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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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赤芍； 

----第 58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鹿茸； 

----第 59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沉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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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部分。 

本标准代替T/CACM 1021.188－2018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百草康神药业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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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李培红、高善荣、庞颖、田佳鑫、李军德

、冯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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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鹿茸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鹿茸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鹿茸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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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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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茸  CERVI CORNU PANTOTRICHUM 

本品为鹿科动物梅花鹿Cervus Nippon Temminck 或马鹿 Cervus elaphus Linnaeus 的雄鹿未骨化密生

茸毛的幼角。前者习称“花鹿茸”，后者习称“马鹿茸”。夏、秋二季锯取鹿茸，经加工后，阴干或烘

干。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鹿茸药材在流通过程中用于区分不同交易品类的依据。 

3.3  

等级  grade 
在鹿茸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鹿茸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3.4  

大挺  da ting 

指各种鹿茸较长粗的主干。 

3.5  

门庄  men zhuang 

指鹿茸的第一分枝，习称“门庄”或“眉叉”和“护眼锥”。 

3.6  

独挺  du ting 

即未分岔的独角鹿茸，多为二年幼鹿的“初生茸”,又名“一颗葱”、“打鼓锤”或“钻天锥”。 

3.7  

拧嘴  ning zui 

指鹿茸大挺的顶端，初分支岔时，顶端嘴头，扭曲不正者。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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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化圈  gu hua quan 

鹿茸锯口的周围，靠皮层处，有骨质化的一圈。 

3.9  

抽沟  chou gou 

鹿茸大挺不饱满，抽缩成沟形者。 

3.10  

乌皮  wu pi 

梅花鹿茸的表皮棕黄色，因受加工影响，出现部分皮变成黑色。 

3.11  

存折  cun zhe 

鹿茸内部已折断，而表皮未开裂，但有痕裂。 

3.12  

窜尖  cuan jian 

鹿茸渐老时，大挺顶端，破皮窜出瘦小的角尖。 

3.13  

莲花  lian hua 

指具两个侧枝的马鹿茸。 

3.14  

老毛杠  lao mao gang 

指具三个以上侧枝的马鹿茸，快成老鹿角，但未脱去茸毛者，习称“老毛杠”。 

3.15  

怪角  guai jiao 

指一切违背本种鹿茸的特异性形态，呈不规则形状的鹿茸。 

3.16  

捻头  nian tou 

四岔茸毛粗而稀，大挺下部具棱筋及疙瘩，分枝顶端多无毛，习称“捻头”。 

3.17  

挂角  gua jiao 

大挺超过门庄 4.5-6cm，习称“挂角”。 

3.18  

三岔  san cha  起筋  qi jin  骨豆  gu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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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花鹿茸大挺具有两个分支者，称为“三岔”。其大挺略呈弓样弯曲，长23-33cm，直径较二

杠细且微扁，顶端略尖（不做弯头），下部多有纵棱筋，习称“起筋”，表面微突起的疙瘩，习称“

骨豆”。 

3.19  

三岔四平头  san cha si ping tou 

一般马鹿茸较大，在主干同侧有2-3个典型的侧枝，侧枝与主干呈同侧弯曲，第一支（俗称眉枝）

与第二支（俗称冰枝）相邻近，第三枝（俗称中枝）着生于主干中段，即为三岔；四平头指主干和侧

枝的顶端丰满肥嫩、浑圆。 

3.20  

关东青  guan dong qing 

马鹿茸按产地分为“西马鹿茸”（指西北产品）和“东马鹿茸”（指东北产品）。“东马鹿茸”

