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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

草案 095-2018

木馒头饮片质量标准（草案）

木馒头

Mumantou

FICI PUMILAE FRUCTUS

本品为桑科植物薜荔 Ficus pumila L.的干燥成熟果实。秋季果实将熟时采

收，剪去果柄，投入沸水中稍烫，干燥。或鲜用。

【炮制】 取原药材，除去果柄等杂质，洗净，润透，切块，干燥。

【性状】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外表面黄褐色至黑褐色。切面黄棕色至淡棕

色，疏松似海绵，密生浅棕色的花，内侧边缘常见众多棕黄色细小圆球形瘦果及

丝状物。质坚硬。体轻。气微，味甘、涩。

【鉴别】（1）本品粉末黄棕色。表皮细胞类方形至多角形，垂周壁平直，

内含棕色物质，可见不定式气孔。下皮细胞多角形，垂周壁增厚，含丰富的草酸

钙方晶，直径 4～10μm。海绵状薄壁细胞众多，形状不规则，大小不等，局部

垂周壁略呈连珠状增厚，有大形细胞间隔。薄壁细胞间夹杂有较多的分泌管，充

满无定形黄灰色内含物。多细胞非腺毛较多，单细胞非腺毛少见。花序托外表面

的非腺毛较长，有的可达 880μm 以上，直径约 30μm，细胞内充满黄棕色物；

内表面的毛茸较粗短，一般长在 450μm 以下，直径约 40μm。尚可见小形螺纹

导管。

（2）取本品粉末 2.0g,加乙醇 20ml,水浴 30~40℃加热 10 分钟，放冷至室

温，滤过。取滤液 3ml，加镁粉少许，混匀，加 10~15 滴浓盐酸，即有气泡产生，

1~2 分钟内（必要时微热）溶液渐变橙红色至紫红色。

（3）取鉴别（2）样品滤液 3ml，加入等量的 1%的 NaBH4的甲醇液，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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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滴加 10~15 滴浓盐酸，（必要时微热）溶液变为红色或紫红色。

（4）取本品粉末 1.0g，加甲醇 5ml，密塞，超声处理 15 分钟，滤过，取滤

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芦丁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 1ml 含 0.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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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μ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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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以三氯化铝试液，待乙醇挥干后，

置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检查】 水分 不得过 13.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0832 第

二法）。

总灰分 不得过 8.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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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下的热浸法测定，用水作溶剂，不得少于 22.0%。

【性味与归经】 甘，平。归肾、胃、大肠经。

【功能与主治】 补肾固精，清热利湿，活血通经，催乳，解毒消肿。用于

肾虚遗精，阳痿，小便淋浊，痔血，肠风下血，久痢脱肛，闭经，疝气，乳汁不

下，咽喉痛，痄腮，痈肿，疥癣。

【用法与用量】 6～15g，或入丸、散；外用适量，煎水洗。

【处方应付】 写木馒头、木莲、薜荔果均付木馒头。

【贮藏】 置通风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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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名称】 中文名“木馒头”，汉语拼音“Mumantou”，同《安徽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未修订。拉丁名“FICI PUMILAE FRUCTUS”，别名：

薜荔果、木莲、鬼球、牛奶子、牛奶釉、凉粉子等。

【本草考证】 薜荔果始载于唐代《本草拾遗》，在地锦条下，云“薜荔夤

缘树木，三，五十年渐大，枝叶繁茂，叶圆，长二，三寸，厚若石苇，生子似莲

房，中有细子，一年一熟，子亦入用，房破血；一名木莲，打破有白汁，停久如

漆，采取无时也。”对其药用部位分成茎枝和果实，而且全果入药，并提出别名

“木莲”。《植物名实图考》云“木莲即薜荔，自江而南，皆曰木馒头。俗以其

实中子浸汁为凉粉，以解暑。”肯定的提出木莲即薜荔，并首次提到可以食用。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湖南要物志》等名为“薜荔果”。

