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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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莱菔子；

----第 148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威灵仙；

----第 149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决明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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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197－2018。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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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辉、蒋妮、黄浩、韦树根、缪剑华、韦坤华、黄宝优、陈乾平、黄璐琦、

郭兰萍、詹志来、何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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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威灵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威灵仙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威灵仙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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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灵仙 CLEMATIDIS RADIX ET RHIZOMA
本品为毛茛科植物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棉团铁线莲Clematis hexapetala Pall.或东北铁线

莲（辣蓼铁线莲）Clematis manshurica Rupr.的干燥根及根茎。秋季采挖，除去泥沙，晒干。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威灵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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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威灵仙分为“选货”和“统货”两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威灵仙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威灵仙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根据东北铁线莲的长度，将以东北铁线莲来源的威灵仙选货规格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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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灵

仙选

货

—

根茎呈柱状，根茎长1.5〜10 cm，直径0.3〜1.5 cm；表面

淡棕黄色；顶端残留茎基；质较坚韧，断面纤维性；下侧

着生多数细根。根呈细长圆柱形，稍弯曲，长7〜15 cm，

直径0.1〜0.3 cm；表面黑褐色，有细纵纹，有的皮部脱落，

露出黄白色木部；质硬脆，易折断，断面皮部较广，木部

淡黄色，略呈方形，皮部与木部间常有裂隙。气微，味淡。

经水选的干货。

威灵

仙统

货

— 未经水选的干货。

棉团

铁线

莲统

货

—
根茎呈短柱状，根茎长1〜4 cm，直径0.5〜1 cm。根长4〜20 cm，直径0.1〜0.2 cm；表面棕褐色至棕

黑色；断面木部圆形。味咸。

东北

铁线

莲选

货

一等

经水选的干货。根粗长、条均匀，体结实，根较密集，稍

弯曲。表面黑褐色、断面灰白色，质坚硬，无地上或残茎。

根长≥25 cm。

二等 根长15〜25 cm。

三等 根长≤15 cm。

东北

铁线

莲统

货

—
未经水选的干货。根茎呈柱状，根茎长1〜11 cm，直径0.5〜2.5 cm。根较密集，长5〜23 cm，直径

0.1〜0.4 cm；表面棕黑色；断面木部近圆形。味辛辣。药材表面带灰土的暗色。

注1：当前市场上威灵仙药材存在棉团铁线莲和东北铁线莲两种规格混合情况。

注2：非药用部位：在四川荷花池药市采购到部分威灵仙地上部分，即威灵仙苗，作为饮片出售。

注3：伪品：在河北和东北有升麻混在威灵仙药材和饮片中流通。升麻性状：升麻根皮薄，木部呈放射状，且自然断

面不整齐，粗细不均，易脱皮。在广州、四川采购的威灵仙饮片中，有显脉旋覆花作为威灵仙在市场上流通。

注4：混淆品：另除药典记载的威灵仙药材以外，另有毛茛科铁线莲属植物在市场流通，主要的品种有柱果铁线莲、

锥花铁线莲、毛蕊铁线莲、山木通和百合科菝葜属植物等其它混淆品。主要区别是威灵仙根均为圆柱形，粗细较均匀，

有细纵纹而没有明显的棱。而所谓的“饮片”根段则有明显的区别，两端粗细明显不一，而且具有3～4 个明显的棱。

注5：关于威灵仙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6：关于威灵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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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灵仙药材规格性状图

说明：

A——威灵仙；

B——东北铁线莲；

C——棉团铁线莲。

图 A.1 威灵仙药材规格性状图

说明：

A——威灵仙选货；

B——威灵仙统货。

图 A.2 威灵仙药材规格性状图

A B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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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棉面团铁线莲统货。

图 A.3 威灵仙药材规格性状图

说明：

A——东北铁线莲一等；

B——东北铁线莲二等；

C——东北铁线莲三等；

D——东北铁线莲统货。

图 A.4 威灵仙药材规格性状图

A B C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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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威灵仙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威灵仙药用始载于《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良医殚技莫能疗，

