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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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肉苁蓉； 

----第 40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玄参； 

----第 41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泽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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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5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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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研百草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娟、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张一唱、陈科力、刘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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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玄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玄参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玄参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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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参  SCROPHULARIAE RADIX 

本品为玄参科植物玄参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的干燥根。冬季茎叶枯萎时采挖，除去根茎、

幼芽、须根及泥沙，晒或烘至半干，堆放3～6天，反复数次至干燥。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玄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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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玄参药材分为统货和选货两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玄参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玄参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在玄参规格下，根据每千克所含的支数划分等级，将玄参选货规格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三个等

级。 

3.4  

选货  selected goods 

指对玄参品质好坏进行区分， 按每千克所含的支数划分等级。 

3.5 

统货  gradeless and uniformly-priced goods 

指对玄参品质符合《中国药典》规定，不分等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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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 浙玄参 dao-di herbs zhexuanshen 

指产于浙江省金华、杭州市及其周边各地区的玄参。 

3.7 

抽沟 chougou 

    指玄参经干燥后，药材表面形成的明显纵皱和沟道。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1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 A。 

表1 规格等级划分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选货 

一等 

干货。呈类纺锤形或长条形。表面灰黄色或灰褐

色，有纵纹及抽沟。质坚实。断面黑色，微有光

泽。气特异似焦糖，味甘、微苦。 

每千克≤36 支，支头均匀。无空泡。 

二等 每千克≤72 支。无空泡。 

三等 
每千克>72 支，个头 小在 5g 以上。间有破

块。 

统货 
干货。呈类纺锤形或长条形。表面灰黄色或灰褐色，有纵纹及抽沟。质坚实。断面黑色，微有

光泽。气特异似焦糖，味甘、微苦。 

注 1：目前玄参主流产区在湖北恩施一带，原玄参道地产地浙江等产区玄参产量较少。 

注 2：关于玄参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 B。 
注 3：关于玄参药材品质评价沿革参见附录 C。 

 

5 要求 

除符合T/CACM 1021.1－2016第7章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无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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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参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A——一等； 

B——二等； 

C——三等； 

D——玄参药材规格比较。 

图 A.1 玄参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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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玄参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玄参入药始载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神农本草经》曰：“玄参味苦微寒。主

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余疾,补肾气,令人目明。一名重台。生川谷”，说明玄参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

药用。 

魏晋时期《吴普本草》记载：“一名鬼藏，一名重台，一名鹿肠，一名端，一名玄台……或生冤句

（即今山东菏泽）山阳。二月生。”记载了玄参的产地分布于山东菏泽。 

南朝时期《本草经集注》、唐代《新修本草》记载：“一名重台，一名玄台，一名鹿肠，一名正马，

一名咸，一名端。生河间（即今河北河间）川谷及冤句（即今山东菏泽）。三月、四月采根，曝干。……

今出近道，处处有。”说明玄参广泛存在处处有。 

宋代《证类本草》记载：生河间（即今河北河间）川谷及冤句（即今山东菏泽）。陶隐居云：今出

近道，处处有。《本草图经》记载：“玄参生河间（即今河北河间）及冤句（即今山东菏泽），今处处

有之。” 

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记载：“【地】（图经曰）生河间（即今河北河间）川谷及冤句（即

今山东菏泽），今处处有之〔道地〕江州（即今江西九江）衡州（即今湖南衡阳）邢州（即今河北邢台）”，

说明了玄参的道地药材江州（即今江西九江）衡州（即今湖南衡阳）邢州（即今河北邢台）。 

明代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记载：“生河间（即今河北河间）川谷，及冤句（即今山东菏泽），

山阳近道亦有之。” 

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记载：“玄参近道处处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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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玄参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用：根黑润者为好”“道地江州、邢州、衡州”。 

明代《药品化义》：“取大而肉坚黑润者佳，去芦头用。”  

民国《药物出产辨》：“玄参产浙江杭州府”。 

1963 版《中国药典》一部：以支条肥大、皮细、质坚、芦头修尽，内色乌黑者为佳。支条小、皮

粗糙、带短芦者质次。支条很小、芦头大、折断显柴性者不可入药。 

1977 版《中国药典》一部：以条粗壮、质坚实、断面色黑者为佳。 

《中华药海》：以支条肥大、皮细、质坚、芒头修尽、肉色乌黑者为佳。支条小、皮粗糙、带芦头

者质次。 

《中华本草》：以条粗壮、质坚实、断面色黑者为佳。 

《500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玄参以根条粗壮，皮细薄，肉肥厚，体重不空泡，质坚性糯，

断面碴口乌黑油润为佳。反之，纤维性强（柴性），条细皮粗，断面空心，内色灰黄，肉质少质次。浙

玄参为玄参中之上品，其他产地（四川、河南、河北等）均次之。 

综上，历代对于玄参的规格等级划分强调产地质量，以浙玄参为道地药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性状，

如支条的粗细、质量的大小、断面的颜色等进行评价。为制定玄参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