色后变为红棕色，茎的

纵纹理中和茎皮脱落处

红色尤为明显。

4 掺地上茎染色的茜草



4 未知物染色的茜草

该品为不规则段，呈圆柱形，外表

皮暗棕色，棕褐色粉末附着。切面

红棕色，导管孔多数多数被增重物

堵塞质重，断面纤维性，无明显导

管孔。口尝有刺舌感

纤维性

未知物染色的茜草



茜草泥巴增重4



瓜蒌与天花粉5

葫芦科栝楼属植物栝楼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的成熟果实和根。
花雌雄异株。雄花……花冠白色，裂片倒
卵形，长20毫米，宽18毫米，顶端中央
具1绿色尖头，两侧具丝状流苏，被柔毛
；花药靠合，长约6毫米，径约4毫米，
花丝分离，粗壮，被长柔毛。

雌花单生，花梗长7.5厘米，被短柔毛；
花萼筒圆筒形，长2.5厘米，径1.2厘米，
裂片和花冠同雄花；

花药靠合



瓜蒌鲜品

瓜蒌子鲜品

5 瓜蒌与天花粉

天花粉鲜品



本品为葫芦科植物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或双边栝楼T. 

rosthornii Harms 的干燥成熟果实。秋季果实成熟时，连果梗剪下，置通风处

阴干。功效：清热涤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

瓜蒌药材与饮片5

【性状】 本品呈类球形或宽

椭圆形，直径6～10cm。表面

橙红色或橙黄色，皱缩或较

光滑，顶端有圆形的花柱残

基，基部略尖，具残存的果

梗。轻重不一。质脆，易破

开，内表面黄白色，有红黄

色丝络，果瓤橙黄色，黏稠

，与多数种子粘结成团。具

焦糖气，味微酸、甜。



5

瓜蒌种子横切面观

瓜蒌橙黄色黏稠果瓤

瓜蒌药材与饮片

种皮坚硬；内种
皮膜质，灰绿色

子叶2，黄白色，富
油性。气微，味淡



伪造瓜蒌加糖和面粉

 用600斤淀粉，100斤红糖，300皮与不成熟的籽
压制后切丝。

 该品呈不规则的丝或块状。
 外表面橙红色或橙黄色，皱缩或较光滑；
 切面可见棕色淀粉糊与不成熟白色种子粘结。
 瓜皮有重叠现象，有糖和淀粉气味，无瓜蒌丝

特有的橙黄色黏稠果瓤和红黄色丝络及焦糖气
和类似月饼气味。

 为栝楼加淀粉和糖伪制而成。
 将瓜蒌掏空后，淘洗瓜蒌子，选取不成熟种子加

淀粉和糖再装回掏空的瓜蒌中，压扁、切丝。

5



伪造瓜蒌种子切面观

伪造瓜蒌—示种掺伪物淀粉

5 伪造瓜蒌加糖和面粉



加糖和淀粉的瓜蒌种子切面观

5 瓜蒌与伪品瓜蒌横切面对比

瓜蒌种子切面观



瓜蒌子--安国地产

5 瓜蒌与瓜蒌子

瓜蒌--安国地产



种子边缘无沟纹

5 未知种瓜蒌种子沿边缘无圈沟纹



伸筋草原植物特征

 石松 Lycopodi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多年生土生植物。匍匐茎地上生，细长横走，2～3回分叉，绿色，被稀疏的叶；侧枝直立，高达40厘

米，多回二叉分枝，稀疏，压扁状 (幼枝圆柱状) ，枝连叶直径5～10毫米。叶螺旋状排列，密集，上

斜，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长4～8毫米，宽0.3～0.6毫米，基部楔形，下延，无柄，先端渐尖，具透

明发丝，边缘全缘，草质，中脉不明显。

 孢子囊穗 (3) 4～8个集生于长达30厘米的总柄，总柄上苞片螺旋状稀疏着生，薄草质，形状如叶片；

孢子囊穗不等位着生 (即小柄不等长) ，直立，圆柱形，长2～8厘米，直径5～6毫米，具1～5厘米长

的长小柄；孢子叶阔卵形，长2.5～3.0毫米，宽约2毫米，先端急尖，具芒状长尖头，边缘膜质，啮

蚀状，纸质；

 孢子囊生于孢子叶腋，略外露，圆肾形，黄色。

6



 产全国除东北、华北以外的其他各省区。

 生于海拔100～3300米的林下、灌丛下、草坡、路边或岩石上。日本、印度、缅甸、锡金、不丹、尼

泊尔、越南、老挝、柬埔寨及南亚诸国有分布。模式标本采自日本。

 本种分枝间的角度是一极不稳定的特征，叶形也稍有变化，可以为线形，也可以略宽，这与生境密切

相关。因此，L. simulans Ching et H. S. Kung ex Ching，L. interjec-tum Ching et H. S. Kung ex 

