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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GB/T 1.1-2009给出规则编写。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友和医药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中医院、深

圳市罗湖区中医院、深圳市福田区中医院、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江西中医学院、深圳市第

二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原文鹏、廖利平、曾长龙、陈玩珊、胡新华、黄平、袁

劲松、周国莉、冯军、翁思妹、曾淑君、张敖、张若晗、张尚斌、易炳学、刘志承、张丽芬、

吴宗彬、高玲玲、赵洋、裘晓东、林丽君、刘源、查文清。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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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采购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中药采购人员的资质要求及职业要求、中药采购的操作规程和入库验

收的程序及质量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医疗机构、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对中药的采购。 

——中药采购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的采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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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 一部） 

——SZJG 37.1-2011 中药处方与中药调剂规范 第1部分 中药处方 

——SZJG 37.2-2011 中药处方与中药调剂规范 第2部分 中药调剂 

——SZJG/T 38.1-2011 中药饮片与中药方剂编码规则 第1部分 中药饮片 

——SZJG/T 38.2-2011 中药饮片与中药方剂编码规则 第2部分 中药方剂 

3 术语和定义 

3.1  

中药   

——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用以防病治病的药物。中药包含中药

材、中药饮片、中成药、民族药。 

3.2  

中药材   

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的药用部分采收后经产地初加工形成的原料药材。 

3.3  

中药饮片   

——中药材在中医药理论、中药炮制方法指导下，经过加工炮制后可直接用于中医临床

或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 

3.4  

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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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以中药饮片为原料，按照规定的处方和标准制成具有一定规

格的剂型，可直接用于防治疾病的制剂。 

3.5  

民族药 

——少数民族使用的、以本民族传统医药理论和实践为指导的药物。 

3.6  

药品阳光采购   

——通过网上采购信息平台进行公开、公平、公正限价竞价的药品采购活动。在同等质

量条件下，由医药采购服务机构按规则制定限价范围，药品供应商在低于或等于该限价范围

进行报价；高价者按规定逐次淘汰，低价者按价格由低至高排列，按比例确定入围药品品种，

再由药品供应商通过网上采购信息平台与医疗机构签订供货合同。 

3.7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 

——在药品流通过程中，针对计划采购、购进验收、储存、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环节而制

定的保证药品符合质量标准的一项管理制度。其核心是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来约束企业的行

为，对药品经营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保证向用户提供优质的药品。 

3.8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在药品生产过程中，运用科学、合理、规范化的条件和方法来保证生产优良药品的

一整套科学管理方法，是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适用于药品制剂生产的全过程和

原料药生产中影响成品质量的关键工序。 

3.9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 

——为了规范中药材生产，保证中药材质量，促进中药标准化、现代化而制定的管理规

范，是中药材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适用于中药材生产企业生产中药材（含植物、动

物药）的全过程。 

4 人员资质要求和职业要求 

4.1 医疗机构采购人员资质要求 

4.1.1 取得中药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包括主任中药师、副主任中药师、主管中药

师、中药师）方可从事中药采购验收工作。 

4.1.2 中药库房采购组负责人应具备主管中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4.1.3 中药饮片质量验收负责人应为具备主管中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中药

饮片鉴别经验的人员或具有丰富中药饮片鉴别经验的老药工。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53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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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采购人员资质要求 

4.2.1 企业从事中药采购、验收工作的人员，应具有高中（含）以上文化程度。应经岗位培

训和地市级（含）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考试合格，取得中药购销员岗位合格证书后方可从

事中药采购验收工作。 

4.2.2 企业主管中药质量管理、购进、验收工作的负责人，大中型企业应具有主管中药师

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执业中药师资格；小型企业应具有中药师以上的技术职

称。 

4.3 采购人员职业要求 

4.3.1 中药采购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相应的中药工作

经验。中药采购人员应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公道正派，自觉遵守有关规定，严格把好药品

质量关。 

4.3.2 从事中药采购、验收、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建立个人档案，资料包含身份证复

印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专业技术职称复印件、年度业务考核表等。 

4.3.3 中药采购验收人员应当每年至少体检一次。凡患有精神病或者患有可能影响药品质

量的传染病、皮肤病未治愈的人员，不得参加中药采购验收工作。 

5 中药采购的操作规程 

5.1 中药采购操作流程 

5.1.1 医疗机构中药采购流程 

5.1.1.1 采购品种确定 

——中药采购人员应以《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医疗保险用药》和医疗单位基本药物

目录等为依据，结合临床用药需要确定采购的品种。参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中成药品种，

必须严格按照药品阳光采购的相关法规执行，并上报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审核

备案存档。 

——采购人员不能擅自购入新品种。 

——采购工作制度参见附录A。 

5.1.1.2 供应商资质审核 

——医疗机构必须向证照齐全、药品质量可靠、服务周到的药品供应商采购药品。 

——属集中招标品种的按省市药品招标采购中心有关规定执行，实施阳光采购。 

——供应商由药学部（药剂科）提名，认真审查供应商是否具备规定的法定资格，是否

证照齐全。 

——药学部（药剂科）对供货商质量信誉进行审核评定，查验其经营行为、范围、证照

内容是否一致以及履行合同的能力，上报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讨论决定。供应

商的证照复印件交药学部（药剂科）备案存档。 

——对审核合格的供应商，医疗机构应与其签订药品购销合同及质量保证协议书。合同

内容应包括：药品基本信息、药品包装、质量标准、供货价格、供货期限、药品验收及异议、

货款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及其他约定事项。 

5.1.1.3 制订采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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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疗单位基本药物目录、临床的用药需要及库存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订中

药采购计划。 

5.1.1.4 计划审批 

——制订的中药采购计划应交中药室主任进行检查，核对后签字，提交药学部（药剂科）

主任审查，报主管院长审核，经审批后交药学部（药剂科）采购人员执行。 

5.1.1.5 采购进货 

——采购人员应严格按照药品采购计划进行中药采购。 

——购进的中药应为合法企业所生产和经营的药品，符合法定的质量标准，具备批准文

号（未实施批准文号的中药饮片除外）和生产批号。中成药药品包装和标识应符合有关规定

和储运要求。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应包装完整，包装上标明品名、产地和供货单位。 

5.1.1.6 质量验收 

——实行采购、质量验收分离的管理制度。 

——购进中药必须有合法票据，验收人员根据原始发票清单对实物逐批进行验收、入库。

购进记录应保存超过药品有效期一年，但不得少于三年。 

——验收人员严格执行质量验收制度，对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的品名、规格、数量、批准

文号、生产批号、生产厂家、注册商标、有效期限、小包装装量差异、外观包装情况进行验

收、核对、双签字。发现采购药品有质量问题应坚决拒绝入库，对质量不稳定的供货单位要

停止供货。 

5.1.2 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采购流程 

5.1.2.1 进货计划的制订 

1 应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制订计划。 

——进货计划应经质量管理部、采购部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上报企业负责人后，交采

购员实施。 

——采购工作制度参见附录A。 

5.1.2.2 供货方法定资格及质量信誉评定。 

——根据购货计划，确定拟采购的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药品供货企业、个人（药材收

购）名单，质量管理部会同采购员审查企业、个人（药材收购）的法定资格和质量信誉，认

真查验其具有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及相关证照，考

察评价其经营行为、范围、证照内容一致性以及履行合同的能力，并签订质量保证协议。 

5.1.2.3 药品购销合同的签订 

——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明确签订购销合同的质量条款。 

——合同内容包括：签订合同地点、签约人、药品品名、规格、数量、产地、批准文号、

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质量条款包括：药品质量符合质量标准和有关质量要求；药品附产

品合格证；药品包装符合有关规定和货物运输要求；购进进口药品供应方应提供符合规定的

证件和文件。要求供货方提供相应的药品质量标准。 

——进货合同经采购部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加盖本公司合同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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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采购进货 

——采购员依据采购合同进行药品进货。 

——购进的药品应为合法企业所生产和经营的药品，符合法定的质量标准，具有批准文

号（未实施批准文号的中药饮片除外）和生产批号。药品包装和标识应符合有关规定和储运

要求。中药材应包装完整，包装上标明品名、产地和供货单位。 

5.1.2.5 到货验收入库 

——采购进货药品到货前，采购部应将到货信息通知公司仓库做好收货准备。 

——库管员收货时通知采购部并确认药品，填写收货单（收购清单、商品调拨单、饮片

调拨单）,并将药品存放于“待验区”，通知验收员进行到货药品验收。 

——到货交接时，库管员遇以下情况时，有权拒收货，并立即报告质量管理部和采购部

进行处理:货与单不符；质量异常；包装不牢、破损；标志模糊等情况。 

——购进药品必须有合法票据，验收员按验收单及实物逐批进行验收、入库，采购部应

对每批到货药品填写购进记录。购进记录应保存超过药品有效期一年，但不得少于三年。 

5.1.2.6 中药饮片委托加工后进货 

——中药饮片委托加工后，由饮片厂调入，验收员按《饮片调拨单》逐批验收，仓库凭

质量管理人员签字合格的验收单入库。 

5.2 质量评估 

5.2.1 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监管 

5.2.1.1.1 组织质量监督小组每月对本科药品和制剂进行抽检，内容包括：药品名称、

生产厂家、批准文号、生产批号、有效期、剂量、小包装装量差异等检查，并观察药品内

外包装是否完好，药品外观是否有变色、受潮、沉淀、糖衣脱落、碎片、发霉、变质、虫

咬等现象，抽检量不得低于本组所有药品品种的 1%，抽检结果形成书面报告并存档。 

5.2.1.1.2 严格监控药品有效期，加强药品效期管理。药房对 3个月有效期药品应提前

于公示栏警示并及时处理；药库对 6  

5.2.1.1.3  

5.2.1.1.4 对药品质量检查情况应有详细记录并存档备查。 

5.2.2 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质量评估程序 

5.2.2.1.1 质量安全性评审办法应采取以下方式： 

——从质量投诉记录中查核，是否出现过药品不良反应情况。 

——是否出现过该批进货导致的药物中毒、致死等临床医疗事故。 

5.2.2.1.2 质量稳定性评审办法应采取以下方式： 

——供货单位出具的出厂检验报告有关检验结果与进货购进、在库养护结果是否一致或

有波动情况。 

——在药品有效期内，顾客因质量问题的退货情况。 

5.2.2.1.3 供货单位和购进过程的质量管理评审应采取以下方式： 

——供货单位评审按药品采购流程有关部分审核。 

——供货单位是否及时供货、提供有关资料齐全、认真、服务态度好。 

5.2.2.1.4 评审实施应采取以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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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每年度进行一次药品购进质量评审。 

——如遇供货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经营品种发生事故等特殊情况，应及时

对所购进药品进行质量评审。 

——首购品种经试销后转为正式经营品种时，视情况进行质量评审。 

5.3 新药审批，临购药品、首购品种、首购企业的审核程序 

5.3.1 医疗机构新药、临购药品审批，首购企业的审核 

5.3.1.1 新药审核采购程序 

5.3.1.1.1 医药企业代表到药学部（药剂科）登记。 

5.3.1.1.2 药学部（药剂科）新药初审组根据新药引进的审批原则汇总、初筛登记品种，将

相关品种及新药审批表推荐各临床相关科室；各临床科室根据本科用药实际需要，综合药品

各项因素进行讨论，填写新药审批表，经科室民主小组签名确定预选新药品种，并将表递交

药学部（药剂科）新药初审组。 

5.3.1.1.3 药学部（药剂科）新药初审组汇总各科室推荐品种，上报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

疗学委员会。 

5.3.1.1.4 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在院纪检室监督下，从医院新药引进评审专家

库中组成评审组，负责对各科室提交的推荐品种进行评审。评审结果报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

治疗学委员会审批后，药学部（药剂科）方可采购。 

5.3.1.1.5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审批通过的品种，采购人员按审批通过的药品相关

信息认真核对，通知企业提交药品包装、标签、说明书、药品质量标准等样板，以及《药品

经营许可证》、《药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及 GMP、GSP、GAP认证证书等证件并归

类存档，办理具体购进手续。 

5.3.1.1.6 新药审批表作为新药引进后督促相关科室使用的凭据，各临床科室应对引进的新

药负责。 

5.3.1.2 临购药品审核采购程序 

——医疗机构临床急诊、会诊的急用药品及特别用途的指定药品，应由临床科室及时填

写临时购药申请审批表，经药学部主任批准后立即优先限量采购，一次性购进，用完即停，

不得继续采购，事后应上报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并追踪用药情况和建立资料档

案。 

5.3.1.3 首购企业的审核程序 

5.3.1.3.1 首购企业必须是证照齐全的药品生产、经营批发企业，必须具备规定的法定资格。 

5.3.1.3.2 首购企业必须提交《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及

GMP、GSP、GAP认证证书等相关证照；经中药库初审供货企业的质量信誉，签订质量保证协议；

同时查验其经营行为、范围、证照内容是否一致以及履行合同的能力。初审合格后上报药学

部（药剂科）及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备案存档。 

5.3.2 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首购品种、首购企业的审核 

5.3.2.1 首购品种的审批 

5.3.2.1.1 药品采购人员购进首购品种时，应执行以下程序和要求： 

a) 向生产单位索取下列各资料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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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盖有药品生产企业原印章的药品生产批件及附件，包括药品质量标准和说明

书的复印件。 

2) 药品包装（最小包装）、标签、说明书的样板。 

3) 该品种生产车间（或企业）如已进行 GMP 认证，需索取加盖有药品生产企业原

印章的 GMP证书复印件。 

4) 国家的药品价格批件复印件或省级物价部门的登记证明资料。 

b) 采购部填写“首购药品审批表”（可参见附录 B）并附上述资料，说明申请原因，经

本部门主管加具意见后，依次送质量管理部门、物价部门和企业经理审批。 

c) 有关部门如对资料有其他要求的，由药品购进人员负责向厂家索取，资料完备后再

送相应部门审批。 

5.3.2.1.2 采购部审查程序和要求：根据市场对该首购品种的接受程度、销售能力及资料审

核情况，决定是否同意（或试销），并在“首购药品审批表”上签署具体意见。 

5.3.2.1.3 质量管理部审核程序和要求： 

a) 证明文件是否有效。 

b) 验证资料的真实性。 

c) 审核资料的合法性： 

1) 证明文件是否有效。 

2) 药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3) 药品说明书的内容是否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内容一致。 

4) 首购药品是否超出生产企业的生产范围和本企业的经营范围。 

d) 资料审查符合规定的，在“首购药品审批表”上签署“符合规定，准予购进”的具

体意见；凡首购品种超出生产企业的生产范围或本企业的经营范围、没有有效的证明

文件或证明文件超出有效期的，应签署“不符合规定，不得购进”的具体意见。 

e) 资料不齐全的，应另纸以文字形式写上原因和要求，随资料和审批表退回采购部补

充完备后，再进行审批。 

5.3.2.1.4 产品应提供相应的有关部门价格备案资料，由质量管理部门一并审核并签署意

见，资料不齐的退回采购部补齐资料。 

5.3.2.1.5 经理的审批程序和要求： 

a) 审批上述各部门的签署意见，如有部门不同意购进的，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分析，

确定是否接纳；如为质量管理部门不同意购进的，可对原因进行核实后，签署不同意

购进的意见。 

b) 各部门均同意购进和销售的，经理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及资料审核情况，在“首购

品种审批表”上签署明确的同意购进的具体意见后，转采购部办理具体购进手续。 

5.3.2.1.6 药品购进和资料归档： 

a) 药品购进人员根据有关部门及总经理审批同意购进销售的意见，办理具体购进手续，

并对每批来货向企业索取该批号药品出厂质量验收合格报告书。 

b) 药品购进人员将有关资料交档案管理人员存档。首购品种审批表分别交储运部、质

量部等相关部门。 

c) 药品购进人员对不同意购进的，应向生产企业说明原因。 

d) 所有意见的签署均须有签署人全名和签署日期。 

5.3.2.2 首购企业的审批 

5.3.2.2.1 药品购进人员根据市场需要从首购企业购进药品时，应执行以下程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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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首购企业属药品生产企业的，应向首购企业了解下列情况：企业规模、历史、生产

状况、产品种类、质量信誉、质量管理机构设置情况、是否通过企业（或车间）GMP

等质量体系的认证等，并索取以下资料： 

1) 加盖有企业原印章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2) 企业（或车间）GMP等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复印件。 

b) 首购企业属药品经营企业，应向首购企业了解下列情况：企业规模、历史、经营状

况、经营种类、质量信誉、质量管理机构设置情况、企业是否通过 GSP等质量管理体

系的认证等，并索取以下资料： 

1) 加盖有企业原印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2) 企业 GSP等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复印件。 

c) 验明首购企业药品销售人员的合法身份，并索取下列资料： 

1) 加盖有企业原印章和有企业法人代表印章或签字的企业委托授权书，委托书应

明确授权范围和委托期限。 

2) 首购企业药品销售人员的身份证（验证原件后复印）。 

d) 填写“首购企业审批表”（可参见附录 C）附上述有关资料，并提出是否进行实地考

察的意见，经本部门主管加盖意见后，依次送质量管理部门和企业经理审批。 

5.3.2.2.2 质量管理部审查程序，应执行以下程序和要求： 

a) 资料审查： 

1) 审查资料是否完备。 

2) 审查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审查资料是否加盖有规定的原印章、所购进药

品是否超出供货单位的生产或经营范围、有期限的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b) 实地考察：需要对供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需要进一步确认时，应进行实地考察。 

1) 考察部门：质量管理部会同采购部。 

2) 考察内容：详细了解企业职工素质、生产状况、重点审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控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c) 资料审查或实地考察结束后，必须加具详细审核评定意见。符合规定的，在“首购

企业审批表”上签署“审核合格”，不符合规定的，在“首购企业审批表”上签署明

确的意见后，进行以下操作： 

1) 质量管理部将“首购企业审批表”及有关部门资料文档管理员存档。对审核合

格的企业，列入合格的供货单位；对审核不合格的企业列入未合格供货单位，并

知照采购部。 

2) 所有意见的签署均须有签署人全名和签署日期。 

5.4 采购渠道的规范 

5.4.1 采购中药必须是向证照齐全的药品生产、经营批发企业购进。 

5.4.2 中药在购进前，必须审查生产企业或供货企业、个人（药材收购）是否具备规定的法

定资格，认真查验其是否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生产许可证》 和《营业执照》及

相关证照，采购中药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中药等特殊管理药品必须检查其生产和经营毒性

等特殊管理中药的资格；认真审查进货企业的质量信誉，签订质量保证协议；同时查验其经

营行为、范围、证照内容是否一致以及履行合同的能力。 

5.4.3 采购部门负责建立健全和更新供货方资料档案，应包含以下资料： 

——营业执照。 

——药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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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经营许可证。 

——GMP、GSP、GAP认证证书。 

5.4.4 供货方档案资料复印件应加盖供货单位原印章。 

5.5 中药采购的评审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或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应每年对中药采购情况进

行内部评审。 

内部评审内容具体包括： 

——对合格供应商供货质量情况进行评审，应对药品拒收单、销售退货单、药品不良反

应报告表、质量复核单分析表、药品质量查询投诉记录等各种涉及进货情况的质量

信息进行分析。 

——对企业采购有关进货情况进行评审，包括合格供应商审核情况、首购品种及首购企

业审核情况、购销合同的签订保管情况、合格供应商档案建立情况等。 

6 入库验收的程序及质量要求 

6.1 入库验收程序 

6.1.1 一般要求 

依据各类别剂型药品的质量标准、药品内外包装和标识验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管理规定》对所购的中成药和中药材、中药饮片的包装，饮片品种的

真伪、质量的优劣进行全面检验，供应商应随货附送该批次药品采用的质量标准，并对合

同、协议、发货票、入库通知单所列各项要求进行逐项检查，对符合要求的予以接受入库，

对不符合的予以拒收，并建立相应的记录。 

6.1.2 核对 

验收人员根据原始凭证、购进发票、药品清单、入库通知书等所列药品名称、规格、剂

型、数量、批准文号、生产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家等各项要求进行逐项核对清点。  

6.1.3 抽检 

应按规定方法、批次、数量进行抽检。抽检原则为按批号从原包装中抽取样品，样品应

具有代表性和均匀性，验收抽检数量为： 

——每批在 5件以内要逐件验收。 

——每批在 100件以内的每次随机抽验 5件。 

——每批大于 100件的按 5%随机抽验。 

如外观有异常现象需复验时，应加倍抽样复查。 

6.1.4 填写验收记录 

验收人员按所验收的药品项目做好详细记录，对符合要求的予以入库，对不符合要求的

拒收，并签字保存备查。验收记录的主要要求包括以下方面： 

——必须建立完善、真实的验收记录。 

——验收记录内容应包括购进日期、商品名称、产地规格、数量、生产企业、供货企业、

批准文号、质量状况、包装情况、验收人员等内容。验收记录表可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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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记录保存至超过药品有效期 1年，不得少于 3年。 

6.2 中成药的验收 

6.2.1 中成药的常规验收 

应按规定同时检查其批准文号、注册商标、包装、标签、说明书、质量合格标志等项内

容。验收药品包装的标签和所附说明书上应有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有药品的品名、规格、

批准文号、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等；标签或说明书上应有药品的成分、适应证或功

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以及贮藏条件等。非药准字号药品不能验

收入库。必须建立真实、完整的中成药入库记录，中成药入库记录应注明药品名称、剂型、

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家、供货单位、购货数量、购进价格、购货日期、验收结论，

要有两名验收人员双签名，验收记录保存至超过药品有效期 1年，不得少于 3年。 

6.2.2 验收特殊管理的药品、外用药品，其包装的标签或说明书上有规定的标识和警示说明。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按分类管理要求，标签、说明书上有相应的警示语或忠告语；非处方药的

包装有国家规定的专有标识。 

6.2.3 验收进口药品，其包装的标签应以中文注明药品的名称、主要成分以及注册证号，并

有中文说明书。验收进口药品，应有符合规定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和《进口药品检验报告

书》复印件。以上批准文件应加盖供货单位质量检验机构或质量管理机构原印章。 

6.3 中药材、中药饮片的验收要求 

6.3.1 外包装及标签的验收 

6.3.1.1.1 中药材、中药饮片应有外包装，并附有质量合格标志。 

6.3.1.1.2 中药材、中药饮片的外包装应符合药用或食用标准。 

6.3.1.1.3 包装标签的验收具体包括以下要求： 

6.3.1.3.1 中药材包装标签上应标明药品名称、产地、批准文号（未实施批准文号的中药饮

片除外）、经销企业及运输注意事项或其他标记等并加盖原印章。 

6.3.1.3.2 中药饮片包装标签应标明生产许可证、药品名称、包装规格、产地、生产日期、

生产批准文号（限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销企业及运输注意事项或

其他标记等并加盖原印章。 

6.3.2 中药材、中药饮片包装重量，小包装中药饮片装量差异的验收 

6.3.2.1.1 验收中药材、中药饮片，应检查核对其包装重量是否与原始发票、购进清单一致。 

6.3.2.1.2 小包装中药饮片的验收应按照《小包装中药饮片装量差异检查方法》进行装量差

异检查验收。具体方法见附录 E。 

6.3.2.1.3 计量用具应定期由计量部门进行检定并贴上有关合格标志。 

6.3.3 中药材、中药饮片质量验收 

6.3.3.1 干湿度 

中药材安全含水量应在 10%～15%间。中药饮片安全含水量菌藻类应在 5%～10%间，其余

应在 7%～13%间。 

6.3.3.2 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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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中根类、根茎类、藤木类、花类、叶类及动物类、矿物类、菌类的杂质不超过 2%；

果实类、种子类、树脂类、全草类的杂质不超过 3%。 

6.3.3.3 中药材、中药饮片真伪优劣的鉴别 

除了上述的验收外，应对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真伪优劣进行鉴定。采用手摸、眼观、嘴

尝、鼻闻、火烧和水试等传统方式进行感官验收，此方法简便易行成本低，须具备丰富的中

药鉴别经验。若感官验收方式不能准确识别，可进一步做显微、理化等鉴定，从中药材、中

药饮片的内部结构、成分、含量进行鉴定。 

各中药饮片性状鉴别验收要求，详见附录 F。 

6.3.3.4 显微，理化鉴别方法 

显微鉴别法：指利用显微镜观察药材的组织结构，细胞形状及其内含物的特征。 

理化鉴别：指利用中药材、中药饮片中存在的化学成分的性质，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或

仪器分析来鉴定药材的真伪和优劣。 

6.3.4 中药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中药等特殊管理药品的验收 

6.3.4.1 采购中药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中药等特殊管理药品，应当从具有相应生产经营资

格的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购进。 

6.3.4.1.1 中药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中药的包装、标签必须符合规定，质量要求必须符合

国家、省药品质量标准。 

6.3.4.2 毒性中药材、中药饮片必须实行双人验收、双签字的制度。 

验收进口中药材，应有符合规定的《进口药材批件》复印件，并加盖供货单位质量检验

机构或质量管理机构原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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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采购工作制度 

A.1 医疗机构中药采购工作制度 

A.1.1 药学部（药剂科）在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全院的药品采

购、储存和供应工作。其他科室和个人不得自购、自制、自销药品。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认真做好药品集中招标阳光采购工作。 

A.1.2 中药采购人员必须具有中药师以上技术职称，并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专业技术

知识。 

A.1.3 采购药品必须向证照齐全的药品生产、经营批发企业采购。选择药品质量可靠、品种

齐全、仓储条件优良、供货及时的供货单位。药学部（药剂科）必须将供货单位的证照复印

件存档备查。 

A.1.4 库管员根据临床与科研的需要，依据医院基本用药目录科学地制定采购计划，计划批

准后方能采购。新品种按新药购进程序引进，由临床科室提出申请，药学部（药剂科）初审，

提交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通过后方可采购。 

A.1.5 采购进口药品时，必须向供货单位索取《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并加盖供货单位的

原印章。采购特殊管理药品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A.1.6 不得采购无批准文号、无生产厂家、无注册商标的药品供临床使用。 

A.1.7 采购药品必须执行质量验收制度，未经质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药品一律不得入库、

发放、使用。 

A.1.8 强化药品采购中的制约机制，严格管理。药学部（药剂科）应每年向药事管理与药物

治疗学委员会汇报本年度采购药品的品种、渠道、金额等情况，接受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

委员会的监督。 

A.1.9 定期查核供货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GSP、GMP、GAP证书，业务员

授权书等的有效期，对将过期的要提前通报。 

A.1.10 定期征求供货单位意见，接受院内外群众监督。  

A.1.11 中药采购人员实行轮换制度，每两年轮换一次。 

A.2 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采购制度 

A.2.1 采购部负责企业的中药药品采购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做好药品集

中招标阳光采购工作。 

A.2.2 药品采购人员必须获得地市级（含）以上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药购销员证才能从

事采购工作，并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专业技术知识。 

A.2.3 建立首购企业审核制度，保证购进药品质量。采购药品必须向证照齐全的药品经营批

发企业和药品生产企业采购。要选择药品质量可靠、品种齐全、仓储条件优良、供货及时的

供货单位。质管部必须将供货单位的证照复印件存档备查。 

A.2.4 采购员应科学制定采购计划，计划批准后方能采购。企业向药品生产企业首次购进药

品，需建立首购品种审核制度，经审批同意后方可采购。 

A.2.5 采购进口药品时，必须向供货单位索取《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并加盖供货单位的

原印章。采购特殊管理药品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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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明确签订工商购销合同的质量条款。不得采购无批准文号、

无生产厂家、无注册商标的药品。 

A.2.7 采购药品必须执行质量验收制度，未经质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药品一律不得入库、

发放、使用。 

A.2.8 强化药品采购中的制约机制，严格管理。 

定期查核供货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GMP证书、GSP证书、业务员授权书、

质量保证协议书等的有效期，对将过期的要提前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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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首次经营企业审批表 

首次经营企业审批表见表 B.1。 

表 B.1 首次经营企业审批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拟供品种类型 □ 药品     □ 医疗器械      □ 食品     □ 其他 

许可证类型 
药品生产许可证    □ 药品经营许可证    □ 卫生许可证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    □ 医疗器械备案表    □ 其他 

许可证号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营业执照 

注册号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法人代表  经济性质  传    真  

联系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质量保证情况 

质量机构名称  

质量认证情况  

采购部意见  

质量管理部意见  

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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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企业首次经营品种审批表 

企业首次经营品种审批表见表 C.1。 

表 C.1 企业首次经营品种审批表 

 

供货单位 ：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品   名  注册商标  储存条件 
 

规   格  装箱规格  批 发 价  

生产企业  有 效 期  供货报价  

批准文号  质量标准  结算方式  

商品性能、用途  

市场价格 
 

 

核定 

价格 

购进价 调拨价 核定价 

   

物价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采  购  部  意  见 
年     月    日 

质量管理部意见 
年     月     日 

领导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二份，验收员凭此表验收首次经营商品。 

2、申报时供货单位必须提供商品样品以及加盖红章的如下资料： 

（1）质量标准。（2）检验报告书。（3）物价批文。（4）法人委托书。药品最小包装盒、标签、

药物说明书。 

                                       申请人： 

 

 

 



SZDB/Z 44-2011 

16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药品质量验收记录表 

药品质量验收记录表见表 D.1。 

表 D.1 药品质量验收记录表 

 

供货单位：                                                       购进日期：         年     月      日                单据编号： 

日期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单位 包装 数量 进价 
生产 

企业 
批号 

有 效

期至 

批准文

号 

注册 

商标 

外 观

质量 

包装 

质量 

验 收

结论 

验 收

人 
备注 

                  

                  

                  

                  

                  

                  

                  

                  

                  

                  

                  

注：1、片剂、胶囊剂、滴丸剂应按标准规定验收外观质量包括：色泽、麻面、斑点、松片、黑点、色点、粉尘、漏药、其他等。 

2、注射剂、滴眼剂应按标准规定验收外观质量包括：色泽、结晶析出、混浊沉淀、黏液溶化、萎缩、黑点、长霉、其他等，注射剂澄明度别作记录。 

3、喷雾剂、酊水剂、糖浆剂、散剂、冲剂、软膏剂、栓剂等应按标准规定验收外观质量包括：结晶析出、混浊沉淀、异臭、霉变、澄清度、异物、

酸败、溶液结块、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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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小包装中药饮片装量差异检查方法 

 

参照 2010 版《中国药典》一部附录“制剂通则”“茶剂”项下所述的“煎煮茶剂”装量

差异检查方法，结合中药配方单剂的称量误差应≤±5%要求，制定了小包装中药饮片装量差

异检查方法。 

除另有规定外，小包装中药饮片装量差异应符合以下规定。具体检查方法如下： 

取供试品 10 袋，分别称定（称取重量应准确至所取重量的百分之一）每袋内容物的重量，

每袋装量与标示装量相比较，按表 D.1 的规定，超出装量差异限度的不得多于 2 袋，并不得有

1 袋超出限度 1 倍。 

小包装中药饮片装量差异检查装量要求见表 E.1。 

表 E.1 小包装中药饮片装量差异检查装量要求 

标示重量或标示装量 重量或装量差异限度 

2g 及 2g 以下 ±10% 

2g 以上至 5g ±6% 

5g 以上至 10g ±5% 

10g 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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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中药饮片性状鉴别验收要求 

中药饮片性状鉴别验收要求见表 F.1。 

表 F.1 中药饮片性状鉴别验收要求 

 

饮片名(代码) 药材名 来源 性状鉴别要求 

马勃 

06100162015004 
马勃 灰包科 

脱皮马勃：本品呈不规则的小块，残存包被灰棕

色至黄褐色，纸质，常破碎呈块片状。孢体灰褐

色或浅褐色。臭似尘土，无味 

大马勃：本品呈不规则的小块，残留的包被由黄

棕色的膜状外包被和较厚的灰黄色的内包被所组

成，光滑，质硬而脆，成块脱落。孢体浅青褐色，

手捻有润滑感  

紫色马勃：本品呈不规则的小块，包被薄，两层，

紫褐色，粗皱，有圆形凹陷，外翻。孢体紫色 

茯神木 

06100211011001 
茯神木 多孔菌科 

本品多为弯曲不直的松根，外部带有残留的茯神，

呈白色或灰白色，内部呈木质状。质松，体轻而

无皮，略似朽木。气微，味淡 

云芝 

06100262011005 
云芝 多孔菌科 

本品菌盖单个呈扇形、半圆形或贝壳形。常数个

叠生成覆瓦状或莲座状；直径 1～10cm，厚 1～

4mm。表面密生灰、褐、蓝、紫黑等颜色的绒毛

（菌丝），构成多色的狭窄同心性环带，边缘薄；

腹面灰褐色、黄棕色或淡黄色，无菌管处呈白色，

菌管密集，单层，长 0.5～2mm，多为浅棕色，管

口近圆形至多角形，部分管口开裂成齿，每 1mm

有 3～5 个。革质、不易折断，断面菌肉类白色，

厚约 1mm。气微，味淡 

灵芝 

06100262021004 
灵芝 多孔菌科 

赤芝：本品为不规则段片。菌盖皮壳黄色至红褐

色，有光泽及环状棱纹和辐射状皱纹，边缘薄或

平截，往往向内卷。切面菌肉近白色至淡褐色。

菌柄紫红褐色，光泽，中空，质坚硬 

紫芝：本品为不规则的段片。菌壳皮壳黑色，有

光泽，可见环状棱纹和辐射状皱纹；切面菌肉锈

褐色，菌盖下表面黄白色至黄棕色，密生小孔。

体轻，质柔韧。气特异，味酸，微苦 

茯苓皮 

06100262031003 
茯苓皮 多孔菌科 

本品呈长条形或不规则块片，大小不一。外表面

棕褐色至黑褐色，有疣状突起，内面淡棕色并常

带有白色或淡红色的皮下部分。质较松软，略具

弹性。气微、味淡，嚼之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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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片名(代码) 药材名 来源 性状鉴别要求 

茯苓 

06100262043006 
茯苓 多孔菌科 

茯苓块：为去皮后切制的茯苓，呈块片状，大小

不一。白色、淡红色或淡棕色。无臭，味淡，嚼

之粘牙 

茯苓片：为去皮后切制的茯苓，呈不规则厚片，

厚薄不一。白色、淡红色或淡棕色。无臭，味淡，

嚼之粘牙 

乳茯苓 

06100262043693 
茯苓 多孔菌科 

本品用茯苓以人乳拌晒，增加补阴之功。其性状

与茯苓同 

朱茯苓 

06100262043884 
茯苓 多孔菌科 

本品形如茯苓片块，表面黏附朱砂细粉，显朱红

色 

猪苓 

06100262053005 
猪苓 多孔菌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斜片或厚片，表面乌黑色或灰黑

色，微有光泽，有疣状突起及粗细皱纹。切面类

白色或黄白色，显颗粒状，体轻。气微，味甘淡 

茯神 

06100262065008 
茯神 多孔菌科 

本品为茯苓中间抱木心的白色部分切制而成，一

般切成方形的称“神方”，质坚色白 

蒸茯神 

06100262065602 
茯神 多孔菌科 本品形如茯神块。表面淡黄色或黄褐色 

朱茯神 

06100262065886 
茯神 多孔菌科 本品形如茯神块，表面黏附朱砂细粉，显朱红色 

冬虫夏草 

06100362011004 

冬 虫 夏

草 
麦角菌科 

本品由虫体与从虫头部长出的真菌子座相连而

成。虫体似蚕，长 3～5cm，直径 0.3～0.8cm；表

面深黄色至黄棕色，有环纹 20～30 个，近头部的

环纹较细；头部红棕色，足 8 对，中部 4 对较明

显；质脆，易折断，断面略平坦，淡黄白色。子

座细长圆柱形，长 4～7cm，直径约 0.3cm；表面

深棕色至棕褐色，有细纵皱纹，上部稍膨大；质

柔韧，断面类白色。气微腥，味微苦 

雷丸 

06100462017005 
雷丸 白蘑科 

本品为类球形或不规则团块，直径 1～3cm。表面

黑褐色或灰褐色，有略隆起的网状细纹。质坚实，

不易破裂，断面不平坦，白色或浅灰黄色，似粉

状或颗粒状，常有黄棕色大理石样纹理。气微，

味微苦，嚼之有颗粒感，微带黏性，久嚼无渣 

断面色褐呈角质样者，不可供药用  

香菇柄 

06100562011002 
香菇柄 黑伞科 

本品为块状。近圆柱形或稍扁，弯生或直生，长 1～

3cm，粗 5～10mm，常有鳞片，上部白色，下部

白至褐色，内实，捏之有弹性，基部较膨大。不

易折断，易纵向撕裂，断面类白色，气香，味淡 

木耳炭 

06100662011001 
木耳 木耳科 

木耳呈不规则块片，多皱缩，大小不等，不孕面

黑褐色或紫褐色，疏生极短绒毛，子实层面色较

淡。用水浸泡后则膨胀，形似耳状，厚约 2mm，

棕褐色，柔润，微透明，有滑润的黏液。气微香，

味淡。木耳炭为炒炭品，有焦炭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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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 

