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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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百合；

----第 22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淫羊藿；

----第 23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羌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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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51－2017。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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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重庆三峡云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研百草检测认证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宏亮、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张元、张燕、王铁霖、王吉文、贾世清、

邹隆琼、高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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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淫羊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淫羊藿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淫羊藿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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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羊藿 EPIMEDII FOLIUM

本品为小檗科植物淫羊藿 Epimedium brevicornuMaxim.、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Sieb.et
Zucc.) Maxim、柔毛淫羊藿 Epimedium pubescensMaxim.、朝鲜淫羊藿 Epimedium koreanum Nakai的干

燥叶。夏、秋季茎叶茂盛时采收，晒干或阴干。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淫羊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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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淫羊藿药材分为“小叶淫羊藿”、“大叶淫羊藿”两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淫羊藿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淫羊藿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在淫羊藿各规格下，根据叶片色泽、叶占比、碎叶占比划分等级，将淫羊藿选货规格分为“一等”和“二等”

两个等级。

3.4

小叶淫羊藿 small-leaved EPIMEDII FOLIUM

来源为小檗科植物淫羊藿 Epimedium brevicornuMaxim.的干燥叶，按性状特征，习称“小叶淫羊

藿”。

3.5

大叶淫羊藿 large-leaved EPIMEDII FO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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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为小檗科植物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Sieb.et Zucc.) Maxim、柔毛淫羊藿 Epimedium
pubescensMaxim.、朝鲜淫羊藿 Epimedium koreanum Nakai的干燥叶，按性状特征，习称“大叶淫羊藿”。

3.6

叶占比 leaves proportion

叶片及小叶柄重量之和占样品总重量的百分比。

3.7

碎叶占比 crushed leaves proportion

完整度小于三分之一的叶片与脱落小叶柄重量之和占样品总重量的百分比。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1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 A。
规格等级划分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小叶淫

羊藿

一等

干货。除去根、茎和杂质。三出复叶；小叶片卵圆形，叶长

与宽近相等，长 3~8 cm，宽 2~6 cm；先端微尖，顶端小叶

基部心形，两侧小叶较小，偏心形，外侧较大，呈耳状，边

缘具黄色刺毛状细锯齿；叶下表面灰绿，主脉 7～9条，基

部有稀疏细长毛，细脉两面突起，网脉明显；小叶柄长 1～

5cm。叶片近革质。气微，味微苦。

叶新鲜，上表面呈青绿至黄绿色。叶占比

≥90%，碎叶占比≤1%。

二等
叶上表面呈淡绿色至淡黄绿色。80%≤叶

占比＜90%，1%＜碎叶占比≤2%。

大叶淫

羊藿

一等

干货。除去根、茎和杂质。其中，朝鲜淫羊藿小叶片较淫羊

藿大，长 4~10 cm，宽 3.5~7 cm。顶端小叶片卵状心形，两

侧叶片基部明显不对称，叶缘具细刺状锯齿，叶下表面灰绿

色，小叶柄 2~7.5 cm。叶片较薄。柔毛淫羊藿小叶片卵状披

针形，长宽比约 2:1，长 4~13 cm，宽 3~8 cm，近革质。叶

下表面及叶柄处密被绒毛状短柔毛，小叶柄长 3~7 cm。箭

叶淫羊藿三出复叶，小叶片长卵形至卵状披针形，长 4～12

cm，宽 2.5～5 cm，先端渐尖，两侧小叶基部明显偏斜，外

侧呈箭形。下表面疏被粗短伏毛或近无毛。叶片革质。气微，

味微苦。

叶新鲜，上表面呈绿色至深绿色。叶占比

≥85%，碎叶占比≤1%。

二等
叶上表面呈淡绿色至黄绿色。75%≤叶占

比＜85%，1%＜碎叶占比≤2%。

统货

干货。除去根、茎和杂质。其中，朝鲜淫羊藿小叶片较淫羊藿大，长 4~10 cm，宽 3.5~7 cm。顶端小叶

片卵状心形，两侧叶片基部明显不对称，叶缘具细刺状锯齿，叶下表面灰绿色，小叶柄 2~7.5 cm。叶片

较薄。柔毛淫羊藿小叶片卵状披针形，长宽比约 2:1，长 4~13 cm，宽 3~8 cm，近革质。叶下表面及叶

柄处密被绒毛状短柔毛，小叶柄长 3~7 cm。箭叶淫羊藿三出复叶，小叶片长卵形至卵状披针形，长 4～

12 cm，宽 2.5～5 cm，先端渐尖，两侧小叶基部明显偏斜，外侧呈箭形。下表面疏被粗短伏毛或近无毛。

叶片革质。残留茎细长圆柱形，光滑，中空。气微，味微苦。70%≤叶占比＜75%，2%＜碎叶占比≤3.5%。

注 1：市场另有淫羊藿陈货，叶片色泽基本转变为黄色或褐色，质地软化，此类商品质量差，不在本规格等级范围内，注

意区分。

注 2：市场尚有同属近缘物种混杂情况，应注意仔细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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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关于淫羊藿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 B。

