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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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龙胆；

----第 145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天花粉；

----第 146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板蓝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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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105－2018。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中医学院、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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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光、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张天天、薛紫鲸、韩晓伟、邹琦、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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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天花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天花粉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天花粉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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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粉 TRICHOSANTHIS RADIX

本品为葫芦科植物栝楼 Trichosanthes kirilowiiMaxim.或双边栝楼 Trichosanthes rosthornii Harms.的
干燥根。秋、冬二季采挖，洗净，除去外皮，切段或纵剖成瓣，干燥。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天花粉药材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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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花粉分为“选货”和“统货”两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天花粉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天花粉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根据直径、长度，将天花粉选货规格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三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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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本品呈不规则圆柱形、纺锤形或瓣块状，表面

黄白色或淡棕黄色，有纵皱纹、细根痕及略凹

陷的横长皮孔，有的有黄棕色外皮残留。质坚

实，断面白色或淡黄色，富粉性，横切面可见

黄色木质部，略呈放射状排列，纵切面可见黄

色条纹状木质部。气微，味微苦。

长≥15cm，直径3.0～5.5cm。粗细比较均匀，富粉

性。

二等
长10～15cm，直径2.0～3.0cm。粗细较均匀，长短

不同，颜色黄白不一。

三等
长≤10cm，直径1.5～2.0cm。大小较均匀，表面颜

色偏棕色。

统货 — 本品呈不规则圆柱形、纺锤形或瓣块状，表面黄白色或淡棕黄色，大小不分。

注1：亳州市场上以河北所产为主流，产地区分不大，存在熏硫货，安国市场上很难找到个子，在天花粉专卖的商铺

可以找到。

注2：天花粉晾晒过程中容易发霉，容易产生角质样。

注3：关于天花粉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4：关于天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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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粉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A——一等；

B——二等；

C——三等；

D——统货。

图 A.1 天花粉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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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天花粉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天花粉入药始载于先秦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记载为“味苦寒。主消渴，身热，烦

满，大热，补虚安中，续绝伤。一名地楼。生川谷，及山阴。……”指出其生境为川谷及山阴。

宋·唐慎微所著《证类本草》记载栝楼“根味苦，寒，无毒。……生洪农川谷及山阴地，入土深者

良，生卤地者有毒。…今出陕州者，白实最佳。……。”介绍了生境为洪农川谷及山阴地。

宋·唐慎微所著《证类本草》记载天花粉“生明州。味苦，寒，无毒。主消渴，身热，烦满，大热，

补气安中，续绝伤，除肠中固热，八疸身面黄，唇干口燥，短气，通月水，止小便利。十一月、十二月

采根用。”指出天花粉生于明州（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

明·兰茂所著《滇南本草》卷中记录了栝楼的产地即“迤西各处俱有。性微寒。入肺经，化痰。治

寒嗽、伤寒、结胸、解渴、止烦。要去壳用仁。重纸包好，砖压掺之，去油用。”迤西即明清时称云南

西部地区，大致包括现在大理、丽江、永昌等地。

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所记载与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内容相同。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对前人著作进行总结如下“许慎云：木上曰果，地下曰蓏。此物蔓生附木，

故得兼名。《诗》云：果之实，亦施于宇，是矣。栝蒌，即果蓏二字音转也，亦作瓜蒌，后人又转为栝

蒌，愈转愈失其真矣。古者瓜姑同音，故有泽姑之名。齐人谓之天瓜，象形也。

雷斅《炮炙论》，以圆者为栝，长者为蒌，亦出牵强，但分雌雄可也。其根作粉，洁白如雪，故谓

之天花粉。苏颂《图经》重出天花粉，谬【集解】《别录》曰：栝蒌，生弘农川谷及山阴地。根入土深

者，良；生卤地者，有毒。二月、八月采根曝干，三十日成。弘景曰：出近道。藤生，状如土瓜而叶有

叉。入土六、七尺，大二、三围者，服食亦用之。实入摩膏用。恭曰：出陕州者，白实最佳。颂曰：所

在有之。三、四月生苗，引藤蔓。叶如甜瓜叶而窄，作叉，有细毛。七月开花，似壶卢花，浅黄色。结

实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黄色。其形有正圆者，有锐而长者，功用皆同。根亦名白药，