又称“关东青”。 

3.21  

腊片  la pian  嘴片  zui pian 

蜡片是选择鹿茸的顶尖部位切片而成，又名嘴片。 

3.22  

粉片  fen pian  白粉片  bai fen pian  黄粉片  huang fen pian   红粉片  hong fen pian 

粉片是选择鹿茸中上段切片而成。粉片以颜色区分有白粉片、黄粉片和红粉片三种。    

3.23  

砂片  sha pian  

砂片是选择鹿茸中下段切片而成，断面呈现海绵样孔隙。 

3.24  

骨片  gu pian  老角片  lao jiao pian 

骨片一般指鹿茸下部切片而成，断面黄棕色或带血污色，海绵样孔隙较大，呈纱网样，周围已明

显骨化。 

老角片指选择鹿茸下部切制而成称老角片。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1、表2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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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鹿茸商品规格等级划分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花鹿茸 

（二杠茸） 

一等 
干货。体呈圆柱形，具有八字分岔

一个，大挺、门庄相称，短粗嫩状

，顶头钝圆。皮毛红棕或棕黄色。

锯口黄白色，有蜂窝状细孔，无骨

化圈。不臭、无虫蛀。气微腥，味

微咸。 

不拧嘴，不抽沟，不破皮、悬

皮、乌皮，不存折。 

二等 

不拧嘴，有抽沟，破皮、悬皮

、乌皮，存折等现象。虎口以

下稍显棱纹。 

三等 

干货。体呈圆柱形，具有八字分岔一个。不臭、无虫蛀。兼有独挺

和怪角。气微腥，味微咸。不符合一二等者，均属此等。 

花鹿茸 

(三岔) 
统货 干货。体呈圆柱形，具两个分支。 

再生茸 

（二茬茸） 
统货 

干货。形状与二杠相似,但大挺长而圆，或下粗上细。下部有纵棱筋

，皮质黄色茸毛粗糙，间有细长的针毛，锯口外围多已骨质化，体

较重，其他同二杠茸。不臭、无虫蛀。气微腥，味微咸。  

马鹿茸 

一等 干货。体呈支岔，类

圆柱形。皮毛灰黑色

或灰黄色。不臭、不

虫蛀。气微腥，味微

咸。 

枝干粗壮，嘴头饱满。质嫩的三岔、莲花

、人字等茸，无骨豆，不拧嘴，不偏头，

不破皮，不发头，不骨折。 

二等 
质嫩的四岔茸，有骨豆、破皮、拧嘴、偏

头等现象的三岔茸、人字茸等。 

三等 

干货。体呈支岔圆柱形或畸形，皮毛灰黑色或灰黄色。不臭、不虫

蛀。老五岔、老毛杠和嫩再生茸。有破皮、窜尖等现象。气微腥，

味微咸。不符合一二等者，均属此等。 

注1：关于鹿茸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2：关于鹿茸药材品质评价沿革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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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鹿茸片商品规格等级划分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鹿茸片 

