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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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芒硝；

----第 221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硼砂；

----第 222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紫石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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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2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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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漳县人民医院、北京中研百草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科力、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明晶、陈龙、刘义梅、黄必胜、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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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硼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硼砂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硼砂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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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硼砂 BORAX
本品为硼酸盐类硼砂族矿物天然硼砂经加工精制而成的结晶，主含含水四硼酸钠

（Na2B4O7·10H2O）。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硼砂药材在流通过程中用于区分不同交易品类的依据。

注：根据硼砂不同加工方式，将硼砂药材分为“硼砂块”、“硼砂坠”、“硼砂粉”三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硼砂药材硼砂块规格下，用于区分硼砂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根据块状物大小、颜色和透明度所反映的精制程度，将硼砂块选货规格分为“一级”和“二级”两个等级。

3.4

单个重量 single weight
单个药材硼砂块的质量。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 1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 A。



T/CACM 1021.221—2018

2

表 1 规格等级划分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硼砂块

选 货

一等
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透明或半透明。表面具

颗粒状或短柱状突起，有的一面较平整，常因风

化而附有白色粉末。质脆易碎，有玻璃样光泽，

条痕白色。无臭，味咸微甜，稍有凉感

块状整齐，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结

晶。质地均匀

二等
块状大小悬殊，白色半透明结晶，带

黄白色，或杂有黄褐色、棕色、灰色

部分。

硼砂坠 统货

不规则棒状或圆锥状，中心有一棉绳贯穿。透明或半透明。表面具颗粒状或短柱状突起，

常因风化而附有白色粉末。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结晶。质脆易碎，有玻璃样光泽，条痕

白色。无臭，味咸微甜，稍有凉感

硼砂粉 统货 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结晶性粉末。无臭，味咸微甜，稍有凉感

注1：本标准依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二部对硼砂的规定“本品含Na2B4O7·10H2O应为99%～103%”。市售

硼砂中有约50% 的Na2B4O7·10H2O含量仅为95～98.49% 或大于103%。含量不足则杂质太多；含量过高则失水

过多。这些硼砂均需要精制或重结晶，使含量符合要求后才能使用。

注2：硼砂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精密称定1.5g样品，置于锥形瓶中，加水50ml使溶解（必要时加热，放冷），

加入0.1%甲基橙指示液1滴，用0.5mol/L盐酸滴定至溶液呈橙红色作为终点。每1 ml 0.5 mol/L盐酸滴定液相当

于50.34 mg Na2B4O7。

注3：与硼砂在性状上类似的矿物很多，如白矾、芒硝等，市场调查结果也显示硼砂存在以铵明矾、氯化钠冒

充的现象。应结合理化鉴别如钠盐与硼酸盐的各种反应和含量测定结果准确鉴定硼砂药材。

注4：关于硼砂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5：关于硼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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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质少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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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1.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硼砂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A——硼砂坠（统货）；

B——硼砂块（一等）；

C——硼砂粉（统货）。

图 A.1 硼砂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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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硼砂块（一等）；

B——硼砂块（二等）。

图A.2 硼砂块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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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硼砂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硼砂始载于五代吴越《日华子本草》，原作“蓬砂”，曰：“蓬砂，味苦、辛、暖，无毒。”文中

所述与现今的硼砂味甘、微咸显然不同。《本草品汇精要》亦记载：“（气）气厚味薄……（臭）腥”，

表明有较强挥发性，说明当时所用“蓬砂”具有类似天然氯化铵的特征，应为硇砂之类。直到明代《本

草纲目》才对硼砂的记载有本质的改变，李时珍曰：“甘、微咸，凉，无毒。”“硼砂生西南番，有黄

白二种。西者白如明矾，南者黄如桃胶，皆是炼结成，如硇砂之类。”清·汪讱庵《本草易读》：“生

西南诸番。有黄白二种∶西者白如明矾，南者黄如桃胶，皆是炼结而成。”清·汪昂《本草备要》、清·吴

仪洛《本草从新》：“色白质轻。出西番者，白如明矾，出南番者，黄如桃胶。”以上所述硼砂之形态

特征“白如明矾”、“色白质轻”，与今硼砂药材基本一致。

现代，人们对硼砂的来源有了准确的判定和明确一致的描述，如《矿物药与丹药》（1962年）中

记载：“属单斜晶系，为硼砂矿的矿石经溶化除去杂质结晶而成。”《中国矿物药》（1988年）中记

载：“硼砂（Na2B4O7·10H2O），单斜晶系。”《中国药材学》（1996年）记载：“本品为硼酸盐类矿

物硼砂族硼砂经加工精制而成的结晶体。”《矿物药及其应用》（1997 年）记载：“本品为天然产硼

酸盐类硼砂族矿物硼砂，经加工精制而成的结晶体。主含四硼酸钠（Na2B4O7·10H2O）。”

