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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孙宝惠

中药饮片采购验收专项检查复核工作的通知

[冀中医药函（2019）126号]

医疗机构中药饮片采购验收
专项检查十个重点品种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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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种重点检查的中药饮片鉴别

一、根与根茎类：

茜草、黄芩、山药、麸炒苍术、制何首

乌、制川乌、制附子（黑顺片、白附片、淡

附片、炮附片）

二、果实种子类：

柏子仁、连翘、焦山楂



【茜草】为茜草科植物茜草Rubia cordifolia L.的干燥根和根茎。
功效：凉血，祛瘀，止血，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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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 河南

茜草



茜草—药用根和根茎

根

根类

功效：凉血，祛瘀，止血，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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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饮片

茜 草



茜草切面观 增重染色茜草切面观

 为茜草饮片增重染色而成。

 据报道：茜草染色物有柠檬黄和酸性红73，增重物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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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重染色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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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草掺地上茎染色茜草掺地上茎染色



 该品为不规则段，

 质重，

 断面纤维性，

 无明显导管孔，

 口尝有刺舌感。

纤维性

茜草伪品——杂草根染色未

鉴别要点：



茜草泥巴增重



大叶茜草断面观—示髓部

大叶茜草：茜草科植物大叶茜草Rubia schumanniana Pritz.的干燥根茎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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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叶茜草以根茎为主



横
切
面
示
髓
部

茜草伪品——大叶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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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科茜草属植物光茎茜草R.wallichiana Decne.西藏茜草Rubia tibetica

Hook.f.及同属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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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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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效】苦、辛。清热凉血。用于血病，扩散伤热，肺肾热邪，大小肠热。

【参考】部颁藏药1995年版P129

茜草混淆品-藏茜草



藏茜草

本品含大叶茜草素（规定0.40%）0.51%，羟基茜草素（规定0.10%）0.47%。

含量不能确定真伪



茜草炭掺伪品（西藏茜草炭）

本品浸出物4.8%不符合规定。（规定不少于

10.0%）



产地 大叶茜草素不得少于0.40％
羟基茜草素不得少于
0.080％

茜草（性状合格） 河南 0.27、0.45、0.57、0.90 0.02、0.03、0.12、0.13

大叶茜草、西藏茜草 四川 0.51 0.47

茜草 大叶茜草

含量不能确定药材真伪



【性状】本品呈圆锥形，扭曲

，长8～25cm，直径1～3cm。表

面棕黄色或深黄色，有稀疏的疣

状细根痕，上部较粗糙，有扭曲

的纵皱纹或不规则的网纹，下部

有顺纹和细皱纹。质硬而脆，易

折断，断面黄色，中心红棕色；

老根中心呈枯朽状或中空，暗棕

色或棕黑色。气微，味苦。

黄芩黄芩（栽培品）

本品为唇形科植物黄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的干燥根。春、秋二

季采挖，除去须根和泥沙，晒后撞去粗皮，晒干。



 【黄芩】 苦，寒。归肺、胆、脾、大肠、小肠经。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

血，安胎。用于湿温、暑湿，胸闷呕恶，湿热痞满，泻痢，黄疸，肺热咳嗽，

高热烦渴，血热吐衄，痈肿疮毒，胎动不安。《中国药典》2015年版。

 黄芩生用 清热泻火解毒力强。多用于热入气分，湿热黄疸，痈肿疮毒。［炮

制手册P418］

 酒黄芩 酒炙入血分，借酒升腾之力，用于上焦肺热及四肢肌表之湿热；同时

，因酒性大热，可缓和黄芩的苦寒之性，以免伤害脾阳。［炮制手册P418］

 黄芩炭 炒焦后清热止血为主，用于吐血衄血；崩漏下血。［炮制手册P418］

 枯芩与子芩 《本草求真》云：枯而大者，轻飘上升以清肺，肺清则痰自理矣

；实而细者，沉重下降以利便，便利则肠澼pi自去。

黄芩的功效



山西栽培，断面暗棕色或棕黑色。

断面观，黄芩苷14%陕西韩城栽培

黄芩

枯芩

子芩

山西栽培。断面黄色。



酒黄芩

提取后的酒
黄芩药渣

酒黄芩掰
开断面观

提取后的酒黄芩
药渣掰开断面观

酒黄芩 取黄芩片，照酒炙法炒干。本品形如黄芩片。略带焦斑，微有酒香气。
每100kg待炮制品用黄酒10～20kg。



提取后的黄芩：断面暗棕黄
色至棕褐色、味淡。

黄芩提取染色

提取



山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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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药呈圆柱形，两端平齐，长9～18cm，直径1.5～3cm 。表面光滑，白

