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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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苍耳子； 

----第 158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枇杷叶； 

----第 159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鱼腥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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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49－2018。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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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北京中研百草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红兵、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石磊、杨钊、明孟碟、王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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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枇杷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枇杷叶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枇杷叶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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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枇杷叶  ERIOBOTRYAE FOLIUM  

本品为蔷薇科植物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的干燥叶。全年均可采收，晒至七、八

成干时，扎成小把，再晒干。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枇杷叶药材在流通过程中用于区分不同交易品类的依据。 

注：根据颜色，将枇杷叶药材分为“青叶”、“黄叶”两个规格。 

3.3  

青叶  qing ye 

为成熟绿叶，采摘后晒干，压制打包；扁片状，上表面灰绿色，带黄棕色或黄褐色。习称“青叶”。 

3.4  

黄叶  huang ye 

为黄棕色或红棕色的老叶，采集后晒干，压制打包；扁片状，上表面黄棕色、红棕色或红褐色。习

称“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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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青叶 
干货。呈长圆形或倒卵形，长12~40cm，宽4~12cm。

先端尖，基部楔形，边缘有疏锯齿，近基部全缘。上

表面较光滑，无毛；主脉于下表面显著突起，侧脉羽

状；叶柄极短，被棕黄色绒毛。革质而脆，易折断。

气微，味微苦。 

上表面灰绿色，带黄棕色或黄褐色；下表面密被

黄色绒毛。 

黄叶 
上表面黄棕色、红棕色或红褐色；下表面密被黄

色或棕黄色绒毛。 

注1：当前药材市场枇杷叶规格是按照表面颜色进行划分的，一般认为青叶质量较好，价格稍高。野生品与各地引

种品，均可按以上标准划分。 

注2：市场上部分枇杷叶商品中可见枝梗、花穗等杂质，应加以控制。 

注3：没有干透者或吸潮后质软，不可入药。有花斑、黑边等现象的病态枇杷叶以及腐朽变质叶等，亦不可药用。

标准中，“黄叶”是对棕色衰老（多已落地）枇杷叶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称谓，称作“棕叶”似乎更准确。因为，就颜色

而言，棕色衰老（多已落地）枇杷叶以红褐色、红棕色为主色，并非黄色；如果叶片颜色泛黄、质地酥脆，反而是叶片

腐朽变质的表征。 

注4：关于枇杷叶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5：关于枇杷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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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枇杷叶药材规格性状图 

 

 

说明： 

A——青叶； 

B——黄叶。 

 

图A.1 枇杷叶药材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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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枇杷叶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枇杷叶药用始载于《名医别录》：“味苦，平，无毒。主治卒啘不止，下气。” 

宋代《证类本草》：“四月采叶暴干，治肺气，主渴疾。”“生江南、山南，今处处有。”“《图

经》曰：枇杷叶，旧不著所出州郡，今襄、汉、吴、蜀、闽、岭皆有之。”“《衍义》曰：枇杷叶，江

东、西，湖南、北，二川皆有之。”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地】[图经曰] 襄、汉、吴、蜀、闽、岭、南北二川皆有之。”“[采]

不拘时取叶。”“【色】青，黄。”  

《中国药典》1963 年版：“均系栽培，产于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等地。” 

《中国药材学》（1996 年）：“主产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以江苏产量大，称‘苏杷叶’；

广东质量佳，称‘广杷叶’”。 

《中华本草》（1999 年）：“常栽种于村边、平地或坡边。分布于中南及陕西、甘肃、江苏、安

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四川、贵州等地。”“枇杷叶产于华东、中南、西南及陕西、甘肃等地，

广东及江苏产量较大。多为栽培品。销全国。”“全年可采收，以夏季采收者为多。采下后晒至七、八

成干时，扎成小把，再晒至足干。此法所得成品不易破碎，质量较好。亦有拾取自然落叶晒干者，其色

较紫。” 