综上所述，硼砂在古代的药用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成分以天然氯化铵为主；自《本

草纲目》起为其第二阶段，所指即与现代硼砂一致。而现代文献记载硼砂的基原非常明确，为硼酸盐类

硼砂族矿物硼砂精制而成的结晶，主含四硼酸钠（Na2B4O7·10H2O）。

有关硼砂产地的记载始于宋《本草衍义》：“出南番、西戎。”宋《本草图经》记载：“出于南海。”

明《本草品汇精要》记载：“出于南海。”明《本草纲目》记载：“硼砂生西南番，有黄白二种。”明

《本草汇言》记载：“硼砂，出南番西戎。”清《本草便读》记载：“出南海诸番。”清《本草易读》

记载：“生西南诸番。”清《本草备要》及《本草从新》均记载：“出西番、南番。”

古代对于硼砂的产地记载较模糊，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西戎、西番应为同一所指，即现今中国西部

的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区；当时的南海即为现今中国南海，南番应为现今中国南方地区。

而现代文献对硼砂的产地描述较为具体。《矿物药与丹药》（1962年）中记载：“我国青海省的

柴达木盆地及阿拉善西山盐湖和昌都地区、西藏自治区的黑河和阿里地区为硼砂矿的主产地，西南、中

南、西北各省亦有出产。”《中国矿物药》（1988年）中记载：“我国西藏为世界著名的硼砂产地之

一。”《中国药材学》（1996年）中记载：“主产于青海、西藏；陕西、甘肃、新疆、四川、云南亦

产。”《矿物药及其应用》（1997年）中记载：“硼砂形成于干涸的含硼盐湖中，主要分布于干燥的

内陆地区，如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在四川康定、邓柯、白玉及河南洛阳、郑州等地加

工。”《中华本草》（1999年）记载：“主产青海柴达木盆地及阿拉善西山盐湖、西藏黑河和阿里地

区；四川、云南、新疆、陕西亦产。”《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2001 年）记载：“产于青海的柴达

木盆地及阿拉善西山盐湖和昌都地区，西藏黑河和阿里地区及四川、云南、新疆、陕西、甘肃等地亦产。”

《现代中药学大辞典》（2001年）记载：“生产于青海、西藏。此外，云南、新疆、四川、陕西、甘

肃等省区亦产。”《中药大辞典》（2006年）记载：“主产青海柴达木盆地及阿拉善西山盐湖、西藏

黑河和阿里地区。” 综上，硼砂主产于西藏黑河和阿里地区，青海柴达木盆地及阿拉善西山盐湖,以及

甘肃、四川、云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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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硼砂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古代文献中未见有对硼砂品质评价的详细描述，到近代 1997年《矿物药及其应用》才有记录：“以

无色透明、白色半透明、纯净、体轻、质脆者为佳。”

1999年《中华本草》亦记载为“以无色透明、纯净、体轻质脆为佳”。

2001年《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记载硼砂为 “统货。以色清白、纯洁、半透明者为佳”。

《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依据产地将硼砂分为川月石和西月石两种规格。

2001年《现代中药学大辞典》将硼砂分为川月石、西月石、黄月石、白月石四种规格：“西月石，

似冰糖状，上面的结晶阴白色，下面为雪白色，断面颗粒状，品质最佳。川月石，下面粗糙不平，色较

暗。洋月石，主要为进口货，有黄白两种，黄月石块稍大，带黄褐色，呈玻璃状，有棱角结晶，透明或

半透明，质坚脆，多作工业原料，白月石块较小，白色结晶半透明。”这里，明确说明，“黄月石”多

作工业原料，不能直接入药。

综上，无色透明、白色半透明、纯净、体轻、质脆者为佳；色较暗，黄褐色，多作工业原料，质次。

目前市场上天然硼砂很少，主要来自于经过精制的工业用硼砂商品。工业用硼砂商品，如产于辽宁

省大石桥市永泰硼砂厂、石家庄高邑县森亿化工有限公司等的产品，多为粉末状，标示含Na2B4O7·10H2O
达到95%。

市场上商品硼砂药材依据加工方法，分为“硼砂块”、“硼砂坠”和“硼砂粉”三种规格，市场上均

为统货，以色白、纯净者为佳。流通商品中以硼砂块和硼砂粉较为多见。

按照2015年版《中国药典》二部对化学药品硼砂的规定，“本品含Na2B4O7·10H2O应为99～103%”。

样品中Na2B4O7·10H2O含量达到99%以上，说明是含量比较高的纯品。考察我们从市场上收集到的经X
衍射和拉曼光谱法鉴定为正品硼砂的40个样品，发现其中有10个样品的Na2B4O7·10H2O含量大于95%小

于99.0%，占25%。这一部分商品作为药用则需要进一步精制。硼砂块和硼砂坠为经结晶加工精制制得

的块状物；硼砂粉为粉状物，作为原药材，容易污染，与工业用硼砂粉容易混淆，因此，在符合标准要

求的同等含量下，倾向于认为硼砂块和硼砂坠的质量品质较好，硼砂粉略次。因此，在商品规格中分列。

商品等级重点参考川月石和实际商品中硼砂块质量不同的状况进行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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