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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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款冬花； 

----第 94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蜈蚣； 

----第 95 部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乌梢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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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部分。 

本标准代替 T/CACM 1021.8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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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胡志刚、胡超逸、黄璐琦、詹志来、郭兰萍、李军德、吴明丽。 

 

 

 

 

 

 

 

 

 

 

 

 

 

 

 

 

 

 

 

 

 



T/CACM 1021.94—2018 

 
1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蜈蚣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蜈蚣的商品规格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蜈蚣药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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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蚣  SCOLOPENDRA 

本品为蜈蚣科动物少棘巨蜈蚣Scolopendra subspinipes mutilans L.Koch 的干燥体。 

春、夏二季捕捉，用竹片插入头尾，绷直，干燥。 

3.2  

规格   specification 

蜈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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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蜈蚣药材分为蜈蚣条、蜈蚣皮两个规格。 

3.3  

等级  grade 

在蜈蚣药材各规格下，用于区分蜈蚣品质的交易品种的依据。 

注：在蜈蚣条规格下，根据长度划分等级，将蜈蚣选货规格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三个等级。 

4 规格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 要求，性状图参见附录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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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蜈蚣商品规格等级划分表 

规格 等级 
性状描述 

共同点 区别点 

蜈蚣条（

选货） 

 

  一等 
以竹签串起完整虫体，呈扁平长条形，宽0.5-1cm。由头部和躯

干部组成，全体共 个环节。头部暗红色或红褐色，略有光泽，22

有头板覆盖，头板近圆形，前端稍突出，两侧贴有颚肢一对，前

端两侧有触角一对。躯干部第一背板与头板同色，其余 个背板20

为棕绿色或墨绿色，具光泽，自第四背板至第二十背板上常有两

条纵沟线；腹部淡黄色或棕黄色，皱缩；自第二节起，每节两侧

有步足一对；步足黄色或红褐色，偶有黄白色，呈弯钩形， 末

一对步足尾状，故又称尾足，易脱落。质脆，断面有裂隙。气微

腥，有特殊刺鼻的臭气，味辛、微咸。 

≥14cm。 

  二等 12~14cm。 

三等 9~12cm。 

蜈蚣皮 统货 
无竹签，全体呈皱缩卷曲状或呈扁平长条形，头部暗红色或红褐色，躯干部为棕绿色或墨

绿色，步足黄色或红褐色。气微腥，有特殊刺鼻的臭气。长度不等。 

注1：《中国药典》 版收2015 载 蜈蚣 药材长度“ ” 为9~15cm，但目前市场上15 以上的蜈蚣正品药材也比较常见。cm  

注2：当前市场存在多棘巨蜈蚣Scolopendra multidens Newport或进口蜈蚣充当蜈蚣药材使用的情况，这种蜈蚣一般体 

型较大，多在17cm以上，背部呈棕红色，宽度在1cm以上，外观、性状和少棘巨蜈蚣差异较大。 

注3：蜈蚣皮的加工方法未被药典收载，但市场上蜈蚣皮流通和使用较多，故将蜈蚣皮收入规格划分中。 

注4：市场上蜈蚣存在断条、接条等现象，多混于同等级整条蜈蚣中销售，但不影响药用。 

注5：在产地和市场少量蜈蚣亦存在拉伸现象，需要根据蜈蚣节间进行甄别。 

注6：关于蜈蚣药材历史产区沿革参见附录 。B  

注7：关于蜈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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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规定外，7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无虫蛀； 

——无杂质； 

——无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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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蜈蚣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图 A.1  蜈蚣参药材规格等级性状图 

 

说明： 

A——一等； 

B——二等； 

C——三等； 

D——蜈蚣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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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蜈蚣药材历史产区沿革 

蜈蚣的生境分布 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曰：“吴蚣味辛温。主鬼

注蛊毒，啖诸蛇虫鱼毒，杀鬼物老精，温虐，去三虫（御览引云：一名至掌，大观本在水蛭下）。生川

谷。”《神农本草经》中说明了蜈蚣的功效主治和生境，但未明确具体位置。 

魏晋时期《名医别录》记载：“有毒。主治心腹寒热结聚，堕胎，去恶血。生大吴江南。赤头足者

良。”其中记载了蜈蚣的功效主治及其产地。也未提及动物或药材形态，从中不能判别动物来源。大吴

可能是指宋、齐、梁三个南朝沿袭的吴郡这个行政区划。所谓“江南”可能指的是长江口南岸的广大地

区。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记录为：“生大吴川谷江南。赤头足者良。今赤足者多出京口，长山、高丽

