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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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胡黄连；

----第 125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藁本；

----第 126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柏子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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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151－2018。
本标准起草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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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玲、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黄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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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藁本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藁本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藁本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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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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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藁本 LIGUSTICI RHIZOMA ET RADIX
本品为伞形科植物藁本Ligusticum sinense Oliv. 或辽藁本 Ligusticum jeholense Nakai et Kitag.的干

燥根茎和根。秋季茎叶枯萎或次春出苗时采挖，除去泥沙，晒干或烘干。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藁本药材在流通过程中用于区分不同交易品类的依据。

注：根据基原及来源，将藁本药材分为“辽藁本野生品”、“辽藁本栽培品”、“藁本野生品”、“藁本栽培品”

四个规格,各规格下按照需求划分选货和统货两个规格。

3.3

选货 selected goods
经过筛选挑拣，等次分明的药材。

3.4

统货 general goods
没有经过质量分级统装的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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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藁本

规格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辽藁

本野

生品

选货

干货。根茎呈不规则圆柱状或团块状。表面棕褐色，上端有

数个丛生的叶基及突起的节，下端有多数细长而弯曲的根，

根茎及根均有点状须根痕，气芳香，味苦辛，微麻。

根长≥8.0cm，

直径≥2.0cm

统货

根长 1.0～8.0cm，

直径 0.6～2.0cm

辽藁

本栽

培品

选货

干货。不规则块状或圆柱状。表面棕褐色，上端残留有数个

细长而中空的地上茎，下端有多数细长而弯曲的根，根基根

茎均有点状根痕，断面黄白色，有散在的细孔，质脆，易折

断，气芳香，味苦辛，微麻。

根长≥9.0cm,
直径≥1.8cm

统货

根长 1.0～9.0cm,
直径 0.6～1.8cm

藁本

野生

品

选货 干货。呈不规则结节状或团块状，稍扭曲，略有分支。表面

黄棕色或暗棕色，有纵皱纹，栓皮易剥脱，上端有圆孔状茎

基，下侧有少数须根及点状须根残痕，体轻，质较硬，断面

黄白色或淡黄色，纤维性，气芳香，味苦、辛，微麻。

根长≥7.4cm，

直径≥1.6cm

统货

根长 3～7.4cm，

直径 1.0～1.6cm

藁本

栽培

品

选货

干货。呈不规则结节状、圆柱形，稍扭曲。表面暗棕色，有

纵皱纹，上端有圆孔状茎基，下端有少数须根及点状须根残

痕，体轻，质较硬，断面黄白色，纤维性，气芳香，味苦、

辛，微麻。

根长≥6.8cm，

直径≥1.4cm

统货

根长 3～6.8cm，

直径 1.0～1.4cm

注 1：当前市场藁本药材存在四种规格混合情况。

注 2：市售新疆藁本较多属于地方习用品需注意鉴别使用；市售有进口北朝鲜藁本和川藁本需注意鉴别使用。

注 3：关于藁本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 B。

注 4：关于藁本药材品质评价沿革参见附录 C。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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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变色；

——无虫蛀；

——无霉变；

——杂质少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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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1.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藁本药材规格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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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辽藁本野生品选货；

B——辽藁本野生品统货；

C——辽藁本栽培品选货；

D——辽藁本栽培品统货；

E——藁本野生品选货；

F——藁本栽培品统货。

图 A.1 藁本药材规格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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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藁本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藁本入药始载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书中记载原名本。《神农本草经》曰：“味

辛，温。主妇人疝瘕，阴中寒、肿痛，腹中急，除风头痛，长肌肤，悦颜色。一名鬼卿，一名地新。生

山谷。”

隋•《桐君药录》说“今出宕州（今甘肃宕昌南阳）者，佳也。”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记载藁本为：“生崇山山谷，今西川（今四川）、河东州郡（今山西运城、

临汾）及兖州（今山东西部）”。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藁本为：“古人香料用之，呼为本香。《山海经》名茇。《别录》：

曰本，生崇山山谷。正月、二月采根曝干，三十日成。弘景曰：俗中皆用芎根须，其形气乃相类。

明代陈家谟《本草蒙筌》记载藁本为：“味辛、苦，气温。气浓味薄，升也，阳也，无毒。多产河

东（今山西运城、临汾），亦生杭郡。春采根曝，三十日成。因其根上苗下，状与禾相同，故以本为名

尔。”

明代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记载：“辛温，无毒。主妇人疝瘕，阴中寒肿痛，腹中急，除风头痛，

长肌肤，悦颜色。曰：出西川（今四川），及河东（今山西运城、临汾）、兖州（今山东西部）、杭州

诸处，多生山中。苗叶都似白芷，又似川芎而稍细。

赵中振•肖培根主编的《当代药用植物典》描述为：藁本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古代

藁本原植物有 2种，即分布于黄河上游及长江流域的藁本和黄河流域下游以北地区的辽藁本，与现代所

用藁本主流品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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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藁本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唐代《新修本草》记录为：“藁本今出宕州（今甘肃宕昌南阳）者佳也。”

1977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均以香气浓者为佳。

《中华本草》：均以个大体粗、质坚，香气浓郁者为佳。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上册：以身干、质坚实、香气浓者为佳。

《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以个大，须根少，茎残基短，气香浓郁者为优。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金世元主编描述为：均以身干、体长、质坚、香气浓者为佳。

综上所述中，藁本均以个大体粗、质坚，香气浓郁者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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