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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分析目前根及根茎类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制订及应用现状，总结根及根
茎类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研究方法及成果，分析总结根及根茎类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划分存在的问题，提出充分
借鉴根及根茎类中药材传统商品鉴别方法，结合现代种植、初加工等方法，具体量化等级分类指标，制订符
合现行药典、满足实际操作的根及根茎类药材规格等级标准，符合药材交易市场对优质优价标准体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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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commodity specification, grade standard and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radix and rhizoma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ere analyzed,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of radix and rhizoma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ere conclud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adix and
rhizoma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ere analyzed and concluded, and propose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ully referring
Chinese methods of radix and rhizoma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y combining modern planting and initial
processing methods, classification indicators were specifically quantified, grade standard radix and rhizoma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onforming to current pharmacopoeia and meeting practical operation was designed, which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market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and high price standa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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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是中医临床配方饮片和中成药生产的原

的发展，中药材作为中医药发挥治疗和保健作用的

料，中药材从源头的种植、采收环节到最终临床调剂

重要物质基础，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受到重

和中药生产企业投料，除了经过一系列加工、炮制外，

视，中药材的标准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国家“十

还需经过贸易与贮存、流通等环节，因此，中药材既

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中药标准化建设，提

有药物属性，又有商品属性，是一种特殊商品，不同

升中药产业水平，支持民族医药发展。2016 年 2 月

种类的中药材在流通和贸易中有着不同的商品规格

22 日，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等级，以保证中药材市场交易的有序性和药材的品

2030 年）》（国发〔2016〕15 号）要求，推进实施

质。兹就根及根茎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研究作

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构建中药产业全链条的优质

一探讨。

产品标准体系，构建现代中药材流通体系，制定中

1

药材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建设一批道地药材标准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在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

中的重要意义
随着医疗健康服务水平的提高和中医药产业

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可追溯的初加工与仓储物流
中心，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而中药材规格等级在
整个中药标准体系构建中意义重大，同时中药材规

基金项目：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ZYBZH-Y-GS-11）

格等级标准也是整个中医药标准体系中研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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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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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及根茎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2.1

3

根及根茎类中药材规格等级现状

3.1

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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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标准应用情况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目前仍然沿用 1984 年

根及根茎类中药材是指以地下根和地下茎为药
用部位的药材，由于多数药材同时具有根和根茎，

的《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国药联材字（84）

如大黄、甘草等，商品上常统称为“根类药材”。但

第 72 号]，规定了品别、等级、规格等，其中根及根

根和根茎属于两种不同的植物器官，具有不同的外

茎类的药材只有 45 种，数量远低于临床和市场交易

观和内部结构；就商品属性而言，两者性状主要鉴

常用品种。

别依据是：根没有节和节间，而根茎的节和节间明

随着药典的不断修订，部分根及根茎类药材品种

显。根及根茎类中药材主要来源为双子叶、单子叶

的来源已经与现行药典不符，如《七十六种药材商品

植物和部分蕨类植物。从药材商品性状鉴别来看，

规格标准》黄芪项下规定：“本品为豆科植物膜荚黄

双子叶植物根一般为直根系，具有形成层环、中央

芪、蒙古黄芪或多序岩黄芪的干燥根。”前二者习称

无髓，单子叶植物根一般为须根系，有内皮层和中

“黄芪”，后者习称“红芪”。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央髓部。双子叶植物根茎可见形成层环、中央有髓，

典》自 1987 年开始，将红芪（多序岩黄芪）[4]单列。

单子叶植物根茎无形成层环、髓不明显。单子叶、

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根及根茎类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