色或黄白色。

饮片 除去杂质，分开大小个，泡润至透，切厚片，干燥。

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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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麸炒山药 取净山药片，照麸炒法炒至黄色。本品形如山药片，表面黄白色或

微黄色，偶见焦斑，略有焦香气。



山 药 光山药



山药饮片 光山药饮片 麸炒山药饮片



山药混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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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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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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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混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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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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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薯—广西宁蒲庙镇



异形维管束

木心

木薯—广西宁蒲庙镇



为旋花科植物番薯Ipomoea 

batatas （L.） Lam. 的干燥块

根切片，经漂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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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混淆品— 番薯片

番薯片

外皮

形成层环



光山药的伪品-番薯片
 山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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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薯：淀粉粒、草酸钙针晶类同山药
，但中柱鞘部位有石细胞组成的环层
，石细胞类圆形、矩圆形或狭长椭圆
形，长13～60μm，直径8～33μm。

 番薯：淀粉粒类圆形、类三角形、盔
帽形、类葫芦形或不规则形，直径10

～30μm。
 木薯：淀粉粒多为单粒，圆形、椭圆

形或盔帽形，直径5～35μm，脐点中
心性，呈圆点状或星状，层纹不明显
。有草酸钙簇晶。

山药与混淆品的显微鉴别



山药粉末显微图

山药粉末显微图 参薯粉末显微图

山药与混淆品的显微鉴别



番薯粉末显微图 木薯粉末显微图

山药与混淆品的显微鉴别



品名 形状 表面 质地、气味 显微特征

山药 略呈圆柱形，可
见须根痕

残留栓皮薄，淡棕
色

坚实，味淡
微酸

针晶、淀粉粒扁卵
形、三角状卵形、
卵圆形或矩圆形

参薯 圆柱形、圆锥形
或不规则扁圆柱
形

残留栓皮厚，黄褐
色或红褐色，木质
斑块鲜土黄色

坚实，味甘
微酸

针晶、淀粉粒与山
药类同，但有石细
胞

木薯 圆柱形 残留外皮棕色或棕
褐色

坚实，味淡 簇晶，淀粉粒圆形、
椭圆形或帽盔形

番薯 多为类圆形或不
规则形的切片

残留外皮淡红色或
灰褐色

稍具弹性，
味甘甜

簇晶，淀粉粒类圆
形或三角形

山药与混淆品的鉴别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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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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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与混淆品的功效比较



（茅山道士100岁、黄精、茅苍术浸膏）

茅苍术湖北野生

 本品为菊科植物茅苍术Atractylodes lancea （Thunb.）DC.或北苍术
Atractylodes chinensis （DC.） Koidz.的干燥根茎。

 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用于湿阻中焦，脘腹胀满，泄泻，水肿，脚气痿
躄，风湿痹痛，风寒感冒，夜盲，眼目昏涩。

苍 术



断面观

茅 苍术湖北野生

【性状】 茅苍术 呈不规则连珠状或结节状圆柱形，略弯曲，偶有分枝，长3～
10cm，直径1～2cm。表面灰棕色，有皱纹、横曲纹及残留须根，顶端具茎痕或残留
茎基。质坚实，断面黄白色或灰白色，散有多数橙黄色或棕红色油室，暴露稍久，
可析出白色细针状结晶。气香特异，味微甘、辛、苦。（断面于紫外光灯下不显蓝
色荧光）

茅苍术—湖北应山栽培4至5年生



北苍术（承德野生） 北苍术（河北青龙野生）

 呈疙瘩块状或结节状圆柱形，长4～9cm，直径1～4cm。表面黑棕色，除去外皮者
黄棕色。质较疏松，断面散有黄棕色油室。香气较淡，味辛、苦。

横断面显亮蓝色荧光。
油室开始是黄色的越晒越红。
目前市场的苍术条越来越细。



饮片：除去杂质，洗净，润透，
切厚片，干燥。

本品呈不规则类圆形或条形厚片
。外表面灰棕色至黄棕色，有皱
纹，有时可见根痕。切面黄白色
或灰白色，散有多数橙黄色或棕
红色油室，有的可析出白色细针
状结晶。气香特异，味微甘、辛
、苦。

