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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公示草案

草案 099-2018

手掌参饮片质量标准（草案）

手掌参

Shouzhangshen

GYMNADENIAE CONOPSEAE RHIZOMA

GYMNADENIAE CRASSINERVIS RHIZOMA

本 品 为 兰 科 植 物 手 参 Gymnadenia conopasea(L.)R.Br. 或 粗 脉 手 参 Gymnadenia

crassinervis Finet 的干燥块茎。春、秋二季采挖，洗净，用沸水烫后干燥。

【炮制】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筛去灰屑。

【性状】 为不规则形厚片。切面黄白色，角质样；周边淡黄色，皱缩。质坚硬。气特

异，味淡，嚼之有黏性。

【鉴别】 （1）本品粉末浅黄白色。糊化淀粉粒团块甚多。草酸钙针晶易见，在薄壁细

胞中成束存在，长 8～65µm。下皮细胞呈类圆形，壁稍弯曲，增厚，有的细胞含类圆形或不

规则形硅质块。

（2）取本品粉末 0.5g，加水 10ml，强力振摇，放置 30 分钟，呈冻胶状，取出少量，

置载玻片上，加墨汁 1～2滴，置显微镜下观察，冻胶不被染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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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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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乙醇作溶剂，不得少于 15.0％。

【性味与归经】 甘，平。归肺、肾经。

【功能与主治】 止咳平喘，益肾健脾，理气和血。用于肺虚咳喘，虚劳消瘦，神经衰

弱，肾虚腰腿酸软，阳痿，滑精，尿频，黄疸，久泻，失血，带下，乳少，跌打损伤。

【用法与用量】 9～15g；或研末，或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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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应付】 写手掌参、手参均付手掌参。

【贮藏】 置阴凉干燥处，防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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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名称】 中文名、汉语拼音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未修订。拉丁

名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修订为“GYMNADENIAE CONOPSEAE RHIZOMA 和

GYMNADENIAE CRASSINERVIS RHIZOMA”。

【来源】本品为兰科植物手参 Gymnadenia conopasea(L.)R.Br.或粗脉手参 Gymnadenia

crassinervis Finet 的干燥块茎。

【采收与加工】 春、秋二季采挖，洗净，用沸水烫后干燥。

【原植物】 手参 植株高 20～60cm。块茎椭圆形，长 1～3.5cm，肉质，下部掌状分

裂，裂片细长。茎直立，圆柱形，基部具 2～3枚筒状鞘，其上具 4～5枚叶，上部具 1 至数

枚苞片状小叶。叶片线状披针形、狭长圆形或带形，长 5.5～15cm，宽 1～2（～2.5）cm，

先端渐尖或稍钝，基部收狭成抱茎的鞘。总状花序具多数密生的花，圆柱形，长 5.5～

15cm；花苞片披针形，直立伸展，先端长渐尖成尾状，长于或等长于花；子房纺锤形，顶部

稍弧曲，连花梗长约 8mm；花粉红色，罕为粉白色；中萼片宽椭圆形或宽卵状椭圆形，长

3.5～5mm，宽 3～4mm，先端急尖，略呈兜状，具 3 脉；侧萼片斜卵形，反折，边缘向外

卷，较中萼片稍长或几等长，先端急尖，具 3脉，前面的 1 条脉常具支脉；花瓣直立，斜卵

状三角形，与中萼片等长，与侧萼片近等宽，边缘具细锯齿，先端急尖，具 3 脉，前面的 1

条脉常具支脉，与中萼片相靠；唇瓣向前伸展，宽倒卵形，长 4～5mm，前部 3 裂，中裂片

较侧裂片大，三角形，先端钝或急尖；距细而长，狭圆筒形，下垂，长约 1cm，稍向前弯，

向末端略增粗或略渐狭，长于子房；花粉团卵球形，具细长的柄和粘盘，粘盘线状披针形。

花期 6～8月。

粗脉手参 植株高 23～55cm。块茎椭圆形，长 2～4cm，肉质，下部掌状分裂，裂片细

长。茎直立，较粗壮，圆柱形，基部具 2～3 枚筒状鞘，其上具 3～5 枚叶，上部常具 1～2

枚苞片状小叶。叶片椭圆状长圆形，长 4.5～10cm，宽 1.2～2.3cm，先端急尖，基部收狭成

抱茎的鞘。总状花序具多数密生的花，圆锥状卵形或圆柱形，长 4～7cm；花苞片披针形或

卵状披针形，直立伸展，先端渐尖，较子房长很多；子房纺锤形，连花梗长约 7mm；花粉红

色，罕带白色；中萼片直立，舟状，卵状披针形，长 3.5mm，宽 2mm，先端急尖，具 3 脉；

侧萼片张开，斜卵状披针形，长 4.5mm，宽 2～2.2mm，先端急尖，具 3 脉；花瓣直立，宽卵

形，长 3.5mm，宽 2.5mm，与中萼片相靠合，且较侧萼片稍宽，边缘具细锯齿，先端急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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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2 脉，脉上具支脉；唇瓣向前伸展，宽倒卵形，长 3.5mm，宽 2.5mm，上面被短柔毛，前

部 3 裂，中裂片三角形，较侧裂片长，先端钝；距圆筒状，下垂，长为子房长的 1/2，末端

钝；花粉团球形，具细长的柄和粘盘，粘盘披针形。花期 6～7月。果期 8～9月。

【产地】 手参 产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东南部、

四川西部至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

粗脉手参 产于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部至南部。

【成分】 含挥发油、粘液质、淀粉、蛋白质及糖类等。

【炮制】 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未修订。

【性状】 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未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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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观察手掌参粉末中糊化淀粉粒、草酸钙针晶及下皮细胞等特征，并对其显微特征进行归

纳，拟定标准。见图 1。

糊化淀粉粒团块 草酸钙针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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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皮细胞（含硅质块）

图 1 粉末显微特征

（2）理化鉴别 本品加水后，凝结呈胶质状，并不被墨汁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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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样品水分平均值为 13.7%，最大值为 14.2%，最小值为 12.9%。根据测定结果，并

采用统计学分析，将其限度暂定为“不得过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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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平均值为 3.2%，最大值为 5.0%，最小值为 1.4%，根据总灰分测定结果，并采用统计学分

析，将其限度暂定为“不得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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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样品浸出物平均值为 17.7%，最大值为 19.7%，最小值为 15.9%，根据浸

出物测定结果，采用统计学分析，将其限度暂定为“不得少于 15.0%”。

【含量测定】 手掌参与天麻同属兰科，查阅相关文献并根据植物学亲缘关系推断，本

品含有天麻素类成分，故以天麻素为定量指标，拟建立 HPLC 法测定天麻素含量的方法。经

试验，建立了天麻素含量测定方法，测定 10 批样品中天麻素的含量，最大值为 0.36mg/g，

最小值为 0.06mg/g，平均值为 0.20mg/g。通过上述测定数据分析，样品中天麻素含量较低

（万分之二），作为定量指标，对控制品种整体质量意义不大，故暂不将此项列入标准正

文。

【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 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未修订。

【处方应付】 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未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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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 同《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未修订。

发布单位：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起草单位：马鞍山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起 草 人：吴勇 刘燕 刘嵩

复核单位：芜湖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复 核 人: 钱浅 汪剑飞

审核单位：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审 核 人：班永生 鲁轮 张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