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美· 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报告》2018 年 12 月 

12 月指数报：冷淡药市中，石决明、骨碎补、薏苡仁脱颖而出 

摘要 

2018 年 12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指数报于 1224.81 点，环比下跌 0.83%；上

年同期的 1271.94 点，下跌了 3.71%。由此可见，12 月价格指数继续呈现下滑趋势，药材市

场依旧萎靡不振，尚未有止跌转稳迹象。 

按产地区域分布，在 12 月份，广东产地指数位居涨幅榜的榜首，涨了 2.39%；而浙江

产地指数独占跌幅榜的前列，下跌了 3.55%。其中，石决明对广东产地指数的贡献最大，在

12 月份，石决明地区性库存偏少，价格指数上涨了 77.17%，位居品种涨幅榜榜首；前胡价

格下滑是导致浙江产地指数下跌主要原因，在 12 月份，前胡正值各地大量产新，新货不断

上市充斥市场，价格指数下跌了 23.11%。 

在 12 月份，肉豆蔻正值销售旺季，加之口岸来货量不大，行情出现反弹上涨，而进入

2019 年后，口岸来货量不断增加，行情再次小幅度回调下滑；重楼因家种货规模上市冲击，

行情迎来反转下滑之势；浙贝母种植基本完成，种植热情不减，持货商多担忧来年产出量较

大，急于抛售手中货源，行情继续下滑。 

1. 药市评论 

12 月，按往年惯例是一年中销售的“黄金月”，新货集中上市，持货商积极出售，用药

单位积极补充库存，往往呈现购销两旺的局面。而 2018 年的 12 月份，来产地和市场的购货

商偏少，药材销售低迷依旧延续，导致市场专营商、加工户不敢冒然大量储存库存，大多数

是订单购销；多数品种价位不高，下跌靠近成本线，只有少数品种价格上涨。一系列因素造

就 12 月份药市成交量、人流量指标均在低位徘徊。 

12 月，又是“回款月”，年底要帐的金额，甚至超过了其付款销售总额，药材市场呈现

卖货难、不赊难卖货、赊期长、赊欠了要账难的特征，侧面折射赊账欠款成了阻碍药市发展

的又一道门槛。 

2018 年药市以 12 月行情惨淡收场，经营商家从艰难中挺过来了。2018 年，也许并未给



 

 

商家带来太多的物质收益，但通过残酷的市场，使得更多的商家学会思考，探索差异化经营

模式，转换经营思路，对促进中药材市场整体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产新增加和销售锐减，奠定了 2018 年市场行情整体疲软下跌之势。因此，在需求下降

的背景下，只有通过下调价格来调节生产规模，这是正常的行情规律，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

阶段。因此，商家也应理性看待，不恐慌、不悲观。 

2018 年药市好也罢、坏也罢，都已成过去。在生产高基数背景下，2019 年中药材市场

仍难有较大的好转，商家仍要做好准备！ 

2. 总指数 

2018 年 12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指数报于 1224.81 点，环比下跌 0.83%；比

上年同期的 1271.94 点下跌了 3.71%。2018 年 12 月底，日价格指数收于 1220.59 点，较月

初下跌 0.60%，本月最高值为 12 月 1 日的 1227.97 点，最低值为 12 月 31 日的 1220.59 点。

由此可见，12 月价格指数继续呈现下滑趋势，药材市场依旧萎靡不振。 

 



 

 

图表：2018 年 12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走势图 

3. 部位指数 

本期 12 个部位分类的价格日指数同比上月涨跌介于-2.52%至 2.14%之间，其中有 5 类

上涨，7 类下跌。 

本期菌、藻类价格指数涨幅最大，上涨了 2.14%。菌、藻类的常见品种有茯苓、灵芝、

茯神、猪苓等，本期对菌、藻类指数变化影响较大的品种是茯苓、雷丸和灵芝，分别上涨

2.77%、1.2%和 0.47%。 

花类、孢子类价格指数跌幅最大，下跌了 2.52%。花类、孢子类的常见品种有菊花、金

银花、玫瑰花、夏枯草等，本期对花类、孢子类指数变化影响较大的品种是款冬花、野菊花

和扁豆花，分别下跌了 9.22%、5.95%和 5.01%。 

根及根茎类监测的品种最多，达到 130 个品种。2018 年 12 月根及根茎类价格指数下跌

了 0.96%，影响比较大的品种是前胡、莪术和白及，跌幅分别为 23.11%、22.31%和 14.58%。 

果实、子仁类监测的品种有 127 种。2018 年 12 月果实、子仁类价格指数下跌了 1.69%，

影响比较大的品种是青皮、荔枝核和陈皮，分别下跌了 14.17%、13.98%和 13.38%。 



 