北苍术

麸炒苍术 取苍术片，照麸炒法（通则0213）炒至表面深黄色。

本品形如苍术片，表面深黄色，散有多数棕褐色油室。有焦香气。



茅苍术断面观 茅苍术饮片

质坚实，断面黄白色或灰白色，散有多数橙黄色或棕红色油室，暴露稍久，可析
出白色细针状结晶。气香特异，味微甘、辛、苦。



混淆品及伪品 1北苍术表面霉菌

关苍术

近年来苍术野生资源匮乏，栽培较困难，有人将半干或鲜品苍术掺入晒干的苍

术中销售，经运输贮藏苍术出现发霉现象。



混淆品及伪品 2北苍术掺白矾芒硝增重

关苍术

体重、质坚，表面模糊，有发白的地方，舌舔味咸或微涩并有刺舌感。

增重达50%。



混淆品及伪品 3关苍术

为菊科植物关苍术Atractylodes
japonica Koidz. ex Kitam.的干燥根茎
。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泥沙，晒干，撞去
须根。
【性状】根茎多呈结节状圆柱形，少数呈
不规则块状，长5～13cm，直径2～3.5cm
。表面褐色，栓皮略粗糙，有细皱和残留
的须根及根痕，少数有瘤状突起。有的去
除栓皮，表面类白色。质坚硬，可折断，
断面浅黄白色或灰白色，略具短纤维性，
有少数黄棕色点状油室散在。气特异，味
辛、微苦。

关苍术本草无记载，日本做白术使用。



混淆品及伪品 3关苍术

横断面

本品断面浅黄白色或灰白色，略具
短纤维性，有少数黄棕色点状油室
散在。气特异，味辛、微苦。

无苍术素，苍术酮很多

辛、苦、温。归脾、胃、肝经。燥湿健
脾，祛风散寒。用于胃脘胀痛，泄泻，
水肿，脚气痿躄bi,风湿痹痛，风寒感
冒，夜盲。

黑龙江中药材标准2001年版P89

饮片药材



混淆品及伪品 4朝鲜苍术

关苍术

为菊科植物朝鲜苍术
Atractylodes koreana (Nakai) 
Kitam.的干燥根茎。秋季采挖，除
去泥沙，晒干，撞去须根。主产朝
鲜，辽宁。
 呈连珠状圆柱形，粗细较均匀，

多平直。表面灰棕色，
 横断面油室少但明显，
 几无香气。
 横断面仅韧皮部显亮蓝色荧光。
【薄层鉴别】有苍术素



关苍术

朝鲜苍术

混淆品及伪品 4朝鲜苍术

目前药材市场朝鲜苍术多见，油点黄色
或淡黄色，多纵切片，显个大，少破碎
（北苍术油点多、红棕色）。

朝鲜苍术纵断面观



混淆品及伪品 5疑似茄科莨菪类植物的根茎

关苍术

茄科赛莨菪属、山莨菪属、天棚子属
、马尿泡属、天仙子属植物的根茎与
根均可提取莨菪碱类成分。

参考：《中国植物志》67卷，1册P18
、22、28、31、34

本品无朱砂点，质坚实。检测出东莨
菪碱

《中华本草》7.P266 莨菪根【使用注
意】其外形颇似胡萝卜，常杂长于胡
萝卜地内，须防误食中毒。中毒表现
以精神症状为主，有（1）颜面潮红，
瞳孔散大，腺体分泌减少。（2）步伐
不稳，平衡失调。（3）意识不清，出
现丰富、生动的视幻觉。

