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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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知母；

----第 81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五倍子；

----第 82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降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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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15－2017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阳中医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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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涛、肖承鸿、江维克、黄璐琦、郭兰萍、詹志来、张元、杨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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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五倍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五倍子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五倍子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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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倍子 GALLACHINENSIS
漆树科植物盐肤木Rhus chinensisMill.、青麸杨Rhus potaniniiMaxim.或红麸杨Rhus punjabensis Stew.

var. sinica（Diels）Rehd. et Wils.叶上的虫瘿，主要由五倍子蚜Melaphis chinensis（Bell）Baker寄生而形

成。秋季采摘，置沸水中略煮或蒸至表面呈灰色，杀死蚜虫，取出，干燥。按外形不同，分为“肚倍”
和“角倍”。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五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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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材是否进行等级划分，将五倍子分为“角倍”和“肚倍”两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五倍子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五倍子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根据长、直径、单个重量、每500克个数和破碎率，将五倍子角倍、肚倍规格分为“选货”和“统货”两个等级。

3.4

选货 selected goods

指对五倍子品质优劣进行区分，按规定大小进行分拣。

3.5

统货 gradeless and uniformly-priced goods

指对五倍子品质符合《中国药典》规定，不区分大小。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 1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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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规格等级划分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肚倍

选货
干货。呈长圆形或纺锤形囊状，表面灰褐色或

灰棕色，微有柔毛。质硬而脆，易破碎，断面

角质样，有光泽，壁厚0.2 cm～0.3 cm，内壁

平滑，有黑褐色死蚜虫及灰色粉状排泄物。气

特异，味涩。

长≥4.5厘米，直径 2.5～4厘米，单个重量

＞4.5克，大小较均匀一致。每 500克＜95
个。破碎率＜10%。

统货
长2.5～9厘米，直径1.5～4厘米，大小差异

较大。每500克≥95个。破碎率＜20%。

角倍

选货

干货。呈菱形，具不规则的钝角状分枝，表面

灰褐色或灰棕色，柔毛较明显。质硬而脆，易

破碎，断面角质样，有光泽，壁厚0.2～0.3 cm，

内壁平滑，有黑褐色死蚜虫及灰色粉状排泄

物。气特异，味涩。

长≥5厘米，直径2.5～4厘米，单个重量大于

4克，大小较均匀一致。每500克＜115个。

破碎率＜15%。

统货
长2.5～9厘米，直径1.5～4厘米，大小差异

较大。每500克≥115个。破碎率＜于25%。

注1：当前市场五倍子药材常混有部分碎片，2015版《中国药典》性状中也有“易破碎”描述，故规格等级增加“破碎率”。

注2：当前市场五倍子药材中有部分直径小于1.5厘米，不符合2015版《中国药典》的规定。

注3：关于五倍子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B。

注4：关于五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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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虫蛀；

——无霉变；

——无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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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五倍子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左——选货；

右——统货。

图 A.1 五倍子（肚倍）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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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左——选货；

右——统货。

图 A.2 五倍子（角倍）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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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五倍子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五倍子之药用始载于《本草拾遗》（739年），记述其产地则见于宋朝的《本草图经》（1062年）：

“五倍子，旧不著所出州土，云在处有之。今以蜀中者为胜，生肤木上”，蜀中即指四川盆地；清代《本

经逢原》（1695年）亦云：“产川蜀，如菱角者佳”；《本草述钩元》（1833年）中有：“各处有此种，

以蜀产结于盐肤木上者乃良”，均表明四川出产的五倍子品质优良。此外，清光绪年间的《安康乡土志》

（1939年版）又有：“倍子产于安康北山一带，其用途可制颜色，亦出口货大宗” ，安康位于陕西省最

南部，处于川、陕、鄂、渝四省市结合部，该地区所产的五倍子经汉口、西安出口欧美、日本、东南亚

等国。民国时期的《药物出产辨》（1930年）载五倍子：“产广西桂林、怀集、柳州，广东乐昌、连州

等处，但以柳州为最佳” ，《中国道地药材》（1989年）将之归于贵药，认为“现时主产贵州、广西、

四川等地，以贵州五倍子居全国之冠”，《中华本草》（1999年）亦载有：“主产于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广西等地”；《道地药材图典》（西南卷）（2003年）中记述：“药材产于贵州、四川、云南、

陕西、广西，以贵州、四川产量大”。
从上文献来看，五倍子的主产和道地产区从古至今变化不大，主产区集中在四川、贵州、陕西、广

西、湖北省区；道地产区有四川、贵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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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五倍子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1995年）记载：“以个大、完整、壁厚、色灰褐者为佳，也有认为

虫瘿内布满蚜虫者好。一般认为角倍的质量优于肚倍，而在商品上以角倍多见”。《中国药材学》（1996
年）记载：药材外形分为“角倍”和“肚倍”，“以个大、完整、壁厚、色灰褐、纯净者为佳”。《中华本草》

（1999年）记载：药材外形分为“角倍”和“肚倍”，“以个大、完整、壁厚、色灰褐、纯净者为佳”。《现

代中药材商品通鉴》（2001年）记载：按外形分为“角倍”和“肚倍”，肚倍质优，角倍质次。《500味常

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2002年）优劣评价以“以个大、完整、壁厚、色灰褐者为佳，以角倍优于肚倍”；
并按外形分“角倍”和“肚倍”两个规格，按大小、单个重量分为两个等级。五倍子商品药材分肚倍和角倍

两类，《道地药材图典》（西南卷）（2003年）中记述：按外形分为“角倍”和“肚倍”，“以个大、完整、

壁厚、色灰褐、纯净者为佳”。
综上，历代对于对五倍子的品质评价主要集中在产地和药材形态，历代本草记载道地产区有四川、

贵州，而目前市场上基本不按产地区分；从近代书籍记载发现，五倍子按药材形态来判断其品质基本一

致，以个大、完整、壁厚、色灰褐者为佳；依据形态差异分为“角倍”和“肚倍”两种规格。为制定五倍子

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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