Ching，L. taliense Ching，L. pseudoclavatum Ching，L.pseudoclavatum Ching var. yunnanense

Ching，L. kinabaluense Ching，L. centro-chinense Ching都应并入本种.  我国及亚洲东部至南部分

布的石松L.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并不等于欧洲石松 L. clavatum L.，而这样的错误尚见于最

近的一些出版物中（如J. L. Tsai＆W.C. Shieh，1994: K. Iwatsuki，1992；T，Nakaike，1982等）。

 本种叶片全缘，每个孢子枝有孢子囊穗3～8个，不等位着生。

6 伸筋草原植物特征



来 源
3.茎的一段，示
营养叶着生方式

2.孢子叶腹面

1.植株

4.营养叶

5.孢子囊穗放大
6.孢子

6

伸筋草原植物特征
石松属植物约10种，我国有6种1变型。如
玉柏、多穗石松、新锐叶石松、成层石
松、石松、东北石松等。《中国植物志
》第6（3）卷（2004）



 石松科植物石松

Lycopodium japonicum

Thunb.的干燥全草。

 本品匍匐茎呈细圆柱形

，略弯曲，长可达2m，

直径1～3mm。

 其下有黄白色细根；

……

6 伸筋草原植物特征



石松匍匐茎呈细圆柱形，略弯曲，长可
达2m，直径1～3mm。其下有黄白色细
根；

黄白色细根

6 伸筋草原植物特征



 孢子囊穗 (3) 4～8个集生于长达30厘米的总柄，总柄上苞片螺旋状稀疏着生，薄草质，形状如叶片；

 孢子囊穗不等位着生 (即小柄不等长) ，直立，圆柱形，长2～8厘米，直径5～6毫米，具1～5厘米长的

长小柄；

 孢子叶阔卵形，长2.5～3.0毫米，宽约2毫米，先端急尖，具芒状长尖头，边缘膜质，啮蚀状，纸质；

孢子叶阔卵形

6 伸筋草原植物特征



本品为石松科植物石松Lycopodium

japonicum Thunb.的干燥全草。夏、秋

二季茎叶茂盛时采收，除去杂质，晒

干。

【性状】 本品匍匐茎呈细圆柱形，

略弯曲，长可达2m，直径1～3mm。其

下有黄白色细根；直立茎作二叉状分

枝。叶密生茎上，螺旋状排列，皱缩

弯曲，线形或针形，长3～5mm，黄绿

色至淡黄棕色，无毛，先端芒状，全

缘，易碎断。质柔软，断面皮部浅黄

色，木部类白色。气微，味淡。

伸筋草：云南曲靖

6 伸筋草性状鉴别



 直立茎作二叉状分枝。

 叶密生茎上，螺旋状排列，皱缩弯曲，线形
或针形，长3～5mm，黄绿色至淡黄棕色，
无毛，先端芒状，全缘，易碎断。

6 伸筋草性状鉴别



伸筋草的混淆品垂穗石松

《中药鉴别手册》第二册P201

本品为石松科植物垂穗石松Lycopodium cernnum L.的干燥全草。

夏、秋二季茎叶茂盛时采收，除去杂质，晒干。

【性状】 根茎初为横走，后渐直立。茎呈多岐分枝，均为圆柱

形，高30～50cm,或已黄色或黄绿色，质较脆，易折断。根多寄生

于根茎基部，圆柱形，黄白色，外皮浅灰棕色，常脱落。叶密生在

根茎及茎上，细条状钻形，长2～3mm，宽不及1mm，浅绿色或黄

绿色，全缘，常向上弯曲，质薄，易碎。茎顶生有孢子囊穗，矩圆

形或圆柱形，长5～6mm，宽2mm，黄绿色。无臭，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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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 根茎初为横走，后渐直立。茎呈多岐分枝，均为圆柱形，高30～50cm,或已黄色或黄绿色