06105161014003 
海藻 马尾藻科 

大叶海藻：本品为不规则皱缩卷曲的段片，表面

黑褐色，有的被白霜，长 30～60cm。主干呈圆柱

状，具圆锥形突起，主枝自主干两侧生出，侧枝

自主枝叶腋生出，具短小的刺状突起。初生叶披

针形或倒卵形，长 5～7cm，宽约 1cm，全缘或具

粗锯齿；次生叶条形或披针形，叶腋间有着生条

状叶的小枝。气囊黑褐色，球形或卵圆形，有的

有柄，顶端钝圆，有的具细短尖。质脆，潮润时

柔软；水浸后膨胀，肉质，黏滑。气腥，味微咸  

小叶海藻：本品为不规则皱缩卷曲段片，较小，

长 15～40cm。分枝互生，无刺状突起。叶条形或

细匙形，先端稍膨大，中空。气囊腋生，纺锤形

或球形，囊柄较长。质较硬 

松萝 

06105263011009 
松萝 松萝科 

松萝：地衣体呈二叉状分枝。表面灰绿色或黄绿

色，粗枝表面有明显的环状裂纹。质柔韧，略有

弹性，不易折断，断面可见中央有线状强韧的中

轴。气微，味酸 

长松萝：地衣体丝状，主轴单一,两侧侧枝密生,

似蜈蚣足状 

伸筋草 

06130251014007 
伸筋草 石松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略弯曲。叶密

生茎上，螺旋状排列，皱缩弯曲，线形或针形，

黄绿色至淡黄棕色，先端芒状，全缘。切面皮部

浅黄色，木部类白色。气微，味淡 

过江龙 

06130251021005 
过江龙 石松科 

本品匍匐茎蔓生，黄绿色；营养枝扁平，呈扇状

多回两歧分叉。叶稍呈交叉对生，边缘有不规则

细齿，基部有柄 

卷柏 

06130351014006 
卷柏 卷柏科 

本品呈卷缩的段状，枝扁而有分枝，绿色或棕黄

色，向内卷曲，枝上密生鳞片状小叶。叶先端具

长芒。中叶(腹叶)两行，卵状矩圆形或卵状披针形，

斜向或直向上排列，叶缘膜质，有不整齐的细锯

齿或全缘；背叶(侧叶)背面的膜质边缘常呈棕黑

色。气微，味淡 

卷柏炭 

06130351014419 
卷柏 卷柏科 本品形如卷柏，外表焦黑色，味涩 

木贼 

06130555014000 
木贼 木贼科 

本品呈管状的段。表面灰绿色或黄绿色，有 18～

30 条纵棱，棱上有多数细小光亮的疣状突起；节

明显，节上着生筒状鳞叶，叶鞘基部和鞘齿黑棕

色，中部淡棕黄色。切面中空，周边有多数圆形

的小空腔。气微，味甘淡、微涩，嚼之有沙粒感 

紫萁贯众 

06131315013004 

紫 萁 贯

众 
紫萁科 

本品呈圆柱形或不规则的片，表面棕色或棕黑色，

切断面有“U”形筋脉纹（维管束），常与皮部分

开。质硬，不易折断。气微，味甘、微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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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金沙 

06131791011006 
海金沙 海金沙科 

本品呈粉末状，棕黄色或浅棕黄色。体轻，手捻

有光滑感，置手中易由指缝滑落。气微，味淡 

狗脊 

06131915013008 
狗脊 蚌壳蕨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长条形或类圆形厚片；周边表面

棕褐色，切面浅棕色，较平滑，外侧有 1 条棕黄

色隆起的木质部环纹或条纹，中间浅棕色，满布

小点。边缘不整齐，偶有金黄色绒毛残留；质坚

脆，易折断，有粉性。气微，味淡、微涩 

烫狗脊 

06131915013220 
狗脊 蚌壳蕨科 

本品形如狗脊片，表面略鼓起。棕褐色。气微，

味淡、微涩 

狗脊炭 

06131915013411 
狗脊 蚌壳蕨科 本品形如狗脊片，表面棕黑色，有焦炭的气味 

蒸狗脊 

06131915013602 
狗脊 蚌壳蕨科 

本品形如狗脊片，表面褐色，质坚硬，角质，微

有香气 

绵马贯众 

06134515013003 

绵 马 贯

众 
鳞毛蕨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或碎块，根茎外表皮黄棕色

至黑褐色，多被有叶柄残基，有的可见棕色鳞片，

切面淡棕色至红棕色，有黄白色维管束小点，环

状排列。气特异，味初淡而微涩，后渐苦、辛 

绵马贯众炭 

06134515013416 

绵 马 贯

众 
鳞毛蕨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片。表面焦黑色，内部焦褐色。

味涩 

骨碎补 

06135615013009 
骨碎补 水龙骨科 

本品呈不规则厚片。表面深棕色至棕褐色，常残

留细小棕色的鳞片，有的可见圆形的叶痕。切面

红棕色，黄色的维管束点状排列成环。气微，味

淡、微涩 

烫骨碎补 

06135615013221 
骨碎补 水龙骨科 本品形如骨碎补片，体膨大鼓起，质轻、酥松 

石韦 

06135627014001 
石韦 水龙骨科 

本品呈丝条状。上表面黄绿色或灰褐色。下表面

密生红棕色星状毛。孢子囊群着生侧脉间或下表

面布满孢子囊群。叶全缘。叶片革质。气微，味

微涩苦 

银杏叶 

06140227011008 
银杏叶 银杏科 

本品多皱折或破碎，完整者呈扇形，长 3～12cm，

宽 5～15cm。黄绿色或浅棕黄色，上缘呈不规则

的波状弯曲，有的中间凹入，深者可达叶长的 4/5。

具二叉状平行叶脉，细而密，光滑无毛，易纵向

撕裂。叶基楔形，叶柄长 2～8cm。体轻。气微，

味微苦 

白果仁 

06140246011003 
白果 银杏科 

本品内种皮膜质，种仁宽卵球形或椭圆形，一端

淡棕色，另一端金黄色，横断面外层黄色，胶质

样，内层淡黄色或淡绿色，粉性，中间有空隙。

气微，味甘、微苦 

炒白果仁 

06140246011119 
白果 银杏科 本品形如白果仁，表面色泽加深，微具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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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松节 

06140424025006 
油松节 松科 

本品呈扁圆形片状或不规则的小块状。外表面黄

棕色、灰棕色或红棕色，有时带有棕色至黑棕色

油斑，或有残存的栓皮。质坚硬。横截面木部淡

棕色，心材色稍深，可见明显的年轮环纹，显油

性；髓部小，淡黄棕色。纵断面具纵直或扭曲纹

理。有松节油香气，味微苦辛 

土荆皮 

06140426016002 
土荆皮 松科 

本品呈条片状或卷筒状。外表面灰黄色，有时可

见灰白色横向皮孔样突起。内表面黄棕色至红棕

色，具细纵纹。切面淡红棕色至红棕色，有时可

见有细小白色结晶，可层层剥离。气微，味苦而

涩 

松花粉 

06140435011005 
松花粉 松科 

本品为淡黄色的细粉。体轻，易飞扬，手捻有滑

润感。气微，味淡 

松子仁 

06140446011001 
松子仁 松科 

本品呈三角状长卵形或卵形，长 0.4～1.3cm，直

径 3～7mm。黄白色，顶端略尖，中央有 1 小孔，

基部钝圆，断面中心可见 1 细芯。质松，富油性。

具特异香气，味微甜 

松香 

06140492021009 
松香 松科 

本品为不规则半透明的块状，大小不等。表面黄

色，常有一层黄白色的霜粉。常温时质坚而脆，

易碎，断面光亮，似玻璃状。加热则软化，然后

溶化，燃烧时产生棕色浓烟。有松节油臭气，味

苦 

制松香 

06140492011994 
松香 松科 本品形同松香，颜色加深，味微苦 

侧柏叶 

06140627011004 
侧柏叶 柏科 

本品多分枝，小枝扁平。叶细小鳞片状，交互对

生，贴伏于枝上，深绿色或黄绿色。质脆，易折

断。气清香，味苦涩、微辛 

侧柏炭 

06140627011417 
侧柏叶 柏科 

本品形如侧柏叶，表面黑褐色。质脆，易折断，

断面焦黄色。气香，味微苦涩 

柏子仁 

06140646011009 
柏子仁 柏科 

本品呈长卵形或长椭圆形，长 4～7mm，直径 1.5～

3mm。表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外包膜质内种皮，

顶端略尖，有深褐色的小点，基部钝圆。质软，

富油性。气微香，味淡 

柏子仁霜 

06140646011832 
柏子仁 柏科 

本品为均匀、疏松的淡黄色粉末，微显油性，气

微香 

榧子 

06140946011006 
榧子 红豆杉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长卵圆形，长 2～3.5cm，直径

1.3～2cm。表面灰黄色或淡黄棕色，有纵皱纹，

一端钝圆，可见椭圆形的种脐，另端稍尖。种皮

质硬，厚约 1mm。种仁表面皱缩，外胚乳灰褐色，

膜质； 内胚乳黄白色，肥大，富油性。气微，味

微甜而涩 

炒榧子仁 

06140946011112 
榧子仁 红豆杉科 

本品形如榧子仁，表面深黄色，具焦斑，微有香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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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根 

06141013013008 
麻黄根 麻黄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外表面红棕色或灰棕色，

有纵皱纹及支根痕。切面皮部黄白色，木部淡黄

色或黄色，纤维性，具放射状纹，有的中心有髓。

气微，味微苦 

麻黄 

06141055014001 
麻黄 麻黄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表面淡黄绿色至黄绿色，粗

糙，有细纵脊线，节上有细小鳞叶。切面中心显

红黄色。气微香，味涩、微苦 

麻黄绒 

06141055011840 
麻黄 麻黄科 本品为松散之绒状，黄绿色或淡绿色，微具香气 

蜜麻黄 

06141055014353 
麻黄 麻黄科 

本品形如麻黄段。表面深黄色，微有光泽，略具

黏性。有蜜香气，味甜 

蜜麻黄绒 

06141055011949 
麻黄 麻黄科 

本品为松散粘结纤维绒状，深黄色，具蜜炒香气，

微具甜味 

三白草 

06150255014001 
三白草 三白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茎、叶、花穗或果实混合小段。

茎圆柱形，有纵沟 4 条，一条较宽广，断面黄色，

纤维性，中空。单叶互生，完整叶片卵形或卵状

披针形，长 4～15cm，宽 2～10cm，先端渐尖，

基部心形，全缘，基出脉 5 条，叶柄较长，有纵

皱纹。总状花序，花小，棕褐色。蒴果近球形。

气微，味淡 

干鱼腥草 

06150255024000 
鱼腥草 三白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呈扁圆柱形，表面淡红棕

色至黄棕色，有纵棱。叶片多破碎，黄棕色至暗

棕色。穗状花序黄棕色。搓碎具鱼腥气，味涩 

鲜鱼腥草 

06150255028008 
鱼腥草 三白草科 

本品茎呈圆柱形，长 20～45cm，直径 0.25～

0.45cm；上部绿色或紫红色，下部白色，节明显，

下部节上生有须根，无毛或被疏毛。叶互生，叶

片心形，长 3～l0cm，宽 3～llcm；先端渐尖，全

缘；上表面绿色，密生腺点，下表面常紫红色；

叶柄细长，基部与托叶合生成鞘状。穗状花序顶

生。具鱼腥气，味涩 

海风藤 

06150321013006 
海风藤 胡椒科 

本品为类圆形厚片或段片。直径 0.3～2cm。表面

灰褐色或褐色，粗糙，有纵向棱状纹理及明显的

节，节部膨大，上生不定根。体轻，质脆，易折

断，断面不整齐，皮部窄，木部宽广，灰黄色，

导管孔多数，射线灰白色，放射状排列，皮部与

木部交界处常有裂隙，中心有灰褐色髓。气香，

味微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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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 

06150342011005 
胡椒 胡椒科 

黑胡椒：本品呈球形，直径 3.5～5mm。表面黑褐

色，具隆起网状皱纹，顶端有细小花柱残迹，基

部有白果轴脱落的疤痕。质硬，外果皮可剥离，

内果皮灰白色或淡黄色。断面黄白色，粉性，中

有小空隙。气芳香，味辛辣 

白胡椒：本品表面灰白色或淡黄白色，平滑，顶

端与基部间有多数浅色线状条纹 

荜茇 

06150342021004 
荜茇 胡椒科 

本品呈圆柱形，稍弯曲，由多数小浆果集合而成，

长 1.5～3.5cm，直径 0.3～0.5cm。表面黑褐色或

棕色，有斜向排列整齐的小突起，基部有果穗梗

残存或脱落。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不整齐，

颗粒状。小浆果球形，直径约 0.1cm。有特异香气，

味辛辣 

石楠藤 

06150351024003 
石楠藤 胡椒科 

本品呈茎、叶混合段片。茎枝呈细长圆柱形，常

略扁，有分枝，表面灰褐色或灰棕色，有纵沟纹。

节部膨大，主茎节部生有不定根，幼枝有短柔毛。

质稍韧，断面黄白色，木质部有针孔状导管，髓

灰白。单叶互生，纸质，干后皱缩，青绿色，卵

形至长卵形，顶端渐尖至短尖。基部稍偏斜，心

形，叶脉 5～7 条，两面或下面被短柔毛。气微香，

味辛辣 

肿节风 

06150451014003 
肿节风 金粟兰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茎密生细根。茎圆柱形，

表面暗绿色至暗褐色，有明显细纵纹，散有纵向

皮孔，节膨大。切面有髓或中空。叶多破碎，表

面绿色、绿褐色至棕褐色或棕红色，光滑；边缘

有粗锯齿，齿尖腺体黑褐色，近革质。气微香，

味微辛 

柳枝 

06150522013003 
柳枝 杨柳科 

本品呈长短不一的小段。枝条圆柱形，表面绿褐

色或褐色，光滑无毛，有叶痕或小皮孔。质韧，

折断时皮部易与木部分离。气微，味微苦、涩 

核桃仁 

06150746051003 
核桃仁 胡桃科 

本品多破碎，为不规则的块状，有皱曲的沟槽，

大小不一；完整者类球形，直径 2～3cm。种皮淡

黄色或黄褐色，膜状，维管束脉纹深棕色。子叶

类白色。质脆，富油性。气微，味甘；种皮味涩、

微苦 

风栗壳 

06150931011003 
风栗壳 壳斗科 

本品纵剖成二块。总苞球形，直径 3～5cm，外面

有不锐被毛的刺。气微，味微苦、涩 

飞天蠄蟧 

06150931013007 

飞 天 蠄

蟧 
桫椤科 

本品呈不规则形或近圆形片，表面棕色，全体有

排列整齐的叶柄痕，叶柄痕近圆形，直径约 3～

4cm，下方有凹陷，边缘有多数排列紧密的叶迹维

管束散在。断面中空，周围的维管束排成近迭状，

形成隆起的脊和纵沟。质坚硬。气微，味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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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荑 

06151046011001 
芜荑 榆科 

本品呈扁方块形块状，表面棕黄色，有多数小孔。

体轻，质松脆，断面黄黑色，易呈鳞片状剥落。

用手揉搓易散。气特异或微弱，味微酸涩 

穿破石 

06151211013007 
穿破石 桑科 

本品为粗细不一圆形的薄片或不规则厚片。表面

橙黄色或橙红色，密布黄白色点状或横长的疤痕，

外皮菲薄，易成层脱落，脱落处显棕红色或淡黄

色。质坚，体轻，切断面淡黄色或黄棕色，木部

发达，密布小孔（导管）。气微，味淡 

五指毛桃 

06151211023006 

五 指 毛

桃 
桑科 

本品呈圆形或不规则片状。外表皮棕黄色至棕褐

色，有红棕色斑纹及细密纵皱纹，可见横向皮孔。

切面木部宽广，黄白色，有细密的同心性环纹。

质坚硬，断面纤维性，皮部薄而韧，易剥离。气

微香特异，味微甘 

桑枝 

06151222013003 
桑枝 桑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黄色或

黄褐色，有点状皮孔。切面皮部较薄，木部黄白

色，射线放射状，髓部白色或黄白色。气微，味

淡 

炒桑枝 

06151222013119 
桑枝 桑科 本品形如桑枝片，切面深黄色。微有香气 

桑白皮 

06151226016000 
桑白皮 桑科 

本品呈扭曲不平的丝状。外表面白色或淡黄白色，

内表面黄白色或灰黄色。体轻，质韧，断面纤维

性强。气微，味微甘 

蜜桑白皮 

06151226016352 
桑白皮 桑科 本品形同桑白皮，表面深黄色，略有光泽，味甜 

桑叶 

06151227017006 
桑叶 桑科 

本品多皱缩、破碎或呈丝片状。上表面黄绿色或

浅黄棕色，背面淡黄绿色或黄白色，叶脉突出，

小脉网状。质脆。气微，味淡、微苦涩 

蜜桑叶 

06151227017358 
桑叶 桑科 

本品形同桑叶。表面暗黄色，微有光泽，略带黏

性，味甜 

广东王不留行 

06151234013008 

广 东 王

不留行 
桑科 

本品呈瓤状或槽状，长 3.5～6cm，宽 1.5～4cm，

厚 0.2～0.5cm。外表面灰黄绿色、黄棕色或棕褐

色，内表面红棕色或棕褐色，常有未除净的众多

枯萎的花，或细小长形或圆球状的果实。顶端截

形，中央有一圆形突起，正中有一小孔，孔内充

塞膜质小苞片，孔外通常有细密的褐色茸毛；下

端稍细小或呈柄状，常连有短的果柄或果柄痕。

体轻，质硬而脆，易折断。气微弱，味淡、微涩 

桑椹 

06151242011003 
桑椹 桑科 

本品为聚花果，由多数小瘦果集合而成，呈长圆

形，长 l～2cm，直径 0.5～0.8cm。黄棕色、棕红

色或暗紫色，有短果序梗。小瘦果卵圆形，稍扁，

长约 2mm，宽约 1mm，外具肉质花被片 4 枚。气

微，味微酸而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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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桑椹子 

06151242011607 
桑椹 桑科 本品形如桑椹，表面紫红色，团块状 

楮实子 

06151242021002 
楮实子 桑科 

本品略呈球形或卵圆形，稍扁，直径约 1.5mm。

表面红棕色，有网状皱纹或颗粒状突起，一侧有

棱，一侧有凹沟，有的具果梗。质硬而脆，易压

碎。胚乳类白色，富油性。气微，味淡 

火麻仁 

06151246011009 
火麻仁 桑科 

本品呈卵圆形。表面灰绿色或灰黄色，有网纹，

两边有棱，顶端略尖。果皮薄而脆，易破碎。种

皮绿色，子叶 2，乳白色，富油性。气微，味淡 

炒火麻仁 

06151246011115 
火麻仁 桑科 

本品形如火麻仁生品，但有碎粒，表面淡黄色，

微具焦香气，味淡 

苎麻根 

06151313011000 
苎麻根 荨麻科 

本品呈不规则圆柱形或稍带扁圆形的段，直径 1～

2cm。 外皮灰棕色，极粗糙。 有突起的根痕和许

多疣状凸起，皮部有时脱落而呈现棕褐色或棕黄

色的纤维状。 质硬体轻，断面纤维性，略有粉质，

嫩者实心，有时可见中间有数个同心环纹，老者

空心。 气微，味淡，嚼之略有黏性 

苎麻根炭 

06151311011415 
苎麻根 荨麻科 本品形同苎麻根。表面呈焦黑色，内部焦黄色 

檀香 

06151824017003 
檀香 檀香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镑片或小碎块。表面灰黄色或黄

褐色，光滑细腻，显油性。质坚实，气清香，燃

烧时香气更浓；味淡，嚼之微有辛辣感 

桑寄生 

06151922013006 
桑寄生 桑寄生科 

本品为厚片或不规则短段。外表皮红褐色或灰褐

色，具细纵纹，并有多数细小突起的棕色皮孔，

嫩枝有的可见棕褐色茸毛。切面皮部红棕色，木

部色较浅。叶多卷曲或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卵

形或椭圆形，表面黄褐色，幼叶被细茸毛，先端

钝圆，基部圆形或宽楔形，全缘；革质。气微，

味涩 

槲寄生 

06151922023005 
槲寄生 桑寄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茎外皮黄绿色、黄棕色或

棕褐色。切面皮部黄色，木部浅黄色，有放射状

纹理，髓部常偏向一边。叶片黄绿色或黄棕色，

全缘，有细皱纹；革质。气微，味微苦，嚼之有

黏性 

细辛 

06152013014001 
细辛 马兜铃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茎呈不规则圆形，外表皮

灰棕色，有时可见环形的节。根细，表面灰黄色，

平滑或具纵皱纹。切面黄白色或白色。气辛香，

味辛辣、麻舌 

杜衡 

06152013024000 
杜衡 马兜铃科 

本品呈不规则细柱形的段，直径 1～2cm，淡棕色

至灰棕色，有环节，顶端残留干缩的叶，下部簇

生多数须根。根长约 7cm，直径 1～2mm，表面

灰白色至淡棕色，具纵皱纹；质坚硬，折断面类

白色。气芳香、味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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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兜铃 

06152042017004 
马兜铃 马兜铃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不规则的小碎片。果皮黄绿色、

灰绿色或棕褐色。种子扁平而薄，钝三角形或扇

形，种仁乳白色，有油性。气特异，味微苦 

蜜马兜铃 

06152042017356 
马兜铃 马兜铃科 

本品形如马兜铃生品。炒后表面深黄色，略有光

泽及黏性，有的可见炒后焦斑。具蜜香气，味苦

而微甜 

天仙藤 

06152055014007 
天仙藤 马兜铃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直径 1～3mm；表面黄绿色

或淡黄褐色，有纵棱及节，节间不等长；质脆，

易折断，断面有数个大小不等的维管束。叶互生，

多皱缩、破碎，完整叶片展平后呈三角状狭卵形

或三角状宽卵形，基部心形，暗绿色或淡黄褐色，

基生叶脉明显，叶柄细长。气清香，味淡 

大黄 

06152313013001 
大黄 蓼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厚片或块片，表面黄棕色

或黄褐色，中心有纹理，微显朱砂点，习称“锦

纹”。质轻，气清香，味苦而微涩 

酒大黄 

06152313013315 
大黄 蓼科 

本品形如大黄，表面深棕色或棕褐色，偶有焦斑，

折断面呈浅棕色，质坚实。略有酒香气 

大黄炭 

06152313013414 
大黄 蓼科 

本品形如大黄，表面焦黑色，断面焦褐色，质轻

而脆。有焦香气，味苦涩 

熟大黄 

06152313013612 
大黄 蓼科 

本品形如大黄，表面黑褐色。质坚实。有特异芳

香气，味微苦 

酒洗大黄 

06152313013995 
大黄 蓼科 本品形同酒大黄 

虎杖 

06152313023000 
虎杖 蓼科 

本品多为圆柱形短段或不规则厚片，长 1～7cm，

直径 0.5～2.5cm。外皮棕褐色，有纵皱纹和须根

痕，切面皮部较薄，木部宽广，棕黄色，射线放

射状，皮部与木部较易分离。根茎髓中有隔或呈

空洞状。质坚硬。气微，味微苦、涩 

何首乌 

06152314013000 
何首乌 蓼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或块。外表皮红棕色或红褐

色，皱缩不平，有浅沟，并有横长皮孔样突起及

细根痕。切面浅黄棕色或浅红棕色，显粉性；横

切面有的皮部可见云锦状花纹，中央木部较大，

有的呈木心。气微，味微苦而甘涩 

制何首乌 

06152314013697 
何首乌 蓼科 

本品形如何首乌。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凹凸不

平，质坚硬，断面角质样，棕褐色或黑色。气微，

味微甘而后苦涩 

炆何首乌 

06152314013819 
何首乌 蓼科 本品形如何首乌。表面黑褐色或黑色 

拳参 

06152315012002 
拳参 蓼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近肾形的薄片。外表皮紫褐色或

紫黑色。切面棕红色或浅棕红色，平坦，近边缘

有一圈黄白色小点(维管束)。气微，味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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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 

06152315023008 
金荞麦 蓼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棕褐色，或有时脱

落。切面淡黄白色或淡棕红色，有放射状纹理，

有的可见髓部，颜色较深。气微，味微涩 

首乌藤 

06152321014007 
首乌藤 蓼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外表面紫红色或紫褐色。切

面皮部紫红色，木部黄白色或淡棕色，导管孔明

显，髓部疏松，类白色。气微，味微苦涩 

蓼大青叶 

06152327011000 

蓼 大 青

叶 
蓼科 

本品多皱缩、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椭圆形，长 3～

8cm，宽 2～5cm。蓝绿色或黑蓝色，先端钝，基

部渐狭，全缘。叶脉浅黄棕色，于下表面略突起。

叶柄扁平，偶带膜质托叶鞘。质脆。气微，味微

涩而稍苦 

水红花子 

06152342011009 

水 红 花

子 
蓼科 

本品呈扁圆形。表面棕黑色，有的红棕色，有光

泽，两面微凹，中部略有纵向隆起。顶端有突起

的柱基，基部有浅棕色略突起的果梗痕。质硬。

气微，味淡 

炒水红花子 

06152342011115 

水 红 花

子 
蓼科 本品大部分爆裂成白花，质疏松，具香气 

火炭母 

06152351014008 
火炭母 蓼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略具纵沟，嫩

枝紫红色，节处有不定根。叶互生，多皱缩或破

碎，叶柄短而有翅，完整叶呈卵状长椭圆形或卵

形，顶端渐尖，基部截形、矩圆形或近心形。上

面绿色，常有紫黑色 “V”形斑块纹，下面主脉

有毛。托叶鞘膜质。气微，味酸、微涩 

辣蓼 

06152351024007 
辣蓼 蓼科 

辣蓼：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淡紫红色，节膨大，

全株有腺点及毛茸。单叶互生，具短柄；叶片广

披针形，先端渐尖，基部楔形，上面深绿色，有

“八”字状的黑斑；托叶鞘膜质，穗状花序。气

微，辛、辣 

水蓼：本品同辣蓼，叶为披针形，两面均具黑棕

色腺点 

萹蓄 

06152355014004 
萹蓄 蓼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而略扁，表面灰

绿色或棕红色，有细密微突起的纵纹；节部稍膨

大，有浅棕色膜质的托叶鞘。切面髓部白色。叶

片多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披针形，全缘。气微，

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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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板归 

06152355024003 
杠板归 蓼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略呈方柱形，有棱角，多

分枝，直径可达 0.2cm；表面紫红色或紫棕色，棱

角上有倒生钩刺，节略膨大，节间长 2～6cm，断

面纤维性，黄白色，有髓或中空。叶互生，有长

柄，盾状着生；叶片多皱缩，展平后呈近等边三

角形，灰绿色至红棕色，下表面叶脉和叶柄均有

倒生钩刺；托叶鞘包于茎节上或脱落。短穗状花

序顶生或生于上部叶腋，苞片圆形，花小，多萎

缩或脱落。气微，茎味淡，叶味酸 

荭草根 

06152411013002 
荭草根 蓼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片 

地肤子 

06152442011008 
地肤子 蓼科 

本品呈扁球状五角星形，直径 1～3mm。外被宿

存花被，表面灰绿色或浅棕色，周围具膜质小翅 5

枚，背面中心有微突起的点状果梗痕及放射状脉

纹 5～l0 条；剥离花被，可见膜质果皮，半透明。

种子扁卵形，长约 1mm，黑色。气微，味微苦 

川牛膝 

06152511012004 
川牛膝 苋科 

本品呈圆形或椭圆形薄片。外表皮黄棕色或灰褐

色。切面浅黄色至棕黄色。可见多数排列成数轮

同心环的黄色点状维管束。气微，味甜 

酒川牛膝 

06152511012318 
川牛膝 苋科 

本品形如川牛膝片，表面棕黑色。微有酒香气，

味甜 

盐川牛膝 

06152511012332 
川牛膝 苋科 

本品形如川牛膝片。炒后表面暗褐色，或有焦斑。

味微咸 

牛膝 

06152511024007 
牛膝 苋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外表皮灰黄色或淡棕色，有

微细的纵皱纹及横长皮孔。质硬脆，易折断，受

潮变软。切面平坦，淡棕色或棕色，略呈角质样

而油润，中心维管束木部较大，黄白色，其外围

散有多数黄白色点状维管束，断续排列成2～4轮。

气微，味微甜而稍苦涩 

炒牛膝 

06152511024113 
牛膝 苋科 

本品形同牛膝，外表皮黄棕色，有疙瘩状鼓起。

切面棕褐色，中心木质部颜色较浅。质硬脆，折

断面有裂隙。微有焦香气，味稍苦涩 

酒牛膝 

06152511024311 
牛膝 苋科 

本品形如牛膝段，表面色略深，偶见焦斑。微有

酒香气 

盐牛膝 

06152511024330 
牛膝 苋科 

本品形同牛膝段，外表皮鼓起，灰黄色或淡棕色，

有微扭曲的细皱纹。切面棕色或棕褐色，中心木

质部颜色较浅。质硬，折断面棕黄色或棕褐色，

有裂隙。气微，味微咸而稍苦涩 

鸡冠花 

06152531014002 
鸡冠花 苋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段。扁平，有的呈鸡冠状。表

面红色、紫红色或黄白色。可见黑色扁圆肾形的

种子。气微，味淡 

鸡冠花炭 

06152531014415 
鸡冠花 苋科 

本品形如鸡冠花。表面黑褐色，内部焦褐色。可

见黑色种子。具焦香气，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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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葙子 

06152546011003 
青葙子 苋科 

本品呈扁圆形，少数呈圆肾形。表面黑色或红黑

色，光亮，中间微隆起，侧边微凹处有种脐。种

皮薄而脆。气微，味淡 

炒青葙子 

06152546011119 
青葙子 苋科 本品形如青葙子生品，表面焦黑色，有香气 

倒扣草 

06152551014006 
倒扣草 苋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茎呈类圆柱形，节较密而

略膨大，表面灰黄色，有纵皱纹；质柔韧，不易

折断，断面灰白色或灰棕色，纤维性。茎多分枝，

嫩枝被短柔毛，略呈方柱形，紫红色、灰绿色或

褐绿色，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绿色，中空或有

髓。单叶对生，皱缩，先端急尖或钝，基部渐窄，

全缘。两面被柔毛。叶柄短；纸质。穗状花序由

枝顶伸出，花常反折或脱落。胞果细小，卵形，

黑色。气微，味淡 

生商陆 

06152711013009 
商陆 商陆科 

本品为横切或纵切的不规则块片，厚薄不等。外

皮灰黄色或灰棕色。横切面浅黄棕色或黄白色，

木部隆起，形成数个突起的同心性环轮。纵切片

木部呈平行条状突起。质硬。气微，味稍甜，久

嚼麻舌 

醋商陆 

06152711013320 
商陆 商陆科 

本品形如商陆片(块)。表面黄棕色，微有醋香气，

味稍甜，久嚼麻舌 

马齿苋 

06152955014008 
马齿苋 马齿苋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圆柱形，表面黄褐色，有

明显纵沟纹。叶多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倒卵形，

先端钝平或微缺，全缘。蒴果圆锥形，内含多数

细小种子。气微，味微酸 

银柴胡 

06153111013002 
银柴胡 石竹科 

本品为类圆形厚片或椭圆形斜片。直径 1～2.5cm，

表面浅黄色，有扭曲的纵皱纹及支根痕，质硬而

脆，切面黄白色，有裂隙，皮部薄，木部有黄白

相间的放射状纹理。气微，味甘 

金铁锁 

06153111021007 
金铁锁 石竹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表面黄白色，有多数纵皱纹

和褐色横孔纹。质硬，易折断，断面不平坦，粉

性，皮部白色，木部黄色，有放射状纹理。气微，

味辛、麻，有刺喉感 

太子参 

06153114011005 
太子参 石竹科 

本品呈细长纺锤形或细长条形，稍弯曲，长 3～

l0cm，直径 0.2～0.6cm。表面黄白色，较光滑，

微有纵皱纹，凹陷处有须根痕。顶端有茎痕。质

硬而脆，断面平坦，淡黄白色，角质样；或类白

色，有粉性。气微，味微甘 

王不留行 

06153146011004 

王 不 留

行 
石竹科 

本品呈球形，直径约 2mm。表面黑色，少数红棕

色，略有光泽，有细密颗粒状突起，一侧有 1 凹

陷的纵沟。质硬。胚乳白色，胚弯曲成环，子叶 2。

气微，味微涩、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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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王不留行 

06153146011110 

王 不 留

行 
石竹科 本品呈类球形爆花状，表面白色，质松脆 

瞿麦 

06153155014003 
瞿麦 石竹科 

本品呈不规则段。茎圆柱形，表面淡绿色或黄绿

色，节明显，略膨大。切面中空。叶多破碎。花

萼筒状，苞片 4～6。蒴果长筒形，与宿萼等长。

种子细小，多数。气微，味淡 

藕节 

06153215011003 
藕节 睡莲科 

本品呈短圆柱形，中部稍膨大，长 2～4cm，直径

约 2cm。表面灰黄色至灰棕色，有残存的须根及

须根痕，偶见暗红棕色的鳞叶残基。两端有残留

的藕，表面皱缩有纵纹。质硬，断面有多数类圆

形的孔。气微，味微甘、涩 

藕节炭 

06153215011416 
藕节 睡莲科 

本品形如藕节，表面黑褐色或焦黑色，内部黄褐

色或棕褐色。断面可见多数类圆形的孔。气微，

味微甘、涩 

荷叶 

06153227016003 
荷叶 睡莲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丝状。上表面深绿色或黄绿色，

较粗糙；下表面淡灰棕色，较光滑，叶脉明显突

起。质脆，易破碎。稍有清香气，味微苦 

荷叶炭 

06153227016416 
荷叶 睡莲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片状，表面棕褐色或黑褐色。气

焦香，味涩 

荷梗 

06153228011007 
荷梗 睡莲科 

本品切成段。近圆柱形，直径 0.8～1.5cm，表面

淡棕黄色，具深浅不等的纵沟及多数刺状突起。

折断面淡粉白色，可见数个大小不等的孔道，质

轻，易折断，折断时有粉尘飞出。气微弱，味淡 

莲房 

06153234017000 
莲房 睡莲科 

本品呈倒圆锥状或漏斗状，多撕裂，直径 5～8cm，

高 4.5～6cm。表面灰棕色至紫棕色，具细纵纹和

皱纹，顶面有多数圆形孔穴，基部有花梗残基。

质疏松，破碎面海绵样，棕色。气微，味微涩 

莲房炭 

06153234017413 
莲房 睡莲科 本品形同莲房生品，表面焦黑色，内部焦褐色 

莲须 

06153235011007 
莲须 睡莲科 

本品呈线形。花药扭转，纵裂，长 1.2～1.5cm，

直径约 0.1cm，淡黄色或棕黄色。花丝纤细，稍弯

曲，长 1.5～1.8cm，淡紫色。气微香，味涩 

荷叶蒂 

06153245011004 
荷叶蒂 睡莲科 

本品多剪成类圆形或菱形的块片状，直径约 6～

7cm。正面紫褐色或绿黄色，微带蜡质样粉霜，叶

脉微凹，由中央向外辐射状散出；背面黄褐色，

中央有残存的叶柄基部，叶脉突起。质轻松而脆。

味涩 

莲子 

06153246021002 
莲子 睡莲科 

本品略呈椭圆形或类球形，长 1.2～1.8cm，直径

0.8～1.4cm。表面浅黄棕色至红棕色，有细纵纹和

较宽的脉纹。一端中心呈乳头状突起，深棕色，

多有裂口，其周边略下陷。质硬，种皮薄，不易

剥离。子叶 2，黄白色，肥厚，中有空隙，具绿色

莲子心。气微，味甘、微涩；莲子心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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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子心 