双子叶植物的根及根茎类药材商品鉴别时，还应区

准按照药典规定进行修订。

分次生构造和初生构造，根及根茎类药材受基原、

3.2

产地、生长年限、采收、产地初加工等因素影响，

3.2.1

与化学成分的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根及根茎类中药材的规格等

其商品等级规格比较复杂。
2.2

规格等级的相关性研究

划分原则

级和化学成分做了大量研究，以期发现商品规格等级

根及根茎类药材规格等级常依据加工方法、采收

与化学成分的相关性，阐释传统商品规格等级划分的

时间、产地等划分不同的规格，再依据长度、直径或

科学内涵，结果发现，商品规格等级与化学成分之间

规定重量中的个数等级划分为若干等级，药材性状差

的相关性具有不确定性。如对黄连单支连商品规格 5

异变化不大的，则成为“统货”。规格和等级制订的

个连续变量与总生物碱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均无

基本原则为：以国家和地方标准为依据，体现按质论

显著相关[5]。白芍中芍药苷内酯、芍药苷、苯甲酰芍

价的特点，有利于促进优质药材的生产，不断改进加

药苷 3 种成分含量高低与白芍传统规格等级不太相

工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益，在质量稳定的条件下力求简

符[6]。对不同商品等级黄芪质量评价研究显示，黄芪

化标准，标准要便于量化，新标准要有试用期并不断

甲苷含量与等级呈负相关，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总

修订。

多糖含量与等级变化规律相关性不强[7]。另外，大黄

目前制订规格等级时，仍以传统的外观和性状特

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其含量呈负相关[8]，当归商品规

征为主。通过观察药材形状、长短、粗细、色泽、断

格等级与多糖、阿魏酸无明显相关性[1]。有研究发现，

面等特征，初步获取评价该药材外观性状的指标，运

天麻商品等级的高低可同时反映多糖含量和外观大

用统计学分析进行指标筛选和规格等级的划分，并结

小[9]。可见，根及根茎类药材化学成分与商品规格等

合药材内在的质量，制定商品规格等级标准[1]。

级关联性不强，而中医药强调药物组分的协同整体作

中药材的商品规格等级标准一般认为是用来体

用，药材某一化学成分并不能完全代表药材的功效。

现药材在流通和贸易过程中的品质优劣，保证药材

因此，应研究多种手段评价或多指标成分检测，制订

“优质优价”的合理交易。规格等级标准必须建立在

更加合理的药材等级标准。

[2]

药典标准之上，不能违反药典标准 。药材规格是药
效强弱与功效的差异，等级则主要与功效的强弱有
[3]

3.2.2

与生物活性的相关性研究
当归、大黄、板蓝根、人参等药材生物活性与规

关 。规格是一个交易的品类，同一规格药材可以有

格等级呈正相关[2]，可以阐释传统根及根茎类商品规

质量优劣之别，也可以没有，而等级则是在一个规格

格等级划分的合理性。但由于生物效价评价操作复

之下，具体反映药材品质优劣的“标准”。因此，根

杂、试验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符合灵敏性和准确定

及根茎类药材规格等级标准制订不但要符合现行标

性指标不易选择，不能满足市场交易过程中对根及根

准、法规，而且要体现优质优价交易特点，要便于量

茎类药材等级质量的快速、客观评判[10]，需要进一步

化、易于操作。

研究，以满足规格等级标准的实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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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应用中[13-14]。

其他
指纹图谱能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不同产地来源商

以上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为根及根茎类药材商品

品大黄药材，但不能有效区分同一产地不同商品规格

规格等级制订提供了新思路，但标准制订过程中还需

等级的大黄药材

[11]

，因此，指纹图谱在根及根茎类药

材商品规格等级中的应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考虑可操作性因素，须进一步验证新技术、新方法的
稳定性和重现性。

有研究采用 2 次德尔菲法评价大黄商品规格，检

3.2.4

等级标准的新发展

验感官经验评价方法在专家个人及群体的一致性和

由于新的技术尚处于探索中，因此，根及根茎类

重复性，结果表明，中药材商品规格感官评价经验具

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新的划分方法目前主要依据传统法

[12]

有客观性和可重现性

。在市场交易中，大黄以形状、

定的分类方法，并充分借鉴当前药材标准研究成果和

大小定级的传统感官方法仍是鉴别真伪优劣的主要

定量方法加以完善，发展电子交易商品规格等级，使

方法。但经验传承困难、重现性较差，借鉴电子鼻、

传统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有所提高，并适用于市场需求。

电子舌的应用技术，可为药材气味有效客观量化提
供新思路

[10]

。另外，基于核磁共振的代谢组学技术

和基于多指标成分分析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方法也在

以中药材天地网（http://www.zyctd.com/biaozhun/
213/252958.html）当归电子交易标准为例作一对比分
析，见表 1、表 2。

