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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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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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太子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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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182－2018。
本标准起草单位：九州通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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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黄璐琦、郭兰萍、金艳、詹志来、黄本锐、张怀、林飞、蔡丽娟、崔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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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柏子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柏子仁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柏子仁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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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子仁 PLATYCLADI SEMEN

本品为柏科植物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L.）Franco 的干燥成熟种仁。秋、冬二季采收成熟种

子，晒干，除去种皮，收集种仁。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在柏子仁药材流通过程中，用于区分不同交易品类的依据。

注：根据市场流通情况，对药材是否进行等级划分，根据杂质率的多少，将柏子仁分为“选货”和“统货”两个规

格。

3.3

等级 daodi herbs
在柏子仁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不同柏子仁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未对柏子仁划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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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点 区别点

选货 —
干货。本品呈长卵形或长椭圆形，长4～7mm，

直径1.5～3mm。表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外包

膜质内种皮，顶端略尖，有深褐色的小点，基

部钝圆。质软，富油性。气微香，味淡。

杂质《1%；走油《1%；碎粒《1%。

统货 —
杂质﹥1%，≤3%；走油《3%；碎粒《3%。

注 1：带壳的柏子、碎的柏子仁与药典中柏子仁性状不符。

注 2：走油的黄色柏子仁和黑色的柏子仁都属于变质的，不符合药典。

注 3：市场上出售的柏子仁所谓的 98货、95货、93货的杂质远超过 3%，还有些掺有较多的大米碎粒， 注意区分。

注 4：结合市场和药典要求，将柏子仁分为统货和选货两个等级。

注 5：碎的柏子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规格等级划分中也增加了破碎率来区分选货和统货。

注 6：柏子仁虽很容易黄曲霉毒素超标。发霉的柏子仁肉眼就可以看出来，性状不符；没有发霉的柏子仁，肉眼看不

出来，虽然黄曲霉毒素超标，但是只能靠检验手段来区分，肉眼无法区分，也无法在规格等级中用来区分等级。

注 7：关于柏子仁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 B。

注 8：关于柏子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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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虫蛀；

——无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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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柏子仁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A——选货；

B——统货。

图 A.1 柏子仁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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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柏子仁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柏子仁的生境分布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曰：“生山谷。”未明确具

体位置。

魏晋时期《名医别录》描述为：“生太山（即今山东泰山）。”生境分布为山东泰山。

南朝《本草经集注》描述为：“柏处处有，当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为佳，并忌取冢墓上也。”描

述了以山东泰山产者为质量好。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描述为：“柏处处有，当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为佳，并忌取冢墓上也。”

描述了以山东泰山产者为质量好。并且不要取坟墓上的为药用。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描述为：“柏实生泰山（即今山东泰山）山谷，今处处有之，而干州（今陕

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者最佳。”描述了柏子仁生境处处都有，在以山东泰山产地为质

量好的基础上，增加了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

宋代《证类本草》描述为：“生太山（即今山东泰山）山谷，当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为佳，今

子仁为出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为胜，太山无复

采者。图经曰：柏实，生泰山（即今山东泰山）山谷，今处处有之，而乾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

至、礼泉等县地）者最佳。”描述了柏子仁生长在泰山，并且以山东泰山、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

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乾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产

的质量为好。增加了陕州、宜州两个地方的质量为好的记载。

宋代宋·陈衍宝《庆本草折衷》记载：“生太山山谷，及陕、宜、乾、密、益州。今处处有之。”以

上记载地点分别为山东泰山山谷、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广西宜州市、陕西省乾

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山东省诸城，在山东东南、四川省、重庆市全境和陕西省南部，云南省

西北部。

元代尚从善的《本草元命苞》记载：“柏实生泰山（即今山东泰山）山谷，今在处有之，乾州（今

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者最上。”至元代尚从善的《本草元命苞》一直以乾州（今陕

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产的质量为好。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记载了：“【地】〔图经曰〕生泰山山谷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

灵宝等县地） 宜州（今广西宜州市）益州（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全境和陕西省南部，云南省西北部）

终南山（今陕西省西安市南）〔道地〕干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密州（今现在

的山东省诸城，在山东东南）。”至明代《本草品汇精要》首次以按产地、道地的分布来描述柏子仁，其

产地分布为山东泰山、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 宜州（今广西宜州市）、

益州（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全境和陕西省南部，云南省西北部）、终南山（今陕西省西安市南），道地

分布为干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密州（今现在的山东省诸城，在山东东南）。

在明代以前记载中，均记载了以干州产的质量为好，说明了干州为柏子仁的道地药材。

明代卢之颐撰《本草乘雅半偈》描述为：“处处有之，当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陕州（河南省三

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干陵（陕西干县梁山）者为胜。描述了以

山东泰山、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广西宜州市、陕西干县梁山产者为质量好。

明代许希周《药性粗评》记载：“南北原野处处有之，以川陕（今川西高原和大凉山地区）、乾密等

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山东省诸城，在山东东南）者为胜。”明代许希周《药

性粗评》增加了以川陕（今川西高原和大凉山地区）这个地方的质量为好。

明代《本草蒙筌》记载为：“干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独佳”同样记载为

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产的质量为好。

http://www.baike.com/wiki/å��å·�ç��
http://www.baike.com/wiki/é��åº�å¸�
http://www.baike.com/wiki/é��è¥¿ç��
http://www.baike.com/wiki/å��å·�ç��
http://www.baike.com/wiki/é��åº�å¸�
http://www.baike.com/wiki/é��è¥¿ç��
http://www.baike.com/wiki/å��å·�ç��
http://www.baike.com/wiki/é��åº�å¸�
http://www.baike.com/wiki/é��è¥¿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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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描述为：“柏木处处有之，其实先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者为良，今以