，质较脆，易折断。根多寄生于根茎基部，圆柱形，黄白色，外皮浅灰棕色，常脱落。叶密生在根茎

及茎上，细条状钻形，长2～3mm，宽不及1mm，浅绿色或黄绿色，全缘，常向上弯曲，质薄，易碎

。茎顶生有孢子囊穗，矩圆形或圆柱形，长5～6mm，宽2mm，黄绿色。无臭，味淡。

6 伸筋草的混淆品垂穗石松草



本品为石松科植物石松Lycopodium cernnum

L.的干燥全草。夏、秋二季茎叶茂盛时采收，

除去杂质，晒干。

【性状】 茎呈多岐状分枝。叶稀疏，通常

向下弯弓，分枝上的叶密，细条状钻形，长2

～3mm，宽不及1mm，全缘，常向上弯曲。有

时可见孢子囊穗，较小，长0.8～2cm，无柄，

单生于小枝顶端。质较脆，易折断。

【分布及产地】分布于浙江、福建、台湾、

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重庆市（永

川、涪陵、万州）、四川（成都、彭州、乐山

、峨眉、雅安、凉山、达川）

垂穗伸筋草：四川2010年版P352

6 伸筋草的混淆品垂穗石松



匍匐茎地上生，细
长横走，其下有黄
白色细根；侧枝直
立，直立茎作二叉
状分枝。

根茎初为横走，
后渐直立。根多
寄生于根茎基部
。茎呈多岐分枝

孢子囊穗 (3) 4～8

个集生于长达30厘
米的总柄，孢子囊
穗具1～5厘米长的
长小柄

孢子叶阔卵形，先
端急尖，具芒状长
尖头，边缘膜质，
啮蚀状；

茎顶生有孢子囊
穗，长5～6mm，
宽2mm

孢子叶阔卵形，
顶部急狭，长渐
尖头，边缘有长
睫毛；

6 伸筋草的混淆品垂穗石松草



参考：《中国植物志》第24卷 钝果寄生属 Taxillus 广寄生（植物分类学报）桑寄生（广东），桃树寄
生（广东），寄生茶（广西）

桑寄生科 广寄生Taxillus chinensis (DC) Danser

7 桑寄生原植物特征



花褐色

果实椭圆状或近球形

茎枝具细小皮孔

叶卵形至长卵形，顶端圆钝，基部楔形或阔楔形

7 桑寄生原植物特征



桑寄生植物图片中国药材图鉴桑寄生

果实

7 桑寄生原植物特征



桑寄生性状鉴别

【性状】 本品茎枝呈圆柱形，长3

～4cm，直径0.2～1cm；表面红褐色或

灰褐色，具细纵纹，并有多数细小突

起的棕色皮孔，嫩枝有的可见棕褐色

茸毛；质坚硬，断面不整齐，皮部红

棕色，木部色较浅。叶多卷曲，具短

柄；叶片展平后呈卵形或椭圆形，长3

～8cm，宽2～5cm；表面黄褐色，幼叶

被细茸毛，先端钝圆，基部圆形或宽

楔形，全缘；革质。气微，味涩。

7

本品为桑寄生科植物桑寄生Taxillus chinensis （DC.）

Danser的干燥带叶茎枝。冬季至次春采割，除去粗茎，切段

，干燥，或蒸后干燥。

桑寄生广西梧州市



桑寄生性状鉴别

寄生茶—此茶男女老幼均可作日常饮料
广西梧州市。



桑寄生显微特征

形成层木质部射线

木栓层

皮层

中柱鞘

薄壁细胞含棕色物

7



桑寄生显微鉴别

【鉴别】（1）本品茎横切面：

 束内形成层明显。木质部射线宽1～4列细胞，近髓部也可见石细胞；导管单个散列或2～3个相聚。

 髓部有石细胞群，薄壁细胞含棕色物。有的石细胞含草酸钙方晶或棕色物。

束内形成层 木质部射线

7



【鉴别】（1）本品茎横切面：

 髓部有石细胞群，薄壁细胞含棕色物。有的石细胞含草酸钙方晶或棕色物。

髓部

石细胞

7 桑寄生显微特征



【鉴别】 粉末淡黄

棕色。石细胞类方形

、类圆形，偶有分枝

，有的壁三面厚，一

面薄，含草酸钙方晶

。纤维成束，直径约

17μm。具缘纹孔导管

、网纹导管及螺纹导

管多见。星状毛分枝

碎片少见。

石细胞

纤维

星状毛

导管

7 桑寄生显微特征



（顺序由左至右）

1、槲皮素对照品 10µl

2、供试品（桑寄生） 10µl

3、槲皮素对照品 10µl

薄层结果：阳性。

【鉴别】鉴别 2 ……另取槲皮素对照品……置紫外光灯

（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

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桑寄生《药典》2015年版

7 桑寄生薄层鉴别



桑寄生伪品油茶离瓣寄生

1.伪品—

 为桑寄生科植物油茶离瓣寄生
Helixanthera sampsoni (Hance) 
Danser的带叶茎枝。

 产于云南、广东、广西、福建。
 本品茎直径0.2 ～0.6cm，表面浅棕灰色

，有多数细小突起的棕色皮孔，质坚硬
，断面不整齐，皮部浅黄色，木部黄白
色，髓部浅黄色。叶黄绿色或绿色，卵
形、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长2 ～4（5
）cm，宽1 ～2（2.5）cm，顶端短钝尖

