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春柴胡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

草案 085-2018

春柴胡饮片质量标准（草案）

春柴胡

Chunchaihu

BUPLEURI SCORZONERIFOLII HERBA

本品为伞形科植物狭叶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ld.的干燥

幼嫩地上部分。春季采割幼苗，除去杂质，干燥。

【炮制】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稍晾，切段，干燥。

【性状】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叶混合。茎圆柱形，表面黄绿色，节明

显，断面中央髓部类白色。叶多为不规则片状，多卷缩或微卷曲，浅绿色至绿色，

平行脉，全缘。体轻，质脆。具败油气，味微苦。

【鉴别】 （1）本品粉末黄绿色。可见较多的导管，主要为螺纹导管和网纹

导管，大小不一。油管较多，分泌物黄色或深黄棕色，呈长条或不规则形。上下

表皮细胞垂周壁均略波状弯曲；气孔多，不定式。

（2）取本品粉末 1.5g，加甲醇 10ml，温浸 20 分钟，滤过，滤液用力振摇，

取滤液 1ml，加醋酐 1ml，摇匀，沿管壁滴加硫酸 20 滴，使成两液层，两液界面

显紫红或红棕色。

（3）取本品粉末 0.5g，加甲醇 10ml，超声处理 30 分钟，滤过，作为供试

品溶液。另取芦丁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 1ml含 1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

各 2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酸-水（8:1:1）为展开

剂，展开，取出，晾干，置氨气中熏 10 分钟后，取出。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



新版《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春柴胡

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主斑点。

【检查】 水分 不得过 11.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832 第二

法）。

总灰分 不得过 9.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

酸不溶性灰分 不得过 1.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

【浸出物】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201）

项下的热浸法测定，用稀乙醇作溶剂，不得少于 18.0%。

【含量测定】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12）

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甲醇

-0.4%磷酸溶液（40:60）为流动相 A，甲醇为流动相 B，按下表中的规定进行梯

度洗脱；柱温为 30℃；检测波长为 258nm。理论板数按芦丁峰计算应不低于 8000。

时间（分钟）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22 100 0

22～25 100→10 90

25～28 10 90

28～30 10→100 0

30～35 100 0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芦丁对照品适量, 精密称定, 加 50%甲醇制成每 1ml

含芦丁 100μg 的溶液。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三号筛）约 0.5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

形瓶中，精密加入 50%甲醇 50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250W，频率 40kHz）

10 分钟，放冷，再称定重量，用 5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

液，即得。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

测定,即得。

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无水芦丁（C27H30O16）不得少于 1.0%。

【性味与归经】 苦，微寒。归肝、胆经。

【功能与主治】 和解少阳，退热，疏肝，升阳。用于感冒发热，寒热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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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胁胀痛，月经不调，子宫脱垂，脱肛。

【用法与用量】 3～9g。

【处方应付】 写春柴胡、嫩柴胡均付春柴胡。

【贮藏】 置通风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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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名称】 本品为修订品种。中文名：“春柴胡”，汉语拼音：“Chunchaihu”，

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未修订。拉丁名：“BUPLEURI

SCORZONERIFOLII HERBA”。参考《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中

国药典》2015 年版修订。

【本草考证】柴胡为常用的辛凉解表药，在我国已有 2000 多年的应用历史。

《中国药典》2015 年版收载柴胡来源为伞形科植物柴胡 Bupleurum chinense DC.

或狭叶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Willd.的干燥根。按其性状不同，习称

“北柴胡”及“南柴胡”。

柴胡原名苑胡，《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李时珍谓:“苑字有柴、紫二音，

苑姜、苑草之苑字音紫，苑胡之字音柴。苑胡生于山中，嫩则可茹，老则采而为

柴，故苗又有芸篙、山菜、茹草之名，而根名柴胡也。”《本草图经》始易其名

为柴胡。《本草纲目》中指出“柴胡生洪农山谷及冤句，今关陕、江湖近道皆有

之，以银州者为胜。二月生苗，甚香，茎青紫，坚硬，微有细线。叶似竹叶而紧

小。亦有似麦门冬而短者，七月开黄花。”李时珍曰:银州即今延安府神木县五

原城是其废迹。所产柴胡长尺余而微白且软，不易得也。据其描述，与《中国植

物志》中新定名的银州柴胡相类似，《证类本草》绘有柴胡图五幅即淄州柴胡、

寿州柴胡、江宁府柴胡、丹州柴胡和襄州柴胡。据图及说明文字考证:淄州柴胡

与未开花时的北柴胡或其变型烟台柴胡相似。丹州柴胡描述为:根赤色，似前胡

而强，芦头有赤毛如鼠尾，与红柴胡完全一致。襄州柴胡如开花期的北柴胡。而

寿州柴胡因其叶对生、花冠部成管状，可能为石竹科植物。《植物名实图考》柴

胡项载有柴胡图一幅据考证为北柴胡。《植物名实图考》中另列有“大柴胡”、

“广信柴胡”、“小柴胡”三项，据图及描述考证，均非伞形科植物。《滇南本

草》收载有柴胡，据图及文字描述，与竹叶柴胡或窄竹叶柴胡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药用柴胡以伞形科柴胡属的北柴胡

