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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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혐䒨 1021《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分为 22ჲ个部分：

----第 1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编制通则；

……

----第 159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鱼腥草；

----第 1ჲ0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蒺藜；

----第 1ჲ1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补骨脂；

……

----第 22ჲ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玄明粉。

本标准为 T/혐䒨 1021的第 1ჲ0部分。

本标准代替 T/혐䒨 1021.ჲ4－2018。
本标准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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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旻辉、黄璐琦、郭兰萍、金艳、江维克、詹志来、朱翔慧、郭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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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蒺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蒺藜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蒺藜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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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혐䒨 1021.1－201ჲ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编制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T/혐䒨 1021.1－201ჲ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蒺藜 TRIBULI FRUCTUS
蒺藜科植物蒺藜Tribulus terrestris L.的干燥成熟果实。秋季果实成熟时采割植株，晒干，打下果实，

除去杂质。

3.2

等级 grade
在蒺藜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蒺藜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根据蒺藜药材外观颜色、重量（样品粒数/10g）、杂质率，将蒺藜规格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三

个等级。

3.3

外观颜色 surface color
蒺藜药材果实的外观颜色。

3.4

重量（样品粒数/10g） weight
每10g蒺藜药材果实中果实的个数。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 1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 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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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规格等级划分

等级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一等
完整的果实由5个分果瓣组成，放射状排列，呈

五棱状球形，直径0.7-1.2 cm。常裂为单一的分

果瓣，分果瓣呈斧状，长0.3-0.ჲ cm，背部隆起，

有纵棱和多数小刺，并有对称的长刺和短刺各1

对 ，两侧面粗糙，有网纹。质坚硬。气微，味

苦、辛。

背部黄绿色，侧面灰白色，每10g≤320粒，杂质率

≤1%。

二等 背部黄绿色至灰白色，侧面灰白色，每10g>320粒，

杂质率≤2%。

三等 背部、侧面灰白色至黑褐色，杂质率≤3%。

注1：由于蒺藜在采收后进行产地初加工时果实多已分瓣，因此本标准描述的是分瓣后的蒺藜药材。

注 2：根据市场及产地统计分析显示，三等蒺藜的重量与一等二等之间具有交叉现象，等级不能完全区分开，因此只

以外观颜色、杂质率进行等级划分。

注3：市场上有颜色呈灰白色至黑褐色的药材，多为采收时期较晚或存放时间较长的陈货，需注意鉴别。

注4：关于蒺藜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5：关于蒺藜药材品质评价沿革参见附录。

5 要求

除应符合T/혐䒨 1021.1－201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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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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1.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蒺藜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혐——一等；

B——二等；

。三等——

图 A.1 蒺藜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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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蒺藜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蒺藜入药首载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书中记载原名蒺藜子。《神农本草经》曰:

“蒺藜子味苦温。主恶血，破症结积聚，喉痹，乳难。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一名旁通，一名屈人，

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御览引云，一名君水香，大观本，无文）。生平泽，或道旁。” 《神

农本草经》中说明了它的功效主治、别名和生境，虽未提及植物或药材形态，但从其对该药及其别名“ 旁

通、屈人、止行”的命名本意来看，不难推知它的某一部分器官必定具有锋利的刺。

蒺藜最早记载于商末周初周文王《周易》中就做了记载，《易·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

宫，不见其妻凶。”孔颖达注曰：“蒺藜之草，有刺不可践也”。
魏晋时期《名医别录》记载：“蒺藜子 味辛，微寒，无毒。主治身体风痒，头痛，咳逆，伤肺，

肺痿，止烦，下气，小、痈肿，阴。可作摩粉。其叶，主风痒，可煮以浴。一名即藜，一名茨。生冯翊

（即今陕西大荔县）或道、月、八月采实，曝干。”其中记载了它的功效主治、别名和生境，未提及植

物形态，但从“八月采实，曝干”能推断药用来源干燥成熟果实。

唐初年甄权《药性论》云∶“白蒺藜子，君，味甘，有小毒。治诸风疡，破宿血，疗吐脓，主难产，

去躁热，不入汤用。”“蒺藜子入药不计丸散，并炒去刺用。”《药性论》中首次将蒺藜子称为“白蒺

藜子”，之所以称之为“白蒺藜”，后人道，因其呈黄白色而得名。至此，所谓“白蒺藜”是指有刺的

蒺藜，与现在的药用为蒺藜这一植物为药用来源基本一致。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记载：“蒺藜子，生冯翊（即今陕西大荔县）平泽，或道旁。七月、八月采

实，曝干。又冬采。黄、白色，类军家铁蒺藜。此《诗》所谓墙有茨者。郭璞注《尔雅》云：布地蔓生，

细叶，子有三角，刺人是也。又一种白蒺藜，今生同州沙苑(即今陕西大荔县南)，牧马草地最多，而近

道亦有之，绿叶细蔓，绵布沙上；七月开花，黄紫色，如豌豆花而小；九月结实，作荚子，便可采。其

实味甘而微腥，褐绿色，与蚕种子相类而差大。又与马子酷相类，但马子微大，不堪入药，须细辨之。

今人多用。然古方云蒺藜子，皆用有刺者，治风明目最良。”《本草图经》记载的白蒺藜“绿叶细蔓，

绵布沙上；七月开花，黄紫色，如豌豆花而小；九月结实，作荚子，便可采”可推知该药乃系豆科植物，

与蒺藜完全不同，与唐初年甄权《药性论》记载的“白蒺藜”不同，跟现在用的蒺藜来源不一致。而《尔

雅》记载的蒺藜子“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刺人是也”。

宋代《本草衍义》记载：“蒺藜有两等, 一等杜蒺藜，即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墙上，有小黄花，