表 1 传统当归商品规格等级标准
全当归

当归头

项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形状

上部主根圆柱形，下部有多条支根

不够四等以上的小货，

纯主根，呈长圆形或拳状

表面

表面棕黄色或黄褐色

全当归 30%，腿渣 70%

表面棕黄色或黄褐色

断面

断面黄白色或淡黄色

断面黄白色或淡黄色

气味

气芳香，味甘微苦

断面黄白色或淡黄色

根梢量化

不细于 0.2 cm

无规定

每公斤支数

≤40 支

＞40～70 支 ＞70～110 支

＞110 支

≤40 支

四等

＞40～80 支 ＞80～120 支 ＞120～160 支

油性

具油性

具油性

须根

无须根

无规定

杂质

无杂质

无杂质

油个

未规定

无油个

枯干

未规定

无枯干

虫蛀、霉变

无虫蛀、霉变

无虫蛀、霉变

干度

干货

干货

表 2 当归电子交易商品规格等级标准与传统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对比
项目
规格

等级

标准对比

增订数量 删减数量

全当归 增加无硫规格

1

当归头 增加无硫规格

1

全当归 减少为 3 级
当归头 仍分 4 级

对比分析
针对硫磺干燥增加无硫规格

2
未变化

未变化 按头数/kg 修订为按头数/500 g 计数

支数量化 全当归 ≤25、≤50、≤80 支数/kg

等级衡量支数变化

当归头 20～30、40～50、60～80、80～100 头数/500 g
根梢

0.2 mm 以下碎末≤5%

全当归 增加量化指标限度

安全指标 全当归 硫磺加工

1

当归头 硫磺加工

1

杂质

全当归 限定灰渣重量

1

其他

全当归 增加水洗、有毛，减少气味、油性、形状、表面、断面、须根

2

6

当归头 增加水洗、有毛，减少油个、气味、形状、断面、枯干

2

5

需要判定是否含硫

灰渣重量≤2%
根据现代加工方法增加水洗，没有体现传统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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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订要重视药材野生与种植品的不同

交易标准增加无硫规格、重点突出是否水洗等加工方

部分根及根茎类药材既有野生品，又有种植品

法，并根据市场药材性状实际变化，调整等级划分依

种，由于种植与野生的药材商品性状有差异，因此，

据，减少全当归等级；对全当归根梢和杂质进行量化

标准制订应对差异大者加以区别。

限定，突出具体量化指标，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

4.3

作性。但电子交易标准弱化了传统性状评价。
3.3

根及根茎类药材采收一般需要进行除杂、干燥等

存在的问题

3.3.1

药材初加工方法要与药材规格相对应

初加工，由于药材产地不同，各地采取的初加工方法

现行标准市场认知度低，不能满足需求

和干燥方式迥异，对商品规格等级影响较大。因此，

我国根及根茎类药材种植和采收一般处于比较

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制订要建立在药材初加工技术标

偏远的地区，受信息和专业知识限制，种植企业和农

准相对规范基础上，对特殊加工应标注或单列规格。

户对法定标准的理解、认知不统一，而根及根茎类药

4.4

材往往存在多基原问题，尤其同一种根及根茎类药材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根及根茎类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受多种因素影响，

在同一地区种植或野生有多个基原，如甘肃市场上的

若只考虑其中一种，往往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因此，

秦艽植物来源有秦艽、麻花秦艽、小秦艽等，这些品

应综合考虑影响药材生产的各种因素，并尽可能规

种在甘肃均有分布，而《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

范种植、采收、初加工方法，使制订的标准更具有重

秦艽商品规格则分为大秦艽、麻花艽、小秦艽，没有

现性。

与药材来源植物名对应，造成各地的理解差异，如将

4.5

商品学上的麻花艽误认为是植物学的麻花秦艽，导致

内涵研究

市场交易混乱。同类现象在其他根及根茎类药材也比

对传统的规格等级进行完善，加强规格等级科学
在充分吸收和继承传统规格等级标准划分的基

较常见，容易造成混淆，影响市场交易。

础上，采用现代分析和统计方法，对根及根茎类药材

3.3.2

商品规格等级划分依据及外观性状进一步量化，制订

采收、干燥、初加工方法不同引起规格等级

混乱

既能反映优质优价交易原则的标准，又具有实际可操

部分根及根茎类药材由于种植、采收、初加工方

作性。加强根及根茎类药材规格等级标准理论研究，

法不同，如大黄一般在采挖后除去杂质，用线串起

进一步明确传统划分依据的科学内涵，探索新技术、

来晾干，而在甘肃部分地区则剥去外皮后熏干

[10]

，

新方法在根及根茎类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中的应用，不

药农根据自己的标准加工，造成商品规格等级混乱。

断提高标准的稳定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本次对甘肃定西文峰和兰州黄河药市调查，发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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