(包括其变型)和南柴胡(包括其变型)为主，而西南地区则用竹叶柴胡包括其变

种)。这与现今使用的完全一致。古代的竹叶柴胡根和地上部分分别使用，所谓

“发汗用嫩蕊，治虚热调经用根”，而现在的竹叶柴胡则都用全草。但从中已经

可以看出古代和现今竹叶柴胡类药材使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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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习用柴胡为狭叶柴胡春季采收的带根全草，又称“春柴胡”、

“芽胡”。我省春柴胡商品主要为伞形科植物狭叶柴胡春季采收的地上部分。一

般在春天采割，称“春柴胡”。

【来源】 本品为伞形科植物狭叶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ld.

的干燥幼嫩地上部分，参考《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修订。

【采收与加工】 春季采割幼苗，除去杂质，干燥。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2005 年版，未修订。

【原植物】 多年生草本，高 30～65cm。根深长，不分歧或略分歧，外皮红

褐色。茎单 1或数枝，上部多分枝，光滑无毛。叶互生；根生叶及茎下部叶有长

柄；叶片线形或线状披针形，长 7～15cm，宽 2～6mm，先端渐尖，叶脉 5～7条，

近乎平行。复伞形花序；伞梗 3～15；总苞片缺，或有 2～3；小伞梗 10～20，

长约 2mm；小总苞片 5；花小，黄色：花瓣 5，先端内折；雄蕊 5；子房下位，光

滑无毛。双悬果，长圆形或长圆状卵形，长 2～3mm，分果有 5条粗而钝的果棱，

成熟果实的棱槽中油管不明显，幼果的横切面常见每个棱槽有油管3个。花期7～

9月。果期 8～10 月。见图 1、2。

图 1 狭叶柴胡原植物 图 2 收割前全草图（只取地上部分）

【产地】 生于干燥的荒山坡、田野、路旁。分布吉林、辽宁、河南、山东、

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西藏等地。全国各地均有

栽培。

【成分】 含黄酮类、木脂素类、香豆素类、多糖、甾醇类、挥发油类等。

【炮制】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稍晾，切段，干燥。同《安徽省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未修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6%9E%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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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 根据对收集样品的实际观察，并参考《 江苏省中药材标准》198

9 年版中对地上部分的描述及《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进行描述。

见图 3。

图 3 春柴胡饮片

【鉴别】 （1）照显微鉴别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001）测

定，对导管、油管、气孔等显微特征进行描述并列入标准。见图 4。

1 导管 2 油管 3 气孔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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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粉末显微特征

（2） 参考《 江苏省中药材标准》1989 年版，取本品粉末 1.5g，加甲醇

10ml，温浸 20 分钟，滤过，滤液用力振摇，取滤液 1ml，加醋酐 1ml，摇匀，沿

管壁滴加硫酸 20 滴，使成两液层，两液界面显紫红或红棕色。此反应为皂苷显

色反应，醋酐-浓硫酸 （Liebermann-Burchard）反应，即在试管中将少量样品

溶于乙酸酐，再沿试管壁加入浓硫酸，可出现黄-红-紫-蓝-绿色等变化，最后可

褪色。甾体皂苷颜色变化较快，最后显蓝绿色。而三萜皂苷只能显红或紫色，不

出现绿色。用此法可初步区别甾体皂苷和三萜皂苷。见图 5。

图 5 化学鉴别

（3） 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02）测定，以芦

丁对照品为对照，建立薄层色谱鉴别方法，经审核，氨气熏后，日光下检视各斑

点明显；紫外光（365nm）下检视芦丁对照品斑点为暗斑点，不清晰，暂不收入

标准。见图 6。

S:芦丁对照品 1~10：供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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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薄层色谱图

【检查】 水分 照水分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832 第

二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9.9%~10.8%之间。采用统计学分析测定数据，根

据分析计算结果，将其限度定为不得过 11.0%。

总灰分 照灰分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6.0%~11.3%之间。采用统计学分析测定数据，根据分析计算结

果，将其限度定为不得过 9.0%。

酸不溶性灰分 照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0.6%~1.2%之间。采用统计学分析测定数据，根

据分析计算结果，将其限度定为不得过 1.0%。

【浸出物】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201）

项下的热浸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16.9%~22.2%之间。采用统计学分析测

定数据，根据分析计算结果，将其限度定为不得少于 18.0%。

【含量测定】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512)

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含量在 1.0%～1.5%之间。采用统计学分析测定数据，根据

分析计算结果，将其限度定为按干燥品计算，含无水芦丁不得少于 1.0%。见图 7、

图 8。

图 7 对照品溶液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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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处方应付】【贮藏】 同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未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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