06153249011000 
莲子心 睡莲科 

本品略呈细圆柱形，长 1～1.4cm，直径约 0.2cm。

幼叶绿色，一长一短，卷成箭形，先端向下反折，

两幼叶间可见细小胚芽。胚根圆柱形，长约 3mm，

黄白色。质脆，易折断，断面有数个小孔。气微，

味苦 

芡实 

06153246011003 
芡实 睡莲科 

本品呈类球形，多为破粒。表面有棕红色内种皮，

一端黄白色，约占全体 1/3，有凹点状的种脐痕，

除去内种皮显白色。质较硬，断面白色，粉性。

气微，味淡 

炒芡实 

06153246011119 
芡实 睡莲科 

本品形如芡实，表面淡黄色至黄色，偶有焦斑，

具香气 

麸炒芡实 

06153246011218 
芡实 睡莲科 本品形如芡实，表面黄色或微黄色。味淡、微酸 

石莲子 

06153246031001 
石莲子 睡莲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椭圆形，两端微尖，长 1.5～2cm，

直径 0.8～1.3cm。表面灰黑色，平滑。质坚硬，

难破开。除去果皮后，可见内有具棕红色种皮的

种子，种皮内有肥厚的种仁和一枚绿色的心。气

微，味甘，微涩 

石上柏 

06153251031003 
石上柏 卷柏科 

本品常卷曲缠结，灰绿色或黄绿色，稍柔软。茎

细小，直径 0.2cm 左右，有棱，多分枝，分枝处

常生土黄色的细长不定根；叶二型，侧叶和中叶

各 2 行，侧叶细小，长约 0.5cm，宽 0.2cm，半矩

圆状披针形，微具齿牙，在茎和分枝上呈覆瓦状。

孢子囊穗于枝顶双生，4 棱形，孢子叶圆形至卵状

三角形，有龙骨。气微、味甘淡 

白头翁 

06153711012009 
白头翁 毛茛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片。外表皮黄棕色或棕褐色，具

不规则纵皱纹或纵沟，近根头部有白色绒毛。切

面皮部黄白色或淡黄棕色，木部淡黄色。气微，

味微苦涩 

白芍 

06153711022008 
白芍 毛茛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薄片。表面淡棕红色或类白色，

平滑。切面类白色或微带棕红色，形成层环明显，

可见稍隆起的筋脉纹呈放射状排列。气微，味微

苦、酸 

炒白芍 

06153711022114 
白芍 毛茛科 

本品形如白芍片，表面微黄色或淡棕黄色，有的

可见焦斑。气微香 

土炒白芍 

06153711022268 
白芍 毛茛科 本品形如白芍片，表面呈土黄色，微有焦土气 

酒白芍 

06153711022312 
白芍 毛茛科 

本品形如白芍片，表面微黄色或淡棕黄色，有的

可见焦斑。微有酒香气 

醋白芍 

06153711022329 
白芍 毛茛科 

本品形如白芍片，表面微黄色至棕黄色。微有醋

气，味微苦、酸 

白芍炭 

06153711022411 
白芍 毛茛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长椭圆形的薄片。切面焦黑色。

质坚脆。具焦香气，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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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芍 

06153711033004 
赤芍 毛茛科 

本品为类圆形切片，外表皮棕褐色。切面粉白色

或粉红色，皮部窄，木部放射状纹理明显，有的

有裂隙 

炒赤芍 

06153711033110 
赤芍 毛茛科 本品形如赤芍片，表面色泽加深，偶见炒后焦斑 

酒赤芍 

06153711033219 
赤芍 毛茛科 

本品形如赤芍片。外表皮深棕褐色，有纵皱纹。

切面棕黄色至棕褐色。气微香，微具酒气，味微

苦、涩 

威灵仙 

06153713014001 
威灵仙 毛茛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表面黑褐色、棕褐色或棕黑

色，有细纵纹，有的皮部脱落，露出黄白色木部。

切面皮部较广，木部淡黄色，略呈方形或近圆形，

皮部与木部间常有裂隙。质硬脆，气微，味辛辣 

酒威灵仙 

06153713014315 
威灵仙 毛茛科 本品形如威灵仙。表面颜色加深，微有酒香气 

生川乌 

06153714011009 
川乌 毛茛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圆锥形，稍弯曲，顶端常有残茎，

中部多向一侧膨大，长 2～7.5cm，直径 1.2～

2.5cm。表面棕褐色或灰棕色，皱缩，有小瘤状侧

根及子根脱离后的痕迹。质坚实，断面类白色或

浅灰黄色，形成层环纹呈多角形。气微，味辛辣、

麻舌 

制川乌 

06153714013706 
川乌 毛茛科 

本品为不规则或长三角形的厚片或薄片。表面黑

褐色或黄褐色，有灰棕色形成层环纹。体轻，质

脆，断面有光泽，气微，微有麻舌感 

天葵子 

06153714021008 
天葵子 毛茛科 

本品呈不规则短柱状、纺锤状或块状，略弯曲，

长 1～3cm，直径 0.5～lcm。表面暗褐色至灰黑色，

具不规则的皱纹及须根或须根痕。顶端常有茎叶

残基，外被数层黄褐色鞘状鳞片。质较软，易折

断，断面皮部类白色，木部黄白色或黄棕色，略

呈放射状。气微，味甘、微苦辛 

附片 

06153714033001 
附子 毛茛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片状，无外皮，黄白色，半透明，

厚约 0.3cm 

炮附片 

06153714033223 
附子 毛茛科 

本品形如附片或熟附片，表面鼓起黄棕色，质松

脆。气微，味淡 

熟附片 

06153714033698 
附子 毛茛科 

本品为不规则纵切厚片，上宽下窄，长 1.7～5cm，

宽 0.9～3cm，厚 0.2～0.5cm。外皮黑褐色，切面

暗黄色，油润具光泽，半透明状，并有纵向导管

束。质硬而脆，断面角质样。气微，味淡 

淡附片 

06153714033711 
附子 毛茛科 

本品呈纵切片，上宽下窄，长 1.7～5cm，宽 0.9～

3cm，厚 0.2～0.5cm。外皮褐色。切面褐色，半透

明，有纵向导管束。质硬，断面角质样。气微，

味淡，口尝无麻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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煨附子 

06153714033803 
附子 毛茛科 

本品为不规则纵切厚片，上宽下窄，表面土黄色，

无光泽，有纵向导管束。质硬而脆，周边黑褐色，

气微，味淡 

生草乌 

06153714041006 
草乌 毛茛科 

本品呈不规则长圆锥形，略弯曲，长 2～7cm，直

径 0.6～1.8cm。顶端常有残茎和少数不定根残基，

有的顶端一侧有一枯萎的芽，一侧有一圆形或扁

圆形不定根残基。表面灰褐色或黑棕褐色，皱缩，

有纵皱纹、点状须根痕及数个瘤状侧根。质硬，

断面灰白色或暗灰色，有裂隙，形成层环纹多角

形或类圆形，髓部较大或中空。气微，味辛辣、

麻舌 

制草乌 

06153714051708 
制草乌 毛茛科 

本品呈不规则圆形或近三角形的片。表面黑褐色，

有灰白色多角形形成层环和点状维管束，并有空

隙，周边皱缩或弯曲。质脆。气微，味微辛辣，

稍有麻舌感 

猫爪草 

06153714061004 
猫爪草 毛茛科 

本品由数个至数十个纺锤形的块根簇生，形似猫

爪，长 3～10mm，直径 2～3mm，顶端有黄褐色

残茎或茎痕。表面黄褐色或灰黄色，久存色泽变

深，微有纵皱纹，并有点状须根痕和残留须根。

质坚实，断面类白色或黄白色，空心或实心，粉

性。气微，味微甘 

雪上一枝蒿 

06153714071003 

雪 上 一

枝蒿 
毛茛科 

本品为厚片。外表面呈黑褐色或黄棕色，饱满，

皱纹微细，亦有较明显者，常有侧根的断痕。质

坚脆易断，断面略呈圆形，现粉白色。栓皮菲薄，

皮部较宽，木部及髓部约占直径 1/3，形成层附近

色较深，呈黑褐色圈。气微弱，味辛辣而麻。有

大毒 

关白附 

06153714081002 
关白附 毛茛科 

本品呈类圆形厚片，表面灰棕色，有纵皱纹、沟

纹及横长突起的根痕，顶端有茎基。子根表面棕

黄色，有细纵纹，顶端有芽痕。质坚硬，断面类

白色，粉性，中柱部分导管呈星点状。气微，味

辛辣麻舌。有毒 

制关白附 

06153714081729 
关白附 毛茛科 本品形同关白附。表面棕黄色，切面类白色 

升麻 

06153715013002 
升麻 毛茛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厚片。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粗

糙不平，有坚硬的细须根残留，上面有数个圆形

空洞的茎基痕，洞内壁显网状沟纹；下面凹凸不

平，具须根痕。体轻，质坚硬，不易折断，断面

不平坦，有裂隙，纤维性，黄绿色或淡黄白色。

气微，味微苦而涩 

麸炒升麻 

06153715013217 
升麻 毛茛科 

本品形同升麻片，表面深黄色，微带焦斑，质脆。

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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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升麻 

06153715013354 
升麻 毛茛科 

本品形同升麻片，表面黄棕色或棕褐色，味甜而

微苦 

升麻炭 

06153715013415 
升麻 毛茛科 本品形同升麻片，表面黑色，折断面黑褐色 

两头尖 

06153715021007 
两头尖 毛茛科 

本品呈类长纺锤形，两端尖细，微弯曲。其中近

一端处较膨大。长 1～3cm，直径 2～7mm。表面

棕褐色至棕黑色，具微细纵皱纹，膨大部位常有

1～3 个支根痕呈鱼鳍状突起，偶见不明显的 3～5

环节。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略平坦，类白色

或灰褐色，类角质样。气微，味先淡后微苦而麻

辣 

黄连片 

06153715032003 
黄连 毛茛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薄片。外表皮灰黄色或黄褐色，

粗糙，有细小的须根。切面或碎断面鲜黄色或红

黄色，具放射状纹理。气微，味极苦 

酒黄连 

06153715032317 
黄连 毛茛科 本品形如黄连片，色泽加深。略有酒香气 

姜黄连 

06153715032348 
黄连 毛茛科 本品形如黄连片，表面棕黄色。有姜的辛辣味 

萸黄连 

06153715032386 
黄连 毛茛科 

本品形如黄连片，表面棕黄色。有吴茱萸的辛辣

香气 

川木通 

06153721013003 
川木通 毛茛科 

本品呈类圆形厚片。切面边缘不整齐，残存皮部

黄棕色，木部浅黄棕色或浅黄色，有黄白色放射

状纹理及裂隙，其间密布细孔状导管，髓部较小，

类白色或黄棕色，偶有空腔。气微，味淡 

牡丹皮 

06153726012001 
牡丹皮 毛茛科 

本品呈圆形或卷曲形的薄片。连丹皮外表面灰褐

色或黄褐色，栓皮脱落处粉红色；刮丹皮外表面

红棕色或淡灰黄色。内表面有时可见发亮的结晶。

切面淡粉红色，粉性。气芳香，味微苦而涩 

酒丹皮 

06153726012312 
牡丹皮 毛茛科 

本品形同牡丹皮。表面呈棕黄色或褐色，有酒香

气 

丹皮炭 

06153726012414 
牡丹皮 毛茛科 

本品形同牡丹皮。表面呈黑褐色或棕黑色，气香，

味微苦而涩 

草乌叶 

06153727011003 
草乌叶 毛茛科 

本品多皱缩卷曲、破碎。完整叶片展平后呈卵圆

形，3 全裂，长 5～12cm，宽 10～17cm；灰绿色

或黄绿色；中间裂片菱形，渐尖，近羽状深裂；

侧裂片 2 深裂；小裂片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上

表面微被柔毛，下表面无毛；叶柄长 2～6cm。质

脆。气微，味微咸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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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豆蔻 

06153746011008 
草豆蔻 毛茛科 

本品为类球形的种子团，表面灰褐色，中间有黄

白色的隔膜，将种子团分成 3 瓣，每瓣有种子多

数，粘连紧密，种子团略光滑。种子为卵圆状多

面体，长 3～5mm，直径约 3mm，外被淡棕色膜

质假种皮，种脊为一条纵沟，一端有种脐；质硬，

将种子沿种脊纵剖两瓣，纵断面观呈斜心形，种

皮沿种脊向内伸入部分约占整个表面积的 1/2；胚

乳灰白色。气香，味辛、微苦 

黑种草子 

06153746021007 

黑 种 草

子 
毛茛科 

本品呈三棱状卵形，长 2.5～3mm，宽约 1.5mm。

表面黑色，粗糙，顶端较狭而尖，下端稍钝，有

不规则的突起。质坚硬，断面灰白色，有油性。

气微香，味辛 

大血藤 

06153821013002 
大血藤 木通科 

本品为类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棕色，粗糙。

切面皮部红棕色，有数处向内嵌入木部，木部黄

白色，有多数导管孔，射线呈放射状排列。气微，

味微涩 

木通 

6153821023001 
木通 木通科 

本品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片。外表皮灰棕

色或灰褐色。切面射线呈放射状排列，髓小或有

时中空。气微，味微苦而涩 

野木瓜 

06153822011007 
野木瓜 木通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圆柱形，表面灰棕色至棕

色，有粗纵纹，栓皮常块状脱落而显露内部纤维

束；细茎具光泽，纵纹明显，有小枝痕与叶痕。

质坚硬，稍带韧性。切断面皮部常与木部分离，

皮部狭窄，深棕色，可见灰白色波环状中柱鞘，

木部宽广，浅棕黄色，射线致密，导管孔明显。

叶片完整或破碎，背面网脉间有白色斑点。气微、

味淡、稍苦涩 

预知子 

06153842011001 
预知子 木通科 

本品呈肾形或长椭圆形，稍弯曲，长 3～9cm，直

径 1.5～3.5cm。表面黄棕色或黑褐色，有不规则

的深皱纹，顶端钝圆，基部有果梗痕。质硬，破

开后，果瓤淡黄色或黄棕色；种子多数，扁长卵

形，黄棕色或紫褐色，具光泽，有条状纹理。气

微香，味苦 

三棵针 

06153911013004 
三棵针 小檗科 

本品呈类圆柱形的片，直径 1～3cm。根头粗大，

向下渐细。外皮灰棕色，有细皱纹，易剥落。质

坚硬，不易折断，切面不平坦，鲜黄色，切片近

圆形或长圆形，稍显放射状纹理，髓部棕黄色。

气微，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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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木 

06153922015004 
功劳木 小檗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片，大小不等。外表面灰黄色

至棕褐色，有明显的纵沟纹和横向细裂纹，有的

外皮较光滑，有光泽，或有叶柄残基。质硬，切

面皮部薄，棕褐色，木部黄色，可见数个同心性

环纹及排列紧密的放射状纹理，髓部色较深。气

微，味苦 

十大功劳叶 

06153927016006 

十 大 功

劳叶 
小檗科 

阔叶十大功劳叶：本品呈细丝状，叶先端尖而有

锐刺，边缘有刺状锯齿，基部心形或近截形而倾

斜。上表面黄绿色或棕绿色有光泽，下表面黄绿

色。叶脉基部五片。质硬而脆。气微，味淡 

细叶十大功劳叶：本品呈丝片状，小叶先端渐尖

而有小锐刺，边缘有刺状锯齿，基部楔形，上表

面绿棕色或黄绿色，下表面黄绿色，羽状网脉，

主脉明显，叶脉于上表面凹入，于下表面凸出。

革质。气微，味淡 

华南十大功劳叶：本品同“阔叶十大功劳叶” 

淫羊藿 

06153927026005 
淫羊藿 小檗科 

本品呈丝片状。上表面绿色、黄绿色或浅黄色，

下表面灰绿色，网脉明显，中脉及细脉凸出，边

缘具黄色刺毛状细锯齿。近革质。气微，味微苦 

炙淫羊藿 

06153927026364 
淫羊藿 小檗科 

本品形如淫羊藿丝。表面浅黄色显油亮光泽。微

有羊脂油气 

巫山淫羊藿 

06153927036004 

巫 山 淫

羊藿 
小檗科 

本品为二回三出复叶，小叶片披针形至狭披针形，

长 9～23cm，宽 1.8～4.5cm，先端渐尖或长渐尖，

边缘具刺齿，侧生小叶基部的裂片偏斜，内边裂

片小，圆形，外边裂片大，三角形，渐尖。下表

面被绵毛或秃净。近革质。气微，味微苦 

炙巫山淫羊藿 

06153927036363 

巫 山 淫

羊藿 
小檗科 

本品形如巫山淫羊藿。表面浅黄色显油亮光泽，

微有羊脂油气 

小叶莲 

06153942011000 
小叶莲 小檗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近球形，多压扁，长 3～5.5cm，

直径 2～4cm。表面紫红色或紫褐色，皱缩，有的

可见露出的种子。顶端稍尖，果梗黄棕色，多脱

落。果皮与果肉粘连成薄片，易碎，内具多数种

子。种子近卵形，长约 4mm；表面红紫色，具细

皱纹，一端有小突起；质硬；种仁白色，有油性。

气微，味酸甜、涩；种子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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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见穿 

06153951024008 
石见穿 唇形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茎、叶、花、果混合小段。茎呈

方柱形，直径 2～4cm，单一或分枝。表面灰绿色

或暗紫色，有白色长柔毛，质脆，断面髓部白色

或褐黄色。叶对生，单叶或三出复叶，叶片多皱

缩卷曲、破碎，有时复叶脱落，仅见单叶，两面

有白色长柔毛。轮伞花序集成假总状，通常仅留

有宿萼，萼筒外面脉上有毛，喉部有长柔毛，花

冠二唇形，蓝紫色。小坚果椭圆形卵状形，褐色。

气微，味微苦、涩 

防己 

06154011013000 
防己 防己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半圆形的厚片。外表皮淡灰黄色。

切面灰白色，粉性，有稀疏的放射状纹理。气微，

味苦 

白药子 

06154014011003 
白药子 防己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横、纵切厚片。直径 2～5cm，周

边棕色或暗棕色至黄褐色，粗糙有皱纹及须根痕，

切面类白色或灰白色，粉性大，有众多凹凸不平

的圆点，形成环纹状。质硬而脆。气微，味苦以

粉性足、色白者为佳 

金果榄 

06154014023006 
金果榄 防己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片。外表皮棕黄色

至暗褐色，皱缩，凹凸不平。切面淡黄白色，有

时可见灰褐色排列稀疏的放射状纹理，有的具裂

隙。气微，味苦 

北豆根 

06154015013006 
北豆根 防己科 

本品呈类圆形厚片，直径 0.3～0.8cm。表面黄棕

色至暗棕色，多有弯曲的细根，并可见突起的根

痕和纵皱纹，外皮易剥落。质韧，不易折断，断

面不整齐，纤维细，木部淡黄色，呈放射状排列，

中心有髓。气微，味苦 

青风藤 

06154021013007 
青风藤 防己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外表面绿褐色至棕褐色，

有的灰褐色，有纵纹，有的可见皮孔。切面灰黄

色至淡灰黄色，皮部窄，木部有明显的放射状纹

理，其间具有多数小孔，髓部淡黄白色至棕黄色。

气微，味苦 

黄藤 

06154021024003 
黄藤 防己科 

本品呈类圆形厚片或斜片，直径 0.6～3cm。表面

灰褐色至黄棕色，粗糙，有纵沟和横裂纹，老茎

外皮较易剥落。质硬，不易折断，折断时可见大

量粉尘飞扬，断面不整齐，黄色，具纤维性，有

棕黄色与黄棕色相间排列的放射状纹理，导管呈

细孔状，木质部有时具裂隙，中心多为枯黄棕色

或空腔。气微，味苦 

宽筋藤 

06154021034002 
宽筋藤 防己科 

本品呈圆柱形或长椭圆形的片。表面棕黄色或黄

绿色，有明显的皮孔和叶痕，栓皮易成片剥离。

切面黄白色，射线明显，呈菊花纹样，中央有髓。

体轻，质疏松。气微，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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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乎奴 

06154051011004 

亚 乎 奴

（ 锡 生

藤） 

防己科 

本品为不规则小段。根呈扁圆柱形，直径约 1cm。

表面棕褐色或暗褐色，有皱纹及支根痕；断面枯

木状。匍匐茎圆柱形，节略膨大，常有根痕或细

根；表面棕褐色，节间有扭旋的纵沟纹；易折断，

折断时有粉尘飞扬，具放射状纹理；缠绕茎纤细，

有分枝，表面被黄棕色绒毛。叶互生，有柄，微

盾状着生；叶片多皱缩，展平后呈心状扁圆形，

先端微凹，具小突尖，上表面疏被白色柔毛，下

表面密被褐黄色绒毛。气微，味苦、微甜 

滇鸡血藤 

06154121021001 

滇 鸡 血

藤 
木兰科 

本品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的斜切片，直径

1.8～6.5cm。表面灰棕色，栓皮剥落处呈暗红紫色，

栓皮较厚，粗者具多数裂隙，呈龟裂状，细者具

纵沟，常附有苔类和地衣。质坚硬，不易折断。

横切面皮部窄，红棕色，纤维性强。木部宽，浅

棕色，有多数细孔状导管。髓部小，黑褐色，呈

空洞状。具特异香气，味苦而涩 

广东海风藤 

06154121023005 

广 东 海

风藤 
木兰科 

本品多切成长段。呈圆柱形，略弯曲，直径 2.5～

4cm。残留栓皮灰白色至灰褐色，易脱落，脱落后

皮部浅棕色或棕色，并可见白色或灰白色毛状纤

维。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皮部棕色；木部淡

棕色，密布针孔状小孔。中央有深棕色的髓或中

空。气微香，味甘、辛、微涩 

地枫皮 

06154125017000 
地枫皮 木兰科 

本品呈卷筒状或槽状的碎块，厚 0.2～0.3cm。外

表面灰棕色至深棕色，有的可见灰白色地衣斑，

粗皮易剥离或脱落，脱落处棕红色。内表面棕色

或棕红色，具明显的细纵皱纹。质松脆，易折断，

断面颗粒状。气微香，味微涩 

厚朴 

06154125026002 
厚朴 木兰科 

本品呈弯曲的丝条状或单、双卷筒状。外表面灰

褐色，有时可见椭圆形皮孔或纵皱纹。内表面紫

棕色或深紫褐色，较平滑，具细密纵纹，划之显

油痕。切面颗粒性，有油性，有的可见小亮星。

气香，味辛辣、微苦 

姜厚朴 

06154125026347 
厚朴 木兰科 

本品形如厚朴丝，表面灰褐色，偶见焦斑。略有

姜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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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 

06154133011007 
辛夷 木兰科 

望春花：呈长卵形，似毛笔头，长 1.2～2.5cm，

直径 0.8～1.5cm。基部常具短梗，长约 5mm，梗

上有类白色点状皮孔。苞片 2～3 层，每层 2 片苞

片外表面密被灰白色或灰绿色茸毛，内表面类棕

色，无毛。花被片 9，呈萼片状，轮状排列。雄蕊

和雌蕊多数，螺旋状排列。体轻，质脆。气芳香，

味辛凉而稍苦 

玉兰：长 1.5～3cm，直径 1～1.5cm。基部枝梗较

粗壮，皮孔浅棕色。苞片外表面密被灰白色或灰

绿色茸毛。花被片 9，内外轮同型 

武当玉兰：长 2～4cm，直径 1～2cm。基部枝梗

粗壮，皮孔红棕色。苞片外表面密被淡黄色或淡

黄绿色茸毛，有的最外层苞片茸毛已脱落而呈黑

褐色。花被片 10～12(15)，内外轮无显著差异 

炒辛夷花 

06154133011113 
辛夷 木兰科 

本品呈长卵形，似毛笔头，基部常具木质短梗。

苞片 2～3 层，苞片外表面密被长茸毛，经炒后显

黄褐色，内表面棕褐色，无毛。体轻，质脆。气

焦香，味辛凉而稍苦 

蜜辛夷花 

06154133011359 
辛夷 木兰科 

本品呈长卵形，似毛笔头，基部常具木质短梗。

苞片 2～3 层，苞片外表面密被长茸毛，炮制后显

黄褐色，内表面棕褐色，无毛。体轻，质脆。气

微香，味辛凉而甜后稍苦 

厚朴花 

06154133021006 
厚朴花 木兰科 

本品呈长圆锥形，长 4～7cm，基部直径 1.5～

2.5cm。红棕色至棕褐色。花被多为 12 片，肉质，

外层的呈长方倒卵形，内层的呈匙形。雄蕊多数，

花药条形，淡黄棕色，花丝宽而短。心皮多数，

分离，螺旋状排列于圆锥形的花托上。花梗长

0.5～2cm，密被灰黄色绒毛，偶无毛。质脆，易

破碎。气香，味淡 

八角茴香 

06154142011005 

八 角 茴

香 
木兰科 

本品为车轮形的蓇葖果，由 8 瓣聚合而成，各瓣

均向上开口或不开口，呈小艇形，外表面红棕色，

有不规则皱纹，顶端呈鸟喙状；内表面淡棕色，

平滑，有光泽；质硬而脆。种子胚乳白色，富油

性。气芳香，味辛、甜 

五味子 

06154142021004 
五味子 木兰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球形或扁球形，直径 5～8mm。

表面红色、紫红色或暗红色，皱缩，显油润；有

的表面呈黑红色或出现“白霜”。果肉柔软，种子

1～2，肾形，表面棕黄色，有光泽，种皮薄而脆。

果肉气微，味酸；种子破碎后，有香气，味辛、

微苦 

炒五味子 

06154142021110 
五味子 木兰科 

本品形如五味子生品。表面紫黑色或黑褐色，偶

有焦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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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五味子 

06154142021318 
五味子 木兰科 

本品形如五味子生品。表面紫黑色或黑褐色，质

柔润或稍显油润，微具酒气 

蜜五味子 

06154142021356 
五味子 木兰科 

本品形如五味子生品。色泽加深，略显光泽，味

酸，兼有蜜甘味 

醋五味子 

06154142021622 
五味子 木兰科 

本品形如五味子生品。表面乌黑色，油润，稍有

光泽。有醋香气 

南五味子 

06154142031003 

南 五 味

子 
木兰科 

本品呈球形或扁球形，直径 4～6mm。表面棕红

色至暗棕色，干瘪，皱缩，果肉常紧贴于种子上。

种子 1～2，肾形，表面棕黄色，有光泽，种皮薄

而脆。果肉气微，味微酸 

醋南五味子 

06154142031324 

南 五 味

子 
木兰科 

本品形如南五味子，表面棕黑色，油润，稍有光

泽。微有醋香气 

腊梅花 

06154232011007 
腊梅花 腊梅科 

本品呈类球形。直径 3～6mm，有短梗。苞片数

层，鳞片状，棕褐色。花萼 5，灰绿色或棕红色。

花瓣 5 或多数，黄白色或淡粉红色。雄蕊多数；

雌蕊一个，子房密被细柔毛。体轻。气清香，味

微苦、涩 

乌骨藤 

06154311013007 
乌骨藤 番荔枝科 

本品为圆柱形的段。表面棕黑色，具浅纵皱纹及

点状突起的细根痕。质硬，断面皮部浅棕色，木

部灰黄色，有细密放射状纹理和小孔。气微香，

味微苦、辣 

钻山风 

06154312013006 
钻山风 番荔枝科 

本品为近圆柱形的段。稍弯或分枝，直径 0.5～

2cm。表面棕黑色，有断续的纵皱纹和点状突起的

细根痕。质硬，断面皮部棕色，木部淡黄棕色，

有放射状纹理和小孔。气微香，味微辣 

肉豆蔻 

06154446011008 
肉豆蔻 肉豆蔻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椭圆形，长 2～3cm，直径 1.5～

2.5cm。表面灰棕色或灰黄色，有时外被白粉（石

灰粉末）。全体有浅色纵行沟纹和不规则网状沟

纹。种脐位于宽端，呈浅色圆形突起，合点呈暗

凹陷。种脊呈纵沟状，连接两端。质坚，断面显

棕黄色相杂的大理石花纹，宽端可见干燥皱缩的

胚，富油性。气香浓烈，味辛 

麸煨肉豆蔻 

06154446011800 
肉豆蔻 肉豆蔻科 

本品形如肉豆蔻，表面为棕褐色，有裂隙。气香，

味辛 

胡椒根 

06154511013005 
胡椒根 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表面灰棕色或灰褐色，粗糙，

具皱纹及须根痕。质坚韧，不易折断，断面灰黄

色至灰棕色，皮部脆，常与木质部分离，木质部

显放射状纹理。气微辛，具胡椒样辛辣味 

豆豉姜 

06154513013003 
豆豉姜 樟科 

本品切成厚片。表面棕色，有纵皱及颗粒状突起，

横切面导管明显，质轻泡，易折断，断面淡黑色。

气香，味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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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药 

06154514012005 
乌药 樟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薄片。外表皮黄棕色或黄褐色。

切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射线放射状，可见年轮

环纹。质脆。气香，味微苦、辛，有清凉感 

桂枝 

06154522013001 
桂枝 樟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表面红棕色至棕

色，有时可见点状皮孔或纵棱线。切面皮部红棕

色，木部黄白色或浅黄棕色，髓部类圆形或略呈

方形，有特异香气，味甜、微辛 

肉桂 

06154525011004 
肉桂 樟科 

本品呈槽状或卷筒状段片，少为不规则的碎块，

厚 0.2～0.8cm。外表面灰棕色，稍粗糙，有不规

则的细皱纹和横向突起的皮孔，有的可见灰白色

的斑纹；内表面红棕色，略平坦，有细纵纹，划

之显油痕。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不平坦，外

层棕色而较粗糙，内层红棕色而油润，两层间有 1

条黄棕色的线纹。气香浓烈，味甜、辣 

荜澄茄 

06154542011001 
荜澄茄 樟科 

本品呈类球形，直径 4～6mm。表面棕褐色至黑

褐色，有网状皱纹。基部偶有宿萼和细果梗。除

去外皮可见硬脆的果核，种子 1，子叶 2，黄棕色，

富油性。气芳香，味稍辣而微苦 

天然冰片 

06154598011000 

天 然 冰

片 
樟科 

本品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或片状结晶。气清香，味

辛、凉 

延胡索 

06154716013008 
延胡索 罂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圆形厚片。外表皮黄色或黄褐色，

有不规则细皱纹。切面黄色，角质样，具蜡样光

泽。气微，味苦 

炒延胡索 

06154716013114 
延胡索 罂粟科 

本品形如延胡索片。切面黄色或深黄色，稍带焦

斑，有蜡样光泽。质硬而脆。气微，味苦 

酒延胡索 

06154716013312 
延胡索 罂粟科 

本品形同延胡索片，表面呈绿黄色或黄褐色，味

苦，略有酒气 

醋延胡索 

06154716013329 
延胡索 罂粟科 

本品形如延胡索片，表面和切面黄褐色，质较硬。

微具醋香气 

延胡索炭 

06154716013411 
延胡索 罂粟科 

本品为类圆形、椭圆形或三角形薄片或不规则碎

块，直径 0.5～2cm，厚约 3mm。外表面棕黑色至

焦黑色。切面焦黄褐色。质硬而脆。气微，味苦 

夏天无 

06154716021003 
夏天无 罂粟科 

本品呈类球形、长圆形或不规则块状，长 0.5～

3cm，直径 0.5～2.5cm。表面灰黄色、暗绿色或黑

褐色，有瘤状突起和不明显的细皱纹，顶端钝圆，

可见茎痕，四周有淡黄色点状叶痕及须根痕。质

硬，断面黄白色或黄色，颗粒状或角质样，有的

略带粉性。气微，味苦 

罂粟壳 

06154744016002 
罂粟壳 罂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丝或块。外表面黄白色、浅棕色

至淡紫色，平滑，偶见残留柱头。内表面淡黄色，

有的具棕黄色的假隔膜。气微清香，味微苦 

蜜罂粟壳 

06154744016354 
罂粟壳 罂粟科 

本品形如罂粟壳丝或块，表面微黄色，略有黏性，

味甜，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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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地丁 

06154751014008 
苦地丁 罂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细，表面灰绿色，具 5 纵

棱，断面中空。叶多破碎，暗绿色或灰绿色。花

少见，花冠唇形，有距，淡紫色。蒴果扁长椭圆

形，呈荚果状。种子扁心形，黑色，有光泽。气

微，味苦 

白屈菜 

06154751024007 
白屈菜 罂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呈圆锥状，多有分枝，密

生须根。茎干瘪中空，表面黄绿色或绿褐色，有

的可见白粉。叶互生，多皱缩、破碎，完整者为

一至二回羽状分裂，裂片近对生，先端钝，边缘

具不整齐的缺刻；上表面黄绿色，下表面绿灰色，

具白色柔毛，脉上尤多。花瓣 4 片，卵圆形，黄

色，雄蕊多数，雌蕊 1。蒴果细圆柱形；种子多数，

卵形，细小，黑色。气微，味微苦 

板蓝根 

06154911013001 
板蓝根 十字花科 

本品呈圆形的厚片。外表皮淡灰黄色至淡棕黄色，

有纵皱纹。切面皮部黄白色，木部黄色。气微，

味微甜后苦涩 

大青叶 

06154927017000 
大青叶 十字花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段。叶片暗灰绿色，叶上表面

有的可见色较深稍突起的小点；叶柄碎片淡棕黄

色。质脆。气微，味微酸、苦、涩 

芥子 

06154946011003 
芥子 十字花科 

白芥子：球形，表面灰白色至淡黄色，具细微的

网纹，有明显的点状种脐，种皮薄而脆， 破开后

内有白色折叠的子叶，有油性。气微，味辛辣 

黄芥子：较小，直径 1～2mm。表面黄色至棕黄

色，少数呈暗红棕色。研碎后加水浸湿，则产生

辛烈的特异臭气 

炒芥子 

06154946011119 
芥子 十字花科 

本品形如芥子，表面淡黄色至深黄色（炒白芥子）

或深黄色至棕褐色（炒黄芥子），偶有焦斑。有香

辣气 

莱菔子 

06154946021002 
莱菔子 十字花科 

本品呈类卵圆形或椭圆形，稍扁。表面黄棕色、

红棕色或灰棕色。一端有深棕色圆形种脐，一侧

有数条纵沟。种皮薄而脆，子叶 2，黄白色，有油

性。气微，味淡、微苦辛 

炒莱菔子 

06154946021118 
莱菔子 十字花科 

本品形如莱菔子，表面微鼓起，色泽加深，质酥

脆，气微香 

葶苈子 

06154946031001 
葶苈子 十字花科 

南葶苈子：呈长圆形略扁，长约 0.8～1.2mm，宽

约 0.5mm。表面棕色或红棕色，微有光泽，具纵

沟 2 条，其中 1 条较明显。一端钝圆，另端微凹

或较平截，种脐类白色，位于凹入端或平截处。

气微，味微辛、苦，略带黏性。本品膨胀度不得

低于 3 

北葶苈子：呈扁卵形，长 1～1.5mm，宽 0.5～1mm。

一端钝圆，另端尖而微凹，种脐位于凹入端。味

微辛辣，黏性较强。本品膨胀度不得低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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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葶苈子 