东莨菪《中国药材标准名录》P134
茄科植物东莨菪Scopolia japonica 
Maxim.及其同属别种植物之干燥根茎
与根。台湾2006年版



关苍术

横断面观
横切面观

表面面观

混淆品及伪品 5疑似茄科莨菪类植物的根茎



混淆品及伪品 6未知物

关苍术

本品为菊科苍术属植物

Atractylodes  sp.的干燥

根茎。

【性状】呈结节状圆柱形

，略弯曲，有的有分枝。

横断面油室稀疏而明显。

稍有香气。

【薄层鉴别】无苍术素

示横断面



品名 质地 断面特征 气味 显微特征 TLC苍
术素

断面荧
光

茅苍术 坚实 散有多数橙黄色
或棕红色油室，
暴露稍久，可析
出白色细针状结
晶

气香特异，
味微甘、辛、
苦

根茎节间的皮
层无或少有纤
维束

有 不显蓝
色荧光

北苍术 较疏松 散有黄棕色油室 香气较淡，
味辛、苦

同上 有 显亮蓝
色荧光

关苍术 坚硬 有少数黄棕色点
状油室，散在

气特异，味
辛、微苦

无

朝鲜苍术 较坚实 油室少 几无香气 根茎节间与韧
皮部相对的皮
层中有较多的
纤维束。

有 韧皮部
显亮蓝
色荧光

苍术与非正品鉴别特征比较



显微鉴别

北苍术皮层横切面观 朝鲜苍术皮层横切面观

纤维束

横切面主要区别：茅苍术及北苍术根茎节间的皮层无或少
有纤维束，而朝鲜苍术根茎节间与韧皮部相对的皮层中有
较多的纤维束。

（1）本品粉末棕
色。草酸钙针晶细
小，长5～30μm ，
不规则地充塞于薄
壁细胞中。纤维大
多成束，长梭形，
直径约至40μm ，
壁甚厚，木化。石
细胞甚多，有时与
木栓细胞连结，多
角形、类圆形或类
长方形，直径20～
80μm；壁极厚。菊
糖多见，表面呈放
射状纹理。
《中国药典》2015
版

皮层

皮层



薄层鉴别

1.关苍术

2.北苍术

3.茅苍术对照药材、

4.茅苍术

5.苍术素

（2）取本品粉末0.8g，加……取滤液作为供
试品溶液。另取苍术对照药材0.8g……。再取苍
术素对照品……照薄层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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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相同颜色的斑点。《中国药典》
2015版



制何首乌
• 本品为何首乌的炮制加工品。

• 【制法】取何首乌片或块，照炖法用黑豆汁拌匀，置非铁质的适宜容器内，

炖至汁液吸尽；或照蒸法，清蒸或用黑豆汁拌匀后蒸，蒸至内外均呈棕褐色

，或晒至半干，切片，干燥。（河北中医肝病医院：用黑豆汁拌匀闷润后蒸

一天，闷一夜，再蒸一天，取出烘干）

• 每100kg何首乌片(块)，用黑豆10kg。

• 黑豆汁制法 取黑豆10kg，加水适量，煮约4小时，熬汁约15kg，豆渣再加水

煮约3小时，熬汁约10kg，合并得黑豆汁约25kg。

• 【性状】本品呈不规则皱缩状的块片，厚约1cm。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凹凸

不平。质坚硬，断面角质样，棕褐色或黑色。气微，味微甘而苦涩。

• 【功能】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化浊降脂。（蒽醌类成分被破

坏产生卵磷脂有滋补作用）



何首乌（鲜品）



何首乌药材-四川野生

本品为蓼科植物何首乌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的干燥块根。秋、冬二季
叶枯萎时采挖，削去两端，洗净，个大的切成块，干燥。

【性状】 本品呈团块状或不规则纺锤形，长6～15cm。直径4～12cm。表面红棕

色或红褐色，皱缩不平，有浅沟，并有横长皮孔样突起和细根痕。体重，质坚实，
不易折断，断面浅黄棕色或浅红棕色，显粉性，皮部有4～11个类圆形异型维管束
环列，形成云锦状花纹，中央木部较大，有的呈木心。气微，味微苦而甘涩。



何首乌药材

何首乌皮部的云锦花纹



何首乌用黑豆汁拌匀闷润后蒸一天，闷一夜，再蒸一天，取出烘干。

制何首乌横断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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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何首乌染色后内部已经发霉—伪品



