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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

草案 062-2018

桑黄饮片质量标准（草案）

桑黄

Sanghuang

PHELLINIS

本品为多孔菌科木层孔菌属真菌火木层孔菌 Phellinus igniarius（L.ex

Fr.）Quel.的干燥子实体。多年生，全年采收，除去杂质，剪除附有朽木，阴

干或在 40～50℃烘干。

【炮制】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软，切厚片，干燥，筛去碎屑。

【性状】 本品为不规则的厚片。外表面棕褐色，切面黄色；菌肉硬，木质；

菌管多层，层次常不明显。气微香，味微苦。

【鉴别】 （1）本品粉末棕黄色至棕褐色。菌丝不分枝，无横隔，直径 3～

5μｍ。

（2）取本品粉末 1g，加乙酸乙酯 50ml，加热回流 1小时，滤过，滤液蒸干，

残渣加无水乙醇 1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原儿茶醛对照品，加无水乙

醇制成每 1ml 含 1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02)试验，吸取对照品溶液 1u1，供试品溶液 5ul，分别点于同

一硅胶 G薄层板上，以甲苯-乙酸乙酯-甲酸（8:5:0.5）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喷以 2%氯化铁乙醇溶液，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

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3)取本品粉末 1g ，加 6mol/L 的盐酸 50m1，加热回流 3小时，滤过，滤液

浓缩至 5m1，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亮氨酸对照品，加水制成每 lml 含亮氨酸 l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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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吸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各 1u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薄层板上，以

正丁醇-冰醋酸-水（8:3: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茚三酮试液，加

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

的斑点。

【检查】 水分 不得过 16.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832 第二

法）。

总灰分 不得过 4.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

酸不溶性灰分 不得过 2.5%(中国药典 2015 年版四部通则 2302)。

【含量测定】 桑黄多糖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于105 ℃干燥至恒重的无

水葡萄糖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水制成每1ml中含无水葡萄糖0.1 mg，即得。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0.2 ml、0.4 ml、0.6 ml、0.8 ml、

1.0 ml、1.2 ml，分别置 10 ml 具塞试管中，各加水至 2 ml，精密加入硫酸蒽

酮溶液 6mL，置水浴中加热 15 分钟，取出，放入水浴中冷却 15 分钟，以相应

的试剂为空白,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401）,

测定 625nm 波长处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 浓度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测定法 取本品粉末约 0.3g，精密称定，置 250ml 圆底烧瓶中，加水 100mL，

加热回流提取 2小时，放冷，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取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

2ml，置 10 ml 具塞试管中，照标准曲线制备项下的方法，自“加水至 2 ml”起

依法测定吸光度，从标准曲线上读出供试品溶液中葡萄糖的重量，计算，即得。

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总多糖以无水葡萄糖（C6H12O6）计，不得少于 1.20%。

总酚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干燥至恒重的没食子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

定，加甲醇制成每 1ml 中含没食子酸 0.2 mg，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约 0.1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

密加入甲醇 50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150W，频率 40kHz)30 分钟，放冷，

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0 mL、0.1 mL、0.4 mL、0.5 mL、

0.6 mL、0.8 mL，分别置 25 mL 容量瓶中，各加水至 10mL，精密加入磷钼钨酸

显色剂 2mL, 充分振荡后静置 6～8分钟，分别加入 15%碳酸钠溶液 2 mL，摇匀，

在室温下避光放置反应 2 h, 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

四部通则 0401）测定，在 765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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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量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测定法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1.0ml，置于 25ml 容量瓶中，照标准曲线制

备项下的方法，自“加水至 10 ml”起依法测定吸光度，从标准曲线上读出供试

品溶液中没食子酸的重量，计算，即得。

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总酚以没食子酸（C7H6O5·H2O）计，不得少于 1.80%。

麦角甾醇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12）测

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甲醇为

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81 nm。理论塔板数按麦角甾醇峰计算应不低于 5000。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麦角甾醇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无水乙醇使其溶

解制成每 1ml 含麦角甾醇 25µg 的溶液，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约 0.5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

密加入甲醇 25ml，称定重量，回流提取 30 分钟，放冷，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

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即得。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与供试品溶液各 10µl，注入液湘色谱仪，测