06154946031117 
葶苈子 十字花科 

本品形如葶苈子，微鼓起，表面棕黄色。有油香

气，不带黏性 

芸苔子 

06154946041000 
芸苔子 十字花科 

本品类圆球形，直径约 1～2mm，种皮黑色或暗

红棕色，少数呈黄色。浸在水中膨胀。除去种皮，

见有 2 片黄白色肥厚的子叶，沿主脉相重对折，

胚根位在二对折的子叶之间。气无，味淡，微有

油腻感 

高山辣根菜 

06154913011005 

高 山 辣

根菜 
十字花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茎顶端有数个分枝，有密

集横环纹，其上有叶柄残基。根圆柱形，表面黄

棕色至灰黄褐色，粗糙，有明显的皱纹和纵沟。

质松泡，易折断，断面不整齐，皮部淡棕色至黄

棕色，木部淡黄白色至浅黄棕色，周边与中心部

呈灰白与黄色相间的花纹。气微香，味微苦 

荠菜 

06154951014006 
荠菜 十字花科 

本品呈团块状。根呈须状分枝，弯曲或部分折断，

淡褐色或乳白色；根出叶羽状分裂，卷缩，质脆

易碎，灰绿色或枯黄色；茎纤细，分枝，黄绿色，

弯曲或部分折断，近顶端疏生三角形的果实，有

细柄，淡黄绿色。气微，味淡 

菥蓂 

06154955014002 
菥蓂 十字花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表面黄绿色或

灰黄色，有细纵棱线；质脆，易折断，断面髓部

白色。叶互生，披针形，基部叶多为倒披针形，

多脱落。总状果序生于茎枝顶端和叶腋，果实卵

圆形而扁平，直径 0.5～1.3cm；表面灰黄色或灰

绿色，中心略隆起，边缘有翅，宽约 0.2cm，两面

中间各有 1 条纵棱线，先端凹陷，基部有细果梗，

长约 1cm；果实内分 2 室，中间有纵隔膜，每室

种子 5～7 粒。种子扁卵圆形。气微，味淡 

红景天 

06155513013000 
红景天 景天科 

本品呈类圆形横切片或不规则的纵切片，直径

1.5～4.5cm。表面棕色或褐色，粗糙，有褶皱，剥

开外表皮有一层膜质黄色表皮且具粉红色花纹。

质轻，疏松，断面粉红色至紫红色，有一环纹；

有的断面橙红色或紫红色，有时具裂隙。气芳香，

味微苦涩、后甜 

垂盆草 

06155551014007 
垂盆草 景天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部分节上可见纤细的不定根。

3 叶轮生，叶片倒披针形至矩圆形，绿色。气微，

味微苦 

瓦松 

06155555014003 
瓦松 景天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直径 2～6mm。表面灰棕色，

具多数突起的残留叶基，有明显的纵棱线。叶多

脱落．破碎或卷曲，灰绿色。圆锥花序穗状，小

花白色或粉红色，花梗长约 5mm。体轻，质脆，

易碎。气微，味酸 

常山 

06155611012004 
常山 虎耳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薄片。外表皮淡黄色，无外皮。

切面黄白色，有放射状纹理。质硬。气微，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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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常山 

06155611012110 
常山 虎耳草科 本品形如常山片，表面黄色 

路路通 

06155842011005 
路路通 金缕梅科 

本品为聚花果，由多数小蒴果集合而成，呈球形，

直径 2～3cm。基部有总果梗。表面灰棕色或棕褐

色，有多数尖刺及喙状小钝刺，长 0.5～1mm，常

折断，小蒴果顶部开裂，呈蜂窝状小孔。体轻，

质硬，不易破开。气微，味淡 

苏合香 

06155892011000 
苏合香 金缕梅科 

本品为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棕黄色或暗棕色，

半透明。质黏稠。气芳香 

枫香脂 

06155892021009 
枫香脂 金缕梅科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淡黄色至黄棕色，半透明或

不透明。质脆，断面具光泽。气香，味淡 

杜仲 

06155925016002 
杜仲 杜仲科 

本品呈小方块或丝状。外表面淡棕色或灰褐色，

有明显的皱纹。内表面暗紫色，光滑。断面有细

密、银白色、富弹性的橡胶丝相连。气微，味稍

苦 

酒杜仲 

06155925016316 
杜仲 杜仲科 本品形如杜仲块或丝，表面黑褐色，略有酒气 

盐杜仲 

06155925016330 
杜仲 杜仲科 

本品形如杜仲块或丝，表面黑褐色，内表面褐色，

折断时胶丝弹性较差。味微咸 

姜杜仲 

06155925016347 
杜仲 杜仲科 

本品形如杜仲块或丝，表面黑褐色，偶见焦斑。

略有姜辣气 

杜仲炭 

06155925016415 
杜仲 杜仲科 

本品呈不规则方块状。全体挂有炭粉，外表面焦

黑色，可见明显的皱纹或纵裂槽纹，内表面黑色。

质脆，易折断，断面可见较少银白色的橡胶丝，

易断。有焦气，味微苦、微涩 

杜仲叶 

06155927011005 
杜仲叶 杜仲科 

本品多破碎，完整叶片展平后呈椭圆形或卵形，

长 7～15cm，宽 3.5～7cm。表面黄绿色或黄褐色，

微有光泽，先端渐尖，基部圆形或广楔形，边缘

有锯齿，具短叶柄。质脆，搓之易碎，折断面有

少量银白色橡胶丝相连。气微，味微苦 

地榆 

06156111013003 
地榆 蔷薇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类圆形片或斜切片。外表皮灰褐

色至深褐色。切面较平坦，粉红色、淡黄色或黄

棕色，木部略呈放射状排列；或皮部有多数黄棕

色绵状纤维。气微，味微苦涩 

炒地榆 

06156111013119 
地榆 蔷薇科 本品形如地榆片，表面颜色加深 

地榆炭 

06156111013416 
地榆 蔷薇科 

本品形如地榆片，表面焦黑色，内部棕褐色。具

焦香气，味微苦涩 

桃枝 

06156122014006 
桃枝 蔷薇科 

本品呈圆柱形，长短不一，表面红褐色，较光滑，

有类白色点状皮孔。质脆，易折断，切面黄白色，

木部占大部分，髓部白色。气微，味微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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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叶 

06156127011000 
山楂叶 蔷薇科 

本品多已破碎，完整者展开后呈宽卵形，长 6～

12cm，宽 5～8cm，绿色至棕黄色，先端渐尖，基

部宽楔形，具 2～6 羽状裂片，边缘具尖锐重锯齿；

叶柄长 2～6cm，托叶卵圆形至卵状披针形。气微，

味涩、微苦 

枇杷叶 

06156127026004 
枇杷叶 蔷薇科 

本品呈丝条状。表面灰绿色、黄棕色或红棕色，

较光滑。下表面可见绒毛，主脉突出。革质而脆。

气微，味微苦 

蜜枇杷叶 

06156127026356 
枇杷叶 蔷薇科 

本品形如枇杷叶丝，表面黄棕色或红棕色，微显

光泽，略带黏性。具蜜香气，味微甜 

石楠叶 

06156127031008 
石楠叶 蔷薇科 

本品呈长椭圆形或长倒卵形，长8～16cm，宽2.5～

6.5cm。先端短尖，基部近圆形或宽楔形，边缘具

密锯齿；上表面暗绿色至棕紫色，较光滑，主脉

处稍凹陷；下表面色较浅，主脉突起，侧脉羽状

排列。革质脆。气微，味微苦、涩 

月季花 

06156132011002 
月季花 蔷薇科 

本品呈类球形，直径 1.5～2.5cm。花托长圆形，

萼片 5，暗绿色，先端尾尖；花瓣呈覆瓦状排列，

有的散落，长圆形，紫红色或淡紫红色；雄蕊多

数，黄色。体轻，质脆。气清香，味淡、微苦 

蔷薇花 

06156132021001 
蔷薇花 蔷薇科 

本品花萼披针形，背面黄白色或棕色，疏生刺状

毛，无绒毛或具少数绒毛，内表面密被白色绒毛；

花瓣三角状卵形，黄白色至棕色，多皱缩卷曲，

脉纹明显；雄蕊多数，黄色，卷曲成团；花柱突

出，无毛；花托壶形，表面棕红色，基部有长短

不等的果柄。气微弱，味微苦涩 

玫瑰花 

06156133011001 
玫瑰花 蔷薇科 

本品略呈半球形或不规则团状，直径 0.7～1.5cm。

残留花梗上被细柔毛，花托半球形，与花萼基部

合生；萼片 5，披针形，黄绿色或棕绿色，被有细

柔毛；花瓣多皱缩，展平后宽卵形，呈覆瓦状排

列，紫红色，有的黄棕色；雄蕊多数，黄褐色；

花柱多数，柱头在花托口集成头状，略突出，短

于雄蕊。体轻，质脆。气芳香浓郁，味微苦涩 

梅花 

06156133021000 
梅花 蔷薇科 

本品呈类球形，直径 3～6mm，有短梗。苞片数

层，鳞片状，棕褐色。花萼 5，灰绿色或棕红色。

花瓣 5 或多数，黄白色或淡粉红色。雄蕊多数；

雌蕊 l，子房密被细柔毛。体轻。气清香，味微苦、

涩 

净山楂 

06156142011009 
山楂 蔷薇科 

本品为圆形片，皱缩不平。外皮红色，具皱纹，

有灰白色小斑点。果肉深黄色至浅棕色。中部横

切片具 5 粒浅黄色果核，但核多脱落而中空。有

的片上可见短而细的果梗或花萼残迹。气微清香，

味酸、微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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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山楂 

06156142011115 
山楂 蔷薇科 

本品形如山楂片，果肉黄褐色，偶见焦斑。气清

香，味酸、微甜 

焦山楂 

06156142011122 
山楂 蔷薇科 

本品形如山楂片，表面焦褐色，内部黄褐色。有

焦香气 

山楂炭 

06156142011412 
山楂 蔷薇科 

本品形如山楂片，表面焦黑色，内部焦褐色，质

较轻，焦香气较弱 

乌梅 

06156142021008 
乌梅 蔷薇科 

本品呈类球形或扁球形，直径 1～3cm，表面乌黑

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基部有圆形果梗痕。果

核坚硬，椭圆形，棕黄色，表面有凹点；种子扁

卵形，淡黄色。气微，味极酸 

醋乌梅 

06156142021329 
乌梅 蔷薇科 本品形如乌梅，质较柔润，略有醋气 

乌梅炭 

06156142021411 
乌梅 蔷薇科 

本品形如乌梅，皮肉鼓起，表面焦黑色。味酸略

有苦味 

乌梅肉 

06156142021602 
乌梅 蔷薇科 

本品为不规则扁卵形块状，呈乌黑色或棕黑色。

质柔软。气特异，味极酸 

木瓜 

06156142032004 
木瓜 蔷薇科 

本品呈类月牙形薄片。外表紫红色或棕红色，有

不规则的深皱纹。切面棕红色。气微清香，味酸 

金樱子 

06156142041006 
金樱子 蔷薇科 

本品呈倒卵形剖瓣。外表面红黄色或红棕色，有

突起的棕色小点。内表面淡黄色，无核、毛。质

硬。气微，味甘、微涩 

蜜金樱子 

06156142041358 
金樱子 蔷薇科 

本品形如金樱子肉，表面暗棕色，味甜，有焦香

气 

金樱子肉 

06156142051005 
金樱子 蔷薇科 

本品呈倒卵形纵剖瓣。表面红黄色或红棕色，有

突起的棕色小点。顶端有花萼残基，下部渐尖。

花托壁厚 1～2mm，内面淡黄色，残存淡黄色绒

毛。气微，味甘、微涩 

樱桃核 

06156142061004 
樱桃核 蔷薇科 

本品呈扁卵形，长 8～12mm，直径 7～9mm，顶

端略尖而微歪，如鸟喙状，另一端有圆形凹入的

小孔，外表面白色或淡黄色，有不明显的小凹点，

腹缝线微凸出，背缝线明显而突出，其两侧具 2

条纵向突起的肋纹。质坚硬，不易破碎。核内有

种子 1 枚，表面呈不规则皱缩，红黄色，久置呈

褐色。种仁淡黄色，富油质。气微香，味微苦 

蕤仁 

06156142071003 
蕤仁 蔷薇科 

本品呈类卵圆形，稍扁，长 7～10mm，宽 6～8mm，

厚 3～5mm。表面淡黄棕色或深棕色，有明显的

网状沟纹，间有棕褐色果肉残留，顶端尖，两侧

略不对称。质坚硬。种子扁平卵圆形，种皮薄，

浅棕色或红棕色，易剥落；子叶 2，乳白色，有油

脂。气微，味微苦 

蕤仁霜 

06156142071836 
蕤仁 蔷薇科 本品为淡黄棕色松散的粉末，微具油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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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盆子 

06156142081002 
覆盆子 蔷薇科 

本品为聚合果，由多数小核果聚合而成，呈圆锥

形或扁圆锥形，高 0.6～1.3cm，直径 0.5～1.2cm。

表面黄绿色或淡棕色，顶端钝圆，基部中心凹入。

宿萼棕褐色，下有果梗痕。小果易剥落，每个小

果呈半月形，背面密被灰白色茸毛，两侧有明显

的网纹，腹部有突起的棱线。体轻，质硬。气微，

味微酸涩 

盐覆盆子 

06156142081330 
覆盆子 蔷薇科 本品表面棕黄色或棕黄绿色，气微，味咸 

蜜枣 

06156142091001 
蜜枣 蔷薇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卵圆形。表面棕红或黄棕色，有

糖霜，有皱纹。顶端有一小突点，基部凹陷，内

部肉质坚硬，棕黄色或淡黄色。富糖性。果核纺

锤形，两端锐尖，质坚硬。气微香，味极甜 

梨皮 

06156144011007 
梨干 蔷薇科 

本品为梨纵切的薄片。椭圆形或卵圆形，外表皮

黄色或黄棕色，长 5～8cm，横宽 3～5cm，质柔

软，中心片可见果心小，并可见果核。气微，味

甘微酸 

苦杏仁 

06156146011005 
苦杏仁 蔷薇科 

本品呈扁心形，长 1～1.9cm，宽 0.8～1.5cm，厚

0.5～0.8cm。表面黄棕色至深棕色，一端尖，另端

钝圆，肥厚，左右不对称，尖端一侧有短线形种

脐，圆端合点处向上具多数深棕色的脉纹。种皮

薄，子叶 2，乳白色，富油性。气微，味苦 

炒苦杏仁 

06156146011111 
苦杏仁 蔷薇科 

本品形如火单苦杏仁，表面黄色至棕黄色，微带

焦斑。有香气，味苦 

火单 苦杏仁 

06156146011821 
苦杏仁 蔷薇科 

本品呈扁心形。表面乳白色或黄白色，一端尖，

另端钝圆，肥厚，左右不对称，富油性。有特异

的香气，味苦 

苦杏仁霜 

06156146011838 
苦杏仁 蔷薇科 本品为白色松散粉末，微具油腻气，味苦 

郁李仁 

06156146021004 
郁李仁 蔷薇科 

本品呈卵形，表面黄白色、浅棕色或黄棕色。一

端尖，另端钝圆。种皮薄，子叶 2，乳白色，富油

性。气微，味微苦 

炒郁李仁 

06156146021110 
郁李仁 蔷薇科 本品表面深黄色，有香气 

桃仁 

06156146031003 
桃仁 蔷薇科 

桃仁：呈扁长卵形，长 1.2～1.8cm，宽 0.8～1.2cm，

厚 0.2～0.4cm。表面黄棕色至红棕色，密布颗粒

状突起。一端尖，中部膨大，另端钝圆稍偏斜，

边缘较薄。尖端一侧有短线形种脐，圆端有颜色

略深不甚明显的合点，自合点处散出多数纵向维

管束。种皮薄，子叶 2，类白色，富油性。气微，

味微苦 

山桃仁：呈类卵圆形，较小而肥厚，长约 0.9cm，

宽约 0.7cm，厚约 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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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桃仁 

06156146031119 
桃仁 蔷薇科 

本品形如火单 桃仁或成单瓣，表面微黄色，略带

焦斑 

酒桃仁 

06156146031317 
桃仁 蔷薇科 本品形如火单 桃仁，酒气浓郁 

火单 桃仁 

06156146031829 
桃仁 蔷薇科 

本品形如桃仁或山桃仁，表面类白色或浅黄白色，

子叶 2，多分开成单瓣。气微香，味微苦 

蛇莓 

06156151011007 
蛇莓 蔷薇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全草缠绕成团，被白色毛茸，

具匍匐茎，叶互生。三出复叶，基生叶的叶柄长 6～

10cm，小叶多皱缩，完整者倒卵形，长 1.5～4cm，

宽 1～3cm，基部偏斜，边缘有钝齿，表面黄绿色，

上面近无毛，下面被疏毛。花单生于叶腋，具长

柄。聚合果棕红色，瘦果小，花萼宿存。气微，

味微涩 

委陵菜 

06156151024007 
委陵菜 蔷薇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表面暗棕色或暗紫红色，

栓皮易成片状剥落。切面皮部薄，暗棕色，常与

木质部分离，射线呈放射状排列。叶边缘羽状深

裂，下表面和叶柄均密被灰白色绒毛。气微，味

涩、微苦 

蓝布正 

06156151034006 
蓝布正 蔷薇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主根短，有多数细根，褐棕

色。茎圆柱形，被毛或近无毛。基生叶有长柄，

羽状全裂或近羽状复叶，顶裂片较大，卵形或宽

卵形，边缘有大锯齿，两面被毛或几无毛；侧生

裂片小，边缘有不规则的粗齿；茎生叶互生，卵

形，3 浅裂或羽状分裂。花顶生，常脱落。聚合瘦

果近球形。气微，味辛、微苦 

翻白草 

06156151044005 
翻白草 蔷薇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块根呈纺锤形或圆柱形，表

面黄棕色或暗褐色，有不规则扭曲沟纹；质硬而

脆，折断面平坦，呈灰白色或黄白色。基生叶丛

生，单数羽状复叶，多皱缩弯曲，上表面暗绿色

或灰绿色，下表面密被白色绒毛，边缘有粗锯齿。

气微，味甘、微涩 

茅莓 

06156152054003 
茅莓 蔷薇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表面灰棕至棕褐色，具纵皱

纹，偶见外皮片状剥落，剥落处显红棕色。质坚

硬，断面略平坦，淡黄色，可见放射状纹理，气

微，味微涩 

仙鹤草 

06156155014004 
仙鹤草 蔷薇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多数方柱形，有纵沟和棱

线，有节。切面中空。叶多破碎，暗绿色，边缘

有锯齿；托叶抱茎。有时可见黄色花或带钩刺的

果实。气微，味微苦 

仙鹤草炭 

06156155014417 
仙鹤草 蔷薇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下部圆柱形，直径 4～6cm，

上部方柱形。四面略凹陷，全体黑色，有纵沟及

棱线，有节。体轻，质脆，易折断，断面中空。

气微，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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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芪 

06156311013001 
红芪 豆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红棕色或

黄棕色。切面皮部黄白色，形成层环浅棕色，木

质部淡黄棕色，呈放射状纹理。气微，味微甜，

嚼之有豆腥味 

炙红芪 

06156311013353 
红芪 豆科 

本品呈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直径 0.4～1.5cm，

厚 0.2～0.4cm。外表皮红棕色，略有光泽，可见

纵皱纹和残留少数支根痕。切面皮部浅黄色，形

成层环浅棕色，木质部浅黄棕色至浅棕色，可见

放射状纹理。具蜜香气，味甜，略带黏性，嚼之

有豆腥味 

千斤拔 

06156311023000 
千斤拔 豆科 

本品为椭圆形片状，直径 1～2cm。外表皮灰黄色

或棕褐色，有突起的横长皮孔。切面皮部棕红色，

显纤维性，木部宽广，淡黄白色，有细微的放射

状纹理及年轮。质坚韧。气微，味微甘、涩 

苦参 

06156311033009 
苦参 豆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片。外表皮灰棕色

或棕黄色，有时可见横长皮孔样突起，外皮薄，

常破裂反卷或脱落，脱落处显黄色或棕黄色，光

滑。切面黄白色，纤维性，具放射状纹理和裂隙，

有的可见同心性环纹。气微，味极苦 

苦参炭 

06156311033418 
苦参 豆科 

本品形如苦参片，表面焦黑色，内部焦黄色，气

微，味微苦 

牛大力 

06156311043008 
牛大力 豆科 

本品呈长圆形或不规则的片状。外表皮黄白色或

褐黄色，粗糙，有环状横纹。切面皮部灰白色，

放射状纹理明显。质硬，难折断，纤维性，中间

略松泡，富粉性。气微，味微甜 

黄芪 

06156311063006 
黄芪 豆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黄白色至

淡棕褐色，可见纵皱纹或纵沟。切面皮部黄白色，

木部淡黄色，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有的中心偶

有枯朽状，黑褐色或呈空洞。气微，味微甜，嚼

之有豆腥味 

炙黄芪 

06156311063358 
炙黄芪 豆科 

本品呈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直径 0.8～3.5cm，

厚 0.1～0.4cm。外表皮淡棕黄色或淡棕褐色，略

有光泽，可见纵皱纹或纵沟。切面皮部黄白色，

木部淡黄色，有放射状纹理和裂隙，有的中心偶

有枯朽状，黑褐色或呈空洞。具蜜香气，味甜，

略带黏性，嚼之微有豆腥味 

粉葛 

06156311073005 
粉葛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或立方块状。外表面黄白色

或淡棕色。切面黄白色，横切面有时可见由纤维

形成的浅棕色同心性环纹，纵切面可见由纤维形

成的数条纵纹。体重，质硬，富粉性。气微，味

微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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煨粉葛 

06156311073807 
粉葛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或小方块，切片长 3～5cm，

小方块厚 0.5～1cm。表面微黄色、米黄色或深黄

色。体重，质硬，粉性。气香，味微甜 

葛根 

06156311083004 
葛根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粗丝或边长为 5～12mm 的

方块。切面浅黄棕色至棕黄色。质韧，纤维性强。

气微，味微甜 

煨葛根 

06156311083806 
葛根 豆科 

本品形如葛根片或块。煨后表面微黄色至深黄色；

麸煨葛根呈焦黄色，气微香 

山豆根 

06156313013009 
山豆根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类圆形厚片。外表皮棕色至棕褐

色。切面皮部浅棕色，木部淡黄色。有豆腥气，

味极苦 

甘草 

06156313023008 
甘草 豆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切片。表面黄白色，中间

有明显的棕色形成层环纹及射线，传统称为“菊

花心”，纤维明显，具粉性。周边棕红色、棕色或

灰棕色，粗糙，具纵皱纹。气微，味甜而特殊 

炒甘草 

06156313023114 
甘草 豆科 

本品形如甘草片。表面淡棕黄色，有的具焦斑，

有焦香气 

炙甘草 

06156313023350 
甘草 豆科 

本品形如甘草片。外表皮红棕色或灰棕色，微有

光泽。切面黄色至深黄色，形成层环明显，射线

放射状。略有黏性。具焦香气，味甜 

人中黄 

06156313023992 
甘草 豆科 

本品完整者呈圆柱形，外表及断面均呈暗黄色，

较粗糙，可见甘草纤维纵横交错聚集，质紧密略

坚硬，表面易剥落。有特殊气味 

鸡血藤 

06156321013008 
鸡血藤 豆科 

本品为椭圆形、长矩圆形或不规则的斜切片，厚

0.3～lcm。栓皮灰棕色，有的可见灰白色斑，栓皮

脱落处显红棕色。质坚硬。切面木部红棕色或棕

色，导管孔多数；韧皮部有树脂状分泌物呈红棕

色至黑棕色，与木部相间排列呈数个同心性椭圆

形环或偏心性半圆形环；髓部偏向一侧。气微，

味涩 

紫荆木 

06156321024004 
紫荆木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片。气微，味涩 

过岗龙 

06156321034003 
过岗龙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片状，斜而扭曲，大小不等，

厚 1～2cm。外皮棕褐色或淡棕色，粗糙，有地衣

斑，具明显纵皱纹或沟纹，可见侧枝痕及皮孔，

常有 1 条棱脊状突起。切面皮部深棕色，有红棕

色或棕黑色树脂状物，木部棕色或淡棕色，有多

数小孔，可见红棕色树脂状物环绕髓部呈偏心环

纹，髓部较小，类圆形，有的呈小空洞状，偏于

有棱脊的一侧。质坚硬，不易折断。气微。味微

涩 

槐枝 

06156322013007 
槐枝 豆科 

本品为类圆形的片。外表面灰棕色或暗绿色，切

断面黄色或黄白色，质坚硬。气臭，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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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角刺 

06156323013006 
皂角刺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斜切片，表面紫棕色或棕褐色。

体轻，质坚硬，不易折断。常带有尖细的刺端；

木部黄白色，髓部疏松，淡红棕色；质脆，易折

断。气微，味淡 

炒皂角刺 

06156323013112 
皂角刺 豆科 本品形如皂角刺，表面颜色加深 

苏木 

06156324013005 
苏木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片，长约 3cm，直径 3～12cm。

表面黄红色至棕红色，具刀削痕，常见纵向裂缝。

质坚硬，断面略具光泽，年轮明显，有的可见暗

棕色、质松、带亮星的髓部。气微，味微涩 

降香 

06156324025008 
降香 豆科 

本品呈类圆柱形或不规则块状。表面紫红色或红

褐色，切面有致密的纹理。质硬，有油性。气微

香，味微苦 

合欢皮 

06156325016005 
合欢皮 豆科 

本品呈弯曲的丝或块片状。外表面灰棕色至灰褐

色，稍有纵皱纹，密生明显的椭圆形横向皮孔，

棕色或棕红色。内表面淡黄棕色或黄白色，平滑，

具细密纵纹。切面呈纤维性片状，淡黄棕色或黄

白色。气微香，味淡、微涩、稍刺舌，而后喉头

有不适感 

紫荆皮 

06156325025007 
紫荆皮 豆科 

本品呈圆筒状或槽状的块片，均向内卷曲，宽约

3cm，厚约 3～6mm，外表灰棕色，有皱纹，内表

面紫棕色，有细纵纹理。质坚实，不易折断，断

面灰红色。对光照视，可见细小的亮星。气无，

味涩 

海桐皮 

06156325036003 
海桐皮 豆科 

本品呈微卷曲状丝片或段片，厚 0.6～1cm。表面

黑褐色或灰褐色，粗糙，有较深的纵裂纹和棱形

横向皮孔，并有分布较密的钉刺；钉刺扁圆锥形，

纵向着生，稍扁长，高约 1cm，基部直径 1～2cm；

有的附有地衣斑块；内表面棕褐色，有斜网状纹

理；质脆，易折断；断面呈片状，层间有白色粉

霜。气香，味微辣而麻 

番泻叶 

06156327011008 
番泻叶 豆科 

狭叶番泻：呈长卵形或卵状披针形，长 1.5～5cm，

宽 0.4～2cm，叶端急尖，叶基稍不对称，全缘。

上表面黄绿色，下表面浅黄绿色，无毛或近无毛，

叶脉稍隆起。革质。气微弱而特异，味微苦，稍

有黏性 

尖叶番泻：呈披针形或长卵形，略卷曲，叶端短

尖或微突，叶基不对称，两面均有细短毛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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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 

06156332011000 
槐花 豆科 

槐花：皱缩而卷曲，花瓣多散落。完整者花萼钟

状，黄绿色，花瓣黄色或黄白色，体轻。气微，

味微苦 

槐米：呈卵形或椭圆形。花萼黄绿色，上方为黄

白色未开放的花瓣。花梗细小。体轻，手捻即碎。

气微，味微苦涩 

炒槐花 

06156332011116 
槐花 豆科 本品形如槐花或槐米，外表深黄色,气微香 

槐花炭 

06156332011413 
槐花 豆科 本品形如槐花或槐米，外表焦褐色 

扁豆花 

06156332021009 
扁豆花 豆科 

本品花多皱缩，展开后呈不规则扁平三角形。花

萼钟状，深黄色至棕黄色。萼齿 5，其中 2 齿联合，

外被白色短毛茸。花瓣 5，黄白色至深黄色，其中

两瓣合抱、弯曲呈虾状。雄蕊 10，其中 9 枚基部

联合；雌蕊 1 ，黄绿色，弯曲，先端有白色绒毛。

体轻。气微香，味微甜 

合欢花 

06156333011009 
合欢花 豆科 

合欢花：头状花序，皱缩成团。总花梗长 3～4cm，

有时与花序脱离，黄绿色，有纵纹，被稀疏毛茸。

花全体密被毛茸，细长而弯曲，长 0.7～lcm，淡

黄色或黄褐色，无花梗或几无花梗。花萼筒状，

先端有 5 小齿；花冠筒长约为萼筒的 2 倍，先端 5

裂，裂片披针形；雄蕊多数，花丝细长，黄棕色

至黄褐色，下部合生，上部分离，伸出花冠筒外。

气微香，味淡 

合欢米：呈棒槌状，长 2～6mm，膨大部分直径

约 2mm，淡黄色至黄褐色，全体被毛茸，花梗极

短或无。花萼筒状，先端有 5 小齿；花冠未开放；

雄蕊多数，细长并弯曲，基部连合，包于花冠内。

气微香，味淡 

葛花 

06156333021008 
葛花 豆科 

本品呈不规则扁长圆形或略呈扁肾形，长 0.5～

1.5cm，宽 0.2～0.6cm。花萼灰绿色，钟状，5 齿

裂，裂片披针形，表面密被黄白色毛茸，基部有 2

片披针形小苞片。花冠蝶形，淡蓝色至蓝紫色，

花瓣 5，旗瓣近圆形，先端微凹，基部有 2 耳，翼

瓣狭椭圆形，一边有耳，龙骨瓣较翼瓣稍大。雄

蕊 10 枚，2 体。雌蕊扁线形，花柱微弯，柱头圆

形，子房被白色粗毛。气微，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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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牙皂 

06156342011007 
猪牙皂 豆科 

本品呈圆柱形，略扁而弯曲，长 5～11cm，宽 0.7～

1.5cm。表面紫棕色或紫褐色，被灰白色蜡质粉霜，

擦去后有光泽，并有细小的疣状突起和线状或网

状的裂纹。顶端有鸟喙状花柱残基，基部具果梗

残痕。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棕黄色，中间疏

松，有淡绿色或淡棕黄色的丝状物，偶有发育不

全的种子。气微，有刺激性，味先甜而后辣 

炒猪牙皂 

06156342011113 
猪牙皂 豆科 

本品形如猪牙皂，略鼓起，表面色泽加深，微有

香气，有刺激性 

大皂角 

06156342017009 
大皂角 豆科 

本品呈扁长的剑鞘状，有的略弯曲，长 15～40cm，

宽 2～5cm，厚 0.2～1.5cm。表面棕褐色或紫褐色，

被灰色粉霜，擦去后有光泽，种子所在处隆起。

基部渐窄而弯曲，有短果柄或果柄痕，两侧有明

显的纵棱线，质硬，摇之有声，易折断，断面黄

色，纤维性。种子多数，扁椭圆形，黄棕色至棕

褐色，光滑。气特异，有刺激性，味辛辣 

补骨脂 

06156342021006 
补骨脂 豆科 

本品呈肾形，略扁。表面黑色、黑褐色或灰褐色，

具细微网状皱纹。质硬，种仁有油性。气香，味

辛、微苦 

盐补骨脂 

06156342021334 
补骨脂 豆科 

本品形如补骨脂。表面黑色或黑褐色，微鼓起。

气微香，味微咸 

黑芝麻拌炒补骨

脂 

06156342021990 

补骨脂 豆科 
本品形如补骨脂，表面黑色或黑褐色，中间混有

黑芝麻，气香 

槐角 

06156342031005 
槐角 豆科 

本品呈连珠状，长 1～6cm，直径 0.6～1cm。表面

黄绿色或黄褐色，皱缩而粗糙，背缝线一侧呈黄

色。质柔润，干燥皱缩，易在收缩处折断，断面

黄绿色，有黏性。种子 1～6 粒，肾形，长约 8mm，

表面光滑，棕黑色，一侧有灰白色圆形种脐；质

坚硬，子叶 2，黄绿色。果肉气微，味苦，种子嚼

之有豆腥气 

炒槐角 

06156342031111 
槐角 豆科 

本品多呈连珠状，有的已断裂，长 1～5cm，外表

面棕黄色至褐色，一侧边缘有黄色带。质松脆，

内有棕褐色的扁椭圆形种子数粒。具焦香气，味

苦 

蜜槐角 

06156342031357 
槐角 豆科 

本品形如槐角，表面稍隆起呈黄棕色至黑褐色，

有光泽，略有黏性。具蜜香气，味微甜、苦 

槐角炭 

06156342031418 
槐角 豆科 

本品形如槐角，表面棕黑色，内部深黄褐色，味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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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小豆 

06156346011003 
赤小豆 豆科 

赤小豆：呈长圆形而稍扁，长 5～8mm，直径 3～

5mm。表面紫红色，无光泽或微有光泽；一侧有

线形突起的种脐，偏向一端，白色，约为全长 2/3，

中间凹陷成纵沟；另侧有 1 条不明显的棱脊。质

硬，不易破碎。子叶 2，乳白色。气微，味微甘 

赤豆：呈短圆柱形，两端较平截或钝圆，直径 4～

6mm。表面暗棕红色，有光泽，种脐不突起 

榼藤子 

06156346021002 
榼藤子 豆科 

本品为扁圆形或扁椭圆形，直径 4～6cm，厚 1cm。

表面棕红色至紫褐色，具光泽，有细密的网纹，

有的被棕黄色细粉。一端有略凸出的种脐。质坚

硬。种皮厚约 1.5mm，种仁乳白色，子叶 2。气

微，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刀豆 

06156346031001 
刀豆 豆科 

本品呈扁卵形或扁肾形，长 2～3.5cm，宽 1～2cm，

厚 0.5～1. 2cm。表面淡红色至红紫色，微皱缩，

略有光泽。边缘具眉状黑色种脐，长约 2cm，上

有白色细纹 3 条。质硬，难破碎。种皮革质，内

表面棕绿色而光亮；子叶 2，黄白色，油润。气微，

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白扁豆 

06156346041000 
白扁豆 豆科 

本品呈扁椭圆形或扁卵圆形，长 8～13mm，宽 6～

9mm，厚约 7mm。表面淡黄白色或淡黄色，平滑，

略有光泽，一侧边缘有隆起的白色眉状种阜。质

坚硬。种皮薄而脆，子叶 2，肥厚，黄白色。气微，

味淡，嚼之有豆腥气 

炒白扁豆 

06156346041116 
白扁豆 豆科 

本品形如白扁豆生品。表面微黄色，略有焦斑，

有香气 

麸炒白扁豆仁 

06156346041215 
白扁豆 豆科 

本品形如白扁豆。 表面黄色，具焦斑，一侧边缘

有隆起的白色眉状种阜。具麸香气，味淡，嚼之

有豆腥气味 

土炒白扁豆仁 

06156346041260 
白扁豆 豆科 

本品形如白扁豆。 表面土黄色至砖红色，具焦斑，

附有细土粉。气微，味淡，嚼之有豆腥气 

决明子 

06156346051009 
决明子 豆科 

决明：略呈菱方形或短圆柱形，两端平行倾斜。

表面绿棕色或暗棕色，平滑有光泽。一端较平坦，

另端斜尖，背腹面各有 1 条突起的棱线，棱线两

侧各有 1 条斜向对称而色较浅的线形凹纹。质坚

硬，不易破碎。种皮薄，子叶 2，黄色，呈“S”

形折曲并重叠。气微，味微苦 

小决明：呈短圆柱形，表面棱线两侧各有 1 片宽

广的浅黄棕色带 

炒决明子 

06156346051115 
决明子 豆科 

本品形如决明子，微鼓起，表面绿褐色或暗棕色，

偶见焦斑。微有香气 

盐决明子 

06156346051337 
决明子 豆科 

本品形如决明子。表面棕褐色，平滑而有光泽，

微鼓起或裂开。质稍松脆。有焦香气，味微咸、

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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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苑子 