结芒刺，此正是墙有茨者。一种白蒺藜，出同州沙苑(即今陕西大荔县南)牧马处，黄紫花，作荚结子，

子如羊内肾，大如黍粒，补肾药，令人多用。风家唯用刺蒺藜也。气味苦，温，无毒。主治恶血，破瘾

瘕积聚，喉痹乳难。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 其中杜蒺藜“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墙上，有小黄

花，结芒刺”。

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蒺藜 弘景曰∶多生道上及墙上，叶布地，子有刺，状如菱而小。长安

（即今陕西西安）最饶，人行多着木履”。《易》云∶据于蒺藜，言其凶伤；《诗》云∶墙有茨，不可

扫也，以刺梗秽。方用甚稀。时珍曰∶蒺，疾也；藜，利也；茨，刺也。其刺伤人，甚疾而利也。屈人、

止行，皆因其伤人也。蒺藜叶如初生皂荚叶，整齐可爱。刺蒺藜状如赤根菜子及细菱，三角四刺，实有

仁。其白蒺藜结荚长寸许，内子大如脂麻，状如羊肾而带绿色，今人谓之沙苑蒺藜。以此分别。”《本

草纲目》记载“刺蒺藜状如赤根菜子及细菱，三角四刺，实有仁” 。

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载“蒺藜子坚劲有刺，禀阳明之金气，气味苦温，则属于火。”《经》云：

“两火合并，故为阳明，是阳明禀火气而属金。金能平木，故主治肝木所瘀之恶血，破肠胃郛郭之症瘕

积聚，阴阳交结之喉痹，阳明胃土之乳难，皆以其禀锐利之质而攻伐之力也。其沙苑蒺藜一种，生于沙

地，

https://www.baidu.com/s?wd=%E5%91%A8%E6%96%87%E7%8E%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mvwBrymYnjm1ujc4nH6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rjc1rj0sP1csrjfkPj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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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如羊肾，主补肾益精，治腰痛虚损，小便遗沥。所以然者，味甘带腥，禀阳明土金之气，土生金而金

生水也”。

总结现代《中国药材学》《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中华药海》《中药材品种论述》《中华本草》

《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中药材及原植物彩色图鉴》《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等专著，

发现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等地，主产于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四川、山西、

陕西等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并以内蒙古产品质量佳。

综上所述，古代本草记载蒺藜最早生长在冯翊平泽或道旁，即今陕西大荔县，并以陕西西安最为盛

产。现代文献中蒺藜产地分布极广，分布全国各地。主产于内蒙古、宁夏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

四川、江苏、云南、陕西、新疆、青海、吉林、辽宁、山西、内蒙古、湖南等地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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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蒺藜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历代对蒺藜品质评价较少。蒺藜入药首载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书中记载原名

蒺藜子。《神农本草经》曰: “蒺藜子味苦温。主恶血，破症结积聚，喉痹，乳难。久服，长肌肉，明目

轻身。虽未提及植物或药材形态，但从其对该药及其别名“ 旁通、屈人、止行”的命名本意来看，不难

推知它的某一部分器官必定具有锋利的刺。

宋代《本草衍义》记载：“蒺藜有两等, 一等杜蒺藜，即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墙上，有小黄花，

结芒刺，此正是墙有茨者。一种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马处，黄紫花，作荚结子，子如羊内肾，大如黍

粒，补肾药，令人多用。风家唯用刺蒺藜也。气味苦，温，无毒。主治恶血，破瘾瘕积聚，喉痹乳难。

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 其中杜蒺藜“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墙上，有小黄花，结芒刺。

《中国药典》 19ჲ3年版，“以颗粒均匀，饱满坚实，色灰白者为佳”。

《中国药典》 1977年版，“以饱满坚实，背部色黄绿者为佳”。

《中国药材学》记载品质标志：“本品以颗粒均匀，饱满坚实，色灰白者为佳”。

《金光注释集》记载:蒺藜治尿涩、肾病。有上品、下品。上品的果实似山羊头，黑色，拇指之大；

下品到处生长。

《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记载：商品多已加工，将硬刺磨断或磨钝，多散成单个的小坚果。以未

碾的颗粒均匀，饱满坚实，色灰白者为佳。

《中华药海》记载：无臭，味苦辛。以颗粒均匀、饱满坚实、色灰白者为佳。

综上，历代对于蒺藜的规格等级划分强调产地质量，以《神农本草经》记载列为上品，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生境、性状、色泽、功效主治等进行评价。为制定蒺藜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了依据。近代文献

主要按照蒺藜外观颜色、重量及杂质率进行等级划分，评价其药材的品质，以黄绿色、药材个子重量大、

杂质率少的蒺藜质量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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