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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研究技术中心及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归口。 

T/CACM 1021《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分为 226 个部分： 

----第 1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编制通则； 

…… 

----第 101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延胡索； 

----第 102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甘松； 

----第 103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地龙； 

…… 

----第 226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玄明粉。 

本标准为 T/CACM 1021 的第 102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6－2017。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中药材商品规格等

级标准研究技术中心、北京中研百草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振丽、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晁现民、黄桂福、赵万生、贾志伟、张福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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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甘松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甘松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甘松药材生产，流通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商品规格等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CACM 1021.1－2016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编制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T/CACM 1021.1－2016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甘松  NARDOSTACHYOS RADIX ET RHIZOMA  

本品为败酱科植物甘松 Nardostachys jatamansi DC.的干燥根及根茎。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泥沙和

杂质，晒干或阴干。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甘松药材在流通过程中用于区分不同交易品类的依据。  

注：甘松药材根据是否进行规格划分分为选货与统货两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甘松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甘松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根据甘松根直径大小、条长将甘松药材分为“一等”、“二等”。 

3.4  

条长  radix et rhizoma length 

甘松从根茎前端至根稍末端之间的长度。 

3.5  

直径  diameter 

从甘松芦头下 1cm处计算其直径。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 1 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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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规格等级划分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相同点 不同点 

选货 

一等 
干货,略呈圆锥形，多弯曲，根茎上端有

茎、叶残基，呈狭长的膜质片状或纤维状。

外层黑棕色，内层棕色或黄色。根单一或

数条交结、分枝或并列。表面棕褐色，皱

缩，有细根和须根。质松脆，易折断，断

面粗糙，皮部深棕色，常成裂片状，木部

黄白色。味苦而辛，有清凉感。碎末不超

过 3%。 

主根肥壮，直径≥0.7cm。条长≥9.5cm，特异气味浓郁。

二等 主根瘦弱，直径 0.3~0.7cm，条长 5~9.5cm，气特异。

统货 — 长 5~18cm，根茎短小，直径 0.3~1cm，气特异。 

注1：当前市场甘松来源于野生药材，商家按选货和统货分级。 

注2：甘松分等级时，多以粗细程度分，长短考虑较少，其粗细程度与生长年限关系密切。 

注3：市场流通中存在有甘松全草和部分甘松叶，有别于当前药典规定的用药部位。 

注4：关于甘松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5：关于甘松药材品质评价沿革参见附录C。 

5 要求 

除符合T/CACM 1021.1－2016的第7章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无虫蛀； 

——无霉变； 

——杂质少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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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甘松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A——一等； 

B——二等； 

C——统货。 

图 1 甘松药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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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甘松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甘松又名甘松香，始载于唐《本草拾遗》：“甘松香，丛生，叶细，出凉州，主黑皮䵟（黑曾），

风疳，齿蜃，野鸡痔。得白芷、附子良，合诸香碞衣妙也。” 说明甘松 早记载产自今甘肃武威。 

唐《海药本草》：“甘松香 谨按《广志》云：生源州，苗细，引蔓而生。”说明甘松生长在当今的

甘肃平凉一带。 

宋《图经本草》：“甘松香 出姑藏，今黔蜀州郡及辽州亦有之。丛生山野、叶细如茅草，根极繁

密，八月采，作汤浴，令体香。”说明了宋时甘松在当今甘肃武威，重庆彭水县、黔江县，四川新津县、

崇州县及山西昔阳县、和顺县一带均有分布。 

宋《证类本草》：“甘松香 味甘，温，无毒。主恶气，卒心腹痛满，兼用合诸香，丛生，叶细。

《广志》云：甘松香出姑藏。” 

明《本草品汇精要》：“甘松香 【别录云】出源州凉州（道地）文州。[时][生]春生苗 [采]八月

取根茎[收]暴干[用]根茎[质]类茅草 紫而繁密 [色]紫黑 [味]甘[性]温缓[气]气之厚着阳也 [臭]香 

[主]消胀下气。”指出明代甘松产在当今的甘肃平凉、武威，以甘肃文县产为道地药材。 

明《本草纲目》：“甘松香 产于川西松州，其味甘，故名。金光明经谓之苦弥哆。”说明明代甘

松主产于当今的四川松潘、红原、阿坝、若尔盖一带。 

明《本草乘雅半偈》引《宋开宝》云：“甘松香，金光明经谓之苦弥哆。出姑藏、凉州诸山，今黔、

蜀州郡，及辽州亦有。叶细如茅，引蔓丛生，根极繁密，八月采根，作汤沐浴，令人体香。用合诸香，

及以裛衣。” 

清《植物名实图考》：“甘松香，开宝本草使著录。图经，叶细如茅草，根极繁密，生黔、蜀、辽

州。李时珍以寿禅师做五香饮，其甘松饮即此。滇南同山柰等为食料用，昆明山中亦产之。高仅五六寸，

似出生茆而劲，根大如拇指，长寸余，鲜时无香，干乃有臭。” 说明了清代云南昆明亦产甘松，做食

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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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甘松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明《本草品汇精要》：“【别录云】出源州凉州道地文州”。首次提出甘松以甘肃文县产为道地药

材。 

清《本草求真》：“甘松 甘温无毒。叶如茅根紧密者佳。” 

现代《中华本草》:“春秋二季采收，以秋季采者为佳。” 《中药大辞典》：“春秋两季采收，以

8~9 月采者为佳。此草有野生园生狭叶阔叶两种。自生山野之狭叶者。效力犹峻。”《北京市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 “甘松以主根肥壮、条长、气香浓者为佳。”《500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产地

及采收加工】春秋两季采挖，以秋采为佳。【规格等级】过去，甘松商品规格有‘把松’、‘正甘松’、

‘条把松’等名称，多分为两等。现不分等级，均为统货。【优劣评价】甘松商品以身干，主根肥壮、

气芳香、味浓、条长、无碎末及泥沙者为佳。”《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统货。以身干、主根肥壮、

气芳香、味浓、条长、无碎末及泥沙者为佳。” 《中国药学大辞典》：“贩卖品将其浸水去土质。由

此选出初生根。名小虾印。为上品。其混合旧根与须根者。为下品。一说名虾状甘松者。为根，名叶甘

松者。为之叶云。”《中华药海精华本》：“以主根肥壮、条长、芳香味浓，无碎片泥沙者为佳。以四

川阿坝州松潘、南坪所产者为上。” 

综上所述，历代对于甘松的品质评价强调质量，以秋季采挖、主根肥壮、条长、根紧密、气香浓、

无碎末及泥沙者为佳，曾有过规格等级划分和不分规格等级的沿革，有根据初生根的筛选和植物部位的

不同作为商品等级划分记载。并有认为以甘肃文县和四川阿坝所产为优，但未出现以产地划分商品规格。

本次制定甘松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是参照了古今文献对甘松药材的质量评价、市场调查、产地调查情况为

依据综合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