06156346061008 
沙苑子 豆科 

本品略呈肾形而稍扁，表面褐绿色或灰褐色。光

滑，边缘一侧微凹处具圆形种脐。质坚硬，不易

破碎。气微，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盐沙苑子 

06156346061336 
沙苑子 豆科 

本品形如沙苑子，表面鼓起，深褐绿色或深灰褐

色。气微，味微咸，嚼之有豆腥味 

胡芦巴 

06156346071007 
胡芦巴 豆科 

本品略呈斜方形或矩形。表面黄绿色或黄棕色，

平滑，两侧各具一深斜沟，相交处有点状种脐。

质坚硬，不易破碎。气香，味微苦 

盐胡芦巴 

06156346071335 
胡芦巴 豆科 

本品形如胡芦巴，表面黄棕色至棕色，偶见焦斑。

略具香气，味微咸 

炒胡芦巴 

06156346071113 
胡芦巴 豆科 

本品形如胡芦巴，表面色泽加深，微鼓起，有裂

口，气香 

黑豆 

06156346081006 
黑豆 豆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类球形，稍扁，长 6～12mm，直

径 5～9mm。表面黑色或灰黑色，光滑或有皱纹，

具光泽，一侧有淡黄白色长椭圆形种脐，质坚硬。

种皮薄而脆，子叶 2，肥厚，黄绿色或淡黄色。气

微，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绿豆 

06156346091005 
绿豆 豆科 

本品干燥种子呈短矩圆形，长 4～6mm，表面绿

黄色或暗绿色，光泽。种脐位于一侧上端，长约

为种子的 1/3，呈白色纵向线形。种皮薄而韧，剥

离后露出淡黄绿色或黄白色的种仁，子叶 2 枚，

肥厚。质坚硬。气微，嚼之具豆腥气 

赤小豆皮 

06156347011002 

赤 小 豆

皮 
豆科 

本品多向内卷成梭形或不规则形。外表面紫红色

或暗红色，种脐呈长圆形，凹陷或不凹陷，内表

面光滑，质较脆，易捻碎。气微，味淡 

绿豆皮 

06156347021001 
绿豆皮 豆科 

本品多向内卷成梭形或不规则形。外表面暗棕色，

具致密的纹理；种脐呈长圆形槽状，其上常有残

留黄白色珠柄；内表面光滑，淡棕色。质较脆，

易捻碎。气微，味淡 

黑豆衣 

06156347031000 
黑豆衣 豆科 

本品多卷成不规则的碎片。外表面棕黑色或黑色。

在较大的碎片中，可见到长环形的种脐，内表面

暗灰色至暗棕色，光滑。气微，味淡 

鸡骨草 

06156351014006 
鸡骨草 豆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根、茎、叶混合节段，根多呈圆

锥形，上粗下细，有分枝，长短不一，直径 0.5～

1.5cm；表面灰棕色，粗糙，有细纵纹，支根极细，

有的断落或留有残基；质硬。茎丛生，直径约

0.2cm；灰棕色至紫褐色，小枝纤细，疏被短柔毛。

羽状复叶互生，小叶 8～11 对，多脱落，小叶矩

圆形，长 0.8～1.2cm；先端平截，有小突尖，下

表面被伏毛。气微香，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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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金钱草 

06156355014002 

广 金 钱

草 
豆科 

本品茎呈圆柱形，长可达 1m；密被黄色伸展的短

柔毛；质稍脆，断面中部有髓。叶互生，小叶 1

或 3，圆形或矩圆形，直径 2～4cm;先端微凹，基

部心形或钝圆，全缘；上表面黄绿色或灰绿色，

无毛，下表面具灰白色紧贴的绒毛，侧脉羽状；

叶柄长 1～2cm，托叶 1 对，披针形，长约 0.8cm。

气微香，味微甘 

儿茶 

06156398011006 
儿茶 豆科 

本品呈方形或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表面棕褐

色或黑褐色，光滑而稍有光泽。质硬，易碎，断

面不整齐，具光泽，有细孔，遇潮有黏性。气微，

味涩、苦，略回甜 

大豆黄卷 

06156398021869 

大 豆 黄

卷 
豆科 

本品略呈肾形，长约 8mm，宽约 6mm。表面黄色

或黄棕色，微皱缩，一侧有明显的脐点，一端有 1

弯曲胚根。外皮质脆，多破裂或脱落。子叶 2，黄

色。气微，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淡豆豉 

06156398031875 
淡豆豉 豆科 

本品呈椭圆形，略扁，长 0.6～1cm，直径 0.5～

0.7cm。表面黑色，皱缩不平。质柔软，断面棕黑

色。气香，味微甘 

炒淡豆豉 

06156398031110 
淡豆豉 豆科 本品形如淡豆豉，表面颜色加深，有焦香气 

老鹳草 

06156555014000 
老鹳草 

牻 牛 儿 苗

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表面灰绿色或带紫色，节

膨大。切面黄白色，有时中空。叶对生，卷曲皱

缩，灰褐色，具细长叶柄。果实长圆形或球形，

宿存花柱形似鹳喙。气微，味淡 

亚麻子 

06156746011009 
亚麻子 亚麻科 

本品呈扁平卵圆形，一端钝圆，另端尖而略偏斜，

长 4～6mm，宽 2～3mm。表面红棕色或灰褐色，

平滑有光泽，种脐位于尖端的凹入处；种脊浅棕

色，位于一侧边缘。种皮薄，胚乳棕色，薄膜状；

子叶 2，黄白色，富油性。气微，嚼之有豆腥味 

蒺藜 

06156942011001 
蒺藜 蒺藜科 

本品由 5 个分果瓣组成，呈放射状五棱形，背部

黄绿色，隆起，有纵棱及多数小刺，并有对称的

长刺和短刺各 1 对，两侧面粗糙，有网纹，灰白

色。质坚硬。气微，味苦、辛 

炒蒺藜 

06156942011117 
蒺藜 蒺藜科 

本品多为单一的分果瓣，背部棕黄色，隆起，有

纵棱，两侧面粗糙，有网纹。气微香，味苦、辛 

盐蒺藜 

06156942011339 
蒺藜 蒺藜科 

本品形如蒺藜，直径 7～12mm。常裂为单一的分

果瓣，分果瓣呈斧状，长 3～6mm。背部黄绿色

至浅黄色，隆起，可见有焦斑，中间有纵棱及多

数小刺，两侧面有网纹。质坚硬。微有焦香气，

味微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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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针 

06157011013001 
两面针 芸香科 

本品为厚片或圆柱形短段，长 2～20cm，厚 0.5～

6(l0)cm。表面淡棕黄色或淡黄色，有鲜黄色或黄

褐色类圆形皮孔样斑痕。切面较光滑，皮部淡棕

色，木部淡黄色，可见同心性环纹和密集的小孔。

质坚硬。气微香，味辛辣麻舌而苦 

关黄柏 

06157025016005 
关黄柏 芸香科 

本品呈丝状。外表面黄绿色或淡棕黄色，较平坦。

内表面黄色或黄棕色。切面鲜黄色或黄绿色，有

的呈片状分层。气微，味极苦 

盐关黄柏 

06157025016333 
关黄柏 芸香科 

本品形如关黄柏丝，深黄色，偶有焦斑。略具咸

味 

关黄柏炭 

06157025016418 
关黄柏 芸香科 

本品形如关黄柏丝，表面焦黑色，断面焦褐色。

质轻而脆。味微苦、涩 

黄柏 

06157025026004 
黄柏 芸香科 

本品呈丝条状。外表面黄褐色或黄棕色。内表面

暗黄色或淡棕色，具纵棱纹。切面纤维牲，呈裂

片状分层，深黄色。味极苦 

酒黄柏 

06157025026332 
黄柏 芸香科 本品形如黄柏丝，表面深黄色，微有酒气 

盐黄柏 

06157025026417 
黄柏 芸香科 

本品形如黄柏丝，表面深黄色，偶有焦斑。味极

苦，微咸 

黄柏炭 

06157025026318 
黄柏 芸香科 

本品形如黄柏丝，表面焦黑色，内部深褐色或棕

黑色。体轻，质脆，易折断。味苦涩 

白鲜皮 

06157026013003 
白鲜皮 芸香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灰白色或淡灰黄色，

具细纵皱纹及细根痕，常有突起的颗粒状小点；

内表面类白色，有细纵纹。切面类白色，略呈层

片状。有羊膻气，味微苦 

橘叶 

06157027016003 
芸香科 芸香科 

本品多卷缩，平展后呈菱状长椭圆形或椭圆形，

长 5～8cm，宽 2～4cm，表面灰绿色或黄绿色，

光滑，对光可照见众多的透明小腺点。质厚，硬

而脆，易碎裂。气香，味苦 

九里香 

06157027017000 
九里香 芸香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片 

九里香：嫩枝表面灰褐色，具纵皱纹。质坚韧，

不易折断，断面不平坦。羽状复叶有小叶 3～9 片，

多已脱落；小叶片呈倒卵形或近菱形，最宽处在

中部以上，长约 3cm，宽约 1.5cm; 先端钝，急尖

或凹入，基部略偏斜，全缘；黄绿色，薄革质，

上表面有透明腺点，小叶柄短或近无柄，下部有

时被柔毛。气香，味苦、辛，有麻舌感 

千里香：小叶片呈卵形或椭圆形，最宽处在中部

或中部以下，长 2～8cm，宽 1～3cm，先端渐尖

或短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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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玳花 

06157033011009 
玳玳花 芸香科 

本品呈粒状。花蕾略呈长卵圆形，先端稍膨大，

长 1～1.5cm，直径 6～8mm，有梗。花萼灰绿色，

皱缩不平，基部联合，裂片 5 片，有凹陷的小油

点；花瓣 5 片，覆瓦状抱合，黄白色或浅黄棕色，

表面有棕色油点和纵纹；雄蕊多数，黄色，花丝

基部联合成数束；雌蕊棒状，子房倒卵形，暗绿

色。体轻，质脆易碎。气香，味微苦 

枳实 

06157033011009 
枳实 芸香科 

本品呈不规则弧状条形或圆形薄片。切面外果皮

黑绿色至暗棕绿色，中果皮部分黄白色至黄棕色，

近外缘有 1～2 列点状油室，条片内侧或圆片中央

具棕褐色瓤囊。气清香，味苦、微酸 

麸炒枳实 

06157041012210 
枳实 芸香科 

本品形如枳实片，色较深，有的有焦斑。气焦香，

味微苦，微酸 

烫枳实 

06157041022226 
枳实 芸香科 本品形如枳实片，表面颜色加深，气微香  

枳壳 

06157042012004 
枳壳 芸香科 

本品呈不规则弧状条形薄片。切面外果皮棕褐色

至褐色，中果皮黄白色至黄棕色，近外缘有 l～2

列点状油室，内侧有的有少量紫褐色瓤囊 

麸炒枳壳 

06157042012219 
枳壳 芸香科 本品形如枳壳片，色较深，偶有焦斑 

佛手 

06157042012219 
佛手 芸香科 

本品为类椭圆形或卵圆形的薄片，常皱缩或卷曲，

长 6～l0cm，宽 3～7cm，厚 0.2～0.4cm。顶端稍

宽，常有 3～5 个手指状的裂瓣，基部略窄，有的

可见果梗痕。外皮黄绿色或橙黄色，有皱纹和油

点。果肉浅黄白色，散有凹凸不平的线状或点状

维管束。质硬而脆，受潮后柔韧。气香，味微甜

后苦 

吴茱萸 

06157042031005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呈球形或略呈五角状扁球形。表面暗黄绿色

至褐色，粗糙，有多数点状突起或凹下的油点。

顶端有五角星状的裂隙，基部残留被有黄色茸毛

的果梗。质硬而脆，横切面可见子房 5 室，每室

有淡黄色种子 1 粒。气芳香浓郁，味辛辣而苦 

炒吴茱萸 

06157042031111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形如吴茱萸，表面颜色加深，有焦香气 

酒炙吴茱萸 

06157042031319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形如吴茱萸，表面焦黑色，微具酒气 

醋炙吴茱萸 

06157042031326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形如吴茱萸，表面颜色加深，有醋气 

盐吴茱萸 

06157042031333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形如吴茱萸，表面焦黑色，微鼓起，香气浓

郁，味辛辣、微苦咸 

姜汁制吴茱萸 

06157042031340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形如吴茱萸，表面棕褐色，气芳香，味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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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吴茱萸 

06157042031371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形如吴茱萸，表面棕褐色至暗褐色 

黄连水炙吴茱萸 

06157042031395 
吴茱萸 芸香科 本品形如吴茱萸，表面焦黑色，味辛而苦 

香橼 

06157042045002 
香橼 芸香科 

枸橼：本品呈不规则块状或丝状。切面或碎断面

黄白色，表皮黄色或黄绿色，散有凹入的油点。

气清香，味微甜而苦辛 

香圆：本品呈不规则块状或丝状。表皮黑绿色或

黄棕色，密被凹陷的小油点及网状隆起的粗皱纹，

切面或碎断面棕色或淡红棕色，间或有黄白色种

子。气香，味酸而苦 

化橘红 

06157044016000 
化橘红 芸香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丝状片或块状片，厚 0.2～0.4cm，

外表面黄绿色至黄棕色，有茸毛或无，具皱纹及

小凹点；内表面黄白色至淡黄棕色，有脉络纹。

质脆，易折断，内侧稍柔有弹性。气芳香，味苦，

微辛 

花椒 

06157044021004 
花椒 芸香科 

本品略呈球形，裂开为两瓣状。青椒外表面灰绿

色或暗绿色，散有多数油点和细密的网状隆起皱

纹；内表面类白色，光滑。气香，味微甜而辛花

椒外表面紫红色或棕红色，散有多数疣状突起的

油点，内表面淡黄色。香气浓，味麻辣而持久 

炒花椒 

06157044021110 
花椒 芸香科 

本品形如花椒，外表面焦黄色或棕褐色，具油亮

光泽，内表面深黄色，香气浓郁 

陈皮 

06157044036008 
陈皮 芸香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条状或丝状。外表面橙红色或红

棕色，有细皱纹和凹下的点状油室。内表面浅黄

白色，粗糙，附黄白色或黄棕色筋络状维管束。

气香，味辛、苦 

醋陈皮 

06157044036329 
陈皮 芸香科 本品形如陈皮，表面黄褐色，具醋气 

陈皮炭 

06157044036411 
陈皮 芸香科 

本品形如陈皮，表面黑褐色，内部棕褐色，质松

脆易碎。气微，味淡 

蒸陈皮 

06157044036602 
陈皮 芸香科 本品蒸制后呈棕褐色，表面有光泽 

青皮 

06157044046007 
青皮 芸香科 

本品呈类圆形厚片或不规则丝状。表面灰绿色或

黑绿色，密生多数油室，切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

有时可见瓤囊 8～10 瓣，淡棕色。气香，味苦、

辛 

麸炒青皮 

06157044046212 
青皮 芸香科 本品形如青皮，炒后色黄，具麸炒香气 

醋青皮 

06157044046328 
青皮 芸香科 

本品形如青皮片或丝，色泽加深，略有醋香气，

味苦、辛 



SZDB/Z 44-2011 

61 

饮片名(代码) 药材名 来源 性状鉴别要求 

橘红 

06157044057003 
橘红 芸香科 

本品呈长条形或不规则薄片状，边缘皱缩向内卷

曲。外表面黄棕色或橙红色，存放后呈棕褐色，

密布黄白色突起或凹下的油室。内表面黄白色，

密布凹下透光小圆点。质脆易碎。气芳香，味微

苦、麻 

橘核 

06157046011003 
橘核 芸香科 

本品略呈卵形，表面淡黄白色或淡灰白色，光滑，

一侧有种脊棱线，一端钝圆，另端渐尖成小柄状。

气微，味苦 

盐橘核 

06157046011331 
橘核 芸香科 

本品形同橘核，表面微黄色，偶有焦斑，外皮破

裂。味微咸 

椒目 

06157046021002 
椒目 芸香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类球形，直径约 3～5mm，表面

黑色有光泽，有时表皮巳脱落，露出黑色网状纹

理。种皮质坚硬，剥离后，可见乳白色的胚乳及

子叶。气香，味辛辣 

橘络 

06157049016005 
橘络 芸香科 

凤尾橘络：本品呈长条形的网络状。多为淡黄白

色，陈久者则变成棕黄色。上端与蒂相连，其下

则筋络交叉而顺直，每束长 6～10cm，宽 0.5～

1cm。蒂呈圆形帽状，10 余束或更多束压紧为长

方形块状。质轻虚而软，干后质脆易断。气香，

味微苦 

金丝橘络：本品呈不整齐的松散团状，又如乱丝，

长短不一，与蒂相混合，其余同凤尾橘络 

铲络：本品筋络多疏散碎断，并连带少量橘白，

呈白色片状小块，有时夹杂橘蒂及少量肉瓤碎片。

以凤尾橘络质量最佳，铲络质量最差 

苦木 

06157122013006 
苦木 苦木科 

本品为枝、叶混合。枝多呈类圆形的片，表面灰

绿色或棕绿色，有细密的纵纹和多数点状皮孔；

质脆，易折断，断面不平整。叶为丝状，两面通

常绿色，有的下表面淡紫红色，沿中脉有柔毛。

气微，味极苦 

椿皮 

06157126016003 
椿皮 苦木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丝条状或段状。外表面灰黄色或

黄褐色，粗糙，有多数纵向皮孔样突起和不规则

纵、横裂纹，除去粗皮者显黄白色。内表面淡黄

色，较平坦，密布梭形小孔或小点。气微，味苦 

麸炒椿皮 

06157126016218 
椿皮 苦木科 

本品形如椿皮丝（段），表面黄色或褐色，微有香

气 

鸦胆子 

06157142011006 
鸦胆子 苦木科 

本品呈卵形，长 6～10mm，直径 4～7mm。表面

黑色或棕色，有隆起的网状皱纹，网眼呈不规则

的多角形，两侧有明显的棱线，顶端渐尖，基部

有凹陷的果梗痕。果壳质硬而脆，种子卵形，长 5～

6mm，直径 3～5mm，表面类白色或黄白色，具

网纹；种皮薄，子叶乳白色，富油性。气微，味

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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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眼草 

06157142021005 
凤眼草 苦木科 

本品矩圆形，扁平，两端稍卷曲，长 3.5～4cm，

宽 1～1.2cm，黄褐色，微现光泽，表面有细密的

脉纹，膜质，中部具一条横向的凸纹，中央突起

呈扁球形，内含种子一枚，少数翅果有残存的果

柄。种子扁圆形，种皮黄褐色，内有两片黄绿色

肥厚的富油的子叶。味苦，种子尤苦 

凤尾草 

06157151024004 
凤尾草 凤尾蕨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根、茎、叶混合小段。根茎黄绿

色至棕褐色。叶片革质，无毛，灰绿色或草绿色，

棕色孢子束群着生其边缘，边缘无锯齿，不生孢

子囊的羽片较宽，边缘有锯齿。叶柄细，三棱形，

黄绿色或棕绿色。气微，味淡或稍涩 

青果 

06157242011005 
青果 橄榄科 

本品呈纺锤形，两端钝尖，长 2.5～4cm，直径 1～

1.5cm。表面棕黄色或黑褐色，有不规则皱纹。果

肉灰棕色或棕褐色，质硬。果核梭形，暗红棕色，

具纵棱；内分 3 室，各有种子 1 粒。气微，果肉

味涩，久嚼微甜 

没药 

06157292011000 
没药 橄榄科 

天然没药：呈不规则颗粒性团块，大小不等，大

者直径长达 6cm 以上。表面黄棕色或红棕色，近

半透明部分呈棕黑色，被有黄色粉。质坚脆，破

碎面不整齐，无光泽。有特异香气，味苦而微辛 

胶质没药：呈不规则块状和颗粒，多黏结成大小

不等的团块，大者直径长达 6cm 以上，表面棕黄

色至棕褐色，不透明，质坚实或疏松，有特异香

气，味苦而有黏性 

醋没药 

06157292011321 
没药 橄榄科 

本品呈不规则小块状或类圆形颗粒状，表面棕褐

色或黑褐色，有光泽。具特异香气，略有醋香气，

味苦而微辛 

乳香 

06157292021009 
乳香 橄榄科 

本品呈长卵形滴乳状、类圆形颗粒或黏合成大小

不等的不规则块状物。大者长达 2cm（乳香珠）

或 5cm（原乳香）。表面黄白色，半透明，被有黄

白色粉末，久存则颜色加深。质脆，遇热软化。

破碎面有玻璃样或蜡样光泽。具特异香气，味微

苦 

醋乳香 

06157292021320 
乳香 橄榄科 

本品呈不规则团块状或颗粒状，表面焦褐色，显

油亮，破碎面有玻璃样或蜡样光泽。具特异香气，

味微苦，具醋气 

苦楝皮 

06157325016002 
苦楝皮 楝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丝状。外表面灰棕色或灰褐色，

除去粗皮者呈淡黄色。内表面类白色或淡黄色。

切面纤维性，略呈层片状，易剥离。气微，味苦 

川楝子 

06157342011004 
川楝子 楝科 

本品呈类球形。表面金黄色至棕黄色，微有光泽，

具深棕色小点。顶端有花柱残痕，基部凹陷。外

果皮革质，果肉松软，淡黄色，遇水润湿显黏性。

果核球形或卵圆形，质坚硬。气特异，味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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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川楝子 

06157342011110 
川楝子 楝科 

本品呈半球状、厚片或不规则的碎块，表面焦黄

色，偶见焦斑。气焦香，味酸、苦 

醋川楝子 

06157342011325 
川楝子 楝科 

本品形如川楝子，炒后色泽加深，间有焦斑点。

略有醋气 

盐川楝子 

06157342011332 
川楝子 楝科 

本品形如川楝子，表面深黄色，有焦斑。味微咸、

苦 

远志 

06157511014003 
远志 远志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外表皮灰黄色至灰棕色，有

横皱纹。切面棕黄色，中空。气微，味苦、微辛，

嚼之有刺喉感 

蜜远志 

06157511014355 
远志 远志科 

本品形如远志段，表面深黄色至棕黄色，具蜜糖

气，味甜、微苦，嚼之微有刺喉感 

制远志 

06157511014713 
远志 远志科 本品形如远志段，表面黄棕色。味微甜 

朱远志 

06157511014881 
远志 远志科 本品形如远志段，外被淡红色朱砂细粉 

炆远志 

06157511014812 
远志 远志科 本品形如远志段，表面黄色至黄褐色 

瓜子金 

06157551014001 
瓜子金 远志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表面黄褐色，有纵皱纹；质

硬，断面黄白色。茎少分枝，淡棕色，被细柔毛。

叶互生，全缘，灰绿色；叶柄短，有柔毛。总状

花序腋生，最上的花序低于茎的顶端，花蝶形。

蒴果圆而扁，直径约 5mm，边缘具膜质宽翅，无

毛，萼片宿存。种子扁卵形，褐色，密被柔毛。

气微，味微辛苦 

金牛草 

06157551021009 
金牛草 远志科 

本品为干燥带根全草，根细小，淡黄色或淡棕色。

茎细弱，很少分枝，棕黄色，被柔毛，折断面中

空。叶片皱缩，两面均黄绿色，疏被短柔毛，厚

纸质，易碎。叶腋常可见数朵小花或蒴果。气无，

味淡 

京大戟 

06157711013004 
京大戟 大戟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厚片。表面灰棕色或棕

褐色，粗糙，有纵皱纹、横向皮孔样突起及支根

痕。顶端略膨大，有多数茎基及芽痕。质坚硬，

不易折断，断面类白色或淡黄色，纤维性。气微，

味微苦涩 

醋京大戟 

06157711013325 
京大戟 大戟科 本品形如生京大戟，色泽加深，微有醋气 

生狼毒 

06157711033002 
狼毒 大戟科 

本品为不规则片状，表面棕色或棕褐色，切面黄

白色，有菊花心。质坚韧。气微，味微辛，有刺

激性辣味 

醋狼毒 

06157711033323 
狼毒 大戟科 本品形如狼毒，表面黄色，略有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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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甘遂 

06157714011007 
甘遂 大戟科 

本品呈椭圆形、长圆柱形或连珠形，长 1～5cm，

直径 0.5～2.5cm。表面类白色或黄白色，凹陷处

有棕色外皮残留。质脆，易折断，断面粉性，白

色，木部微显放射状纹理；长圆柱状者纤维性较

强。气微，味微甘而辣 

醋甘遂 

06157714011328 
甘遂 大戟科 

本品形如甘遂，表面黄色至棕黄色，有的可见焦

斑。微有醋香气，味微酸而辣 

乌桕 

06157725016008 
乌桕 大戟科 

本品以根皮、树皮、叶入药。根皮与树皮外表面

灰褐色，内表面黄白色；叶片黄绿色，菱形、菱

状卵形或稀有菱状倒卵形，长 3～8cm，宽 3～9cm，

顶端骤然紧缩，具长短不等的尖头，基部阔楔形

或钝，全缘。气微，味苦，有小毒 

龙脷叶 

06157727011001 
龙脷叶 大戟科 

本品呈团状或长条状皱缩，展平后呈长卵形、卵

状披针形或倒卵状披针形，表面黄褐色、黄绿色

或绿褐色，长 5～9cm，宽 2.5～3.5cm。先端圆钝

稍内凹而有小尖刺，基部楔形或稍圆，全缘或稍

皱缩成波状。下表面中脉腹背突出，基部偶见柔

毛，侧脉羽状，5～6 对，于近外缘处合成边脉；

叶柄短。气微，味淡、微甘 

生巴豆 

06157742011000 
巴豆 大戟科 

本品呈卵圆形，一般具三棱，表面灰黄色或稍深，

粗糙，有纵线 6 条，破开果壳，可见 3 室，每室

含种子 1 粒。种子呈略扁的椭圆形，表面棕色或

灰棕色，一端有小点状的种脐和种阜的疤痕，另

端有微凹的合点，其间有隆起的种脊；外种皮薄

而脆，内种皮呈白色薄膜；种仁黄白色，油质。

气微，味辛辣 

巴豆霜 

06157742011833 
巴豆 大戟科 本品为粒度均匀、疏松的淡黄色粉末，显油性 

余甘子 

06157742021009 
余甘子 大戟科 

本品呈球形或扁球形，直径 1.2～2cm。表面棕褐

色或墨绿色，有浅黄色颗粒状突起，具皱纹及不

明显的 6 棱，果梗长约 1mm。外果皮厚 1～4mm，

质硬而脆。内果皮黄白色，硬核样，表面略具 6

棱，背缝线的偏上部有数条筋脉纹，干后可裂成 6

瓣，种子 6，近三棱形，棕色。气微，味酸涩，回

甜 

千金子 

06157746011006 
千金子 大戟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倒卵形，长约 5mm，直径约 4mm。

表面灰棕色或灰褐色，具不规则网状皱纹，网孔

凹陷处灰黑色，形成细斑点。一侧有纵沟状种脊，

顶端为突起的合点，下端为线形种脐，基部有类

白色突起的种阜或具脱落后的疤痕。种皮薄脆，

种仁白色或黄白色，富油质。气微，味辛，有毒 

千金子霜 

06157746011839 
千金子 大戟科 

本品为均匀、疏松的淡黄色粉末，微显油性。味

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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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子 

06157746021005 
蓖麻子 大戟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卵形，稍扁，长 0.9～1.8cm，宽

0.5～1cm。表面光滑，有灰白色与黑褐色或黄棕

色与红棕色相间的花斑纹。一面较平，一面较隆

起，较平的一面有 1 条隆起的种脊；一端有灰白

色或浅棕色突起的种阜。种皮薄而脆。胚乳肥厚，

白色，富油性，子叶 2，菲薄。气微，味微苦辛 

地锦草 

06157751014009 
地锦草 大戟科 

地锦：常皱缩卷曲，根细小。茎细，呈叉状分枝，

表面带紫红色，光滑无毛或疏生白色细柔毛；质

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中空。单叶对生，具

淡红色短柄或几无柄；叶片多皱缩或已脱落，展

平后呈长椭圆形，长 5～l0mm，宽 4～6mm；绿

色或带紫红色，通常无毛或疏生细柔毛；先端钝

圆，基部偏斜，边缘具小锯齿或呈微波状。杯状

聚伞花序腋生，细小。蒴果三棱状球形，表面光

滑。种子细小，卵形，褐色。气微，味微涩 

斑地锦：叶上表面具红斑。蒴果被稀疏白色短柔

毛 

泽膝 

06157751024008 
泽膝 大戟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光滑无毛，多分枝，表面

黄绿色，基部呈紫红色，具纵纹，质脆。叶互生，

无柄，倒卵形或匙形，长 1～3cm，宽 0.5～1.8cm，

先端钝圆或微凹，基部广楔形或突然狭窄，边缘

在中部以上具锯齿；茎顶部具 5 片轮生叶状苞，

与下部叶相似。多歧聚伞花序顶生，有伞梗；杯

状花序钟形，黄绿色。蒴果无毛。种子卵形，表

面有凸起网纹。气酸而特异，味淡 

透骨草 

06157751034007 
透骨草 大戟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表面浅绿色或灰绿色，近

基部淡紫色，被灰白色柔毛，具互生叶或叶痕，

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根茎长短不一，表

面土棕色或黄棕色，略粗糙；质稍坚硬，断面黄

白色。叶多卷曲而皱缩或破碎，呈灰绿色，两面

均被白色细柔毛，下表面近叶脉处较显着。枝稍

有时可见总状花序和果序；花型小；蒴果三角状

扁圆形。气微，味淡而后微苦以色绿、枝嫩，带“珍

珠”果者为佳 

珍珠草 

06157751044006 
珍珠草 大戟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茎外表面浅棕色，有髓；

主根不发达，须根多数，浅灰棕色。茎粗约 2～

3mm，老茎基部灰褐色；茎枝有纵皱纹，灰棕色、

灰褐色或棕红色；质脆易断，断面中空。分枝有

纵皱及不甚明显的膜翅状脊线。叶片薄而小，灰

绿色，皱缩，易脱落。花细小，腋生于叶背之下，

多已干缩。腋下有扁圆形赤褐色的果实。气微香，

叶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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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草 

06157751054005 
飞扬草 大戟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表面黄褐色或浅棕红色；质

脆，易折断，断面中空；地上部分被长粗毛。叶

对生，皱缩，绿褐色，先端急尖或钝，基部偏斜，

边缘有细锯齿，有 3 条较明显的叶脉。聚伞花序

密集成头状，腋生。蒴果卵状三棱形。气微，味

淡、微涩 

桐油 

06157798011009 
桐油 大戟科 

本品为黄棕色油状液体，加热至 200℃～250℃，

可自行聚合而成凝胶状，甚至完全固化，碘价为

157～170。气特异 

广枣 

06158342011001 
广枣 漆树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近卵形，长 2～3cm，直径 1.4～

2cm。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稍有光泽，具不规则

的皱褶，基部有果梗痕。果肉薄，棕褐色，质硬

而脆。核近卵形，黄棕色，顶端有 5 个（偶有 4

个或 6 个）明显的小孔，每孔内各含种子 1 枚。

气微，味酸 

芒果核 

06158346011007 
芒果核 漆树科 

本品呈长卵圆形，略扁。长 4～7cm，宽 3～4.5cm，

厚 1～2cm，表面黄白色或土黄色，有数条略弯的

浅沟纹，并被毛状纤维。果核坚硬，内含种子 1

枚，摇之发响。种子表面皱缩，种皮棕绿色至暗

棕色，难与种仁剥离。子叶 2 片，肥厚，表面棕

色，断面淡棕色，并有点状或条状的深色斑。气

微，种仁味涩、微苦 

干漆 

06158392011419 
干漆 漆树科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黑褐色或棕褐色，表面粗糙，

有蜂窝状细小孔洞或呈颗粒状。质坚硬，不易折

断，断面不平坦。具特殊臭气 

五倍子 

06158399011009 
五倍子 漆树科 

肚倍：本品呈不规则碎片状。表面灰褐色或灰棕

色，微有柔毛。质硬而脆，易破碎，断面角质样，

有光泽，壁厚 0.2～0.3cm，内壁平滑，有黑褐色

死蚜虫及灰色粉状排泄物。气特异，味涩 

角倍：本品为不规则的碎片状，碎片表面具不规

则的角状分枝，柔毛较明显，壁较薄 

毛冬青 

06158511013003 
毛冬青 冬青科 

本品为块片状，大小不等，外皮稍粗糙。质坚实，

不易折断，断面皮部菲薄，木部发达，黄白色，

年轮、射线较明显。气微，味苦、涩而后甘 

岗梅 

06158511023002 
岗梅 冬青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片状，茎表面灰棕色或

棕褐色，散有多数灰白色的类圆形点状皮孔，似

秤星。外皮稍薄，可剥落，剥去外皮处显灰白色

或灰黄色，可见较密的点状或短条状突起。质坚

硬，不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或淡黄白色，有的略

显淡蓝色，有放射状及不规则纹理。气微，味微

苦而后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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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必应 

06158525013006 
救必应 冬青科 

本品呈卷筒状、半卷筒状或略卷曲的板状，长短

不一，厚 1～15mm。外表面灰白色至浅褐色，较

粗糙，有皱纹。内表面黄绿色、黄棕色或黑褐色，

有细纵纹。质硬而脆，断面略平坦。气微香，味

苦、微涩 

四季青 

06158527011000 
四季青 冬青科 

本品呈长椭圆形，长 6～12cm，先端急尖或渐尖，

基部楔形，边缘具疏浅锯齿，表面棕褐色或灰绿

色，有光泽，下表面色较浅。叶柄长约 1cm。气

微清香，味苦、涩 

枸骨叶 

06158527021009 
枸骨叶 冬青科 

本品呈类长方形或矩网状长方形，偶有长卵网形。

长 3～8cm，宽 l.5～4cm。先端具 3 枚较大的硬刺

齿，顶端 1 枚常反曲，基部平截或宽楔形，两侧

有时各具刺齿 1～3 枚，边缘稍反卷；长卵圆形叶

常无刺齿。上表面黄绿色或绿褐色，有光泽，下

表面灰黄色或灰绿色。叶脉羽状，叶柄较短。革

质。硬而厚。气微，味微苦 

雷公藤 

06158613013000 
雷公藤 卫矛科 

本品常切成长短不一的段块。表面土黄色至黄棕

色，直径 0.5～3cm，粗糙，具细密纵向沟纹及环

状或半环状裂隙；栓皮层常脱落，脱落处显橙黄

色。皮部易剥离，露出黄白色的木部。质坚硬，

折断时有粉尘飞扬，断面纤维性；横切面木栓层

橙黄色，显层状；韧皮部红棕色；木部黄白色，

密布针眼状孔洞，射线较明显。根茎性状与根相

似，多平直，有白色或浅红色髓部。气微、特异，

味苦微辛有大毒 

紫金皮 

06158626013004 
紫金皮 卫矛科 

本品呈卷筒状或槽状块片，外表面橙红色或橙黄

色，具横纹。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粉质，可

见射线及同心性环纹。气微，味淡而涩 

鬼箭羽 

06158699011006 
鬼箭羽 卫矛科 

本品为灰褐色扁平的翅状物薄片，大小长短不一，

近树枝的一侧稍厚，外侧较薄，棕黄色或灰棕色，

微有光泽，两面均有细密的纵条纹。质松脆，断

面棕色。气微，味涩 

山香圆叶 

06158927016001 

山 香 圆

叶 
省沽油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长圆形，长 7～22cm，宽 2～6cm。

先端渐尖，基部楔形，边缘具疏锯齿，近基部全

缘，锯齿的顶端具有腺点。上表面绿褐色，具光

泽；下表面淡黄绿色，较粗糙，主脉淡黄色至浅

褐色，于下表面突起，侧脉羽状；叶柄长 0.5～lcm。

近革质而脆。气芳香，味苦 

桑芽炭 

06159127011421 
桑芽 槭树科 

本品多卷曲皱缩或裂成碎片状，常掺有树枝，表

面焦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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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罗子 