制何首乌
--增重物

制
何
首
乌
染
色
增
重



制何首乌伪品（芍药根头切片染色）

 为毛茛科植物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的干燥根头切片染色而成。

 【性状】本品呈不规则形的片。整体乌黑色。切面形成层环明显，可见稍隆

起的筋脉纹呈放射状排列。气微。

 【显微鉴别】糊化淀粉粒团块甚多。草酸钙簇晶直径11～35μm，存在于薄壁

细胞中，常排列成行，或一个细胞中含数个簇晶。

 【薄层鉴别】按照《中国药典》2010年版白芍薄层鉴别方法试验，结果：芍

药苷鉴别阳性。



放射状纹理

草酸钙簇晶

制何首乌伪品—芍药根
头切片铁黑染色而成。
表面乌黑色，可见放射
状纹理和残留茎基痕



制何首乌伪品（木薯染色）

为大戟科植物木薯Manibot esculenta Crantz的干燥块

根切片染色而成。

【性状】 常呈切片状，宽1.5～3cm，表面和切面均无

乌黑色。切面棕褐色色，胶质，近皮部可见明显的筋脉

环纹，中央有一小木心。水浸液为灰黑色（正品棕色）

【显微鉴别】本品横切面：可见木薯的石细胞和簇晶。



制何首乌伪：
木薯铁黑染色

木
薯
的
木
心



制何首乌—正伪品水浸液对比

左：丹参。右：木薯铁黑染色



石
细
胞

簇
晶

制何首乌与木薯（蒸制后）横切面显微特征

制
无
石
细
胞

簇
晶

制何首乌 木薯蒸制



制川乌

本品为川乌的炮制加工品。

【制法】取川乌，大小个分开，用水浸泡至内无干心，取出，加

水煮沸4～6小时(或蒸6～8小时)至取大个及实心者切开内无白心，口

尝微有麻舌感时，取出，晾至六成干，切片，干燥。

【检查】 碱物生型酯双以乌头碱、次乌头碱及新乌头碱的总量计

过得不0.040%。

【含量测定】 碱原头乌酰甲苯含、鸟次酰甲苯新酰甲苯及碱原头

为应量总的碱原头乌0.070%～0.15%。

【功效】祛风除湿，温经止痛。用于风寒湿痹，关节疼痛，心腹

冷痛，寒疝作痛及麻醉止痛。



生川乌

小瘤状侧根子根脱离后的痕迹
为毛茛科植物乌头
Aconitum 
carmichaelii Debx.的
干燥母根。呈不规则的
圆锥形，顶端常有残茎，
中部多向一侧膨大，长
2～7.5cm，直径1.2～
2.5cm。表面棕褐色或
灰棕色，皱缩，有小瘤
状侧根及子根脱离后的
痕迹。质坚实，断面类
白色或浅灰黄色，形成
层环纹呈多角形。气微，
味辛辣、麻舌。



制川乌

【显微鉴别】本品粉末石细胞近无色或淡
黄绿色，呈类长方形、类方形、多角形或一边
斜尖，直径49～117μm，长113～280μm，壁厚

4～13μm，壁厚者层纹明显，纹孔较稀疏。

石细胞

【性状】本品为不规则或长三角
形的片。表面黑褐色或黄褐色，
有灰棕色形成层环纹。体轻，质
脆，断面有光泽。气微，微有麻
舌感。

灰棕色形成层环纹



制 川 乌（河北省茗都饮片厂生产）



增重染色的制川乌
 本品为制川乌经镁盐、铝盐、

泥沙增重后染色而成。

 该品体较重，表面乌黑色，有

明显颗粒状或泥浆附着，放入

水中淘洗则水中呈稠厚的乌色。

 【检查】镁盐、铝盐：取本品

6g，加水60ml，搅拌3分钟，

滤过，取滤液2ml，加浓氨溶

液2滴，溶液出现明显混浊。

检查结果阳性，不符合规定

（规定不得出现明显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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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品呈不规则形的片。

 整体乌黑色。

 切面形成层环明显，可见稍隆

起的筋脉纹呈放射状排列。

 气微。

显微 糊化淀粉粒团块甚多。
草酸钙簇晶直径11～35μm，存在

于薄壁细胞中，常排列成行，或
一个细胞中含数个簇晶。

薄层 按照《中国药典》2010

年版白芍薄层鉴别方法试验，结
果：芍药苷鉴别阳性。

白芍根头切片染色伪充制川乌
性状鉴别要点



薯蓣株芽染色伪充制川乌

染色薯蓣珠芽 为薯蓣科植物薯蓣Dioscorea opposita Tbunb.干燥珠芽切
片染色而成。 该品呈不规则类圆形片，直径0.6～1.5cm。整体乌黑色，表面
可见不规则皱纹。质坚硬，角质样。口尝味淡。 显微鉴别，草酸钙针晶束存
在于黏液细胞中，长约至240μm，针晶粗2～5μm。大量糊化淀粉粒。