“鬼球”出处有《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药材资料汇编》等。另有诸多

别名：水馒头（《岭外代答》），鬼馒头（《纲目》），蔓头萝（《生草药性备

要》），凉粉果、木铎，桔杷、文头果、文头榔、糖馒头（《中国树木分类学》），

馒头郎（《广州植物志》），牛奶子、牛奶柚、金柚奶、假秤锤、程邦子、水子

（《福建民间草药》），木果蒲、胖朴（《浙江中药手册》），爬墙果、爬壁果

（《四川中药志》1960年版），凉粉子、烹泡子（《江西草药》）。

【来源】 本品为桑科植物薜荔 Ficus pumila L.的干燥成熟果实。同《安

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未修订。

【采收与加工】 秋季果实将熟时采收，剪去果柄，投入沸水中稍烫，干燥。

或鲜用。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未修订。

【原植物】 常绿攀缘灌木，叶两型，长约 2.5cm，有乳汁。茎灰褐色，多

分枝，幼枝有细柔毛，幼时作匍匐状。有节，叶上生气生根。不育幼枝的叶片小，

互生，叶卵状心形，长 0.6~2.5cm，基部偏斜，近于无柄。成年枝硬，叶大，肥

厚；叶柄长 0.6~1.5cm，托叶卵状三角形，长 0.5~1cm，外被细柔毛，革质；叶

片卵圆形，长 2.5~10cm，宽 1.5~4cm，先端钝，基部圆形或稍心形，全缘，下密

生细柔毛，网脉明显，突起成小蜂窝状。隐头花序，花单性，小花多数；着生在

肉质花托的内壁上，花托单生于叶腋，有短柄，雄花托长椭圆形长达 5cm，直径

3cm；雌花托稍大倒卵形，表面紫绿色，瘦果细小，近球形，棕褐色，果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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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质，表面富粘液，花期 5~6 月，果期 9~10 月。

【产地】 广泛分布于中国广东、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广西、四川等

地。北方偶有栽培，日本、越南北部也有。

【成分】 含黄酮类化合物、脂肪酸、果胶等。

【炮制】 取原药材，除去果柄等杂质，洗净，润透，切块，干燥。基本沿

用《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的制订，参照《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8 年版略有修改。

【性状】 根据对收集的 10 批样品的实际观察，并结合《安徽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2005 年版、《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 年版进行描述。见图 1。

图 1 木馒头饮片

【鉴别】（1）根据对收集的 10 批样品的实际观察，并参照《上海市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2008 年版中的显微描述，对表皮细胞、导管、方晶、分泌管、海

绵状薄壁细胞、螺纹导管、非腺毛、下表皮细胞等显微特征进行描述并列入标准。

见图 2。

65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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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皮细胞 2 导管 3方晶 4 分泌管 5海绵状薄壁细胞 6螺纹导管 7 非腺毛 8 下表皮细胞

图 2 粉末显微特征

（2）木馒头药材中含有多种黄酮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溶于浓硫酸中生

成的样盐，常常表现出特殊的颜色，可用于鉴别。盐酸-镁粉（或锌粉）反应为

鉴定黄酮类化合物最常用的颜色反应。多数黄酮、黄酮醇、二氢黄酮类化合物显

橙红至紫红色，少数显紫至蓝色，当 B 环上有-OH 或-OCH3取代时，呈现的颜色

亦即随之加深。但查耳酮、儿茶素类则无该显色反应。异黄酮类除少数例外，也

不显色。为了避免提取液本身颜色的干扰，可注意观察加入浓盐酸后升起的泡沫

颜色。如泡沫为红色，即示阳性。见图 3。

图 3 化学鉴别

（3）黄酮类化合物泛指两个具有酚羟基的苯环(A-与 B-环)通过中央三碳原

子相互连结而成的一系列化合物，其基本母核为 2-苯基色原酮。黄酮类化合物

结构中常连接有酚羟基、甲氧基、甲基、异戊烯基等官能团。包括黄酮、异黄酮、

黄酮醇、双黄酮等等，以及一系列他们的衍生物。NaBH4是对二氢黄酮类化合物

专属性较高的一种还原剂。与二氢黄酮类化合物产生红至紫色。其他黄酮类化合

物均不显色，可与之区别。见图 4。

87

http://baike.so.com/doc/2626417-2773164.html
http://baike.so.com/doc/816093-863108.html
http://baike.so.com/doc/816093-863108.html
http://baike.so.com/doc/5284860-5519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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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化学鉴别

（4）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槐花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以芦丁对

照品为对照，建立黄酮类化合物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并列入标准。见图 5。

1 2 3 4 5 6 7 8 9 10 S
S：芦丁对照品，1~10：供试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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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6%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定限度为不

得过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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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8%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定限度为不得过 8.0%。。

【浸出物】照水溶性浸出物测定法（《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通则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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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下的热浸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29.5%~38.7%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

定限度为不得低于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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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