或短渐尖，基部阔楔形或楔形稍下延，
全缘，纸质或薄革质。气微，味涩。

 检查：强心苷阴性，合格。
SO215mg/kg药都制药2015

油茶树《中国植物志》

7



油茶果实《中国植物志》

7 桑寄生伪品油茶离瓣寄生



1.伪品—油茶离瓣寄生

7 桑寄生伪品油茶离瓣寄生



油茶离瓣寄生花序.叶.果

叶顶端尖果

花序

1.伪品—油茶离瓣寄生

7 桑寄生伪品油茶离瓣寄生



桑寄生皮部横切面观 油茶离瓣寄生横切面观

皮部薄壁细胞含棕色物。

皮部薄壁细胞不含棕色物。

7 桑寄生与油茶离瓣寄生



桑寄生髓部横切面

髓部薄壁细胞含棕色物。

髓部薄壁细胞不含棕色物。

油茶离瓣寄生横切面

7 桑寄生与油茶离瓣寄生



油茶离瓣寄生薄层鉴别
方法：《药典》2015年版

（顺序由左至右）

1、槲皮素对照品 10µl

2、桑寄生（油茶离瓣寄生） 10µl

3、槲皮素对照品 10µl

薄层结果：阳性。

：

【鉴别】鉴别 2 ……另取槲皮素对照品……置紫

外光灯（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

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7 桑寄生与油茶离瓣寄生



花

叶

伪品 2

红花寄生植物图片《中国植物志》示果实和叶

7 桑寄生伪品红花寄生



7 桑寄生伪品红花寄生



7 桑寄生伪品穗花寄生



 为生寄桑物植科生寄桑Taxillus levinei（Merr.）H.S.Kiu

 产地：云南 、广西、广东、湖南等,常寄生于油茶、樟树、板栗或壳斗科植物上。

 全株药用，有祛风湿功效。

【植物形态】嫩枝、叶、花序和花均密被锈色，稀褐色的叠生星状毛和星状毛；小枝灰褐色或暗褐色，无
毛，具散生皮孔。叶革质，卵形，稀椭圆形或长圆形，长4～8（～10）cm，宽（1.5～)2～3.5(～4.5)cm
，顶端圆钝，稀急尖，基部近圆形，上面无毛，干后榄绿色或暗黄色，下面被绒毛，侧脉4～6对，在叶上
面明显；叶柄长6～12（～15）mm，被绒毛。伞形花序，1～2个腋生或生于小枝已落叶腋部。叶上面无
毛，下面被绒毛，侧脉4～6对，果实卵球形，长约6mm，直径4mm，两端圆钝，果皮具颗粒状体，被星
状毛。花期9～12月，果期翌年4 ～5月。
 产于云南东南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海拔200～700（～1200）米

山地或山谷常绿阔叶林中，常寄生于油茶、樟树、板栗或壳斗科植物上。模式标本采自广东连县。
 参考：《中国植物志》

7 桑寄生伪品锈毛钝果寄生



绣毛钝果寄生 伪品 4. 绣毛钝果寄生（广西梧州）

7 桑寄生伪品锈毛钝果寄生



 桑寄生科植物梨果寄生Scurrula philippensis (Cham. et  

Schlecht. )的带叶茎枝。

 嫩枝、叶、花序和花均密被灰色、灰黄色或黄褐色的星状毛和

叠生星状毛;小枝灰色，无毛，具疏生皮孔。叶对生，薄革质或

纸质;叶柄7 ～ 10mm，被毛;叶片卵形或长圆形，长5 ～

10cm，宽3 ～ 6cm,先端急尖，基部阔楔形或圆钝，上面无毛

下面被绒毛;侧脉4一5对，略明显。

 本品有大毒，必须慎服，用量宜小（治疗精神分裂症除外），

剂量过大可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眩晕、惊厥、牙关紧闭、

小便失禁、皮肤青紫、眼球上翻固定、瞳孔缩小等毒副反应。

孕妇、小儿及体虚者禁服。忌与豆类同服。

7 桑寄生伪品马桑寄生



桑寄生混淆品槲寄生

本品为生寄槲物植科生寄桑Viscum
coloratum(Komar．) Nakai 枝茎叶带燥干的
。
【性状】 本品茎枝呈圆柱形，2～5叉状分枝，
长约30cm，直径0.3～1cm；表面黄绿色、金黄
色或黄棕色，有纵皱纹；节膨大，节上有分枝
或枝痕；体轻，质脆，易折断，断面不平坦，
皮部黄色，木部色较浅，射线放射状，髓部常
偏向一边。叶对生于枝梢，易脱落，无柄；叶
片呈长椭圆状披针形，长2～7cm，宽0.5～
1.5cm；先端純圆，基部楔形，全缘；表面黄绿
色，有细皱纹，主脉5出，中间3条明显；革质
。气微，味微苦，嚼之有黏性。
【功效】苦、甘，平。归肝、肾经。补肝肾，
祛风湿，强筋骨，安胎元。用于腰膝酸痛，风
湿痹痛，胎动不安，崩漏下血。9～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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