06159246011005 
娑罗子 七叶树科 

本品呈扁球形或类球形，似板栗，直径 1.5～4cm。

表面棕色或棕褐色，多皱缩，凹凸不平，略具光

泽；种脐色较浅，近圆形，约占种子面积的 1/4

至 1/2；其一侧有 1 条突起的种脊，有的不甚明显。

种皮硬而脆，子叶 2，肥厚，坚硬，形似栗仁，黄

白色或淡棕色，粉性。气微，味先苦后甜 

荔枝核 

06159346011004 
荔枝核 无患子科 

本品呈长圆形或卵圆形，略扁。表面棕红色或紫

棕色，平滑，有光泽，略有凹陷及细波纹，一端

有类圆形黄棕色的种脐，质硬。气微，味微甘、

苦、涩 

盐荔枝核 

06159346011332 
荔枝核 无患子科 

本品呈碎块状，断面棕褐色，偶见焦斑，味苦涩

而微咸 

龙眼肉 

06159347011003 
龙眼肉 无患子科 

本品为纵向破裂的不规则薄片，或呈囊状，长约

1.5cm，宽 2～4cm，厚约 0.lcm。棕黄色至棕褐色，

半透明。外表面皱缩不平，内表面光亮而有细纵

皱纹。薄片者质柔润，囊状者质稍硬。气微香，

味甜 

急性子 

06159546011002 
急性子 凤仙花科 

本品呈椭圆形、扁圆形或卵圆形，长 2～3mm，

宽 1.5～2.5mm。表面棕褐色或灰褐色，粗糙，有

稀疏的白色或浅黄棕色小点，种脐位于狭端，稍

突出。质坚实，种皮薄，子叶灰白色，半透明，

油质。无臭，味淡、微苦 

铁包金 

06159611014006 
铁包金 鼠李科 

本品为不规则小段或厚片，直径 5～35mm。表面

暗黄棕色、黑褐色至深褐色，栓皮结实，有网状

裂隙、纵皱纹及支根痕。质坚硬，断面木部纹理

细密，暗黄棕色至橙黄色。气微，味淡微涩 

大枣 

06159642011005 
大枣 鼠李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球形，长 2～3.5cm，直径 1.5～

2.5cm。表面暗红色，略带光泽，有不规则皱纹。

基部凹陷，有短果梗。外果皮薄，中果皮棕黄色

或淡褐色，肉质，柔软，富糖性而油润。果核纺

锤形，两端锐尖，质坚硬。气微香，味甜 

酸枣仁 

06159646011001 
酸枣仁 鼠李科 

本品呈扁圆形或扁椭圆形。表面紫红色或紫褐色，

平滑有光泽，有的有裂纹。有的两面均呈圆隆状

突起；有的一面较平坦，中间或有 1 条隆起的纵

线纹；另一面稍突起；一端凹陷，可见线形种脐；

另端有细小突起的合点。种皮较脆，胚乳白色，

子叶 2，浅黄色，富油性。气微，味淡 

炒酸枣仁 

06159646011117 
酸枣仁 鼠李科 

本品形如酸枣仁。表面微鼓起，微具焦斑。略有

焦香气，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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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椇子 

06159646021000 
枳椇子 鼠李科 

本品呈扁平圆形，背面稍隆起，腹面较平坦，直

径 3～5mm，厚 1～1.5mm。表面红棕色、红褐色

或棕黑色。平滑有光泽。解剖显微镜下可见散在

的凹点，顶端有微凸起的合点，基部凹陷处有椭

圆形点状种脐，腹面有纵行隆起的种脊，种皮坚

硬，种仁淡黄色，富油性。气微，味微苦涩 

白蔹 

06159714013005 
白蔹 葡萄科 

本品斜片呈卵圆形，长 2.5～5cm，宽 2～3cm。切

面类白色或浅红棕色，可见放射状纹理，周边较

厚，微翘起或略弯曲。体轻，质硬脆，易折断，

折断时，有粉尘飞出。气微，味甘 

布渣叶 

06159927011003 
布渣叶 椴树科 

本品多皱缩或破碎。完整叶展平后呈卵状长圆形

或卵状矩圆形，长 8～18cm，宽 4～8cm。表面黄

绿色、绿褐色或黄棕色。先端渐尖，基部钝圆，

稍偏斜，边缘具细齿。基出脉 3 条，侧脉羽状，

小脉网状。具短柄，叶脉及叶柄被柔毛。纸质，

易破碎。气微，味淡，微酸涩 

木槿皮 

06160025011000 
木槿皮 锦葵科 

本品呈段片状。茎皮或根皮呈半圆筒或圆筒状，

宽窄及厚薄多不一致，通常宽 0.7～1cm，厚约

2mm。外皮粗糙，土灰色，有纵向的皱纹及横向

的小突起（皮孔）；内表面淡黄绿色，现明显之丝

状纤维。不易折断，体质轻泡。气弱，味淡 

芙蓉叶 

06160027016003 
芙蓉叶 锦葵科 

本品为卷缩或破碎叶片。完整者展平后呈卵圆状

心形，3～7 浅裂，裂片三角形。上表面暗黄绿色，

下表面灰绿色，叶脉 7～11 条，两面突起。气微，

味微辛 

黄蜀葵花 

06160031011001 

黄 蜀 葵

花 
锦葵科 

本品多皱缩破碎，完整的花瓣呈三角状阔倒卵形，

长 7～10cm，宽 7～12cm，表面有纵向脉纹，呈

放射状，淡棕色，边缘浅波状；内面基部紫褐色。

雄蕊多数，联合成管状，长 1.5～2.5cm，花药近

无柄。柱头紫黑色，匙状盘形，5 裂。气微香，味

甘淡 

木槿花 

06160032021009 
木槿花 锦葵科 

本品呈不规则形，长 1.5～3cm，宽 1～1.5cm，基

部钝圆，柄短，苞片一轮。花萼灰绿色，裂片卷

缩或反卷；花柄、苞片、花萼外均有细毛；花瓣

10 枚，皱折，淡黄或淡紫蓝色，倒卵形，基部密

生白色长柔毛；雄蕊合生成蕊柱，花药多数，呈

紫黑色。气微，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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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葵果 

06160042011007 
冬葵果 锦葵科 

本品呈扁球状盘形，直径 4～7mm。外被膜质宿

萼，宿萼钟状，黄绿色或黄棕色，有的微带紫色，

先端 5 齿裂，裂片内卷，其外有条状披针形的小

苞片 3 片。果梗细短。果实由分果瓣 10～12 枚组

成，在圆锥形中轴周围排成 1 轮，分果类扁圆形，

直径 1.4～2.5mm。表面黄白色或黄棕色，具隆起

的环向细脉纹。种子肾形，棕黄色或黑褐色。气

微，味涩 

苘麻子 

06160046011003 
苘麻子 锦葵科 

本品呈三角状肾形，长 3.5～6mm，宽 2.5～4.5mm，

厚 1～2mm。表面灰黑色或暗褐色，有白色稀疏

绒毛，凹陷处有类椭圆状种脐，淡棕色，四周有

放射状细纹。种皮坚硬，子叶 2，重叠折曲，富油

性。气微，味淡 

木棉花 

06160132011009 
木棉花 木棉科 

本品常皱缩成团。花萼杯状，厚革质，长 2～4cm，

直径 1.5～3cm，顶端 3 或 5 裂，裂片钝圆形，反

曲；外表面棕褐色，有纵皱纹，内表面被棕黄色

短绒毛。花瓣 5 片，椭圆状倒卵形或披针状椭圆

形，长 3～8cm，宽 1.5～3.5cm；外表面浅棕黄色

或浅棕褐色，密被星状毛，内表面紫棕色，有疏

毛。雄蕊多数，基部合生呈筒状，最外轮集生成 5

束，柱头 5 裂。气微，味淡、微甘、涩 

半枫荷 

06160211023008 
半枫荷 梧桐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片、段。栓皮较薄，表面灰褐色

或棕褐色，有纵皱纹及疣状皮孔，质较坚硬。皮

部棕色或棕褐色，纤维性，易与木部分离。木部

浅棕色或浅红棕色，纹理致密，纵断面纹理较顺

直并有裂隙。气微，味淡微涩 

山芝麻 

06160242013412 
山芝麻 梧桐科 

本品切成长约 2cm 的段块，直径 0.5～1.5cm。表

面黄色至灰褐色，间有坚韧的侧根或侧根痕，栓

皮粗糙，有纵斜裂纹，老根栓皮易片状剥落。质

坚硬，断面皮部较厚，暗棕色或灰黄色，强纤维

性，易与木部剥离并撕裂；木部黄白色，具微密

放射状纹理。气微香，味苦、微涩 

胖大海 

06160246011001 
胖大海 梧桐科 

本品呈纺锤形或椭圆形，长 2～3cm，直径 1～

1.5cm。先端钝圆，基部略尖而歪，具浅色的圆形

种脐。表面棕色或暗棕色，微有光泽，具不规则

的干缩皱纹。外层种皮极薄，质脆，易脱落。中

层种皮较厚，黑褐色，质松易碎，遇水膨胀成海

绵状。断面可见散在的树脂状小点。内层种皮可

与中层种皮剥离，稍革质，内有 2 片肥厚胚乳，

广卵形；子叶 2 枚，菲薄，紧贴于胚乳内侧，与

胚乳等大。气微，味淡，嚼之有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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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梨根 

06160426013009 
藤梨根 猕猴桃科 

本品呈长圆形厚片。直径 3～5cm，有的多纵切、

横切或斜切成块片，其块片呈灰红色或红棕色，

块片密布细小孔，质坚硬，不易折断，气微，味

涩 

田基黄 

06160751014009 
田基黄 藤黄科 

本品不规则的根、茎、叶、花的混合小段。根须

状，黄褐色。茎单一或基部分枝，略呈四棱柱形，

光滑，表面黄绿色或黄棕色，质脆，易折断，断

面中空。叶对生，无柄；叶片卵形或卵圆形，全

缘，具腺点。聚伞花序顶生，花小，黄色。气微，

味微苦 

贯叶金丝桃 

06160755011004 

贯 叶 金

丝桃 
藤黄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多分枝，茎和

分枝两侧各具一条纵棱，小枝细瘦，对生于叶腋。

单叶对生，无柄抱茎，叶片散布透明或黑色的腺

点，黑色腺点大多分布于叶片边缘或近顶端。聚

伞花序顶生，花黄色，花萼、花瓣各 5 片，长圆

形或披针形，边缘有黑色腺点；雄蕊多数，合生

为 3 束，花柱 3。气微，味微苦涩 

生藤黄 

06160792011005 
藤黄 藤黄科 

本品药材呈圆柱形、圆筒状或不规则块状或细粉

状，管状者长 15cm 左右，直径约 4cm。红黄色或

橙黄色，外被黄绿色粉霜，有纵条纹。块状者大

小不一。体轻，质脆，断面贝壳状或有空腔，橙

黄色或黄褐色，有蜡状光泽。粉末状为黄褐色或

橙黄色，气微，味辛辣 

制藤黄 

06160792017991 
藤黄 藤黄科 

本品为深红黄色或深橙棕色的细小颗粒及粉末。

气微，味辛 

冰片 

06160898011008 

冰片（合

成龙脑） 
龙脑香科 

本品为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的片状松脆结晶；

气清香，味辛、凉；具挥发性，点燃发生浓烟，

并有带光的火焰 

西河柳 

06161127014005 
西河柳 柽柳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表面灰绿色或红褐色，叶片

常脱落而残留突起的叶基。切面黄白色，中心有

髓。气微，味淡 

紫花地丁 

06161451017000 

紫 花 地

丁 
堇菜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主根长圆锥形，直径 1～3mm；

淡黄棕色，有细纵皱纹。叶基生，灰绿色；先端

钝，基部截形或稍心形，边缘具钝锯齿，两面有

毛；叶柄细，上部具明显狭翅。花茎纤细；花瓣 5，

紫堇色或淡棕色；花距细管状。蒴果椭圆形或 3

裂，种子多数，淡棕色。气微，味微苦而稍黏 

大风子 

06161546011005 
大风子 大风子科 

本品为不规则卵圆形或多面形，稍具钝棱，表面

灰褐色或灰棕色，具细纹，较小的一端有明显的

沟纹。种脐沟状。种皮厚而坚硬，内表面光滑，

浅黄色或黄棕色。种仁与种皮分离，种仁 2 片，

灰白色，有油性，外被一层红棕色或暗紫色薄膜。

气微，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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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通草 

06161623014004 
小通草 旌节花科 

旌节花：呈类圆柱形段片，长短不一，直径 0.5～

lcm。表面白色或淡黄色，无纹理。体轻，质松软，

捏之能变形，有弹性，易折断，断面平坦，无空

心，显银白色光泽。水浸后有黏滑感。气微，味

淡  

青荚叶：表面有浅纵条纹。质较硬，捏之不易变

形。水浸后无黏滑感 

沉香 

06162324015000 
沉香 瑞香科 

本品呈不规则块、片状或盔帽状，有的为小碎块。

表面凹凸不平，有刀痕，偶有孔洞，可见黑褐色

树脂与黄白色木部相间的斑纹，孔洞及凹窝表面

多呈朽木状。质较坚实，断面刺状。气芳香，味

苦 

芫花 

06162324015000 
芫花 瑞香科 

本品呈小棒槌状，多弯曲，花被筒表面淡紫色或

灰绿色，密被短柔毛，先端 4 裂。质软。气微，

味甘、微辛 

醋芫花 

0616233301132 
芫花 瑞香科 本品形如芫花，表面微黄色。微有醋香气 

沙棘 

06162442011007 
沙棘 胡颓子科 

本品呈类球形或扁球形，有的数个粘连，单个直

径 5～8mm。表面橙黄色或棕红色，皱缩，顶端

有残存花柱，基部具短小果梗或果梗痕。果肉油

润，质柔软。种子斜卵形，长约 4mm，宽约 2mm；

表面褐色，有光泽，中间有一纵沟；种皮较硬，

种仁乳白色，有油性。气微，味酸、涩 

水线草 

06162451011005 
水线草 茜草科 

本品多皱缩成团状或不规则的段状。茎四棱形，

多分枝，质脆易折断，叶对生，多皱缩，完整者

展开后呈线状披针形或线形，长 1.5～3cm，宽

1.5～3.5mm，边缘粗糙，常向背面卷曲，表面灰

绿色，托叶小，合生，膜质，无柄或具短柄。花

序腋生，多为 2～5 朵排成伞房花序，稀有单生，

蒴果圆球形，先端平坦，具宿存萼片，种子细小，

多数。气微，味微苦 

白花蛇舌草 

06162451024005 

白 花 蛇

舌草 
茜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纤细，浅灰棕色。茎细具

纵棱，表面灰绿色至棕黑色，质柔软，断面中央

有白色髓，直径约 2mm。叶对生，多破碎，完整

叶片展开后呈条状披针形。蒴果单生或成对生于

叶腋，扁球形，直径 2～3mm，两侧均有一条纵

沟。气微，味微苦 

石榴皮 

06162844015009 
石榴皮 石榴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长条状或不规则的块状。外表面

红棕色、棕黄色或暗棕色，略有光泽，有多数疣

状突起，有时可见筒状宿萼及果梗痕。内表面黄

色或红棕色，有种子脱落后的小凹坑及隔瓤残迹。

切面黄色或鲜黄色，略显颗粒状。气微，味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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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皮炭 

06162844015412 
石榴皮 石榴科 

本品形如石榴皮丝或块，表面黑黄色，内部棕褐

色 

喜树果 

06163142011007 
喜树果 珙桐科 

本品为披针形，长 2～2.5cm，宽 5～7mm，先端

尖，有柱头残基；基部变狭，可见着生在花盘上

的椭圆形凹点痕，两边有翅。表面棕色至棕黑色，

微有光泽，有纵皱纹，有时可见数条角棱和黑色

斑点。质韧，不易折断，断面纤维性，内有种子 1

粒，干缩成细条状。气微，味苦 

西青果 

06163341011006 
西青果 使君子科 

本品呈长卵形，略扁，长 1.5～3cm，直径 0.5～

1.2cm。表面黑褐色，具有明显的纵皱纹，一端较

大，另一端略小，钝尖，下部有果梗痕。质坚硬。

断面褐色，有胶质样光泽，果核不明显，常有空

心，小者黑褐色，无空心。气微，味苦涩，微甘 

藏青果 

06163341023009 
藏青果 使君子科 

本品为幼果，呈扁长卵形，略似橄榄，下部有果

柄痕，长 2～3cm，宽 0.5～1.2cm。外表黑褐色，

有明显的纵皱纹。质坚硬，断面不平坦，有胶质

样光泽；果肉厚，黄绿色，核不明显，稍空心，

小者黑褐色，无空心。气无，味苦涩，微甘 

毛诃子 

06163342011005 
毛诃子 使君子科 

本品呈卵形或椭圆形，长 2～3.8cm，直径 1.5～

3cm。表面棕褐色，被细密绒毛，基部有残留果柄

或果柄痕。具 5 棱脊，棱脊间平滑或有不规则皱

纹。质坚硬。果肉厚 2～5mm，暗棕色或浅绿黄

色，果核淡棕黄色。种子 1，种皮棕黄色，种仁黄

白色，有油性。气微，味涩、苦 

诃子 

06163342021004 
诃子 使君子科 

本品为长圆形或卵圆形，长 2～4cm，直径 2～

2.5cm。表面黄棕色或暗棕色，略具光泽，有 5～6

条纵棱线和不规则的皱纹，基部有圆形果梗痕。

质坚实。果肉厚 0.2～0. 4cm，黄棕色或黄褐色。

果核长 1.5～2.5cm，直径 l～1.5cm，浅黄色，粗

糙，坚硬。种子狭长纺锤形，长约 lcm，直径 0.2～

0.4cm，种皮黄棕色，子叶 2，白色，相互重叠卷

旋。气微，味酸涩后甜 

诃子肉 

06163342031003 
诃子 使君子科 

本品为不规则块片状，有的为半个诃子肉去核后

的形状，肉厚 2～4mm。外表面黄褐色至深褐色，

略具光泽，可见纵棱及皱纹；内表面粗糙，颗粒

性。质坚实。微有酸气，味酸涩而后甜生品，表

面深黄褐色，有焦斑，微有焦香气，酸涩味较淡 

炒诃子肉 

06163342031119 
诃子肉 使君子科 

本品形如诃子肉，表面深黄褐色，有焦斑，微有

焦香气，酸涩味较淡 

煨诃子肉 

06163342031805 
诃子肉 使君子科 本品形如诃子肉，表面深棕色，微有焦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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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 

06163342041002 
使君子 使君子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卵圆形，具 5 条纵棱，偶有 4～9

棱，长 2.5～4cm，直径约 2cm。表面黑褐色至紫

黑色，平滑，微具光泽。顶端狭尖，基部钝圆，

有明显圆形的果梗痕。质坚硬，横切面多呈五角

星形，棱角处壳较厚，中间呈类圆形空腔。种子

长椭圆形或纺锤形，长约 2cm，直径约 lcm；表面

棕褐色或黑褐色，有多数纵皱纹；种皮薄，易剥

离；子叶 2，黄白色，有油性，断面有裂隙。气微

香，味微甜 

使君子仁 

06163342051001 
使君子 使君子科 

本品呈长椭圆形或纺锤形，长约 2cm，直径约 lcm。

表面棕褐色或黑褐色，有多数纵皱纹。种皮易剥

离，子叶 2，黄白色，有油性，断面有裂隙。气微

香，味微甜 

炒使君子仁 

06163342051117 
使君子 使君子科 

本品形如使君子仁，表面黄白色，有多数纵皱纹；

有时可见残留有棕褐色种皮。气香，味微甜 

丁香 

06163433011006 
丁香 桃金娘科 

本品略呈研棒状，长 1～2cm。花冠圆球形，直径

0.3～0.5cm，花瓣 4，复瓦状抱合，棕褐色或褐黄

色，花瓣内为雄蕊和花柱，搓碎后可见众多黄色

细粒状的花药。萼筒圆柱状，略扁，有的稍弯曲，

长 0.7～1.4cm，直径 0.3～0.6cm，红棕色或棕褐

色，上部有 4 枚三角状的萼片，十字状分开。质

坚实，富油性。气芳香浓烈，味辛辣、有麻舌感 

母丁香 

06163442011004 
母丁香 桃金娘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长椭圆形，长 1.5～3cm，直径

0.5～lcm。表面黄棕色或褐棕色，有细皱纹；顶端

有四个宿存萼片向内弯曲成钩状；基部有果梗痕；

果皮与种仁可剥离，种仁由两片子叶合抱而成，

棕色或暗棕色，显油性，中央具一明显的纵沟；

内有胚，呈细杆状。质较硬，难折断。气香，味

麻辣 

锁阳 

06164151012009 
锁阳 锁阳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微弯曲，长 5～15cm，直径 1.5～

5cm。表面棕色或棕褐色，粗糙，具明显纵沟及不

规则凹陷，有的残存三角形的黑棕色鳞片。体重，

质硬，难折断，断面浅棕色或棕褐色，有黄色三

角状维管束。气微，味甘而涩 

人参 

06164213012008 
人参 五加科 

本品呈圆形、类圆形或长圆形薄片，直径 0.9～

2.5cm。断面平坦，呈类白色或灰白色，可见有 1

个不规则的棕色或浅棕色环纹，环纹处显密集的

条形纹理，其外侧可见1～2轮明显的棕红色小点。

外皮浅黄白色或黄白色，可见棕红色斑点或须根

痕。质地致密者棕色环纹不明显，多数外层致密，

内层质松而显裂隙。质脆或稍韧，易折断，略呈

粉质，具特异的土腥气，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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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参 

06164213012602 
人参 五加科 

本品呈圆形、类圆形或椭圆形薄片。表面红棕色，

可见有一个不规则的深色环圈，环圈及其内部有

条点状放射纹理，少数略具白心。纵切片可见有

条纹。外皮浅黄棕色，周边具大小不等的皱褶或

抽沟。角质状，半透明，质硬而脆，折断面现白

渣；遇潮易回软，受潮者质较韧。微具土腥气，

味微甜 

三七粉 

06164213027002 
三七 五加科 本品呈灰白色粉末，气微，味微苦回甜 

西洋参 

06164211032008 
西洋参 五加科 

本品呈长圆形或类圆形薄片。外表皮浅黄褐色，

切面淡黄白至黄白色，形成层环棕黄色，皮部有

黄棕色点状树脂道，近形成层环处较多而明显，

木部略呈放射状纹理。气微而特异，味微苦、甘 

新开河参 

06164211043004 

新 开 河

参 
五加科 本品压成四方条形，棕红色。余同人参 

刺五加 

06164213011001 
刺五加 五加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片。根和根茎外表

皮灰褐色或黑褐色，粗糙，有细纵沟和皱纹，皮

较薄，有的剥落，剥落处呈灰黄色；茎外表皮浅

灰色或灰褐色，无刺，幼枝黄褐色，密生细刺。

切面黄白色，纤维性，茎的皮部薄，木部宽广，

中心有髓。根和根茎有特异香气，味微辛、稍苦、

涩；茎气微，味微辛 

竹节参 

06164215011009 
竹节参 五加科 

本品为扁圆形的厚片，切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

可见黄色点状维管束排列成环。周边灰棕色或黄

棕色，粗糙，有致密的皱纹及明显的结节。质硬

而脆，易折断。气微，味苦、微甜 

珠子参 

06164215021008 
珠子参 五加科 

本品略呈扁球形、圆锥形或不规则菱角形，偶呈

连珠状，直径 0.5～2.8cm。表面棕黄色或黄褐色，

有明显的疣状突起和皱纹，偶有圆形凹陷的茎痕，

有的一侧或两侧残存细的节间。质坚硬，断面不

平坦，淡黄白色，粉性。气微，味苦、微甘，嚼

之刺喉。蒸(煮)者断面黄白色或黄棕色，略呈角质

样，味微苦、微甘，嚼之不刺喉 

通草 

06164223013002 
通草 五加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直径 1～2.5cm。表面白色或

淡黄色，有浅纵沟纹。体轻，质松软，稍有弹性，

易折断，断面平坦，显银白色光泽，中部有直径

0.3～0.5cm 的空心或半透明的薄膜，纵剖面呈梯

状排列，实心者少见。气微，味淡 

五加皮 

06164226013009 
五加皮 五加科 

本品呈不规则卷筒状段片，直径 0.4～1.4cm，厚

约 0.2cm。外表面灰褐色，有稍扭曲的纵皱纹和横

长皮孔样斑痕；内表面淡黄色或灰黄色，有细纵

纹。体轻，质脆，易折断，断面不整齐，灰白色。

气微香，味微辣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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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脚皮 

06164225016001 
鸭脚皮 五加科 

本品呈卷筒状，也有呈不规则的块状。表面灰褐

色，粗糙，密具细小的疣状凸起和皮孔，内面暗

褐色，有细纵纹，质脆，易折断，断面纤维性，

不整齐。气微，味苦、涩 

楤木 

06164226023008 
楤木 五加科 

本品切成片，根皮筒状或片状。栓皮薄，灰褐色

粗糙呈多片状翘裂，有时有横向皮孔，栓皮易剥

脱，剥脱后皮呈淡黄白色，内面白色，光滑。质

脆易折断，断面不平坦。气微，味苦茎皮剥落状，

粗糙不平，有纵皱纹及横纹，并散生坚硬的刺。

外面灰白色至灰褐色，内面黄白色而光滑。断面

呈纤维性。气微香，嚼之带黏液性 

人参叶 

06164227011004 
人参叶 五加科 

本品呈丝片状，微皱缩，展平后可见基部楔形，

先端渐尖，边缘具细锯齿及刚毛，上表面叶脉生

刚毛，下表面叶脉隆起。纸质，易碎。气清香，

味微苦而甘 

三七花 

06164227011004 
三七花 五加科 

本品呈半球形、球形或伞形，直径 5～25mm，总

花梗长 5～45mm，圆柱形，常弯曲，具细纵纹。

花药椭圆形，背着生，内向纵裂，花柱２枚基部

合生。气清香，味苦微甘 

北沙参 

06164311014003 
北沙参 伞形科 

本品呈圆柱形段片或长椭圆形斜切厚片，直径

0.4～1.2cm。表面淡黄白色，略粗糙，有细纵皱纹

和纵沟，并有棕黄色点状细根痕；切面皮部浅黄

白色，木部黄色。质脆，气特异，味微甘 

蒸北沙参 

06164311014607 
北沙参 伞形科 本品形如北沙参，外表棕黄色，角质样 

白芷 

06164311023005 
白芷 伞形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棕色或黄棕色。

切面白色或灰白色，具粉性，形成层环棕色，近

方形或近圆形，皮部散有多数棕色油点。气芳香，

味辛、微苦 

当归 

06164311032007 
当归 伞形科 

本品呈类圆形、椭圆形的不规则薄片。外表皮黄

棕色至棕褐色。切面黄白色或淡棕黄色，平坦，

有裂隙，中间有浅棕色的形成层环，并有多数棕

色的油点，香气浓郁，味甘、辛、微苦 

炒当归 

06164311032113 
当归 伞形科 

本品呈椭圆形不规则薄片。外表皮黄褐色，有焦

斑。切面焦黄色或黄棕色，略有焦斑，皮部厚，

木质部色较浅。质较脆，易折断。气香特异，味

甘、辛，微苦 

土炒当归 

06164311032267 
当归 伞形科 本品形如当归片。表面挂土黄色，具土香气 

酒当归 

06164311032311 
当归 伞形科 

本品形如当归片。切面深黄色或浅棕黄色，略有

焦斑。香气浓郁，并略有酒香气 

当归炭 

06164311032410 
当归 伞形科 

本品形如当归片。表面黑褐色，断面灰棕色。质

枯脆，气味减弱，并带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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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洗当归 

06164311032991 
当归 伞形科 本品形如当归片，表面颜色加深，有酒香气 

当归尾 

06164311042006 
当归 伞形科 

本品为类圆形小片。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较粗

糙，皱缩，具纵向纹理。质柔韧，断面黄白色或

淡黄棕色，皮部厚，有裂隙及多数棕色点状分泌

腔，木部色较淡，形成层环黄棕色。气香而浓，

味甘、辛、微苦 

防风 

06164311053002 
防风 伞形科 

本品为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棕色，有

纵皱纹、有的可见横长皮孔样突起、密集的环纹

或残存的毛状叶基。切面皮部浅棕色，有裂隙，

木部浅黄色，具放射状纹理。气特异，味微甘 

防风炭 

06164311053415 
防风 伞形科 

本品形如防风。外表皮焦黑色，有纵皱纹；有的

可见横长皮孔样突起及点状的细根痕。切面焦褐

色，有裂隙，具放射状纹理。气焦香，味淡 

明党参 

06164311063001 
明党参 伞形科 

本品呈圆形或类圆形厚片。外表皮黄白色，光滑

或有纵沟纹。切面黄白色或淡棕色，半透明，角

质样，木部类白色，有的与皮部分离。气微，味

淡 

前胡 

06164311072003 
前胡 伞形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的薄片。外表皮黑褐色或

灰黄色，有时可见残留的纤维状叶鞘残基。切面

黄白色至淡黄色，皮部散有多数棕黄色油点，可

见一棕色环及放射状纹理。气芳香，味微苦、辛 

蜜前胡 

06164311072355 
前胡 伞形科 

本品形如前胡片，表面黄褐色，略具光泽，滋润。

味稍甜 

独活 

06164311082002 
独活 伞形科 

本品呈类圆形薄片。外表皮灰褐色或棕褐色，具

皱纹。切面皮部灰白色至灰褐色，有多数散在棕

色油点，木部灰黄色至黄棕色，形成层环棕色。

有特异香气味苦、辛、微麻舌 

南柴胡 

06164311093008 
柴胡 伞形科 

本品呈类圆柱形或不规则形段片。表面红棕色或

黑棕色，靠近根头处多具紧密环纹。质稍软，易

折断，断面略平坦，不显纤维性。具败油气 

醋南柴胡 

06164311093329 
柴胡 伞形科 本品形同南柴胡段片，色泽加深，具醋香气 

北柴胡 

06164311103004 
柴胡 伞形科 

本品呈类圆柱形或不规则形段片，直径 0.3～

0.8cm。表面黑褐色或浅棕色，具纵皱纹、支根痕

及皮孔。质硬而韧，不易折断，切面显片状纤维

性，皮部浅棕色，木部黄白色。气微香，味微苦 

醋北柴胡 

06164311103325 
柴胡 伞形科 本品形同北柴胡段片，色泽加深，具醋香气 

酒柴胡 

06164311093312 
柴胡 伞形科 本品形同北柴胡或南柴胡段片，具酒香气 

鳖血柴胡 

06164311093398 
柴胡 伞形科 

本品形同北柴胡或南柴胡段片，色泽加深，具血

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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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前胡 

06164311112006 

紫 花 前

胡 
伞形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的薄片。表面棕色至黑棕

色，根头部偶有残留茎基和膜状叶鞘残基，有浅

直细纵皱纹，可见灰白色横向皮孔样突起和点状

须根痕。质硬，断面类白色，皮部较窄，散有少

数黄色油点。气芳香，味微苦、辛 

羌活 

06164313013004 
羌活 伞形科 

本品呈类圆形、不规则形横切或斜切片，表皮棕

褐色至黑褐色，切面外侧棕褐色，木部黄白色，

有的可见放射状纹理。体轻，质脆。气香，味微

苦而辛 

藳本 

06164313023003 
藳本 伞形科 

藁本片：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棕褐色至

黑褐色，粗糙。切面黄白色至浅黄褐色，具裂隙

或孔洞，纤维性。气浓香，味辛、苦、微麻 

辽藁本片：外表皮可见根痕和残根突起呈毛刺状，

或有呈枯朽空洞的老茎残基。切面木部有放射状

纹理和裂隙 

川芎 

06164315013002 
川芎 伞形科 

本品为不规则厚片，外表皮黄褐色，有皱缩纹。

切面黄白色或灰黄色，具有明显波状环纹或多角

形纹理，散生黄棕色油点。质坚实，气浓香，味

苦、辛，微甜 

酒川芎 

06164315013316 
川芎 伞形科 

本品形如川芎片，外表皮黄褐色，切面淡黄棕色

至棕色，质坚脆，略有酒气味苦辛，稍有麻舌感，

微回甜 

小茴香 

06164342011002 
小茴香 伞形科 

本品为双悬果，呈细椭圆形，背面有纵棱 5 条, 接

合面平坦而较宽。表面黄绿色或淡黄色，易分离

成半瓣。有特异香气，味微甜、辛 

盐小茴香 

06164342011330 
小茴香 伞形科 

本品形如小茴香，微鼓起，色泽加深，偶有焦斑。

味微咸 

南鹤虱 

06164342023005 
南鹤虱 伞形科 

本品为双悬果，呈椭圆形，多裂为分果，分果长 3～

4mm，宽 1.5～2.5mm。表面淡绿棕色或棕黄色，

顶端有花柱残基，基部钝圆，背面隆起，具 4 条

窄翅状次棱，翅上密生 1 列黄白色钩刺，刺长约

1.5mm，次棱间的凹下处有不明显的主棱，其上

散生短柔毛，接合面平坦，有 3 条脉纹，上具柔

毛。种仁类白色，有油性。体轻。搓碎时有特异

香气，味微辛、苦 

蛇床子 

06164342031000 
蛇床子 伞形科 

本品为双悬果，呈椭圆形，长 2～4mm，直径约

2mm。表面灰黄色或灰褐色，顶端有 2 枚向外弯

曲的柱基，基部偶有细梗。分果的背面有薄而突

起的纵棱 5 条，接合面平坦，有 2 条棕色略突起

的纵棱线。果皮松脆，揉搓易脱落。种子细小，

灰棕色，显油性。气香，味辛凉，有麻舌感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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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草 

06164351014001 
积雪草 伞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圆柱形，表面浅黄色或灰

黄色。茎细，黄棕色，有细纵皱纹，可见节，节

上常着生须状根。叶片多皱缩、破碎，完整者展

平后呈近圆形或肾形，灰绿色，边缘有粗钝齿，

伞形花序短小。双悬果扁圆形，有明显隆起的纵

棱及细网纹。气微，味淡 

阿魏 

06164392011007 
阿魏 伞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和脂膏状。颜色深浅不一，

表面蜡黄色至棕黄色。块状者体轻，质地似蜡，

断面稍有孔隙；新鲜切面颜色较浅，放置后色渐

深。脂膏状者黏稠，灰白色。具强烈而持久的蒜

样特异臭气，味辛辣，嚼之有灼烧感 

芫荽 

06164351024000 
芫荽 伞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细长，圆锥形，外表淡棕

色，具纵横皱纹，断面有棕色小油点。茎圆柱形，

多分枝，黄绿色。基生叶 1～2 回羽头全裂，裂片

广卵形或楔形，边缘深裂或具缺刻；茎生叶无柄， 

3 回或多回羽状分裂，未回裂片狭线形，全缘。伞

形花序，花小，双悬果圆球形。气香而浓烈，味

微辛 

山萸肉 

06164442011001 
山茱萸 山茱萸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片状或囊状，长 1～1.5cm，宽 0. 