注 4：关于淫羊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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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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淫羊藿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A——小叶淫羊藿（淫羊藿）；

B——大叶淫羊藿（朝鲜淫羊藿）；

C——大叶淫羊藿（柔毛淫羊藿）。

图 A.1 不同淫羊藿药材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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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一等（淫羊藿）；叶新鲜，上表面青绿色，叶占比≥90%，碎叶占比≤1%；

B——二等（淫羊藿）：80%≤叶占比＜90%；

C——二等（淫羊藿）：部分叶上表面呈淡黄绿色，1%＜碎叶占比≤2%。

图 A.2 小叶淫羊藿药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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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一等（朝鲜淫羊藿）：叶新鲜，上表面绿色，叶占比≥85%，碎叶占比≤1%；

B——二等（朝鲜淫羊藿）：75%≤叶占比＜85%；

C——二等（朝鲜淫羊藿）：部分叶上表面呈黄绿色；

D——统货（朝鲜淫羊藿）：70%≤叶占比＜75%；

E——一等（柔毛淫羊藿）：叶新鲜，上表面绿色，叶占比≥85%，碎叶占比≤1%；

F——二等（柔毛淫羊藿）：75%≤叶占比＜85%；

G——二等（柔毛淫羊藿）：部分叶上表面呈黄绿色；

H——统货（柔毛淫羊藿）：70%≤叶占比＜75%。

图 A.3 大叶淫羊藿药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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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淫羊藿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淫羊藿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仅载“一名刚前。生山谷。”，未明确具体位置。

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中记载：“生上郡阳山”，上郡阳山为今陕西西北部及内蒙乌审旗。

唐代《新修本草》：“生上郡阳山山谷。薯蓣为之使。服此使人好为阴阳。西川北部有淫羊，一日

百遍合，盖食藿所致，故名淫羊藿。”，上郡阳山与《名医别录》描述一致，增加了西川北部即四川西

北地区。

宋代的《图经本草》中记载：“淫羊藿，俗名仙灵脾。生上郡阳山山谷，今江东（即今江苏、浙江、

江西）、陕西（即今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甘肃）、泰山（山东泰安）、汉中（陕西汉中）、湖湘

（湖南）间皆有之。”，可见到宋代，淫羊藿产地记载已逐步完善，其描述产地至今仍为淫羊藿主产区。

北宋的《证类本草》附图描述有“永康军（四川灌县）淫羊藿”与“沂州（山东临沂）淫羊藿”，

其中沂州（山东临沂）所附图并非淫羊藿属植物，且该地区至今未发现过淫羊藿属植物。

明代《本草纲目》记载：“今密县（今河南）山野中亦有。”。

明代《救荒本草》：“仙灵脾。本草名淫羊藿一名刚前……生上郡阳山山谷及江东（即今江苏、浙

江、江西）、陕西（即今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甘肃）、泰山（山东泰安）、汉中（陕西汉中）、

湖湘（湖南）、汾州等郡并永康军皆有之，今密县（今河南）山野中亦有。”，与前述本草有关产地描

述一致。

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近在湘西原（即今湖南），密县（今河南）山中有之，滇大理府（云南

大理）亦产，不止汉中诸郡，郄车而载。”，说明在云南也产淫羊藿。

清·《本草述钩元》：“江东、陕西、汉中、湖湘间皆有之。生大山中。”，与前述产地相同。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淫羊藿：主产于陕西、山西、广西，此外河南、湖南、安徽、甘

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亦产。箭叶淫羊藿：主产于湖北、四川、浙江、云南、贵州、安徽、陕西、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朝鲜淫羊藿：产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陕西、河南、湖北等地。

柔毛淫羊藿：产于陕西、甘肃、湖北、四川、贵州等地。巫山淫羊藿：产于陕西、四川、贵州、河南、

湖北等地。”。

《中国药材学》收载：“箭叶淫羊藿 主产于湖北、四川、浙江；云南、贵州、安徽陕西等地亦产。

朝鲜淫羊藿 主产于陕西、湖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河南等地亦产。淫

羊藿 主产于山西、广西；湖南、安徽、甘肃等地亦产。”。

《中华本草》收载：“1. 淫羊藿 主产于陕西、山西、安徽、河南、广西；宁夏、甘肃、湖南亦产。

销全国各地并出口。2. 箭叶淫羊藿 主产于湖北、四川、浙江、湖南、陕西、江西；安徽、福建、宁夏、

青海、贵州、山东、山西亦产。销全国各地并出口。3. 巫山淫羊藿 主产于陕西、四川、贵州；湖北、

河南亦产。4. 朝鲜淫羊藿 主产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陕西、河南亦产。销全国各地并出口。

