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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

草案 069-2018

蜜远志饮片质量标准（公示草案）

蜜远志

Miyuanzhi

POLYGALAE RADIX PRAEPAEATACUMMELLE

本品为远志科植物远志Polygala tenuifoliaWilld.或卵叶远志Polygala sibirica

L.的干燥根。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根须和泥沙，干燥。

【炮制】 取净远志，将炼蜜加适量沸水稀释后，加入净制远志中拌匀，闷

透，置炒制容器内，用文火炒至不粘手，取出，放凉。

每 100kg 远志，用炼蜜 25kg。

【性状】 本品呈圆柱形，段状。表面灰黄色至灰棕色，有较密并深陷的横

皱纹、纵皱纹及裂纹。切面皮部棕黄色，木部黄白色，皮部易与木部分离。质硬

而脆。气微，味甜、微辛，嚼之有刺喉感。

【鉴别】 (1)取本品粉末 0.5g,加 70%甲醇 20ml，超声处理 30 分钟，滤过，

滤液蒸干，残渣加甲醇 l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远志�酮Ⅲ对照品，

加甲醇制成每 lml 含 0.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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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2μl,分别点于同一

硅胶 G薄层板上，以三氯甲烷-甲醇-水（7:3:1)的下层溶液为展开剂，展开，取

出，晾干，喷 2%三氯化铝溶液，置紫外光灯(365m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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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取本品,照【含量测定】细叶远志皂苷项下的方法实验,供试品色谱图中

应呈现与细叶远志皂苷对照品色谱峰保留时间相同的色谱峰；另取本品，照【含

量测定】 远志�酮Ⅲ和 3,6'-二芥子酰基蔗糖项下的方法实验,供试品色谱图中

应呈现与远志�酮Ⅲ对照品和 3,6'-二芥子酰基蔗糖对照品色谱峰保留时间相

同的色谱峰。

【检查】水分 不得过 12.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832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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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总灰分 不得过6.0％(《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 通则2302。）

酸不溶灰分 不得过3.0％（《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 通则2302）。

【浸出物】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201)

项下的热浸法测定，用 70%乙醇作溶剂，不得少于 30.0％。

【含量测定】 细叶远志皂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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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磷酸溶液（70:30)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10nm。理论板数按细叶远志皂

苷峰计算应不低于 3000。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细叶远志皂苷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

lml 含 lmg 的溶液，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三号筛）约 l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

瓶中，精密加入 70%甲醇 50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400W，频率 40kHz)l

小时，放冷，再称定重量，用 7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精密量取

续滤液 25ml，置圆底烧瓶中，蒸干，残渣加 10%氢氧化钠溶液 50ml 加热回流 2

小时，放冷，用盐酸调节 pH 值为 4～5，用水饱和的正丁醇提取 3次，每次 50ml，

合并正丁醇液，回收溶剂至干，残渣加甲醇适量使溶解，转移至 25ml 量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10μl，注入液相色谱

仪，测定即得。

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细叶远志皂苷（C36H56O12)，不得少于 2.0%。

远志�酮Ⅲ和 3,6'-二芥子酰基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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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腈

-0.05%磷酸溶液（18:82)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320nm。理论板数按 3,6'-二芥

子酰基蔗糖峰计算应不低于 3000。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远志�酮Ⅲ和 3,6'-二芥子酰基蔗糖对照品适量，精

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 lml 含远志�酮Ⅲ0.15mg、含3,6’-二芥子酰基蔗糖0.2mg

的混合溶液，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三号筛）约 l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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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精密加入 70%甲醇 25ml，称定重量，加热回流 1.5 小时，放冷，再称定重

量，用 7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lOμl，注入液相色谱

仪，测定，即得。

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远志�酮Ⅲ（C25H28O15)不得少于 0.10%,含 3,6'-二芥

子酰基蔗糖(C36H46O17)不得少于 0.30%。

【性味与归经】 苦、辛，温。归心、肾、肺经。

【功能与主治】 安神益智，交通心肾，祛痰，消肿。用于心肾不交引起的

失眠多梦、健忘惊悸、神志恍惚，咳痰不爽，疮疡肿毒，乳房肿痛。

【用法与用量】 3～l0g。

【处方应付】 写蜜远志、炙远志均付蜜远志。

【贮藏】 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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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名称】 蜜远志。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未修订。