薯蓣株芽

细
根
痕

草酸
钙针
晶束



 本品为旋花科植物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的干燥根头部切片

、蒸煮、染色而成。

 该呈不规则片状。大小

不一。表皮乌黑色，黑

褐色，质脆，易折断，

隐约可见“筋脉”点或

线纹。味微甜。

红薯蒸煮、染色伪充制川乌



红薯蒸煮、染色伪充制川乌



 本品为毛莨科植物乌头 Aconitum carmichae1ii Debx. 的子根的加工品。
 6月下旬至8月上旬采挖，除去母根、须根及泥沙，习称“泥附子”，加工成下列

规格。盐附子、黑顺片、白附片

 饮片
【炮制】 附片（黑顺片、白附片） 直接入药。
淡附片 取盐附子，用清水浸漂，每日换水2～3次，至盐分漂尽，与甘草、黑豆加

水共煮透心，至切开后口尝无麻苦感时，取出，除去甘草，黑豆，切薄片，晒干。
炮附片 取附片，照烫法用砂烫至鼓起并微变色。
本品形如黑顺片或白附片，表面鼓起黄棕色，质松脆。气微，味淡。

 李时珍曰：“初种为乌头，象乌之头也，附乌头而生者为附子，如子附母也。”
是说二者原植物为一，但其主根为乌头，侧根为附子。
药用天雄古今不同，性状亦异，《本草纲目》云：“天雄乃种附子而生出或变出，

其形长而不生子，故曰天雄。” 目前香港所售天雄为四川进货，全为附子之大者。
《中药材正名词典》谢宗万编。

附子



附子原植物——四川江油市太平镇普
照村附子栽培标准园（网上图片）



黑顺片

炮附片

淡附片

白附片

黑顺片



品名 黑顺片、白附片 炮附片 淡附片

性味归经 辛、甘，大热；有毒。归心、

肾、脾经。

辛、甘，大热；

有毒。归心、肾、

脾经。

辛、甘，大热；有毒。归心、

肾、脾经。

功效 逆救阳回，阳助火补，痛止寒散 以温肾暖脾为主 以回阳救逆、散寒止痛见长

主治 用于亡阳虚脱，肢冷脉微，心阳

不足，胸痹心痛，虚寒吐泻，脘

腹冷痛，肾阳虚衰，阳痿宫冷，

阴寒水肿，阳虚外感，寒湿痹痛。

用于心腹冷痛，

虚寒泄泻。

用于亡阳虚脱，肢冷脉微，

阴寒水肿，阳虚外感，寒湿

痹痛。

用法用量 3～15g，先煎，久煎。



黑顺片伪品---红薯增重染色伪制

为旋花科植物番薯的干燥根头部经蒸制、染色伪制而成。

 该品呈不规则片状。大小不一。表皮乌黑色，切面黑褐色，隐约可见“筋脉”

点或线纹。质脆，易折断，断面略有光泽。味微甜。

虫蛀小孔



据了解是用胶条熬

化了拌异物包裹，

气浊，味麻。

黑顺片伪品

异物



炮附片伪品---红薯增重染色伪制

 为旋花科植物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的干燥根头部蒸制、

染色、砂烫伪制而成。

 该呈不规则片状。大小

不一。表皮乌黑色，表

起鼓面，脆松质 ，易折

断，隐约可见“筋脉”

点或线纹。味微甜。



外表面观

纵切面观

断面观
红
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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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本品呈长卵

形或长椭圆形，长4～

7mm，直径1.5～3mm。

表面黄白色或淡黄棕

色，外包膜质内种皮，

顶端略尖，有深褐色

的小点，基部钝圆。

质软，富油性。气微

香，味淡。

本品为柏科植物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 (L.) Franco的干燥成熟

种仁。功效：养心安神，润肠通便，止汗。

柏子仁

柏子仁产地山东汶上



【检查】 酸败度 照酸败度测定法测定。

 酸值 不得过40.0。

 羰基值 不得过30.0。

 过氧化值 不得过0.26。

 黄曲霉毒素 照黄曲霉毒素测定法

测定。本品每1000g含黄曲霉毒素

B1不得过5μg，……总量不得过

10μg。（据说柏子仁去壳后2个月

黄曲霉可能不合格。）

柏子仁柏子仁走油



柏子仁伪品油炒大米 柏子仁伪品蔷薇科植物种子



柏子仁提取后的药渣柏子仁正品

表面淡黄棕色，外包膜质内种皮和顶端
深褐色的小点模糊不清，手捻无油性。

表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外包膜质
内种皮，顶端略尖，有深褐色的小
点，基部钝圆。质软，富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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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子仁掺伪品—亚麻子增重和未知物