5. 柔毛淫羊藿 主产于四川；陕西、湖北亦产。”。

《新编中药志》收载：“1. 淫羊藿（习称小叶淫羊藿） 主产于陕西、山西、安徽、河南、广西；

此外湖南、安徽、甘肃等地亦产。销全国各地并出口。2. 箭叶淫羊藿 主产于湖北、四川、浙江；此外

云南、贵州、安徽、陕西等地亦产。销全国各地并出口。3. 巫山淫羊藿 主产于陕西、四川、贵州；此

外湖北、河南亦产。4. 朝鲜淫羊藿（习称大叶淫羊藿） 主产于辽宁、吉林、黑龙江；此外山东、陕西、

湖南、河南等地亦产。销全国各地并出口。5. 柔毛淫羊藿 主产于四川；此外陕西、湖北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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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收载：“淫羊藿商品多来源于野生。淫羊藿主产于陕西、陕西、

广西，此外，河南、湖南、安徽、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亦产；箭叶淫羊藿主产于湖北、四川、

浙江、云南、贵州、安徽、陕西、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区；朝鲜淫羊藿主产于辽宁、吉林、黑

龙江、山东、陕西、河南、湖北等省；柔毛淫羊藿主产于陕西、甘肃、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巫山淫

羊藿主产于陕西、四川、贵州、河南、湖北等省。”。

《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主产陕西、山西、湖北、四川、辽宁等省。”。

《中华药海》收载：“淫羊藿 Epimedium grandiflorumMorr. 分布黑龙江、吉林、辽宁、贵州、陕

西、甘肃。心叶淫羊藿 Epimedium brevicornuMaxim. 分布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广西、湖南、安

徽等地。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Sieb.et Zucc.)Maxim. 分布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

台湾、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收载：“主产于陕西、山西、湖北、四川、辽宁等地。”。

淫羊藿最早记载生于“上郡阳山（即今陕西西北部及内蒙乌审旗）。”，本草中未对淫羊藿基原进

行划分，宋代开始对于淫羊藿产地记载已相当完善，笼统记载分布于江东（即今江苏、浙江、江西）、

陕西（即今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甘肃）、泰山（山东泰安）、汉中（陕西汉中）、湖湘（湖南）、

永康军（四川灌县）等地。直至清代增加了滇大理府（云南大理）亦产，说明在云南也产淫羊藿。可见

古代本草中记载淫羊藿产地分布极广，几乎遍布全国。

淫羊藿在现代书籍记载中开始根据品种分别描述：淫羊藿主产于陕西、山西、广西，此外，河南、

湖南、安徽、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亦产；箭叶淫羊藿主产于湖北、四川、浙江、云南、贵州、

安徽、陕西、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区；朝鲜淫羊藿主产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陕西、

河南、湖北等省；柔毛淫羊藿主产于陕西、甘肃、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巫山淫羊藿主产于陕西、四

川、贵州、河南、湖北等省。总体上，现代有关产地记载包含了古代淫羊藿产区，说明从古至今淫羊藿

产区变化不大，且药用均为野生资源，并未出现依据产地进行规格等级划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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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淫羊藿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历代本草对淫羊藿品质评价较少。明代《本草纲目》引《蜀本草》：“言生处不闻水声者，良。”，

其描述生长在远离水源处的淫羊藿质量较好。清代的《炮炙全书》中记载：“淫羊藿，今之碇草也，山

谷多有之，自清来货者，皆陈久之物，殊乏气味，不堪用。五六月采之，阴干，色青味全。”，表明五

六月份采收阴干的淫羊藿颜色、气味皆较佳，而放置过久的淫羊藿品质差，不宜用。

1963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以梗少、叶多、色黄绿、不破损者为佳。”，认为叶片部位

占比大且完整，色泽黄绿，看上去新鲜的淫羊藿品质为好。

1977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均以叶多、色黄绿者为佳。”，认为叶部位占比大，色泽黄

绿，新鲜的淫羊藿品质佳。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商品淫羊藿以叶片多，不带根头者为好，习惯认为淫羊藿、箭叶

淫羊藿质量为佳，其它三种质一般，但疗效相同”。

《中国药材学》载：“本品以叶多、色黄绿、不碎者为佳”。

《中华本草》收载：“均以无根茎、叶片多、色带绿者为佳”。

《新编中药志》收载 “均以叶多、色黄绿者为佳”。

《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收载“商品淫羊藿以叶片多、不带根头者为好。习惯认为淫羊藿、

箭叶淫羊藿质量为佳，其他三种品质一般，但疗效相同”。

《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收载“传统以无根茎、叶片多、色带绿者为佳”。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载“以叶多、色黄绿、完整者为佳”。

《中华药海》收载“均以叶色青绿，叶片整齐不碎者为佳”。

《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收载“以色靑、无枝梗、叶整齐不碎者为佳”。

古代本草从淫羊藿生长环境、采收时间以及加工方法评价了其品质，认为生长在远离水源，五六月

采收并阴干的淫羊藿品质较好，并说明贮藏日久的淫羊藿品质差，不宜药用。近代书籍主要从其外观对

淫羊藿品质进行了评价，说明无根茎、叶片多、色黄绿、整齐不破碎者品质佳，同时有部分书籍认为淫

羊藿、箭叶淫羊藿质量为佳，其他品种品质一般，但疗效相同。

综上，历代对于淫羊藿的规格等级划分主要以品种结合性状，如叶片性状、药用部位叶占比、色泽

等进行评价，为制定淫羊藿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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