山、茅山亦甚有，于腐烂积草处得之，勿令伤，曝干之，黄足者甚多，而不堪用，人多火灸令赤以当之，

非真也。”京口，或指丹徒（今日镇江），或指京江（今日之长江下游）的入海口。长山（或常山）与

高丽山不知今日改作什么山名，至于茅山尚未更名。 

后蜀·韩保升《蜀本草》载:“(蜈蚣)生山南川谷,及出安、襄、邓、随、唐等州土石间，人家屋壁

中亦有。形似马陆，身扁而长，黑头赤足者良。”其中增加了“山南”及安、襄、邓、随、唐等州，系

今现在湖北中西部及河南南部地区。 

宋代《证类本草》记载：“图经曰蜈蚣，生吴中川谷及江南，今江浙、山南、唐、邓间皆有之。多

在土石及人家屋壁间，以头、足赤者为胜。”明代《本草品汇精要》同引图经之说。其中所提到的地点

与《蜀本草》相似。 

明代《本草蒙筌》中记载：“墙壁多藏，各处俱有。端午收者美，赤头足者良。”表明蜈蚣的生境

范围之广。 

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记载：“蜈蚣，江以南处处有之。春出冬蛰，节节有足，双须歧尾，头上

有毒钳。入药以头足赤者为良。”也表明蜈蚣的生境范围很广，长江以南“处处有之”。 

版1963 《中国药典》一部收载蜈蚣主产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等地。 

徐国钧《中国药材学》收载蜈蚣主产于湖北、浙江、湖南、安徽、河南、江苏、陕西等地。 

《中华本草》收载蜈蚣主产于江苏、浙江、湖北、湖南、陕西、河南等地。 

《 味500 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记载少棘巨蜈蚣主要分布于湖北、浙江的丘陵、低山地区；江苏、

安徽、江西、四川、河南、陕西、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云南亦有分布。主产于湖北随州、应山、

京山、钟祥、宜昌、当阳、老河口、襄阳、枣阳、南漳、安陆、勋县、松滋、枝江、枝城；浙江岱山、

普陀、定海、海宁、桐乡；江苏盱眙、江浦、宜兴、苏州、江阳；安徽滁县、六安、巢湖等地。 

金世元《金世元中药材传统经验鉴别》收载蜈蚣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生产。主产于湖北随州、应

山、京山、钟祥、宜昌、当阳、老河口、襄阳、枣阳、松滋、枝江，浙江岱山、普陀，江苏盱眙、浦江、

宜兴，安徽滁县、六安等地，均为野生，以湖北产量大，质量优。 

现代文献中蜈蚣产地分布极广，少棘巨蜈蚣主产于湖北随州、应山、京山、钟祥、宜昌、当阳、广

水、襄阳、枣阳，浙江岱山、普陀，江苏盱眙、江浦、宜兴，安徽采安、滁县、嘉山，河南淅川、方城

等地，此外，陕西、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区也产。 



T/CACM 1021.94—2018 

 
5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蜈蚣药材品质评价沿革 

对于蜈蚣的品质评价， 早记载于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曰：“生大吴江南。赤头足者良。”

明确指出以赤头、赤足者为佳。后蜀·韩保升《蜀本草》载：“(蜈蚣)生山南川谷，及出安、襄、邓、

随、唐等州土石间，人家屋壁中亦有。形似马陆,身扁而长，黑头赤足者良。”又指黑头、赤足蜈蚣为

佳。而到了唐代，《新修本草》记录：“生大吴川谷江南。赤头足者良。今赤足者多出京口，长山、高

丽山、茅山亦甚有，于腐烂积草处得之，勿令伤，曝干之，黄足者甚多，而不堪用，人多火灸令赤以当

之，非真也。”重新指明赤头、赤足者佳，且之后各代典籍均以此作为蜈蚣质量佳的标准。宋代《证类

本草》记载：“图经曰蜈蚣，生吴中川谷及江南，今江浙、山南、唐、邓间皆有之。多在土石及人家屋

壁间，以头、足赤者为胜。七、八月取之，黄足者 多。人以火炙令赤以当之，不堪用也。”明代《本

草蒙筌》记载：“墙壁多藏，各处俱有。端午收者美，赤头足者良。”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记载：

“蜈蚣，江以南处处有之。春出冬蛰，节节有足，双须歧尾，头上有毒钳。入药以头足赤者为良。”可

见，古代文献主要是以“赤头、赤足”作为质量优的标准，而对蜈蚣具体性状质量方面的评价较少，无

品质方面更具体的记载，在近代文献中描述如下： 

1963 版《中国药典》一部：“以体长、头红、身黑绿色、头足全者为佳。” 

《中国药材学》：“本品以条大、完整、头红、身黑绿色、腹干瘪者为佳。” 

1977 版《中国药典》一部：“以条大、完整、腹干瘪者为佳。” 

《中华本草》：“以身干、条长、头红身黑绿色、头足完整者为佳。”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以条长、身干、头红身黑绿、腿全者为佳。” 

综上所述，古代对于蜈蚣的规格等级划分主要是对头足的颜色进行评价，后世多强调具体性状，并

以身干、体长、头红、身黑绿色、头足完整者为佳，为制定蜈蚣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