蜡片 

全蜡片 

干货。蜡片是选择鹿茸的顶尖部位（尖端是全蜡片，其下是半蜡片）切

片而成。为圆形薄片，切面平滑，全部或部分胶质状。表面黄棕色或浅

黄色，半透明，显蜡样光泽，外皮无骨质，多可见茸毛，边缘暗棕色，

近边缘处有一较深色环。不臭、不虫蛀。气微腥，味微咸。 半蜡片 

粉片 

白粉片 
干货。粉片是选择鹿茸的中上段（从

上至下依次为白粉片、黄粉片、红粉

片）切片而成。为横切圆形或类圆形

薄片，切面白色、黄色渐变至淡棕色

，中间密布均匀的海绵样空隙，周围

无骨质，边缘具黄褐色环，半透明，

角质，可见有残留的毛茸。质坚脆。

不臭、不虫蛀。气微腥，味微咸。 

断面颜色较白、海绵状孔隙，蜡

圈比较宽。 

黄粉片 断面颜色微黄，海绵状孔隙。 

红粉片 

红粉片是里面有鹿茸血的鹿茸片

，外皮平滑，呈红棕色或棕色，

横切面淡棕色，有海绵状孔隙，

气微腥，味微咸。 

砂片 

红砂片 

干货。砂片是选择鹿茸的中下段切片

而成。片面圆而整齐，不臭、不虫蛀

。气微腥，味微咸。 

红砂片片色较深，手触摸有砂质

感，质硬，周围已显骨化。 

白砂片 

白砂片色浅灰黄白，孔眼较粗，

外侧质地致密，中心稀或部分脱

落。 

骨片 

干货。骨片是用 近骨端的鹿茸段切成。为圆形或类圆形厚片。片面粗

糙，色萎，大部分骨化。不臭、不虫蛀。气微腥，味微咸。 

注1：半蜡片根据鹿茸片中黄褐色环占比多少可进行细分，市场上统称为半蜡片，本规格等级不做该规格

下的等级划分。考虑到当前药材市场中花鹿茸多以二杠为主，三岔很少见，故本标准不对此进行等级的划

分。 

注2：传统马鹿茸市场少见，本次商品规格考察基本未发现成规模的东北马鹿茸、天山马鹿茸。仅在伊犁

考察时，当地鹿茸企业有天山马鹿养殖，但商品在当地基本消化，很少流向市场。目前市场主流鹿茸片为

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进口鹿茸切制而成，基源不明，本标准不予考虑，但其鹿茸片也可参考本标准

。 

注3：文献中“蜡片”与“腊片”均有出现，可根据个人理解进行书写。 

注4：文献中“砂片”与“纱片”均有出现，可根据个人理解进行书写。 

注5：关于鹿茸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6：关于鹿茸药材品质评价沿革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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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应符合 －T/CACM 1021.1 2016的第 章规定。7  

——无变色； 

——无虫蛀； 

——无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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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鹿茸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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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梅花鹿茸二杠一等； 

B——梅花鹿茸二杠二等； 

C——梅花鹿茸二茬茸； 

D——梅花鹿茸三岔茸； 

E——马鹿茸三岔。 

图A.1 不同鹿茸药材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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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梅花鹿茸蜡片； 

B——梅花鹿茸半蜡片； 

C——梅花鹿茸半蜡片； 

D——梅花鹿茸黄粉片； 

E——梅花鹿茸红粉片； 

F——梅花鹿茸红粉片； 



T/CACM 1021.58—2018 

 
15

G——梅花鹿茸白砂片； 

H——梅花鹿茸骨片。 

图A.2 鹿茸片规格 

 

 

图A.3 鹿茸片各部位对应图片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鹿茸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鹿茸的分布 早记载于宋代的《本草图经》，《本草图经》曰：“《本经》不载所出州土，今有山

林处皆有之”，未明确具体位置。但书中附郢州鹿及砍茸图。郢州即今之河南信阳市。 

明代《本草蒙筌》记载为：“山林俱各有生，捕获亦堪驯养。小者名鹿，大者名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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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材学》收载梅花鹿分布于东北、华北。常群栖于山地草原及林边。现多为人工饲养。马鹿

分布于东北、西北、西南及内蒙古。栖息于高山森林草原。野生或饲养。花鹿茸主要产于吉林、辽宁、

河北。马鹿茸主要产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及云南，东北产者称“东马茸”，质

优，多出口；西北产者称“西马茸”。 

《中华本草》收载梅花鹿茸主产吉林、辽宁、河北等地，现江苏、四川等地亦产。马鹿茸主产黑龙

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又称东马鹿茸，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产地者又称西马鹿茸。 

张贵军《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提出马鹿茸，东北产者习称“东马鹿茸”，质优；西北产者习称“西