《500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1999 年）：“【产地及采收加工】枇杷叶商品多来源于栽培品，

广泛栽培于华东、华南、西南及陕西、甘肃等地区，主产于广东连县、阳山、翁源、清远、新丰、通山；

浙江永嘉、瑞安、萧山、杭州；江苏海门、启动、苏州等地。通常枇杷叶全年可采，采摘下后晒至七八

成干时，扎成小把，再晒干即可。”  

《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2001 年）：“全年皆可采收，多在 4~5 月间采叶，质较佳。采摘后，

晒至七八成干时，扎成小把，再晒干。”  

《中华药海》（2010 年）：“常栽种于村边、平地或坡边。分布于陕西、甘肃、河南、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2010 年）：“【产地】枇杷叶多来源于栽培品。广泛栽培于华

东、华中、华南等地，主产于广东连县、阳山、翁源、清远、新丰，福建惠安、贵溪、长泰，浙江永嘉、

瑞安、萧山、杭州，江苏海门、启东、苏州等地。”“【生产概况】常栽培于村边、平地或坡边。”  

 



T/CACM 1021.158－2018 

 5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枇杷叶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宋代《证类本草》：“雷公云：凡使，采得后秤，湿者一叶重一两，干者三叶重一两者是，气足堪

用。”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道地]眉州（今四川眉山）、江南西湖。” 

清代《本草备要》：“叶湿重一两，干重三钱为气足”。 

《中国药典》1963 年版：“以叶大、色灰绿、不破碎者为佳。” 

《中国药典》1977 年版：“以完整、色灰绿者为佳。” 

《中国药材学》（1996 年）：“【品质标志】本品以叶大、色绿或红棕、不破碎、无黄叶者为佳。”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5 年版规定，本品水溶性浸出物不得少于 10.0%。” 

《中华本草》（1999 年）：“以完整、色灰绿者为佳。” 

《500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1999 年）：“【规格等级】枇杷叶商品过去有青、黄之分（亦

有摘叶与落叶之分）另又有鲜枇杷叶商品。现干枇杷叶商品不分等级，均为统货。【优劣评价】枇杷叶

商品以叶大，色绿或红棕色，完整不破碎，无黄叶者为佳。产地以产于江苏、浙江一带为佳。” 

《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2001 年）：“【商品规格】统货。通常以身干、叶大而厚、色绿、无

破碎者为佳。药材规格，商品有青黄两种。青叶直接从树上采摘，晒干，质佳；黄叶多为落叶，质差。

另外，商品亦有按产地而命名者。如广杷叶（广东产）、苏杷叶（江苏产）等。不分等级。通常以身干、

叶大而厚、色绿、无破碎者为佳。” 

《中华药海》（2010 年）：“以叶完整、色绿、叶厚者为佳。”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2010 年）：“以身干、叶大、色绿或红棕色、无破碎者为佳。

广东、福建产者叶片大，而且叶厚，茸毛少，称为‘广杷叶’，质优；江苏、浙江产者叶片小，且薄，

茸毛多，称‘苏杷叶’，质较逊。” 

综上所述，枇杷叶药材规格可以不同产地、不同采收期划分为苏杷叶、广杷叶以及青叶（树上摘叶）、

黄叶（树上采摘或者地上捡叶）等；等级不分，均为统货；通常以身干、叶大而厚、色绿、完整不破碎、

无黄叶者为佳。古人曾提出以四川眉山（眉州）、太湖流域的江苏、浙江一带（江南西湖）为枇杷叶的

道地产区；今人认为广东（多野生）质量佳，江苏产量大；枇杷叶道地产区的判定依据有待进一步研究。

历代对于枇杷叶的规格等级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枇杷叶用量大、价格低、产地广、道地性不强、

人工费用高、加工简略，因此，在制定枇杷叶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时，主要依据的是叶片的颜色、被毛、

质地等；产地、叶片大小等对枇杷叶的规格等级划分无明显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