5～lcm。表面紫红色至紫黑色，皱缩，有光泽。

顶端有的有圆形宿萼痕，基部有果梗痕。质柔软。

气微，味酸、涩、微苦 

炒山萸肉 

06164442011117 
山茱萸 山茱萸科 本品形如山茱萸。表面紫黑色，略有焦斑 

酒萸肉 

06164442011612 
山茱萸 山茱萸科 

本品形如山茱萸，表面紫黑色或黑色，质滋润柔

软。微有酒香气 

鹿衔草 

06170351014002 
鹿衔草 鹿蹄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根茎、茎、叶、花、果混合小段。

根茎细长，茎圆柱形或具纵棱。叶基生，长卵圆

形或近圆形，暗绿色或紫褐色，先端圆或稍尖，

全缘或有稀疏的小锯齿，边缘略反卷，上表面有

时沿脉具白色的斑纹，下表面有时具白粉。总状

花序有花 4～10 余朵；花半下垂，萼片 5，舌形或

卵状长圆形；花瓣 5，早落，雄蕊 10，花药基部

有小角，顶孔开裂；花柱外露，有环状突起的柱

头盘。蒴果扁球形，直径 7～10mm，5 纵裂，裂

瓣边缘有蛛丝状毛。气微，味淡、微苦 

满山红 

06170427011003 
满山红 杜鹃花科 

本品多反卷成筒状，有的皱缩破碎。完整叶片展

平后呈椭圆形或长倒卵形，长 2～7.5cm，宽 1～

3cm；先端钝，基部近圆形或宽楔形，全缘；上表

面暗绿色至褐绿色，散生浅黄色腺鳞；下表面灰

绿色，腺鳞甚多。叶柄长 3～10mm。近革质。气

芳香特异，味较苦、微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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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羊花 

06170432011005 
闹羊花 杜鹃花科 

本品数朵花簇生于一总柄上，多脱落为单朵；灰

黄色至黄褐色，皱缩。花萼 5 裂，裂片半圆形至

三角形，边缘有较长的细毛；花冠钟状，筒部较

长，约至 2.5cm，顶端卷折，5 裂，花瓣宽卵形，

先端钝或微凹；雄蕊 5，花丝卷曲，等长或略长于

花冠，中部以下有茸毛，花药红棕色，顶孔裂；

雌蕊 1，柱头头状；花梗长 1～2.8cm，棕褐色，

有短茸毛。气微，味微麻 

走马胎 

06170511013005 
走马胎 紫金牛科 

本品为不规则薄片，直径 1～5cm。表面灰褐色或

棕褐色，有细密而明显或粗大的纵向皱缩纹，有

的有较规则的节状横断纹（习称“蛤蟆皮”）。用

刀轻刮去外表皮可见红色小窝点（习称“血星

点”）。皮部较厚，易剥离，内表面淡黄色或淡棕

色，现棕紫色网状或条纹状花纹。质坚硬，不易

折断，断面皮部淡紫红色；木部宽广，带粉性，

黄白色或白中带微红色，射线细密而清晰，有的

中央可见细小淡红色的髓。气微，味微苦 

朱砂根 

06170512014001 
朱砂根 紫金牛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外表皮灰棕色或棕褐色，可

见纵皱纹，有横向或环状断裂痕，皮部与木部易

分离。切面皮部厚，约占 1/3～1/2，类白色或粉

红色，外侧有紫色斑点散在；木部黄白色，不平

坦。气微，味微苦，有刺舌感 

矮地茶 

06170551014000 
矮地茶 紫金牛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茎圆柱形而弯曲，疏生须

根。茎略呈扁圆柱形，表面红棕色，具细纵纹，

有的具分枝和互生叶痕。切面中央有淡棕色髓部。

叶多破碎，灰绿色至棕绿色，顶端较尖，基部楔

形，边缘具细锯齿，近革质。气微，味微涩 

金钱草 

06170651014009 
金钱草 报春花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棕色或暗棕红色，有纵纹，

实心。叶对生，展平后呈宽卵形或心形，上表面

灰绿色或棕褐色，下表面色较浅，主脉明显突出，

用水浸后，对光透视可见黑色或褐色的条纹。偶

见黄色花，单生叶腋。气微，味淡 

黑枣 

06170942011007 
黑枣 柿树科 

本品近球形至椭圆形，直径 1～2cm，淡黄色（初

熟时）至蓝黑色，常被白色薄蜡层。种子长圆形，

长约 1cm，宽约 6mm，褐色，侧扁，背面较厚；

宿存萼 4 裂，深裂至中部，裂片卵形，长约 6mm，

先端钝圆。气微，味甘、涩 

柿蒂 

06170945011004 
柿蒂 柿树科 

本品呈扁圆形，直径 1.5～2.5cm。中央较厚，微

隆起，有果实脱落后的圆形疤痕，边缘较薄，4

裂，裂片多反卷，易碎；基部有果梗或圆孔状的

果梗痕。外表面黄褐色或红棕色，内表面黄棕色，

密被细绒毛。质硬而脆。气微，味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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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 

06171192011007 
安息香 安息香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小块，稍扁平，常黏结成团块。

表面橙黄色，具蜡样光泽（自然出脂）；或为不规

则的圆柱状、扁平块状。表面灰白色至淡黄白色

（人工割脂）。质脆，易碎，断面平坦，白色，放

置后逐渐变为淡黄棕色至红棕色。加热则软化熔

融。气芳香，味微辛，嚼之有沙粒感 

酒安息香 

06171192011311 
安息香 安息香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小块,表面呈灰棕色至污棕色，断

面混浊，粘结，无颗粒状，质脆，气香 

秦皮 

06171225016009 
秦皮 木犀科 

本品为长短不一的丝条状。外表面灰白色、灰棕

色或黑棕色。内表面黄白色或棕色，平滑。切面

纤维性，黄白色。质硬。气微，味苦 

暴马子皮 

06171225026008 

暴 马 子

皮 
木犀科 

本品呈槽状或卷筒状，长短不一，厚 2～4mm。

外表面暗灰褐色，嫩皮平滑，有光泽，老皮粗糙，

有横纹；横向皮孔椭圆形，暗黄色；外皮薄而韧，

可横向撕剥，剥落处显暗黄绿色。内表面淡黄褐

色。质脆，易折断，断面不整齐。气微香，味苦 

苦丁茶 

06171227011002 
苦丁茶 木犀科 

本品多破碎，完整叶片展开后呈长椭圆形或长倒

披针状椭圆形，长 6～25cm，宽 3～8cm。顶端渐

尖或钝，基部渐狭，边缘疏生如刺状小锯齿，齿

的尖头黑色，略反曲。上表面青黄色或青灰色，

光滑发亮，中脉凹入；下表面颜色稍浅，常有皱

缩纹，中脉凸出，网脉可见。叶柄长约 1cm。革

质，厚而硬。气微，味苦、微甘 

女贞子 

06171242011001 
女贞子 木犀科 

本品呈卵形、椭圆形或肾形，长 6～8.5mm，直径

3.5～5.5mm。表面黑紫色或灰黑色，皱缩不平，

基部有果梗痕或具宿萼及短梗。体轻。外果皮薄，

中果皮较松软，易剥离，内果皮木质，黄棕色，

具纵棱，破开后种子通常为 1 粒，肾形，紫黑色，

油性。气微，味甘、微苦涩 

盐女贞子 

06171242011339 
女贞子 木犀科 

本品形如女贞子。表面灰黑色或黑褐色，皱缩不

平，有的基部有果梗痕。气微，味甘、微咸、微

苦涩 

酒女贞子 

06171242011612 
女贞子 木犀科 

本品形如女贞子，表面黑褐色或灰黑色，常附有

白色粉霜。微有酒香气 

连翘 

06171242021000 
连翘 木犀科 

本品呈长卵形至卵形，稍扁，长 1.5～2.5cm，直

径 0.5～1.3cm。表面有不规则的纵皱纹和多数突

起的小斑点，两面各有 1 条明显的纵沟。顶端锐

尖，基部有小果梗或已脱落。青翘多不开裂，表

面绿褐色，突起的灰白色小斑点较少；质硬；种

子多数，黄绿色，细长，一侧有翅。老翘自顶端

开裂或裂成两瓣，表面黄棕色或红棕色，内表面

多为浅黄棕色，平滑，具一纵隔；质脆；种子棕

色，多已脱落。气微香，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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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心 

06171246011007 
连翘 木犀科 

本品略呈条状而稍扁，有的微弯曲，长 6～9mm，

宽约 2mm。外表面黄棕色至棕色，一侧稍隆起，

有窄翅，色较浅。质坚而脆。气香，味微苦 

素馨花 

06171251011009 
素馨花 木犀科 

本品为略呈笔头状花蕾，长 2～3cm。表面金黄色

或淡黄褐色，皱缩，花冠筒细管状，长 1～2cm，

直径 1～1.5mm，花冠裂片 5 片，呈覆瓦状裹紧，

直径 2～3mm，剖开可见着生于花冠筒上部的 2

枚雄蕊，花丝短，花药狭长圆形，中央常有花柱

残存。质稍脆，遇潮变软。气香，味微苦、涩 

密蒙花 

06171333011002 
密蒙花 马钱科 

本品多为花蕾密聚的花序小分枝，呈不规则圆锥

状，长 1.5～3cm。表面灰黄色或棕黄色，密被茸

毛。花蕾呈短棒状，上端略大，长 0.3～1cm，直

径 0.1～0.2cm；花萼钟状，先端 4 齿裂；花冠筒

状，与萼等长或稍长，先端 4 裂，裂片卵形；雄

蕊 4，着生在花冠管中部。质柔软。气微香，味微

苦、辛 

生马钱子 

06171346011006 
马钱子 马钱科 

本品呈纽扣状圆板形，常一面隆起，一面稍凹下，

直径 1.5～3cm，厚 0.3～0. 6cm。表面密被灰棕或

灰绿色绢状茸毛，自中间向四周呈辐射状排列，

有丝样光泽。边缘稍隆起，较厚，有突起的珠孔，

底面中心有突起的圆点状种脐。质坚硬，平行剖

面可见淡黄白色胚乳，角质状，子叶心形，叶脉 5～

7 条。气微，味极苦 

制马钱子 

06171346011228 
马钱子 马钱科 

本品形如马钱子，两面均膨胀鼓起，边缘较厚。

表面棕褐色或深棕色，质坚脆，平行剖面可见棕

褐色或深棕色的胚乳。微有香气，味极苦 

油炙马钱子 

06171346011365 
马钱子 马钱科 

本品形如马钱子，中间略鼓，表面老黄色，质坚

脆，有油香气，味苦 

尿制马钱子 

06171346011990 
马钱子 马钱科 

本品为腰子片，胚乳多重叠。表面毛茸少见，棕

褐色。气微腥，味极苦 

马钱子粉 

06171346017220 
马钱子 马钱科 本品为黄褐色粉末。气微香，味极苦 

秦艽 

06171411013003 
秦艽 龙胆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外表皮黄棕色、灰黄色或

棕褐色，粗糙，有扭曲纵纹或网状孔纹。切面皮

部黄色或棕黄色，木部黄色，有的中心呈枯朽状。

气特异，味苦、微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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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 

06171411013003 
龙胆 龙胆科 

龙胆：本品呈不规则形的段。根茎呈不规则块片，

表面暗灰棕色或深棕色。根圆柱形，表面淡黄色

至黄棕色，上部多有显著的横皱纹，下部较细，

有纵皱纹及支根痕。切面皮部黄白色至棕黄色，

木部色较浅。气微，味甚苦 

坚龙胆：本品呈不规则形的段。根表面无横皱纹，

膜质外皮已脱落，表面黄棕色至深棕色。切面皮

部黄棕色，木部色较浅 

酒龙胆 

06171413014312 
龙胆 龙胆科 

本品形如龙胆。表面无横纹，纵皱较多，表面膜

质，淡黄或灰黄色。断面略显角质性，可见一明

显的木心，黄白色。气微，味苦 

青叶胆 

06171451014008 
青叶胆 龙胆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类圆形，有的有分枝；表

面黄色或黄棕色。茎四棱形，棱角具极狭的翅；

表面黄绿色或黄棕色，切面中空。叶片多破碎。

气微，味苦 

当药 

06171451024007 
当药 龙胆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呈圆锥形，黄色或黄褐色，

断面类白色。茎方柱形，黄绿色或黄棕色带紫色，

节处略膨大；质脆，易折断，断面中空。叶对生，

无柄；先端渐尖，基部狭，全缘。圆锥状聚伞花

序顶生或腋生。花萼 5 深裂，裂片线形。花冠淡

蓝紫色或暗黄色，5 深裂，裂片内侧基部有 2 腺体，

腺体周围有长毛。蒴果椭圆形。气微，味苦 

络石藤 

06171521014006 
络石藤 夹竹桃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圆柱形，表面红褐色，可

见点状皮孔。切面黄白色，中空。叶全缘，略反

卷；革质。气微，味微苦 

春根藤 

06171522014005 
春根藤 夹竹桃科 

本品为短段或片块。根茎部分为结节状，呈浅褐

色或棕褐色，上端具残留茎基，下端丛生多数细

长而扭曲的圆柱状根，直径约 2mm，黄白色，有

细纵纹，皮部常横裂露出木部。气微，味微苦、

涩 

罗布麻叶 

06171527011009 

罗 布 麻

叶 
夹竹桃科 

本品多皱缩卷曲，有的破碎，完整叶片展平后呈

椭圆状披针形或卵圆状披针形，长 2～5cm，宽

0.5～2cm。淡绿色或灰绿色，先端钝，有小芒尖，

基部钝圆或楔形，边缘具细齿，常反卷，两面无

毛，叶脉于下表面突起；叶柄细，长约 4mm。质

脆。气微，味淡 

鸡蛋花 

06171532011001 
鸡蛋花 夹竹桃科 

本品皱缩，上部表面黄白色，下部表面黄褐色。

完整花朵展开后全长 2～5cm。花冠 5 裂，裂片呈

倒卵形，长约 4cm；下部边缘向左旋转覆盖合生

成细管状，长约 1.5cm；喉部处着生雄蕊 5 枚，花

丝极短；有时可见细小的卵状子房。气芳香，味

淡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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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须 

06171611013001 
老君须 萝藦科 

本品根茎长约 2～3cm，表面有多数并排的茎秆残

基;外表粗糙，棕褐色；断面黄白色，充实。须根

细小，丛生于根茎四周，扭曲不直，长约 3～5cm;

外表棕褐色有皱纹；质脆弱，断面黄白色。气味

微弱 

白前 

06171613014006 
白前 萝藦科 

柳叶白前：本品为细圆形小段，直径 1.5～4mm，

表面黄棕色或淡黄色，节明显。质脆易断，断面

灰黄色或灰白色，中空。气微，味微甘 

芫花叶白前：为细圆形小段，表面灰绿色或淡黄

色，质较硬。气微弱，味微甜 

炒白前 

06171613014112 
白前 萝藦科 

本品形如白前。外表皮呈中黄色，切面黄白色，

有的可见焦斑。节明显，节间长 1.5～4.5cm.质脆，

易折断，断面中空。节处簇生纤细弯曲的根，直

径不及 1mm，有多次分枝呈毛须状，常盘曲成团。

略带焦香气，味微甜 

蜜白前 

06171613014358 
白前 萝藦科 

本品形同白前。表面深黄色，微有光泽，略带黏

性，味甜 

白薇 

06171613024005 
白薇 萝藦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小段。表面棕黄色。质脆，易折

断，断面皮部黄白色，木部黄色。气微，味微苦 

徐长卿 

06171613034004 
徐长卿 萝藦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茎有节，四周着生多数根。

根圆柱形，表面淡黄白色至淡棕黄色或棕色，有

细纵皱纹。切面粉性，皮部类白色或黄白色，形

成层环淡棕色，木部细小。气香，味微辛凉 

通关藤 

06171621013008 
通关藤 萝藦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略扭曲，直径 2～5cm；节膨大，

节间两侧各有 1 条明显纵沟，于节处交互对称。

表面灰褐色，粗糙；栓皮松软，稍厚。质硬而韧，

粗者难折断。断面不平整，常呈类“8”字形，皮

部浅灰色，木部黄白色，密布针眼状细孔。髓部

常中空。气微，味苦回甜 

香加皮 

06171626013003 
香加皮 萝藦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外表面灰棕色或黄棕色，

栓皮常呈鳞片状。内表面淡黄色或淡黄棕色，有

细纵纹。切面黄白色。有特异香气，味苦 

五爪龙 

06171711013000 
五爪龙 旋花科 

本品为圆柱形短段或片状，片厚 0.5～1cm。表面

灰黄色或黄棕色，有红棕色花斑及细密纵皱纹，

可见横向皮孔。质坚硬，不易折断。横切面皮部

薄而韧，易剥离，富纤维性，木部宽大，淡黄白

色，有较密的同心性环纹。气微香，味微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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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藤 

06171721013007 
丁公藤 旋花科 

本品为斜切的段或片，直径 1～4cm。外皮灰黄色、

灰褐色或浅棕褐色，稍粗糙，有浅沟槽及不规则

的纵裂纹或龟裂纹。皮孔点状或疣状，黄白色。

老的栓皮呈薄片状剥落。质坚硬，不易折断。切

面椭圆形，黄褐色或浅黄棕色，木部宽广，有不

规则的花纹（异型维管束）及多数小孔。无臭，

味淡 

牵牛子 

06171746011002 
牵牛子 旋花科 

本品似橘瓣状。表面灰黑色或淡黄白色，背面有

一条浅纵沟，腹面棱线的下端有一点状种脐。气

微，味辛、苦，有麻感 

炒牵牛子 

06171746011118 
牵牛子 旋花科 

本品形如牵牛子，表面黑褐色或黄棕色，稍鼓起。

微具香气 

菟丝子 

06171746021001 
菟丝子 旋花科 

本品呈类球形，直径 1～2mm。表面灰棕色至棕

褐色，粗糙，种脐线形或扁圆形。质坚实，不易

以指甲压碎。气微，味淡 

炒菟丝子 

06171746021117 
菟丝子 旋花科 

本品形如菟丝子。表面黄棕色，有裂口，气香，

味淡 

盐菟丝子 

06171746021339 
菟丝子 旋花科 本品形如菟丝子，表面棕黄色，裂开，略有香气 

酒菟丝子饼

06171746021612 

菟丝子 

 
旋花科 

本品呈长方块状，长 2cm，宽 1.5cm，厚 1cm。表

面灰褐色或棕黄色，略具酒气 

内蒙紫草 

06172011012007 
紫草 紫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圆柱形切片或条形片状，木部较

大，灰黄色有的可见短硬毛，直径 0.5～4cm，质

硬而脆。紫红色或紫褐色。皮部深紫色 

新疆紫草 

06172011013004 
紫草 紫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圆柱形切片或条形片状，直径 1～

2.5cm。紫红色或紫褐色, 体软，质松软，易折断，

断面不整齐。皮部深紫色。圆柱形切片，木部较

小，黄白色或黄色 

大叶紫珠 

06172127014001 

大 叶 紫

珠 
马鞭草科 

本品多皱缩、卷曲，有的破碎。完整叶片展平后

呈长椭圆形至椭圆状披针形，长 10～30cm，宽 5～

llcm。上表面灰绿色或棕绿色，被短柔毛，较粗

糙；下表面淡绿色或淡棕绿色，密被灰白色绒毛，

主脉和侧脉突起，小脉伸入齿端，两面可见腺点。

先端渐尖，基部楔形或钝圆，边缘有锯齿。叶柄

长 0.8～2cm。纸质。气微，味辛微苦 

广东紫珠 

06172127024000 

广 东 紫

珠 
马鞭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表面灰绿色或

灰褐色，有的具灰白色花斑，有细纵皱纹及黄白

色皮孔；嫩枝可见对生的类三角形叶柄痕，腋芽

明显。质硬，切面皮部呈纤维状，中部具较大类

白色髓。叶片多已脱落或皱缩、破碎，完整者呈

狭椭圆状披针形，边缘具锯齿，下表面有黄色腺

点；叶柄长 0.5～1.2cm。气微，味微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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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荆叶 

06172127031008 
牡荆叶 马鞭草科 

本品为掌状复叶，小叶 5 片或 3 片，披针形或椭

圆状披针形，中间小叶长 5～l0cm，宽 2～4cm，

两侧小叶依次渐小，先端渐尖，基部楔形，边缘

具粗锯齿；上表面绿色，下表面淡绿色，两面沿

叶脉有短茸毛，嫩叶下表面毛较密；总叶柄长 2～

6cm．有一浅沟槽，密被灰白色茸毛。气芳香，味

辛微苦 

紫珠叶 

06172127044008 
紫珠叶 马鞭草科 

本品多皱缩、卷曲，有的破碎。完整叶片展平后

呈卵状椭圆形或椭圆形，长 4～19cm，宽 2.5～

9cm。先端渐尖或钝圆，基部宽楔形或钝圆，边缘

有细锯齿，近基部全缘。上表面灰绿色或棕绿色，

被星状毛和短粗毛；下表面淡绿色或淡棕绿色，

密被黄褐色星状毛和金黄色腺点，主脉和侧脉突

出，小脉深入齿端。叶柄长 0.5～1.5cm。气微，

味微苦涩 

蔓荆子 

06172142011009 
蔓荆子 马鞭草科 

本品呈球形。表面灰黑色或黑褐色，被灰白色粉

霜状茸毛，有纵向浅沟 4 条，顶端微凹，基部有

灰白色宿萼及短果梗。气特异而芳香，味淡、微

辛 

炒蔓荆子 

06172142011115 
蔓荆子 马鞭草科 

本品形如蔓荆子，表面黑色或黑褐色，基部有的

可见残留宿萼和短果梗。气特异而芳香，味淡、

微辛 

马鞭草 

06172155014004 
马鞭草 马鞭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方柱形，四面有纵沟，表

面绿褐色，粗糙。切面有髓或中空。叶多破碎，

绿褐色，完整者展平后叶片 3 深裂，边缘有锯齿。

穗状花序，有小花多数。气微，味苦 

黄芩片 

06172211012005 
黄芩 唇形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薄片。外表皮黄棕色或

棕褐色。切面黄棕色或黄绿色，具放射状纹理 

炒黄芩 

06172211012111 
黄芩 唇形科 本品形如黄芩片，表面颜色加深，有焦香气 

酒黄芩 

06172211012319 
黄芩 唇形科 本品形如黄芩片。略带焦斑，微有酒香气 

黄芩炭 

06172211012418 
黄芩 唇形科 

本品形如黄芩片，外表面黑褐色，质松，易断。

折断面棕褐色。具焦香气，味苦 

丹参 

06172213013000 
丹参 唇形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棕红色或

暗棕红色，粗糙，具纵皱纹。切面有裂隙或略平

整而致密，有的呈角质样，皮部棕红色，木部灰

黄色或紫褐色，有黄白色放射状纹理。气微，味

微苦涩 

炒丹参 

06172213013116 
丹参 唇形科 

本品形如丹参片，外表皮暗棕红色，切面放射状

排列的菊花纹呈淡棕黄色，有的可见焦斑，具焦

香气 



SZDB/Z 44-2011 

87 

饮片名(代码) 药材名 来源 性状鉴别要求 

酒丹参 

06172213013314 
丹参 唇形科 

本品形如丹参片，表面黄褐色或紫红色，略具酒

香气 

猪心血拌丹参 

06172213013994 
丹参 唇形科 

本品形如丹参片，外表皮暗棕红色，切面放射状

排列的菊花纹呈淡棕黄色，微具腥气 

紫苏梗 

06172222013008 
紫苏梗 唇形科 

本品呈类方形的厚片。表面紫棕色或暗紫色，有

的可见对生的枝痕和叶痕。切面木部黄白色，有

细密的放射状纹理，髓部白色，疏松或脱落。气

微香，味淡 

紫苏叶 

06172227017001 
紫苏叶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或未切叶。叶多皱缩卷曲、破

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卵圆形，边缘具圆锯齿。两

面紫色或上表面绿色，下表面紫色，疏生灰白色

毛。叶柄紫色或紫绿色。带嫩枝者，枝的直径 2～

5mm，紫绿色，切面中部有髓。气清香，味微辛 

荆芥穗 

06172231011002 
荆芥穗 唇形科 

本品为不规则段片，穗状轮伞花序呈圆柱形，直

径约 7mm。花冠多脱落，宿萼黄绿色，钟形，质

脆易碎，内有棕黑色小坚果。气芳香，味微涩而

辛凉 

荆芥穗炭 

06172231011415 
荆芥穗 唇形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长约 15mm。表面黑褐色。

花冠多脱落，宿萼钟状，先端 5 齿裂，黑褐色。

小坚果棕黑色。具焦香气，味苦而辛 

夏枯草 

06172231021001 
夏枯草 唇形科 

本品呈圆柱形，略扁，长 1.5～8cm，直径 0.8～

1.5cm；淡棕色至棕红色。全穗由数轮至 10 数轮

宿萼与苞片组成，每轮有对生苞片 2 片，呈扇形，

先端尖尾状，脉纹明显，外表面有白毛。每一苞

片内有花 3 朵，花冠多已脱落，宿萼二唇形，内

有小坚果 4 枚，卵圆形，棕色，尖端有白色突起。

体轻。气微，味淡 

炒茺蔚子 

06172242011114 
茺蔚子 唇形科 

本品呈三棱形。表面灰棕色至灰褐色，有深色斑

点，一端稍宽，平截状，另一端渐窄而钝尖。果

皮薄，子叶类白色，富油性。气微，味苦 

紫苏子 

06172242021007 
紫苏子 唇形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类球形，直径约 1.5mm 。表面灰

棕色或灰褐色，有微隆起的暗紫色网纹，基部稍

尖，有灰白色点状果梗痕。果皮薄而脆，易压碎。

种子黄白色，种皮膜质，子叶 2，类白色，有油性。

压碎有香气，味微辛 

炒紫苏子 

06172242021113 
紫苏子 唇形科 

本品形如紫苏子，表面灰褐色，有细裂口，有焦

香气 

蜜苏子 

06172242021359 
紫苏子 唇形科 

本品形如紫苏子，表面深棕色，有黏性，具蜜香

气，味微甜 

苏子霜 

06172242021830 
紫苏子 唇形科 本品为灰白色粗粉状，气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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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枝莲 

06172251014007 
半枝莲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方柱形，中空，表面暗紫

色或棕绿色。叶对生，多破碎，上表面暗绿色，

下表面灰绿色。花萼下唇裂片钝或较圆；花冠唇

形，棕黄色或浅蓝紫色，被毛。果实扁球形，浅

棕色。气微，味微苦 

筋骨草 

06172251024006 
筋骨草 唇形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细小，暗黄色，地上部分

灰黄色或黄绿色，密被白色柔毛。细茎丛生，质

较柔韧，不易折断。叶对生，多皱缩、破碎，完

整叶片展平后呈匙形或倒卵状披针形，长 3～

6cm，宽 1.5～2.5cm，绿褐色，边缘有波状粗齿，

叶柄具狭翅。轮伞花序腋生，小花二唇形，黄棕

色。气微，味苦 

猫须草 

06172251034005 
猫须草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枝呈方柱形，节稍膨大；

茎表面灰棕色或灰褐色，有纵皱纹或纵沟，断面

木质，周围黄白色，中央髓部白色；嫩枝对生，

紫褐色或紫红色，被短小柔毛。叶对生，皱缩，

易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卵形或卵状披针形，长

2～5cm，宽 1～3cm，先端尖，基部楔形，中部以

下的叶片边缘呈锯齿状，叶脉紫褐色，两面呈黄

绿色或暗绿色，均有小柔毛。叶柄长约 2cm。轮

伞花序多已脱落。气微，茎味淡，叶味微苦 

溪黄草 

06172251041003 
溪黄草 唇形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呈方柱形，有对生分枝，

直径 0.2～0.7cm；表面棕褐色，具柔毛及腺点；

质脆，断面黄白色，髓部有时中空；叶对生，多

皱缩，纸质，易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卵圆形或

阔卵形，长 3～8cm，宽 2～5cm；顶端尖，基部

楔形，边缘有粗锯齿。上下表面灰绿色被短毛及

红褐色腺点；有柄。水浸后以手揉之，手指可被

染成黄色。老株可见枝顶有圆锥花序。气微，味

微甘、微苦 

土茵陈 

06172252034004 
土茵陈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较细小，表面灰棕色，断

面黄白色。茎方柱形，紫棕色或黄棕色。叶对生，

稍皱缩，展平后叶片卵形至宽卵形，黄绿色或灰

绿色，叶柄被毛。聚伞花序顶生，花萼钟状，小

坚果扁卵形，红棕色。气微香，味微苦 

广藿香 

06172255014003 
广藿香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略呈方柱形，表面灰褐色、

灰黄色或带红棕色，被柔毛。切面有白色髓。叶

破碎或皱缩成团，完整者展平后呈卵形或椭圆形，

两面均被灰白色绒毛；基部楔形或钝圆，边缘具

大小不规则的钝齿；叶柄细，被柔毛。气香特异，

味微苦。饮片中叶的含量不得少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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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钱草 

06172255024002 
连钱草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四方形，表面黄绿色或紫

红色。切面常中空。叶对生，叶片多皱缩，灰绿

色或绿褐色。轮伞花序腋生，花冠唇形。搓之气

芳香，味微苦 

泽兰 

06172255034001 
泽兰 唇形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茎、叶、花混合小段。茎呈方柱

形，少分枝，四面均有浅纵沟，直径 0.2～0.6cm；

表面黄绿色或带紫色，节处紫色明显，有白色茸

毛；质脆，断面黄白色，髓部中空。叶对生，有

短柄；叶片多皱缩，完整叶片展平后呈披针形或

长圆形，长 5～10cm；上表面黑绿色，下表面灰

绿色，密具腺点，两面均有短毛；先端尖，边缘

有锯齿。花簇生叶腋成轮状，花冠多脱落，苞片

及花萼宿存，黄褐色。气微，味淡 

荆芥 

06172255044000 
荆芥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方柱形，表面淡黄绿色

或淡紫红色，被短柔毛。切面类白色，叶多已脱

落，穗状轮伞花序。气芳香，味微涩而辛凉 

炒荆芥 

06172255044116 
荆芥 唇形科 

本品形如荆芥段，表面棕黄色，略有焦斑，气味

稍弱，微具焦香气  

荆芥炭 

06172255044413 
荆芥 唇形科 

本品形如荆芥段，表面黑褐色，断面焦褐色。略

具焦香气，味苦而辛 

香薷 

06172255054009 
香薷 唇形科 

青香薷：本品为不规则茎、叶、花、果段片，基

部紫红色，上部黄绿色或淡黄色，全体密被白色

茸毛。茎方柱形，基部类圆形，直径 1～2mm，

节明显，节间长 4～7cm；质脆，易折断。叶对生，

多皱缩或脱落，叶片展平后呈长卵形或披针形，

暗绿色或黄绿色，边缘有 3～5 疏浅锯齿。穗状花

序顶生及腋生，苞片圆卵形或圆倒卵形，脱落或

残存；花萼宿存，钟状，淡紫红色或灰绿色，先

端 5 裂，密被茸毛。小坚果 4，直径 0.7～1.1mm，

近圆球形，具网纹。气清香而浓，味微辛而凉    

江香薷：本品为不规则茎、叶、花、果段片。表

面黄绿色，质较柔软。边缘有 5～9 疏浅锯齿。果

实直径 0.9～1.4mm，表面具疏网纹 

鲜益母草 

06172255068006 
益母草 唇形科 

本品幼苗期无茎，基生叶圆心形，5～9 浅裂，每

裂片有 2～3 钝齿。花前期茎呈方柱形，上部多分

枝，四面凹下成纵沟，长 30～60cm，直径 0.2～

0.5cm；表面青绿色；质鲜嫩，断面中部有髓。叶

交互对生，有柄；叶片青绿色，质鲜嫩，揉之有

汁；下部茎生叶掌状 3 裂，上部叶羽状深裂或浅

裂成 3 片，裂片全缘或具少数锯齿。气微，味微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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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益母草 

06172255064008 
益母草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方形，四面凹下成纵沟，

灰绿色或黄绿色。切面中部有白髓。叶片灰绿色，

多皱缩、破碎。轮伞花序腋生，花黄棕色，花萼

筒状，花冠二唇形。气微，味微苦 

酒益母草 

06172255064312 
益母草 唇形科 

本品形如益母草，炒后色泽加深，偶见焦斑，微

具酒气 

醋益母草 

06172255064329 
益母草 唇形科 

本品形如益母草，炒后色泽加深，偶见焦斑，微

具醋气 

薄荷 

06172255074007 
薄荷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方柱形，表面紫棕色或淡

绿色，具纵棱线，棱角处具茸毛。切面白色，中

空。叶多破碎，上表面深绿色，下表面灰绿色，

稀被茸毛。轮伞花腋生，花萼钟状，先端 5 齿裂，

花冠淡紫色。揉搓后有特殊清凉香气，味辛凉饮

片中叶的含量不得少于 30% 

冬凌草 

06172255084006 
冬凌草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基部近圆形，上部方柱形，

表面红紫色，有柔毛；质硬而脆，断面淡黄色。

叶对生，有柄；叶片皱缩或破碎，完整者展平后

呈卵形或卵形菱状，长 2～6cm，宽 1.5～3cm;先

端锐尖或渐尖，基部宽楔形，急缩下延成假翅，

边缘具粗锯齿；上表面棕绿色，下表面淡绿色，

沿叶脉被疏柔毛。有时带花，聚伞状圆锥花序顶

生，花小，花萼筒状钟形，5 裂齿，花冠二唇形。

气微香，味苦、甘 

独一味 

06172255097006 
独一味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碎块。根及根茎呈圆柱形，表面

黄棕色，具纵沟或皱纹。叶莲座状交互对生，卷

缩，展平后呈扇形或三角状卵形，先端钝或圆形，

基部浅心形或下延成宽楔形，边缘具圆齿；上表

面绿褐色，下表面灰绿色；脉扇形，小脉网状，

突起；叶柄扁平而宽。果序略呈塔形或短圆锥状，

长 3～6cm；宿萼棕色，管状钟形，具 5 棱线，萼

齿 5，先端具长刺尖。小坚果倒卵状三棱形。气微，

味微涩、苦 

断血流 

06172255104001 
断血流 唇形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方柱形，四面凹下呈槽

状，表面灰绿色或绿褐色，有的被灰白色茸毛。

切面中央有髓或中空。叶片多皱缩、破碎，完整

者展平后呈卵形，边缘具疏锯齿，上表面绿褐色，

下表面灰绿色，两面均密被白色茸毛。气微香，

味涩、微苦 

薄荷脑 

06172299011006 
薄荷脑 唇形科 

本品为无色针状或棱柱状结晶或白色结晶性粉

末；有薄荷的特殊香气，味初灼热后清凉。乙醇

溶液显中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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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参 

06172311011007 
华山参 茄科 

本品呈长圆锥形或圆柱形，略弯曲，有的有分枝，

长 10～20cm，直径 1～2.5cm。表面棕褐色，有黄

白色横长皮孔样突起、须根痕及纵皱纹，上部有

环纹。顶端常有 1 至数个根茎，其上有茎痕和疣

状突起。质硬，断面类白色或黄白色，皮部狭窄，

木部宽广，可见细密的放射状纹理。具烟草气，

味微苦，稍麻舌 

白茄根 

06172313011005 
白茄根 茄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薄片，直径 0.7～

2.5cm，外表皮灰黄色至灰褐色，具细纵皱纹。根

的切面淡黄色，木部宽，具致密的放射状纹理，

多数中间具小孔，质坚。茎的外皮易脱落，切面

木部窄，髓部大，中空，质坚脆，易折断。气微，

味淡 

地骨皮 

06172326011009 
地骨皮 茄科 

本品呈筒状或槽状段片，厚 0.1～0.3cm。外表面

灰黄色至棕黄色，粗糙，有不规则纵裂纹，易成

鳞片状剥落。内表面黄白色至灰黄色，较平坦，

有细纵纹。体轻，质脆，易折断，断面不平坦，

外层黄棕色，内层灰白色。气微，味微甘而后苦 

洋金花 

06172332011000 
洋金花 茄科 

本品多皱缩成条状，完整者长 9～15cm。花萼呈

筒状，长为花冠的 2／5，灰绿色或灰黄色，先端

5 裂，基部具纵脉纹 5 条，表面微有茸毛；花冠呈

喇叭状，淡黄色或黄棕色，先端 5 浅裂，裂片有

短尖，短尖下有明显的纵脉纹 3 条，两裂片之间

微凹；雄蕊 5，花丝贴生于花冠筒内，长为花冠的

3/4；雌蕊 1，柱头棒状。烘干品质柔韧，气特异；

晒干品质脆，气微，味微苦 

枸杞子 

06172342021006 
枸杞子 茄科 

本品呈类纺锤形或椭圆形，长 6～20mm，直径 3～

l0mm。表面红色或暗红色，顶端有小突起状的花

柱痕，基部有白色的果梗痕。果皮柔韧，皱缩；

果肉肉质，柔润。种子 20～50 粒，类肾形，扁而

翘，长 l.5～1.9mm，宽 1～1.7mm，表面浅黄色或

棕黄色。气微，味甜 

炒枸杞子 

06172342021112 
枸杞子 茄科 本品形如枸杞子。表面颜色加深，偶有焦斑 

酒蒸枸杞 

06172342021617 
枸杞子 茄科 

本品形如枸杞子。表面暗红色，质柔润，略有酒

气 

辣椒 

06172342021617 
辣椒 茄科 

本品呈圆锥形、类圆锥形，略弯曲。表面橙红色、

红色或深红色，光滑或较皱缩，显油性，基部微

圆，常有绿棕色、具 5 裂齿的宿萼及果柄。果肉

薄。质较脆，横切面可见中轴胎座，有菲薄的隔

膜将果实分为 2～3 室，内含多数种子。气特异，

味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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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灯笼 