 

 

图表：部位指数及本月跌涨情况 

4. 功效指数 

本月 16 个功效分类中，有 8 类上涨，8 类下跌 0 类。16 个功效分类涨跌幅介于-3.81%

至 3.66%之间。平肝息风药涨幅最大，主要是受石决明价格坚挺的影响，石决明指数上涨了

32.65%。理气药跌幅最大，是因为枳实、木香行情疲软所致，其中枳实下跌了 4.43%，只因

于 2018 年产新量较多，加上需求拉动不足；湖北、云南等地的木香在 12 月份正值产新中，

因 2016 年库存薄弱，产新量少，致使价格上涨，刺激木香各产区纷纷扩种，又赶上地方政

府把木香当作扶贫项目大力发展种植，因此到 2018 年，大多数商家预估木香产新量比 2017

年大，加之当前市场需求拉动不足，产地货源充足，新货不断上市补充，木香行情表现疲软，

指数下跌了 3.46%。 



 

 

 

图表：功效指数及本月跌涨情况 

5. 产地指数 

本期 29 个产地价格指数中，有 7 个产地上涨，22 个产地下跌，产地指数涨跌幅介于

-3.55%~2.39%之间。广东产地指数涨了 2.39%，贡献最大的石决明，上升了 77.17%，次之

冰片、广藿香和番泻叶，分别涨了 6.65%、3.74%、2.31%。浙江产地指数下跌了 3.55%，主

要原因是陈皮、青皮、前胡价格下跌所致，其指数分别下滑了 13.38%、14.17%和 23.11%，

而浙贝母、覆盆子分别跌了 6.57%和 4.95%。 



 

 

 

图表：产地指数本月跌涨情况 

6. 品种指数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 515 个代表品种中，126 个品种价格指数上涨，190 个品种

出现下跌，与上期持平的品种有 199 个。 

 

图表：品种指数涨跌数目及占比情况 

2018 年 12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涨跌幅在-5%~5%的品种有 473 种，占总数的

91.84%，另有 4.66%的品种跌幅在 5%以上，3.50%的品种涨幅在 5%以上。可见，大多数品



 

 

种价格处在下跌状态。 

 

图表：中药材品种涨跌分布情况 

中药材价格指数 515 个代表品种中，同比上个月，本月涨幅较大的依幅度由大到小有石

决明、骨碎补、薏苡仁和天葵子等。其中，石决明价格指数同比上月上涨 77.17%，次之骨

碎补上涨 14%，薏苡仁上涨 12.96%、天葵子 10.29%。下跌幅度由大到小的产品依次前胡、

莪术、白及、青皮和重楼等。其中，前胡价格指数同比上月下跌 23.11%，次之莪术下跌 22.31%，

白及下滑 14.58%、青皮下降 14.17%。 



 

 

 

图表：品种价格指数本月涨跌排行榜（同比上月） 

7. 热门品种浅析 

石决明：在 12 月份底价格指数报于 1313.45 点，环比增长了 77.17%，比去年同期上涨

了 70.48%，位居涨幅榜榜首，可谓一路春风得意。 

 



 

 

图表：本月石决明价格指数走势图 

石决明为鲍科动物杂色鲍、皱纹盘鲍、羊鲍、澳洲鲍、耳鲍或白鲍的贝壳。其多主产于

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集中产新在 3-4 月份。鲍鱼壳多在海鲜馆里、大酒店内出现，

一般厨卫人员嫌价格偏低，多数人不去收集，随手当拉圾处理掉。而石决明为常用动物的小

三类品种，一般药材企业、饮片商家储存非常有限。 

目前社会库存相当薄弱，货源集中在专营户手中，外围商家少有关注。12 月份市场货

源走动较快，商家手中货量下降，随着库存的消耗，主产区冬季无货可供，价格向上浮动。

现市场大个石决明价格在 15 元上下，小个货石决明价格在 9 元左右。 

前胡：12 月正值是前胡的集中产新期，各产地新货不断上市充斥市场，价格指数出现

“断崖式”下滑，独占跌幅榜鳌头，环比下滑 23.11%，同比去年同期下滑 34.02%。 

 