未知物 亚麻子类染色增重 亚麻子类染色增重



亚麻子增重 亚麻子 亚麻子

柏子仁掺伪品—亚麻子增重



 为木犀科植物连翘Forsythia suspensa（Thunb.） Vahl的干燥果实。

 秋季果实初熟尚带绿色时采收，除去杂质，蒸熟，晒干，习称“青翘”；果实

熟透时采收，晒干，除去杂质，习称“老翘”。

 【采收加工】青翘在白露前8～9天立秋后，9月初采收尚未成熟的青色果实，

采摘后用沸水稍烫片刻……。老翘应在霜降前后10月以后采摘，果实成熟，果

皮呈黄褐色，晒干。

 目前采收情况（1）5月20开始采摘，7月20号以前基本采完，这时连翘还在生

长，重量在增加，连翘苷和连翘酯苷虽然含量较高，但不符合中医的用药理论

，所以现在即没有青翘也没有老翘。

（2）青翘产地加工，据了解上汽后蒸10～15分钟性状符合药典规定，含量合

格，质量较好。

采收季节与产地加工对连翘的质量影响



老壳

老翘自顶端开裂或裂成两瓣，种子
棕色，多已脱落。气微香，味苦。

【青翘】多不开裂，表面绿褐色，突起
的灰白色小斑点较少。

老翘与青翘

青翘



老翘

青翘

连翘苷（0.15%） 连翘酯苷A（0.25%）

青翘 0.32～0.5 1.19～6.3

抢青连翘 0.87～1.06 7.08～16.1

抢青连翘

连翘与抢青连翘



青连翘习销华东、华北、黄连翘（老翘）全国大多数地区使用，尤以华南地区
喜用，出口亦主销此种。习惯认为黄连翘优于青连翘，但一些省区则认为青连翘
是初熟果实，其所含皂甙较高、药效较好。《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广东中药继承成果著作 P260，1995年四月

传统认为，青连翘（青翘）清热解毒之力较强，黄连翘（老翘）消痈散结之力
较胜；亦有主张无论取用何种功效均以青连翘（青翘）入药为佳。《常用中药名
辩》主编焦树德 P116

多数医师认为：青翘种子手捻有浓的清香气，清肝经，口尝味辛苦。老翘有透
热，而青翘无透热作用。中医用药取的是中药的气味，不是某一成分。

药典的含量问题：规定连翘的连翘苷不得低于0.15%，连翘脂苷A不得低于
0.25%。检验结果：老翘含量低于青翘；抢青连翘比不抢青的含量高达10倍。

连翘的含量与疗效



青翘正品

青翘劣品

汽蒸货，种子黄绿色

水煮货，种子黑褐色



连翘提取后的药渣

提取后的连翘药渣有强烈刺激气味，熏硫所致。 连翘提取后的药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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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表面里面观

连翘提取后药渣表面里面观



宿萼

提取的连翘药渣中掺有紫丁香，
有强烈刺激气味，熏硫所致。

连翘伪品紫丁香果实



为蔷薇科植物山里红Cralaegus 
pinnatifida.Bge.var.major N.E.Br.或山楂
C. pinnatifida Bge.的干燥成熟果实。秋
季果实成熟时采收，切片，干燥。

【性状】本品为圆形片，皱缩不平，
直径1～2.5cm，厚0.2～0.4cm。外皮

红色，具皱纹，有灰白色小斑点。果
肉深黄色至浅棕色。中部横切片具5

粒浅黄色果核，但核多脱落而中空。
有的片上可见短而细的果梗或花萼残
迹。气微清香，味酸、微甜。

饮片
净山楂 除去杂质及脱落的核。
炒山楂 取净山楂，照清炒法炒至色变深。

山楂



山楂伪劣品 【含量】含有机酸以枸橼酸
（不少于5.0%）本品6.4%。



焦山楂 取净山楂，照

清炒法炒至表面焦褐色

，内部黄褐色。本品形

如山楂片，表面焦褐色

，内部黄褐色。有焦香

气。

【含量测定】含有机酸

以枸橼酸计，不得少于

4.0%。【产地】山东



伪品山楂——提取后的药渣



焦山楂

山楂提取后的药渣



谢谢大家 ！

不当之处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