马鹿茸”，为道地药材。 

《中华药海》收载梅花鹿又名花鹿，分布东北、华北、华东及西北、西南等地区。马鹿又名赤鹿、

八叉鹿，分布东北、内蒙古、西北、西南等地。 

金世元《金世元中药材传统经验鉴别》记载梅花鹿野生者很少，主要以家养为主，以东北 多，如

吉林双阳、东丰、辉南、通化、靖宇、白山、梅河口；辽宁西丰、情原、铁岭，四川都江堰，北京昌平，

河北承德等地。马鹿野生与家养均有，野生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甘肃等地。

家养马鹿主产于新疆尉犁、伊宁、察布查尔、沙雅、巩留、尼勒克、昭苏、阿克苏，黑龙江林口、横道

河子、佳木斯、伊春、牡丹江、宁安，吉林双阳、东丰，辽宁抚顺、西丰，内蒙古赤峰、兴安、呼和浩

特等地。 

综合以上古文献及现代文献考证，古文献中记载鹿茸山林处皆有之， 早记载的是郢州鹿，也就是

今天的河南信阳。现代文献中鹿茸产地分布极广，花鹿茸主产于吉林双阳、东丰、辉南、通化、靖宇、

白山、梅河口，辽宁西丰、情原、铁岭，河北承德，现江苏、四川都江堰、北京昌平等地亦产。马鹿茸

野生主要分布与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甘肃等地，家养马鹿主产于新疆尉犁、伊宁、察

布查尔、沙雅、巩留、尼勒克、昭苏、阿克苏，黑龙江林口、横道河子、佳木斯、伊春、牡丹江、宁安，

吉林双阳、东丰，辽宁抚顺、西丰，内蒙古赤峰、兴安、呼和浩特等地。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鹿茸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神农本草经》记载：《名医》曰：茸，四月、五月解角时取，阴干，使时躁，角，七月采。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曰：以形如小紫茄子者为上，或云茄子茸太嫩，血气犹未具，不若分歧如马

鞍形者有力。茸不可嗅，其气能伤人鼻。七月采角。鹿年岁久者，其角坚好，煮以为胶，入药弥佳。今

医家多贵麋茸、麋角，力紧于鹿。 

《本草蒙筌》小若紫茄，名茄茸。恐血气嫩未全俱；坚如朽木，是气血反老衰残。二者俱不足为美

药也。必得如琥珀红润者为佳，仍择似马鞍岐矮者益善。 

《本草求真》记载：鹿角初生。长二三寸。分岐如鞍。红如玛瑙。破之如朽木者良。酥涂微炙用。 

《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马鹿茸，东北产者习称“东马鹿茸”，质优；西北产者习称“西马鹿茸”，

为道地药材。花鹿茸均以茸粗壮、主枝圆、顶端丰满、质嫩、毛细、皮色红棕、有油润光泽者为佳。马

鹿茸以饱满、体轻、毛色灰褐、下部无棱筋者为佳。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根据鹿的生长时间、茸的大小、分叉多少及老嫩程度可分为初生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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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杠、三岔、挂角、再生茸、砍茸。花鹿茸、马鹿茸均以茸形粗壮、饱满、皮毛完整、质嫩、油润、茸

毛细、无骨棱、骨钉者为佳。习惯认为花鹿茸二杠质量优于挂角、三岔；马鹿茸单门、莲花优于三岔、

四岔。综合以上古文献及现代文献考证发现，鹿茸以茸形粗壮、饱满、皮毛完整、质嫩、油润、茸毛细、

无骨棱、骨钉者为佳。 

经过对亳州、安国、荷花池、玉林四个市场的调查发现梅花鹿茸优于马鹿茸，二杠茸优于三岔茸,

头茬茸优于再生茸，分岔越多质量越次。“肥、大、胖、嫩、轻”是评价鹿茸的重要标准。同一档次梅

花鹿茸商品中，以粗壮、主枝圆、顶端丰满、“回头”明显、质嫩、毛细、皮色红棕、较少骨钉或棱线、

有油润光泽者为佳。此外，梅花鹿和马鹿均以断面周边无骨化圈、中央蜂窝眼细密、皮毛完整者为优。

二者中有破皮、悬皮、抽沟、存折、拧嘴等现象的均应酌情降等。 

综上，鹿茸的规格等级划分强调基原和形态，花鹿茸优于马鹿茸，二杠茸优于三岔茸，分岔越多质

量越次。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表面特征，如以茸形粗壮、饱满、皮毛完整、质嫩、油润、茸毛细、无骨棱、

骨钉者为佳。为制定鹿茸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