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干州（今陕西省乾县、武

功、周至、礼泉等县地）为胜。”描述了以山东泰山、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广

西宜州市、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产者为质量好。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中的记载为：“《名医别录》记载为生泰山山谷，柏叶优良。陶隐居

（陶弘景）云：柏处处有，当以泰山（今山东泰山）为佳，并忌取冢墓上也。唐本草注：“今子仁为出

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泰山无复采者”。图经：

柏实生泰山山谷，今处处有之，而乾州者最佳。[陈承曰]陶隐居说柏忌家墓上者，而今乾州者皆是乾陵

所出，他处皆无大者，但取其州土所宜，子实气味丰美可也”。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记载了泰

山（今山东泰山）、出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乾

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产的质量为好。

1963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柏子仁主产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徐国钧《中国药材学》收载：“柏子仁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陕西、湖北、甘肃、云南等

地亦产”。

《中华本草》收载：“柏子仁主产于山东、河北、河南;陕西、湖北、甘肃、云南等地亦产” 。

《中药大全》收载：“柏子仁主产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辽宁等地”。

张贵君《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收载：“柏子仁主产于山东济宁、荷泽、泰安，辽宁沈阳、凌源，

河南许昌、信阳、南阳、开封，河北安国;此外，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浙江、四川等省区亦产”。

《实用本草纲目彩色图鉴》收载：“柏子仁生于湿润肥沃地。石灰岩山地也有生长。分布干内蒙古

南部，东北南部，经华北向南达广东、广西北部，西至陕西、甘肃，西南至四川、贵州、云南”。

《中国药材图鉴 中药材及混伪品鉴别》收载：“柏子仁生于向阳山坡疏林中。除新疆、青海外，全

国各地区多有栽植”。

《中华药海》收载：“柏子仁主产山东、河南、河北。此外，陕西、湖北、甘肃、云南等地亦产”。

金世元《金世元中药材传统经验鉴别》收载：“柏子仁分布极广，黄河流域广为栽培。主要分布长

江以北各省、市、自治区(东北、新疆较少)，主产于山东安丘、淄川、费县、邹县、菏泽、济宁;河南

浙川、南阳、信阳、卢氏、灵宝、淇县;江苏盱眙、泗洪、新沂;河北平山、迁安、唐县、武安、承德;

山西交城、原平、吉县;陕西洋县、旬阳、蓝田等地”。

以上古文献中柏子仁的产地为：生长在山谷中，以山东泰山山谷、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

干县梁山等县地、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广西宜州市所产者质量为好。

现代文献中柏子仁产地分布极广，主产于山东安丘、淄川、费县、邹县、菏泽、济宁、泰安，河南

浙川、南阳、信阳、卢氏、灵宝、淇县、许昌、开封，河北平山、迁安、唐县、武安、承德、安国，陕

西洋县、旬阳、蓝田，山西交城、原平、吉县，此外，甘肃、湖北、安徽、云南、内蒙古、江苏、浙江、

广西、四川等省区也产。

综上，柏子仁以山东泰山山谷、河南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陕西省乾县、武功、周

至、礼泉、干县梁山等县地、广西宜州市产者为好，河北、山西也为主产，此外，甘肃、湖北、安徽、

云南、内蒙古、江苏、浙江、广西、四川等省区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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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柏子仁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历代对柏子仁品质评价较少。南朝《本草经集注》记载：“柏处处有，当以太山（今指山东泰山）

为佳，并忌取冢墓上也。”说明以太山（今指山东泰山）产的质量为好。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描述为：“柏处处有，当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为佳，并忌取冢墓上也。”

说明以太山（今指山东泰山）产的质量为好，并且要求不要取坟墓上的侧柏。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描述为：“柏实生泰山（即今山东泰山）山谷，今处处有之，而干州（今陕

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者最佳。”说明以干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

地）产的质量为好。

明代卢之颐撰《本草乘雅半偈》描述为：“处处有之，当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陕州（河南省三

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干陵（陕西干县梁山）者为胜。说明以太

山（即今山东泰山）、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干

陵（陕西干县梁山）产的质量为好。

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描述为：“柏木处处有之，其实先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者为良，今以

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干州（今陕西省乾县、武

功、周至、礼泉等县地）为胜。”说明以太山（即今山东泰山）者为良，今以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及

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干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

产的质量为好。

从上述代文献总结为柏子仁以山东泰山山谷、河南三门峡市及陕县、卢氏、灵宝等县地、陕西省乾

县、武功、周至、礼泉、干县梁山等县地、广西宜州市产者为好，主要记载了产地方面的评价，柏子仁

具体性状质量方面的评价较少，无品质方面的具体记载，

在近代文献中描述如下：

1963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以颗粒充实，黄白色、油性大而不泛油，无皮壳及杂质者为佳”。

《中国药材学》收载：“以粒充实、色嫩黄、油性大而不泛油者为佳”。

1977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以粒饱满、色黄白者为佳”。

《中华本草》收载：“以粒饱满、黄白色、油性大而不泛油、无皮壳杂质者为佳”。

《中药大全》收载：“以颗粒充实，黄白色、不泛油，无皮壳者为佳”。

《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收载：“以子粗、饱满、黄白色、油性大而不泛油、无皮壳杂质者为佳”。

《中华药海》收载：“以粒饱满、黄白色，油性大而不泛油，无皮壳杂质者为佳”。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收载：“以粒饱满、油性大、不浸油、无杂质者为佳”。

综上，柏子仁的品质评价以颗粒饱满充实、黄白色、油性大而不泛油、无皮壳杂质者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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