【来源】 本品为远志科植物远志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或卵叶远志

Polygala sibirica L.的干燥根。

【采收与加工】 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根须和泥沙，干燥。

【原植物】 远志 多年生草本，高 20～40cm。根圆柱形，长达 40cm，肥厚，

淡黄白色，具少数侧根。茎直立或斜上，丛生，上部多分枝。叶互生，狭线形或

线状披针形，长 1～4cm，宽 1～3mm，先端渐尖，基部渐窄，全缘，无柄或近无

柄。总状花序长约 2～14cm，偏侧生与小枝顶端，细弱，通常稍弯曲；花淡蓝紫

色，长 6mm；花梗细弱，长 3～6mm；苞片 3，极小，易脱落；萼片的外轮 3片比

较小，线状披针形，长约 2mm，内轮 2片呈花瓣状，成稍弯些的长圆状倒卵形，

长 5～6mm，宽 2～3mm；花瓣的 2 侧瓣倒卵形，长约 4mm，中央花瓣较大，呈龙

骨瓣状，背面顶端有撕裂成条的鸡冠状附属物；雄蕊 8，花丝连合成鞘状；子房

倒卵形，扁平，花柱线形，弯垂，柱头二裂。蒴果扁平，卵圆形，边有狭翅，长

宽均约 4～5mm，绿色，光滑无睫毛。种子卵形，微扁，长约 2mm，棕黑色，密被

白色细绒毛，上端有发达的种阜。花期 5～7月，果期 7～9月。

卵叶远志 多年生草本，高 10～30cm。根圆柱形。茎多分枝，被短柔毛。单

叶互生，具短柄；叶纸质至近革质，下部叶小，卵形，长约 6mm，宽约 4mm，先

端钝，具短尖头；上部叶大，披针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 1～2cm，宽 3～6mm，

绿色，被短柔毛，先端钝，具骨质短尖头，基部楔形，全缘，反卷，主脉在上表

面下陷，背面隆起，侧脉不明显。总状花序腋外生或假顶生，通常高出茎顶，具

少数花，被短柔毛；花长约 6～10mm，具小苞片 3枚，钻状披针形，长约 2mm，

被短柔毛；萼片 5，宿存，外面 3枚小，披针形，长约 3mm，里面 2枚大，花瓣

状，长约 7mm；花瓣 3，蓝紫色，侧生花瓣倒卵形，长 5～6mm，基部与龙骨瓣合

生，龙骨瓣较侧生花瓣长，背面被柔毛，先端背部具流苏状鸡冠状附属物；雄蕊

8，花丝长 5～6mm，2/3 以下合生成鞘，鞘具缘毛，花药卵形，顶孔开裂；子房

倒卵形，直径约 2mm，先端具缘毛，花柱肥厚，先端弯曲，长约 5mm，柱头 2，

间隔位于花柱先瑞。蒴果近倒心形，直径约 5mm，先端微缺，具狭翅，疏被短柔

毛。种子黑色，除种阜外，被白色柔毛。花期 4～7月，果期 5～8月。

【产地】 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及山东、江苏、安徽和江西等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7%AB%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A2%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BC%E7%89%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9%AA%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9%AA%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0%E6%88%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0%E6%88%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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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主要有效成分为皂苷、�酮、寡糖酯和生物碱等。

【炮制】 取净制远志，将炼蜜加适量沸水稀释后，加入净制远志中拌匀，

闷透，置炒制容器内，用文火炒至不粘手，取出，放凉。

每100kg远志，用炼蜜25kg。

【性状】 根据对样品的实际观察，并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安

徽省中药炮制规范》2005 年版、《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2 年版进行描

述。见图 1。

【鉴别】 （1）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02）测

定，以远志�酮Ⅲ对照品为对照，建立薄层色谱鉴别方法。见图 2。

（2） 照液相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12）测定，在

【含量测定】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色谱中应呈现与对照品色谱峰保留时间

相同的色谱峰。见图 3～图 6。

图 1 蜜远志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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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2%E8%8B%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7%A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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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远志�酮Ⅲ对照品溶液 1～10：蜜远志供试品溶液 T：22℃ RH :50%

图 2 蜜远志薄层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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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1.1%之间。根据测定结果，并参照《中

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制远志项下规定，拟定限度为不得过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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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3%之间。根据测定结果，并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

一部制远志项下规定，拟定限度为不得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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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照《中国

药典》2015 年版一部制远志项下规定，拟定限度为不得过 3.0%。

【浸出物】 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远志项下的浸出物测定方法，

对 10 批样品进行测定，结果在 33.8%～45.5%之间。根据测定结果，并参照《中

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制远志项下规定，拟定限度为不得少于 30.0%。

【含量测定】 细叶远志皂苷 参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远志项下的含

量测定方法,建立HPLC法测定蜜远志饮片中细叶远志皂苷含量的方法。

依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2.6%～3.7%。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远志饮片规定，将其限度拟定为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细叶远志皂苷（C36H56O12)，

不得少于 2.0%。见图 3、图 4。

图 3 细叶远志皂苷对照品溶液色谱图

图 4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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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酮Ⅲ和3,6'-二芥子酰基蔗糖 参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远志

项下的含量测定方法,建立HPLC法测定蜜远志饮片中远志�酮Ⅲ和3,6'-二芥子

酰基蔗糖含量的方法。

依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远志�酮Ⅲ在 0.16%～0.22%之间、3,6'-二芥子

酰基蔗糖在 0.41%～0.75%之间。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远志饮片规定，

将其限度拟定为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远志�酮Ⅲ（C25H28O15)不得少于 0.10%,含

3,6'-二芥子酰基蔗糖(C36H46O17)不得少于 0.30%。见图 5、图 6。

图 5 对照品溶液色谱图

图 6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处方应付】【贮藏】 同《安徽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未修订。

【用法与用量】 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远志项下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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