所亲置之道旁，以求救者。”“乃威灵仙也。”，产于山上，在商州分布。商州：指今陕西省商洛市商

州区。其他地方应有产，但未明确具体位置。

五代后蜀《蜀本草》云：“出商州洛阳县，九月末至十二月采，阴干。”商州洛阳县指今陕西省商

洛市商州区。

宋代《开宝本草》：“出商州上洛山及华山，并平泽，不闻水声者良。生先于众草。茎方，数叶相

对，花浅紫，根生稠密，岁久益繁。冬月丙丁戊己日采。”商州的洛山和到华山，指今陕西省商洛市商

州区。

宋代《本草图经》：“出商州上洛山及华山，并平泽，今陕西州军等及河东、河北、京东、江湖州

郡或有之。……，以不闻水声者佳。”对威灵仙的生境和产地有所表述，商州指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和华山的沼泽地带，相当于宋代时的陕西州军等及河东、河北、京东、江湖州郡或有之。河东相当于今

天的山西省、河北省部分地区、以及京津地区等；河北指包括今北京市、天津市一部；河北省和辽宁省

大部，南部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京东指京都长安东边，今陕西西安东；江湖州郡也可能有，江州今

江西省九江市，湖州是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增加了记载了分布范围。

宋代的《证类本草》：“出商州上洛山及华山并平泽，不闻水声者良。”并附威灵仙植物图片四张：

石州威灵仙、并州威灵仙、宁化军威灵仙、晋州威灵仙。石州在今山西省离石县；并州即为太原，在今

山西省太原市；宁江军在四川省奉节县；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

清朝《植物名实图考》：“铁扫帚，救荒本草。铁扫帚生荒野中，就地丛生，一本二三十茎，苗高

三四尺，叶似苜蓿叶而细长，又似细叶胡枝子叶亦短小，开小白花，其叶味苦。采嫩苗、叶煠熟，换水

浸去苦味，油盐调食。”

《中国药典》1963年版一部：威灵仙均系野生，产于安徽、浙江、江苏等地。（此后各版药典未

再记载产地信息）

1980年，《中国植物志》记载：威灵仙分布于云南南部、贵州、四川(500-1500 m）、陕西南部、

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福建、台湾、江西 、浙江、江苏南部、安徽淮河以南。生山坡、

山谷灌丛中或沟边、路旁草丛中。越南也有分布。

1996年，徐国钧《中国药材学》：威灵仙主产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

地销南方各地。棉团铁线莲主产于东北及山东。销山东及东北。东北铁线莲，主产于东北，销东北及华

北。

1999年，《中华本草》：“1.威灵仙生于海拔 80-150 m的山坡、山谷灌木丛中、沟边路旁草丛中。

分布于陕西南部、江苏南部、安徽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南部。2.棉团铁线莲生于山坡、山坡草地或固定的沙丘上。分布于黑龙江、吉林、

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东部、山东及中南地区。3.辣蓼铁线莲生于山坡灌木丛中，杂

木材下或林边。分布于东北及内蒙古、山西等地。4.毛柱铁线生于海拔 250-1850 m 山坡疏林、路旁灌

木丛中或山谷、溪边。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南南部、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5.柱果铁线莲的根及根茎生于海拔 100-1800 m 的山地、山谷、溪边的灌木丛中、林边。分布于陕西南

部、甘肃南部、江苏宜兴、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

南东南部。”

1999年肖培根主编《中药植物原色图鉴》威灵仙生于山谷、山坡林缘或灌木丛中。分布于我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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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省。棉团铁线莲：

生于山地林边阳坡或草坡上。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东部、山西、陕西、甘肃、山

东等省。

1999年，卢赣鹏《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威灵仙商品多来源于野生资源，当中威灵仙主

要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棉团铁线莲主要分布于东北及华北地区；东北铁线莲主要分布于东北

地区。威灵仙主产于安徽滁县、蚌埠；浙江温州、临海、金华；江苏镇江、淮阴等地。

2001年，张贵军《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铁丝威灵仙来源百合科植物黑刺菝葜 Smilax scobinicaulis
C.H.Wright或粘鱼须 S. sieboldiiMiq.的根茎及根。黑刺菝葜主产于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山东等地，

销北方各省。粘鱼须产于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台湾等省，主销于山东。

2002年，肖培根编著的《新编中药志（一）（根、根茎）》中收录了威灵仙并附铁丝威灵仙。记

录 1.威灵仙产于长江以南各省，如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销南方各省。2.东北铁