图表：本月前胡价格指数走势图 

由于 2016 年前胡因干旱减产严重，行情大幅上涨，刺激 2017 年产地药农大面积扩种。

在 2017 年产新前，前胡行情一路高歌猛进，随着新货不断大量上市，产新后产地收购价格

回调下滑。2016-2017 年高价刺激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致使 2018 年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产新量增加，行情继续下滑。 

加之新货前胡含量不稳定，受国家监管部门对前胡质量的把控越来越严格，造就药材市

场和药厂订单需求拉动不足，预计后市难有起色。 

肉豆蔻：12 月份正值是肉豆蔻销售旺季，受口岸来货量不大，价格指数从 430.1 点上涨

至 467.09 点，增长了 8.6%。 



 

 

 

图表：本月肉豆蔻价格指数走势图 

进入 2019 年新年，口岸来货量增多，商家按需采购，整体肉豆蔻走动量并不乐观，行

情出现小幅度回调下滑。目前肉豆蔻不单单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热带地区种植

发展，在国内也积极推广种植试图逐步解除依赖进口的局面。现在肉豆蔻的价格已是 1999

年以来的低价水平，再下滑的空间有限，预计后市行情以低价徘徊为主。 

重楼：在 12 月份，受重楼家种货规模上市冲击，产地发展种植热情高涨，持续商家开

始焦虑，积极出售手中的货源，价格指数加速回落，由 3043.47 点下跌至 2650.43 点，下降

了 393.04 点，环比下滑 12.91%。 

 

图表：本月重楼价格指数走势图 

截止 2019 年 1 月 15 日，重楼统货价格下滑至 850-900 元。产地重楼种植种苗销售火热



 

 

中，预计今年种植面积有增。 

其实早在 2001 年就开始引种重楼驯化，经过不断研究，重楼种植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

植株成活率大大提升，部分地区涌现种植大户；到 2013 年重楼种植开始进入推广发展，育

苗、育种、栽种规模化。2013 年左右种植的重楼，在 2018 年迎来产新，行情却在年底产新

后迎来反转下滑。可见，若无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2019 年重楼产新量会继续增加，后市

行情不容乐观。 

浙贝母：到在 12 月份，浙贝母种植已接近尾声，整体上种植面积没有出现调减。如今

浙贝母生产已过剩，可供货源充足，人气低迷，需求不旺，持货商多急于抛售手中货源，价

格持续下跌，价格指数由 580.07 点下跌至 541.97 点，下滑了 6.57%，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29.49%。截止 2019 年 1 月 15 日，市场药厂小统货售价 40-45 元，原包统货多要价 42-50 元。 

 

图表：本月浙贝母价格指数走势图 

受 2013-2014 年高价影响，浙贝母种植户热情高涨，累计扩种面积较大。而近两年，浙

贝母种植面积调减尚不明显，甚至部分产地有扩种迹象。而且目前，无硫浙贝母在烘干时，

当温度超过 70℃，干货含量极易不达标。12 月份浙贝母种植基本完成，而行情继续下滑，

似乎折射出大多数商家对其来年产出量的担忧。 

 

 

 



 

 

8. 总结 

在 12 月份，广东的石决明、冰片、广藿香和贵州的骨碎补、薏苡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而浙江的浙贝母、覆盆子和广西的莪术价格下跌较为厉害。 

12 月年底，掀起“要账风波”，药材市场呈现不赊难卖货、赊欠了要账难的特征，侧面

折射赊账欠款成了阻碍药市发展的又一道门槛。 

12 月份，来产地和市场的购货商偏少，药材销售低迷依旧延续，多数品种价位不高，

下跌靠近成本线，只有少数品种价格上涨。供求矛盾是决定最终价格发展走向的内在因素，

因此，在需求下降的背景下，只有通过下调价格来调节生产规模，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阶段，

商家也应理性看待，不恐慌、不悲观。 

在各地药材基地纷纷兴起和中药材扶贫种植推广下，在 2018 年许多药材迎来大丰收，

只有小部分药材减产歉收，加之市场飞检不断，质检愈加严厉，整体需求下降，2018 年药

材行情呈现下跌之势。若无发生的自然灾害（干旱、寒潮、台风等）和强劲的需求拉动，预

计 2019 年中药材市场仍难有较大的气色，商家仍需谨慎经营，药农勿盲目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