皮黄肉白。时珍曰：其根直下生，年久者长数尺。秋后掘者结实有粉。夏月掘者有筋无粉，不堪用。其

实圆长，青时如瓜，黄时如熟柿，山家小儿亦食之。内有扁子，大如丝瓜子，壳色褐，仁色绿，多脂，

作青气。炒干捣烂，水熬取油，可点灯。”书中对前人的著作进行了总结，介绍了天花粉的入药部位，

采收时间，生境和产区以及植物形态。

明·薛己所著的《本草约言》记载天花粉的来源有两种即“红而小者为栝蒌，黄而大者为瓜蒌。天

花粉即其根也。”书中明确了天花粉的两种植物来源。

明·李中立所著《本草原始》中记载“瓜蒌始生洪浓山谷及山阴地，今所在有之。三四月生苗引藤。”

记录了瓜蒌的生境及种植方法，并描述其形态。

明·倪朱谟所著的《本草汇言》、明卢之颐所著的《本草乘雅半偈》、清刘云密所著《本草述》、

清《本草崇原》、清杨时泰《本草述钩元》中记载了栝楼的生境及形态，即“栝楼出洪农、陕州山谷者

最胜。今江南、江北、闽、浙、河南山野僻地间亦有。”这些本草著作中指出天花粉的生长地方比较广

泛，在弘农（位于河南省）、陕州（三门峡市陕县）、江南、江北、闽、浙、河南山野同时指出来自河

南省和三门峡的天花粉质量最佳。

明·郑二阳所著《仁寿堂药镜》记载了栝楼根品质特点即“生洪农川谷山阴地，入土深者良。”

近代著作《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记载天花粉的来源为天花粉以栝楼根之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中品。指出河南安阳产量最大，品质佳，素有“安阳花粉”之称。此外河北安国近年产量也较大。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记载天花粉的来源为葫芦科植物栝楼 Trichosanthes kirilowiiMaxim.
或双边括楼 Trichosanthes rosthornii Harms的干燥根。指出天花粉以块大、色白、粉性足、质坚细腻、

筋脉少者为佳。

http://baike.baidu.com/view/9769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62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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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古本草中天花粉的产地主要为河南省、陕州、江南、江北、闽、浙、河南山野，同时指

出来自河南省和三门峡的天花粉质量最佳。现代本草著作中天花粉的道地产区为河南省，其中安阳产的

天花粉最好，但是调查时我们发现市场上河北产的天花粉质优，并未发现河南产的天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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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天花粉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名医别录》曰：栝蒌，生弘农川谷及山阴地。根入土深者，良；生卤地者，有毒。二月、八月采

根曝干，三十日成。弘景曰：出近道。藤生，状如土瓜而叶有叉。入土六、七尺，大二、三围者，服食

亦用之。实入摩膏用。

《新修本草》曰：出陕州者，白实最佳。

宋·唐慎微所著《证类本草》记载栝楼“根味苦，寒，无毒。主消渴，……入土深者良，生卤地者

有毒。二月、八月采根。…今出陕州者，白实最佳。……。”介绍了栝楼的入药部位有果实即栝楼，根

即天花粉，采收时间多为二月、八月采根。品质为入土深者良，生卤地者有毒，出陕州者，白实最佳即

出自三门峡市陕县的天花粉颜色洁白质量好。

《本草纲目》曰：其根直下生，……炒干捣烂，水熬取油，可点灯。”书中对前人的著作进行了总

结，介绍了天花粉的入药部位，采收时间，生境和产区以及植物形态。

明·薛己所著的《本草约言》记载天花粉的来源有两种即“红而小者为栝蒌，黄而大者为瓜蒌。天

花粉即其根也。”书中明确了天花粉的两种植物来源。

明·倪朱谟所著的《本草汇言》、明卢之颐所著的《本草乘雅半偈》、清刘云密所著《本草述》、

清《本草崇原》、清杨时泰《本草述钩元》中记载了栝楼的生境及形态，即“栝楼出洪农、陕州山谷者

最胜。今江南、江北、闽、浙、河南山野僻地间亦有。”这些本草著作中指出天花粉的生长地方比较广

泛，在弘农（位于河南省）、陕州（三门峡市陕县）、江南、江北、闽、浙、河南山野同时指出来自河

南省和三门峡的天花粉质量最佳。

明·郑二阳所著《仁寿堂药镜》记载了栝楼根品质特点即“生洪农川谷山阴地，入土深者良。”

近代著作《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记载天花粉的来源为天花粉以栝楼根之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中品。指出河南安阳产量最大，品质佳，素有“安阳花粉”之称。此外河北安国近年产量也较大。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记载天花粉的来源为葫芦科植物栝楼 Trichosanthes kirilowiiMaxim.
或双边括楼 Trichosanthes rosthornii Harms的干燥根。指出天花粉以块大、色白、粉性足、质坚细腻、

筋脉少者为佳。

综上所述，制定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时天花粉以块大、色白、粉性足、质坚细腻、筋脉少者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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