线莲主产于东北。销东北、华北。3.棉团铁线莲主产于东北及山东省。销山东及东北。

2010年，《金世元中药材传统经验鉴别》：“威灵仙主产于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

南、湖北等地。东北铁线莲和棉团铁线莲主产于东北各省，棉团铁线莲北京山区有分布。”“威灵仙、

东北铁线莲原植物系藤本，野生山谷、山坡、林边、灌木丛中；棉团铁线莲原植物系直立草本，野生向

阳山坡或草坡上。

综上所述，古本草记载的威灵仙产区与现代文献不完全一致，产地逐渐广泛，可能与最初记载时就

已说明在其它地方有，因在商州有人要用药时去山上寻找，最后确定在商州的山上找到药材，故而在其

它地方的分布没有得到详实记载。唐代曾提出以在陕西、山西，宋代的记录范围扩大到四川、河北、山

东、辽宁、江西、江苏；到了明代以后就有几种植物作为“威灵仙”使用，所以记载的分布范围也逐步

扩大，直至商州指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和华山的沼泽地带，并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并州（即太原）

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宁江军在四川省奉节县、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所产药材为四种代表植物。今人认为

产威灵仙主产于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东北铁线莲和棉团铁线莲主产于东

北各省，棉团铁线莲北京山区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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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威灵仙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五代后蜀《蜀本草》记载：“出商州洛阳县，九月末至十二月采，阴干。”

宋代的《开宝本草》中草部下品之下卷第十一曰：“出商州上洛山及华山，并平泽，不闻水声者良。”

《本草图经》描述为：“九月采根，阴干。仍以丙、丁、戊、己日采，以不闻水声者佳。”《证类本草》

记载：“出商州上洛山及华山并平泽，不闻水声者良。生先于众草，茎方，数叶相对。花浅紫。根生稠

密，岁久益繁，冬月丙丁戊己日采，忌茗。”

明朝的《本草纲目》曰：“初时黄黑色，干则深黑，俗称铁脚威灵仙以此：别有数种，根须一样，

但色或黄或白，皆不可用。”《雷公炮制药性解》：“威灵仙忌面及茶茗、牛肉、牛乳，采时不闻流水

声，铁脚者佳。”

从上述代文献总结为威灵仙在九月初采根，以远离水源的为好，初时黄黑色，干则深黑，俗称铁脚

威灵仙的为正品，未做药材产地方面的评价，仅对性状品质方面具体记载。

在近代文献中描述如下：

1963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本品根状呈不规则的块状，共上丛生许多细根，根呈细长圆柱形，根

长3～6寸，直径约半分，略弯曲。表面棕褐色至棕黑色，有细纵纹，有细小须根。质脆，易折断，外皮

与木心棱易脱离，横断面圆形，周边灰黄色。中央木心黄白色。气微弱，味微苦。以条匀、皮黑肉白、

质坚实者为佳。

1977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以条长、色黑者为佳。

1996年版《中国药材学》：本品以条均匀、皮黑肉白、质坚实者为佳。

1997年版《中华本草》：以条均匀、质坚硬、断面色灰白者为佳。

2001年版《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以百合科黑刺菝葜和粘鱼须（鞘茎菝葜）为样品）商品规格

以根粗长、质坚实、有韧性、去净支根者为佳。

2002年版，肖培根编著的《新编中药志（一）（根、根茎）》中收录了威灵仙并附铁丝威灵仙。记

录：威灵仙以根粗大、条均匀，断面灰白色，质坚硬，无地上或残茎者为佳。对东北铁线莲和棉团铁线

莲的优劣未做描述。

综上，威灵仙在我国分布较广，近代以来，通过植物分类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威灵仙种类较多。《中

国药典》根据历史使用渊源和地缘范围等因素确定威灵仙、棉团铁线莲、东北铁线莲（辣蓼铁线莲）三

种植物为威灵仙药材的来源，但以前没有分级。本次制定威灵仙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是参照了现代文献对

威灵仙药材的质量评价和市场调查情况为依据，威灵仙的品质评价以威灵仙以根粗大、条均匀，断面灰

白色，质坚硬，无地上或残茎者为佳。为制定威灵仙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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