定，即得。

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麦角甾醇（C28H44O）不得少于 0.045%。

【性味与归经】 味甘、辛、微苦，寒。归肝、肾、胃、大肠经。

【功能与主治】 活血止血，化饮，止泻。主血崩，血淋，脱肛泻血，带下，

经闭，症瘕积聚，癖饮，脾虚泄泻。

【用法与用量】 内服：煎汤，6～15g；或入丸、散。外用：研末调敷。

【处方应付】 写桑黄付桑黄。

【贮藏】 置通风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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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名称】 本品为新增品种，中文名“桑黄”，汉语拼音“Sanghuang”，拉

丁名“PHELLINIS”，参考《湖北省中药材标准》2009年版拟定。本品别名有：

桑臣、桑耳、胡孙眼、桑黄菇等。

【来源】 本品为多孔菌科木层孔菌属真菌火木层孔菌 Phellinus igniarius

（L.ex Fr.）Quel.的干燥子实体。参考《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第一册拟

定。

【采收与加工】 多年生，全年采收，除去杂质，剪除附有朽木，阴干或在

40～50℃烘干。

【原植物】 子实体多年生，木质，侧生无柄。呈扁半球形、马蹄形或不规

则形，腹面凸，（5～20）cm×(7～30)cm，厚 3～15cm。幼时表面有细绒毛，后

脱落，有明显的龟裂，无皮壳，有假皮壳，有同心环棱。盖面呈灰褐色、肝褐色

至黑色，有光泽；边缘圆钝，龟裂少，有密生的短绒毛，干后脱落，呈肉桂色至

咖啡色。菌肉硬，木质，暗褐色，厚 0.5cm 左右。菌管多层，层次常不明显，老

的菌管有白色菌丝充塞；管口圆形，每 1mm 间 4～5 个。刚毛顶端尖锐，基部膨

大。孢子近球形，光滑，无色。

【产地】 分布东北、华北、西北及四川、云南等地。

【成分】 含落叶松蕈酸约 4％（菌丝体不含落叶松蕈酸），脂肪酸、氨基酸

（主要为甘氨酸、天门冬氨酸）、草酸、三萜酸、芳香酸、麦角甾醇，以及木糖

氧化酶、过氧化氢酶、脲酶、酯酶、蔗糖酶、麦芽糖酶、乳糖酶、纤维素酶等多

种酶。

【炮制】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软，切厚片，干燥，筛去碎屑。

【性状】 根据对样品的实际观察，并结合《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

拟定。见图 1。

【鉴别】 （1）照显微鉴别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001）测

定桑黄的粉末显微特征，并对其显微特征进行描述。见图 2。



新版《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桑黄

图 1 桑黄饮片图

1.菌管 2.菌管及菌丝 3.菌丝

图 2 粉末显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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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02）测定，以原

儿茶醛对照品为对照，建立薄层色谱鉴别方法。见图 3。

T：15℃ RH:42%

S 1 2 3 4 5 6 7 8 9 10 S

S：原儿茶醛对照品 1~10：供试品

图 3 薄层色谱图

（薄层板：Merck 硅胶 GF254薄层板 TLC Silica gel 60）

（3）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02）测定，以亮

氨酸对照品为对照，建立薄层色谱鉴别方法。见图 4。

T：15℃ RH:42%

S 1 2 3 4 5 6 7 8 9 10 S

S：亮氨酸对照品 1~10：供试品

图 4 薄层色谱图

（薄层板：Merck 硅胶 GF254薄层板 TLC Silica gel 60）

【检查】 水分 照水分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832 第

二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6.68%～13.8%之间。根据测定结果，拟定水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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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不得过 16.0%。

总灰分 照灰分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2.1%～3.3%之间。根据测定结果，拟定总灰分限度为不得过 4.0%。

酸不溶性灰分 照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0.9%～1.9%之间。根据测定结果，拟定限度为不

得过 2.5%（中国药典 2015 年版四部通则 2302）。

【含量测定】 桑黄多糖 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

四部 通则 0401）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1.36%～2.85%之间，根据测定结果，

拟定限度为不得少于 1.20%。

总酚 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401）测

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1.98%～4.77%之间，根据测定结果，拟定限度为不得少于

1.80%。

麦角甾醇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12）测

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0.048%～0.099%之间，根据测定结果，拟定限度为不得少

于 0.045%。见图 5、图 6、图 7。

图 5 空白溶液色谱图

图 6 照品溶液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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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处方应付】【贮藏】 参

考《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湖北省中药材标准》2009年版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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