06172345011004 
锦灯笼 茄科 

本品略呈灯笼状，多压扁，长 3～4.5cm，宽 2.5～

4cm。表面橙红色或橙黄色，有 5 条明显的纵棱，

棱间有网状的细脉纹。顶端渐尖，微 5 裂，基部

略平截，中心凹陷有果梗。体轻，质柔韧，中空，

或内有棕红色或橙红色果实。果实球形，多压扁，

直径 1～1.5cm，果皮皱缩，内含种子多数。气微，

宿萼味苦，果实味甘、微酸 

天仙子 

06172346011003 
天仙子 茄科 

本品呈类扁肾形或扁卵形，直径约 1mm。表面棕

黄色或灰黄色，有细密的网纹，略尖的一端有点

状种脐。切面灰白色，油质，有胚乳，胚弯曲。

气微，味微辛 

颠茄草 

06172351011005 
颠茄草 茄科 

本品根呈圆柱形，直径 5～15mm，表面浅灰棕色，

具纵皱纹；老根木质，细根易折断，断面平坦，

皮部狭，灰白色，木部宽广，棕黄色，形成层环

纹明显；髓部白色。茎扁圆柱形，直径 3～6mm，

表面黄绿色，有细纵皱纹及稀疏的细点状皮孔，

中空，幼茎有毛。叶多皱缩破碎，完整叶片卵状

椭圆形，黄绿色至深棕色。花萼 5 裂，花冠钟状。

果实球形，直径 5～8mm，具长梗，种子多数。

气微，味微苦、辛本品颜色不正常(黄色、棕色或

近黑色)的颠茄叶不得过 4%，直径超过 1cm 的颠

茄茎不得过 3% 

白英 

06172351024005 
白英 茄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片，全体被毛。根较细，浅棕

黄色。茎圆柱形，直径 0.2～0.7cm，灰绿色或灰

黄色；质坚脆，易折断，断面纤维性，有的中空。

叶互生，叶片皱缩卷曲，完整叶片展平后呈戟形

或琴形，上表面棕绿色，下表面灰绿色。叶柄长 1～

3cm，果实黄绿色或暗红色，球形，直径约 1.2cm。

气微，味微苦 

龙葵 

06172355014002 
龙葵 茄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有的可见分枝，

表面黄绿色至绿褐色，具纵皱纹，光滑无毛或被

极稀柔毛，质脆而硬，切面纤维性，中空。叶互

生，多皱缩破碎，暗绿色，展平后叶片呈卵形或

椭圆形，全缘或有波状粗锯齿。浆果球形，直径

约 0.6cm，表面棕褐色或紫黑色，皱缩，种子多数，

棕色。气微，味苦 

玄参 

06172411012003 
玄参 玄参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薄片。外表皮灰黄色或

灰褐色。切面黑色，微有光泽，有的具裂隙。气

特异似焦糖，味甘、微苦 

盐玄参 

06172411012331 
玄参 玄参科 

本品形如玄参。周边皱缩，棕褐色或灰褐色。切

面乌黑色或黑褐色，油润微有光泽，可见浅棕色

放射状短线纹。质韧。具焦糖气，味微咸而甘，

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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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 

06172414013007 
地黄 玄参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棕黑色或

棕灰色，极皱缩，具不规则的横曲纹。切面棕黑

色或乌黑色，有光泽，具黏性。气微，味微甜 

酒地黄 

06172414013311 
地黄 玄参科 本品形如地黄，表面棕黑色或乌黑色，略有酒气 

地黄炭 

06172414013410 
地黄 玄参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片，表面焦黑色，质轻松鼓胀，

外皮焦脆，中心部呈棕黑色并有蜂窝状裂隙。有

焦苦味 

熟地黄 

06172414013915 
地黄 玄参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片、碎块，大小、厚薄不一。

表面乌黑色，有光泽，黏性大。质柔软而带韧性，

不易折断，断面乌黑色，有光泽。气微，味甜 

炆地黄 

06172414013618 
地黄 玄参科 本品形如地黄。表面棕黑色或乌黑色 

熟地炭 

06172414013816 
地黄 玄参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片或厚片。表面焦黑色，有光

泽。断面乌黑色，有蜂窝状裂隙。质轻脆。味焦

苦 

胡黄连

06172415012009 
胡黄连 玄参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圆形薄片。外表皮灰棕色至暗棕

色。切面灰黑色或棕黑色，木部有 4～10 个类白

色点状维管束排列成环，气微，味极苦 

苦玄参 

06172451011004 
苦玄参 玄参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须根细小，茎略呈方柱形，

节稍膨大，黄绿色，老茎略带紫色；折断面纤维

性，髓部中空。单叶对生，多皱缩，完整者展平

后呈卵形或卵圆形，长 3～5cm，宽 2～3cm，黄

绿色至灰绿色；先端锐尖，基部楔形，边缘有圆

钝锯齿。叶柄长 1～2cm。全体被短糙毛。总状花

序顶生或腋生，花萼裂片 4，外 2 片较大，卵圆形，

内 2 片细小，条形；花冠唇形。蒴果扁卵形，包

于宿存的萼片内。种子细小，多数。气微，味苦 

洪连 

06172451021003 
洪连 玄参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茎呈圆柱状，略弯曲，节

间紧密，形似蚕；表面灰褐色或浅紫褐色，质脆，

易折断，断面棕褐色或灰黄色，有 3～4 个白色的

点状维管束，排列成环。根细长，圆柱形，扭曲，

表面浅黄褐色或灰褐色，有纵皱纹。基生叶，具

长柄；叶片多卷曲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圆形或

卵圆形，先端钝圆，边缘具圆齿，基部宽楔形。

穗状花序顶生，果长圆形，黑褐色。气微，味微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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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脚金 

06172451044002 
独脚金 玄参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表面黄褐色、绿褐色或灰黑

色。茎细，单一或略有分枝，粗糙，被灰白色糙

毛。叶小，线形或披针形，长约 1cm 或更短，多

数脱落。中部以上为稀疏的穗状花序，偶见数个

未脱落的棕黄色或黄白色花冠，萼管状，蒴果黑

褐色，内藏于萼筒中，花柱残存，种子细小，黄

棕色。质脆，易碎断。气无，味微甘 

鬼羽箭 

06172451054001 
鬼羽箭 玄参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被疏柔毛，全体呈黑色或黑

褐色。茎呈圆柱形，上方略呈方柱形。质脆，易

折断，断面中空。基生叶卵形或倒卵形，茎生叶

卵圆形至线形。穗状花序四棱形如箭羽。气微，

味微苦 

北刘寄奴 

06172451034003 

北 刘 寄

奴 
玄参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全体被短毛。根短而弯曲，

稍有分枝。茎圆柱形，有棱，表面棕褐色或黑棕

色；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中空或有白色

髓。叶对生，多脱落破碎，完整者羽状深裂，黑

绿色。总状花序顶生，花有短梗，花萼长筒状，

黄棕色至黑棕色，有明显 10 条纵棱，先端 5 裂，

花冠棕黄色，多脱落。蒴果狭卵状椭圆形，较萼

稍短，棕黑色。种子细小。气微，味淡 

凌霄花 

06172532021007 
凌霄花 紫葳科 

凌霄：多皱缩卷曲，黄褐色或棕褐色，完整花朵

长 4～5cm。萼筒钟状，长 2～2.5cm，裂片 5，裂

至中部，萼筒基部至萼齿尖有 5 条纵棱。花冠先

端 5 裂，裂片半圆形，下部联合呈漏斗状，表面

可见细脉纹，内表面较明显。雄蕊 4，着生在花冠

上，2 长 2 短，花药个字形，花柱 l，柱头扁平。

气清香，味微苦、酸  

美洲凌霄：完整花朵长 6～7cm。萼筒长 1.5～2cm，

硬革质，先端 5 齿裂，裂片短三角状，长约为萼

筒的 1/3，萼筒外无明显的纵棱；花冠内表面具明

显的深棕色脉纹 

木蝴蝶 

06172546011001 
木蝴蝶 紫葳科 

本品为蝶形薄片，除基部外三面延长成宽大菲薄

的翅，长 5～8cm，宽 3.5～4.5cm。表面浅黄白色，

翅半透明，有绢丝样光泽，上有放射状纹理，边

缘多破裂。体轻，剥去种皮，可见一层薄膜状的

胚乳紧裹于子叶之外。子叶 2，蝶形，黄绿色或黄

色，长径 1～1.5cm。气微，味微苦 

黑芝麻 

06172646021009 
黑芝麻 脂麻科 

本品呈扁卵圆形，一端尖，另一端钝圆。表面黑

色。种皮薄，子叶白色，富油性。气微，味甘，

有油香气  

炒黑芝麻 

06172646021115 
黑芝麻 脂麻科 

本品形如黑芝麻，微鼓起，有的可见爆裂痕，有

油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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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油 

06172698011003 
麻油 脂麻科 

本品为淡黄色或棕黄色的澄明液体；气微或带有

熟芝麻的香气，味淡 

肉苁蓉片 

06172851013004 
肉苁蓉 列当科 

本品呈不规则形的厚片。表面棕褐色或灰棕色。

有的可见肉质鳞叶。切面有淡棕色或棕黄色点状

维管束，排列成波状环纹。气微，味甜、微苦管

花肉苁蓉片切面散生点状维管束 

酒苁蓉 

06172851013318 
肉苁蓉 列当科 

本品形如肉苁蓉片。表面黑棕色，切面点状维管

束，排列成波状环纹。质柔润。略有酒香气，味

甜，微苦 酒管花苁蓉面散生点状维管束 

石吊兰 

06172955014006 
石吊兰 苦苣苔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表面淡棕色或

灰褐色，有纵皱纹，节膨大，常有不定根；质脆，

易折断，断面黄绿色或黄棕色，中心有空隙。叶

轮生或对生，有短柄；叶多脱落，脱落后叶柄痕

明显；叶片披针形至狭卵形，长 1.5～6cm，宽 0.5～

1.5cm，边缘反卷，边缘上部有齿，两面灰绿色至

灰棕色。气微，味苦 

南板蓝根 

06173113013008 

南 板 蓝

根 
爵床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棕色或暗棕色。

切面灰蓝色至淡黄褐色，中央有类白色或灰蓝色

海绵状的髓。气微，味淡 

穿心莲 

06173155014001 
穿心莲 爵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方柱形，节稍膨大。切面

不平坦，具类白色髓。叶片多皱缩或破碎，完整

者展平后呈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先端渐尖，基

部楔形下延，全缘或波状；上表面绿色，下表面

灰绿色，两面光滑。气微，味极苦饮片中叶的含

量不得少于 30% 

小驳骨 

06173156014000 
小驳骨 爵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表面黄绿色、

淡绿褐色或褐绿色，有稀疏的黄色小皮孔；小枝

微具四棱线，节膨大。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白

色。叶对生，卷缩破碎，展平后呈狭披针形或条

状披针形，先端渐尖，基部楔形，全缘，叶脉略

带紫色。有的可见穗状花序，顶生或生于上部叶

腋，苞片窄细，花冠二唇形。气微，味微辛、酸 

车前子 

06173446011009 
车前子 车前科 

本品呈椭圆形、不规则长圆形或三角状长圆形，

略扁，长约 2mm，宽约 1mm。表面黄棕色至黑褐

色，有细皱纹，一面有灰白色凹点状种脐。质硬。

气微，味淡。本品膨胀度不得低于 3 

炒车前子 

06173446011115 
车前子 车前科 

本品形如车前子，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有细皱

纹，有的在放大镜下可见裂纹，一面有灰白色凹

点状种脐。质硬。气焦香 

酒车前子 

06173446011313 
车前子 车前科 本品形如车前子，色泽较深，略具酒气 

盐车前子 

06173446011337 
车前子 车前科 本品形如车前子，表面黑褐色。气微香，味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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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草 

06173451014002 
车前草 车前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须状或直而长。叶片皱缩，

多破碎，表面灰绿色或污绿色，脉明显。可见穗

状花序。气微，味微苦 

巴戟天 

06173511011002 
巴戟天 茜草科 

本品为扁圆柱形小段，或不规则小块，直径 0.5～

2cm。表面灰黄色或暗灰色，具纵纹和横裂纹，有

的皮部横向断离露出木部；质韧，断面皮部厚，

紫色或淡紫色，易与木部剥离；木部坚硬，黄棕

色或黄白色，直径 1～5mm。气微，味甘而微涩 

酒巴戟天 

06173511014317 
巴戟天 茜草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短段或不规则块。外表皮灰黄色

至黄棕色，具纵纹及横裂纹。切面皮肉厚，淡紫

色或紫色。质韧。具酒气，味甘而涩 

巴戟肉 

06173511014607 
巴戟天 茜草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短段或不规则块。表面灰黄色或

暗灰色，具纵纹和横裂纹。切面皮部厚，紫色或

淡紫色，中空。气微，味甘而微涩 

盐巴戟天 

06173511014638 
巴戟天 茜草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短段或不规则块。表面灰黄色或

暗灰色，具纵纹和横裂纹。切面皮部厚，紫色或

淡紫色，中空。气微，味甘、咸而微涩 

制巴戟天 

06173511014690 
巴戟天 茜草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短段或不规则块。表面灰黄色或

暗灰色，具纵纹和横裂纹。切面皮部厚，紫色或

淡紫色，中空。气微，味甘而微涩 

六月雪 

06173511023005 
六月雪 茜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细长，外皮黄色。枝粗壮，

灰白色或青灰色，嫩枝有微毛，揉之有臭味。叶

对生或丛生于短枝上，近革质，倒卵形，椭圆形

或倒披针形。核果小，球形。气微，味淡 

茜草 

06173513013004 
茜草 茜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或段。根呈圆柱形，外表皮

红棕色或暗棕色，具细纵纹；皮部脱落处呈黄红

色。切面皮部狭，紫红色，木部宽广，浅黄红色，

导管孔多数。气微，味微苦，久嚼刺舌 

茜草炭 

06173513013417 
茜草 茜草科 

本品形如茜草片或段，表面黑褐色，内部棕褐色。

气微，味苦、涩 

红大戟 

06173514013003 
红大戟 茜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类圆形厚片或段片。直径 0.6～

1.2cm。表面红褐色或红棕色，粗糙，有扭曲的纵

皱纹。上端常有细小的茎痕。质坚实，断面皮部

红褐色，木部棕黄色。气微，味甘、微辛 

醋红大戟 

06173514013324 
红大戟 茜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类圆形厚片或段片。质坚实，微有

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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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藤 

06173522014009 
钩藤 茜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枝呈圆柱形或类方柱形，

表面红棕色至紫红色者具细纵纹，光滑无毛；黄

绿色至灰褐色者有的可见白色点状皮孔，被黄褐

色柔毛。多数枝节上对生两个向下弯曲的钩(不育

花序梗)，或仅一侧有钩，另一侧为突起的疤痕；

钩略扁或稍圆，先端细尖，基部较阔；钩基部的

枝上可见叶柄脱落后的窝点状痕迹和环状的托叶

痕。质坚韧，断面黄棕色，皮部纤维性，髓部黄

白色或中空。气微，味淡 

栀子 

06173542017004 
栀子 茜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碎块。果皮表面红黄色或棕红色，

可见翅状纵横。种子多数，扁卵圆形，深红色或

红黄色。气微，味微酸而苦 

炒栀子 

06173542017110 
栀子 茜草科 本品形如栀子碎块，黄褐色 

焦栀子 

06173542017127 
栀子 茜草科 

本品形状同栀子或为不规则的碎块，表面焦褐色

或焦黑色。果皮内表面棕色，种子表面为黄棕色

或棕褐色。气微，味微酸而苦 

姜栀子 

06173542017349 
栀子 茜草科 

本品形同栀子碎块，表面金黄色或紫红色，具姜

辣味 

栀子炭 

06173542017417 
栀子 茜草科 本品形同栀子碎块，表面焦褐色或焦黑色 

忍冬藤 

06173621014009 
忍冬藤 忍冬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表面棕红色（嫩枝），有的灰

绿色，光滑或被茸毛；外皮易脱落。切面黄白色，

中空。偶有残叶，暗绿色，略有茸毛。气微，老

枝味微苦，嫩枝味淡 

山银花 

06173632011004 
山银花 忍冬科 

灰毡毛忍冬：呈棒状而稍弯曲，长 3～4.5cm，上

部直径约 2mm，下部直径约 1mm。表面绿棕色至

黄白色。总花梗集结成簇，开放者花冠裂片不及

全长之半。质稍硬，手捏之稍有弹性。气清香味

微苦甘 

红腺忍冬：长 2.5～4.5cm，直径 0.8～2mm。表面

黄白至黄棕色，无毛或疏被毛，萼筒无毛，先端 5

裂，裂片长三角形，被毛，开放者花冠下唇反转，

花柱无毛 

华南忍冬：长 1.6～3.5cm，直径 0.5～2mm。萼筒

和花冠密被灰白色毛，子房有毛 

黄褐毛忍冬：长 1～3.4cm，直径 1.5～2mm。花

冠表面淡黄棕色或黄棕色，密被黄色茸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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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 

06173632021003 
金银花 忍冬科 

本品呈棒状，上粗下细，略弯曲，长 2～3cm，上

部直径约 3mm，下部直径约 1.5mm。表面黄白色

或绿白色（贮久色渐深），密被短柔毛。偶见叶状

苞片。花萼绿色，先端 5 裂，裂片有毛，长约 2mm。

开放者花冠筒状，先端二唇形；雄蕊 5，附于筒壁，

黄色；雌蕊 1，子房无毛。气清香，味淡、微苦 

蜜金银花 

06173632021355 
金银花 忍冬科 

本品形如金银花，有的黏结成团。表面金黄褐色，

略有光泽。质脆易碎。气焦香，味微甜、微苦 

金银花炭 

06173632021416 
金银花 忍冬科 

本品形如金银花而多破碎，表面黑褐色或黑色。

质脆，气微，味微苦涩 

墓头回 

06173811013003 
墓头回 败酱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片或段 

糙叶败酱：根不规则圆柱形，长短不一，常弯曲，

直径 0.4～5cm；根头部粗大，有的分枝。表面粗

糙，棕褐色，皱缩，有的具瘤状突起；栓皮易剥

落；脱落后呈棕黄色。折断面纤维，具放射状裂

隙。体轻，质松，具特异臭气，味稍苦 

异叶败酱：根细圆柱形，有分枝。表面黄褐色，

有细纵纹及点状支根，有的具瘤状突起。质硬，

断面黄白色，呈破裂状 

甘松 

06173813013001 
甘松 败酱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长段。根呈圆柱形，表面棕褐色。

质松脆。切面皮部深棕色，常成裂片状，木部黄

白色。气特异，味苦而辛 

蜘蛛香 

06173813023000 
蜘蛛香 败酱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片状，表面暗棕色或灰褐色。有

紧密隆起的环节和突起的点状根痕，有的顶端略

膨大，具茎、叶残基;质坚实，不易折断，折断面

略平坦，黄棕色或灰棕色，可见筋脉点（维管束）

断续排列成环。根细长，稍弯曲，直径约 0.2cm；

有浅纵皱纹，质脆。气特异，味微苦、辛 

败酱草 

06173851014008 
败酱草 败酱科 

黄花败酱：本品为不规则的根、茎、叶混合段片。

根茎呈圆柱形，直径 0.3～1.5cm，表面暗棕色至

紫棕色，有节，节上生细根；茎圆柱形，直径 0.2～

1cm，表面黄绿色或黄棕色，节明显，稍膨大，具

纵棱，有时披粗毛。质脆，易折断，断面中空，

白色。叶对生，叶片薄，多皱缩破碎，完整者展

平后呈长卵形，羽状深裂或全裂，边缘有粗锯齿。

上表面深绿色或黄棕色，下表面色较浅，两面疏

生白毛。有的茎枝端带有花序。具败酱气味，味

微苦 

白花败酱：本品近似黄花败酱。唯茎叶不分裂。

亦具败酱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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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断片 

06173911013002 
续断 川续断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褐色至

黄褐色，有纵皱纹。切面皮部墨绿色或棕褐色，

木部灰黄色或黄褐色，可见放射状排列的导管束

纹，形成层部位多有深色环。气微，味苦、微甜

而涩 

酒续断 

06173911013316 
续断 川续断科 

本品形如续断片，表面浅黑色或灰褐色，略有酒

香气 

盐续断 

06173911013330 
续断 川续断科 本品形如续断片，表面黑褐色，味微咸 

翼首草 

06173911013330 
翼首草 川续断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呈类圆形，表面棕褐色或

黑褐色，具扭曲的纵皱纹和黄白色点状须根痕，

外皮易脱落；顶端常有数个麻花状扭曲的根茎丛

生，有的上部密被褐色叶柄残基。体轻，质脆，

易折断，断面不平坦，木部白色。叶基生，灰绿

色，多破碎，完整叶片长披针形至长椭圆形，全

缘，基部常羽浅裂至中裂，两面均被粗毛。花茎

被毛，头状花序近球形，直径 0.8～2.5cm；花白

色至淡黄色，萼片为羽毛状，多数。气微，味苦 

天花粉 

06173911013330 
天花粉 葫芦科 

本品呈类圆形、半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片。外表

皮黄白色或淡棕黄色。切面可见黄色木质部小孔，

略呈放射状排列。气微，味微苦 

土贝母 

06174016011009 
土贝母 葫芦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大小不等。表面淡红棕色或

暗棕色，凹凸不平。质坚硬，不易折断，断面角

质样，气微，味微苦 

瓜蒌 

06174042015002 
瓜蒌 葫芦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丝或块状。外表面橙红色或橙黄

色，皱缩或较光滑；内表面黄白色，有红黄色丝

络，果瓤橙黄色，与多数种子黏结成团。具焦糖

气，味微酸、甜 

蜜瓜蒌 

06174042015354 
瓜蒌 葫芦科 本品形如瓜蒌，呈棕黄色，带黏性，味甜 

罗汉果 

06174042021003 
罗汉果 葫芦科 

本品呈卵形、椭圆形或球形，长 4.5～8.5cm，直

径 3.5～6cm。表面褐色、黄褐色或绿褐色，有深

色斑块和黄色柔毛，有的具 6～11 条纵纹。顶端

有花柱残痕，基部有果梗痕。体轻，质脆，果皮

薄，易破。果瓤（中、内果皮）海绵状，浅棕色。

种子扁圆形，多数，长约 1.5cm，宽约 1.2cm；浅

红色至棕红色，两面中间微凹陷，四周有放射状

沟纹，边缘有槽。气微，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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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 

06174042032009 
葫芦 葫芦科 

本品为类椭圆形或不规则的薄片，常皱缩或卷曲，

黄白色或淡黄色，种子扁长方形或卵圆形，长

1.2～1.8cm，宽约 0.6cm，表面浅棕色或淡白色，

较光滑，并有两面对称的四条深色花纹，花纹上

密被淡黄色绒毛，一端平截或心形凹入，一端渐

尖或钝尖。种皮质硬而脆，子叶 2，乳白色，富含

油性。气微，味微甜 

苦瓜干 

06174042041001 
苦瓜干 葫芦科 

本品呈椭圆形、矩圆形或长条形的片块。多皱缩

不平，略扭曲或弯曲，粗糙，软绵，表面有纵沟

及瘤状突起，浅灰棕色或青绿色。中间瓤部黄白

色或浅黄色，可见种子脱落后留下的孔痕。质稍

柔韧，微有弹性，不易折断。气微，味苦 

丝瓜络 

06174044014003 
丝瓜络 葫芦科 

本品为丝状维管束交织而成，多呈长棱形或长圆

筒形，略弯曲。表面淡黄白色。体轻，质韧，有

弹性，不能折断。横切面可见子房 3 室，呈空洞

状。气微，味淡 

冬瓜皮 

06174044025009 
冬瓜皮 葫芦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片，常向内卷曲，大小不一。

外表面灰绿色或黄白色，被有白霜，有的较光滑

不被白霜；内表面较粗糙，有的可见筋脉状维管

束。体轻，质脆。气微，味淡 

瓜蒌皮 

06174044036005 
瓜蒌皮 葫芦科 

本品呈丝状片。外表面橙红色或橙黄色，有光泽，

内表面黄白色。质较脆，易折断。具焦糖气，味

淡、微酸 

西瓜翠衣 

（西瓜皮） 

06174044045007 

西瓜皮 葫芦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条状或片状，边缘常向内卷曲，

有的皱缩。外表面深绿色、灰黄色或黄棕色，有

的有深绿色条纹。内表面黄白色至黄棕色，维管

束似网状筋脉。质脆，易折断。无臭，味淡 

瓜蒂 

06174045051007 
瓜蒂 葫芦科 

本品为干燥的果蒂，其果柄略弯曲，上有纵棱，

微皱缩；连接果实的一端渐膨大，即花萼的残基。

表面黄褐色，有时带有卷曲的果皮。质柔韧，不

易折断。气微，味苦 

木鳖子 

06174046017002 
木鳖子 葫芦科 

本品内种皮灰绿色，绒毛样。子叶 2，黄白色，富

油性。有特殊的油腻气，味苦 

木鳖子霜 

06174046011833 
木鳖子 葫芦科 本品为白色或灰白色的松散粉末 

瓜蒌子 

06174046021009 
瓜蒌子 葫芦科 

栝楼：呈扁平椭圆形，长 12～15mm，宽 6～l0mm，

厚约 3.5mm。表面浅棕色至棕褐色，平滑，沿边

缘有 1 圈沟纹。顶端较尖，有种脐，基部钝圆或

较狭。种皮坚硬；内种皮膜质，灰绿色，子时 2，

黄白色，富油性。气微，味淡 

双边栝楼：较大而扁，长 15～19mm，宽 8～l0mm，

厚约 2.5mm。表面棕褐色，沟纹明显而环边较宽。

顶端平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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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瓜蒌子 

06174046021115 
瓜蒌子 葫芦科 

本品形如瓜蒌子，表面浅褐色至棕褐色，平滑，

偶有焦斑，气略焦香，味淡 

蜜瓜蒌子 

06174046021351 
瓜蒌子 葫芦科 

本品形如瓜蒌子，表面棕黄色，微显光泽，具香

气 

瓜蒌子霜 

06174046021832 
瓜蒌子 葫芦科 本品为松散粉末，呈黄白色 

甜瓜子 

06174046031008 
甜瓜子 葫芦科 

本品呈扁平长卵形，长 5～9mm，宽 2～4mm。表

面黄白色、浅棕红色或棕黄色，平滑，微有光泽。

一端稍尖，另端钝圆。种皮较硬而脆，内有膜质

胚乳和子叶 2 片。气微，味淡 

冬瓜仁 

06174046041007 
冬瓜子 葫芦科 

本品呈扁平长椭圆形或长卵形，扁平。一端钝圆，

另端尖，种皮黄白色。体轻，有油性。气无，味

微甜 

炒冬瓜子 

06174046041113 
冬瓜子 葫芦科 本品稍鼓起，外表呈微黄色，略有焦斑，气微香 

绞股蓝 

06174051014003 
绞股蓝 葫芦科 

本品呈条状，皱缩，茎纤细,灰棕色或暗棕色，表

面具纵沟纹，被稀疏绒毛，复叶，小叶膜质，常 5～

7，少数 9 枚，叶柄长 2～4cm，被糙毛；侧生小

叶卵状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中央一枚较大，

长 4～12cm，宽 1～1.3cm，先端渐尖，基部楔形，

两面被粗毛，叶缘有锯齿，齿尖具芒。果实圆球

形，直径约 5mm，果梗长 3～5mm。有草腥气，

味苦 

西瓜霜 

06174098011836 
西瓜霜 葫芦科 

本品为类白色至黄白色的结晶性粉末。气微、味

咸 

南沙参 

06174111013007 
南沙参 桔梗科 

本品呈类圆形厚片或斜片，直径 0.8～3cm。表面

黄白色或淡棕黄色，凹陷处常有残留粗皮，上部

多有深陷横纹，呈断续的环状，下部有纵纹和纵

沟。顶端具 1 或 2 个根茎。体轻，质松泡，易折

断，断面不平坦，黄白色，多裂隙。气微，味微

甘 

党参片 

06174111023006 
党参 桔梗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黄色至黄棕色，

有时可见根头部有多数疣状突起的茎痕和芽。切

面皮部淡黄色至淡棕色，木部淡黄色，有裂隙或

放射状纹理。有特殊香气，味微甜 

米炒党参 

06174111023259 
党参 桔梗科 本品形如党参片，表面深黄色，偶有焦斑。 

蜜党参 

06174111023358 
党参 桔梗科 本品形同党参片，表面黄棕色，显光泽，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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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 

06174111033005 
桔梗 桔梗科 

本品呈不规则圆形薄片或段片，外皮多已除去或

偶有残留。表面黄白色或淡棕黄色，凹陷处常有

残留粗皮，上部多有深陷横纹，呈断续的环状，

下部有纵纹和纵沟。顶端具 1 或 2 个根茎。体轻，

质松泡，易折断，断面不平坦，黄白色，多裂隙。

气微，味微甘 

山海螺 

06174111043004 
山海螺 桔梗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片状。外表皮灰棕色至土黄色，

粗糙，有环纹或纵皱纹，除去栓皮的呈灰白色或

淡黄白色。质疏松而轻，易折断，断面类白色，

多裂隙。味苦微辣  

半边莲 

06174151014002 
半边莲 桔梗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根及根茎细小，表面淡棕黄

色或黄色。茎细，灰绿色，节明显。叶无柄，叶

片多皱缩，绿褐色，狭披针形，边缘具疏而浅的

齿或全缘。气味特异，味微甘而辛 

土木香 

06174411013004 
土木香 菊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片。外表皮黄棕色至暗

棕色，可见纵皱纹和纵沟。切面灰褐色至暗褐色，

有放射状纹理，散在褐色油点，中间有棕色环纹。

气微香，味苦、辛 

川木香 

06174411023003 
川木香 菊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或斜片。直径 1～3cm。表面

黄褐色或棕褐色，具纵皱纹，外皮脱落处可见丝

瓜络状细筋脉；根头偶有黑色发黏的胶状物，习

称“油头”。体较轻，质硬脆，易折断，断面黄白

色或黄色，有深黄色稀疏油点及裂隙，木部宽广，

有放射状纹理；有的中心呈枯朽状。气微香，味

苦，嚼之粘牙 

煨川木香 

06174411023805 
川木香 菊科 本品形如川木香片。煨后色泽加深，气味减弱 

木香 

06174411033002 
木香 菊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黄棕色至

灰褐色，有纵皱纹。切面棕黄色至棕褐色，中部

有明显菊花心状的放射纹理，形成层环棕色，褐

色油点（油室）散在。气香特异，味微苦 

煨木香 

06174411033804 
木香 菊科 

本品形如木香片。表面淡灰褐色。气微香，味微

苦 

酒洗木香 

06174411033996 
木香 菊科 本品形如木香，具酒香气 

禹州漏芦

06174411043001 

禹 州 漏

芦 
菊科 

本品呈圆形或类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黄色至灰

褐色。切面皮部褐色，木部呈黄黑相间的放射状

纹理。气微，味微涩 

漏芦 

06174411053000 
漏芦 菊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暗棕色至

黑褐色，粗糙，有网状裂纹。切面黄白色至灰黄

色，有放射状裂隙。气特异，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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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菀 

06174413013002 
紫菀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或段。根外表皮紫红色或灰

红色，有纵皱纹。切面淡棕色，中心具棕黄色的

木心。气微香，味甜，微苦 

蜜紫菀 

06174413013354 
紫菀 菊科 

本品形如紫菀片（段），表面棕褐色或紫棕色。有

蜜香气，味甜 

白术 

06174415023009 
白术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灰黄色或灰棕色。

切面黄白色至淡棕色，散生棕黄色的点状油室，

木部具放射状纹理；烘干者切面角质样，色较深

或有裂隙。气清香，味甘、微辛，嚼之略带黏性 

焦白术 

06174415023122 
白术 菊科 

本品形如白术片，表面棕黄至棕褐色。质坚实，

具焦香气，味苦、微辛 

麸炒白术 

06174415023214 
白术 菊科 

本品形如白术片，表面黄棕色，偶见焦斑。略有

焦香气 

土炒白术 

06174415023269 
白术 菊科 

本品形如白术片，表面土黄色，附有细土粉，气

清香，味甘、微辛 

白术炭 

06174415023412 
白术 菊科 

本品形如白术片，表面棕黑色或黑色。质硬脆，

折断面中间呈棕褐色。气微香，味微苦 

制白术 

06174415023603 
白术 菊科 

本品形如白术片，多皱缩不平，黑褐色至黑色，

质稍坚韧，折断面棕褐色，气微，味微甜，微苦

辛 

漂白术 

06174415023900 
白术 菊科 

本品形如白术片，仅切面微皱缩，不甚显油性，

色泽较白 

苍术 

06174415033008 
苍术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类圆形或条形厚片。外表皮灰棕色

至黄棕色，有皱纹，有时可见根痕。切面黄白色

或灰白色，散有多数橙黄色或棕红色油室，有的

可析出白色细针状结晶。气香特异，味微甘、辛、

苦 

麸炒苍术 

06174415033213 
苍术 菊科 

本品形如苍术片，表面深黄色，散有多数棕褐色

油室。有焦香气 

漂苍术 

06174415033909 
苍术 菊科 本品形如苍术片，切面微皱缩，色泽较白 

艾叶 

06174427011001 
艾叶 菊科 

本品多皱缩、破碎，有短柄。完整叶片展平后呈

卵状椭圆形，羽状深裂，裂片椭圆状披针形，边

缘有不规则的粗锯齿；上表面灰绿色或深黄绿色，

有稀疏的柔毛和腺点；下表面密生灰白色绒毛。

质柔软。气清香，味苦 

炒艾叶 

06174427011117 
艾叶 菊科 本品形如艾叶，炒后色泽加深，偶见焦斑 

醋艾叶 

06174427011322 
艾叶 菊科 本品形如艾叶，炒后色泽加深，微有醋气 

醋艾炭 

06174427011940 
艾叶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碎片，表面黑褐色，有细条状叶

柄。具醋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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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炭 

06174427011414 
艾叶 菊科 本品形如醋艾叶炭，无醋气 

旋覆花 

06174431011004 
旋覆花 菊科 

本品呈扁球形或类球形，黄色或棕黄色，花蒂浅

绿色。体轻，易散碎。气微，味微苦 

蜜旋覆花 

06174431011356 
旋覆花 菊科 

本品形如旋覆花，深黄色。手捻稍粘手。具蜜香

气，味甜 

菊花 

06174431021003 
菊花 菊科 

亳菊：呈倒圆锥形或圆筒形，有时稍压扁呈扇形，

直径 1.5～3cm，离散。总苞碟状；总苞片 3～4

层，卵形或椭圆形，草质，黄绿色或褐绿色，外

面被柔毛，边缘膜质。花托半球形，无托片或托

毛。舌状花数层，雌性，位于外围，类白色，劲

直，上举，纵向折缩，散生金黄色腺点；管状花

多数，两性，位于中央，为舌状花所隐藏，黄色，

顶端 5 齿裂。瘦果不发育，无冠毛。体轻，质柔

润，干时松脆。气清香，味甘、微苦 

滁菊：呈不规则球形或扁球形，直径 1.5～2.5cm。

舌状花类白色，不规则扭曲，内卷，边缘皱缩，

有时可见淡褐色腺点；管状花大多隐藏 

贡菊：呈扁球形或不规则球形，直径 1.5～2.5cm。

舌状花白色或类白色，斜升，上部反折，边缘稍

内卷而皱缩，通常无腺点；管状花少，外露 

杭菊：呈碟形或扁球形，直径 2.5～4cm，常数个

相连成片。舌状花类白色或黄色，平展或微折叠，

彼此粘连，通常无腺点；管状花多数，外露 

菊花炭 

06174431021416 
菊花 菊科 

本品形如菊花。呈焦褐色。体轻，质脆易碎。气

焦香，味甘苦 

野菊花 

06174431031002 
野菊花 菊科 

本品呈类球形，直径 0.3～1cm，棕黄色。总苞由

4～5 层苞片组成，外层苞片卵形或条形，外表面

中部灰绿色或浅棕色，通常被白毛，边缘膜质；

内层苞片长椭圆形，膜质，外表面无毛。总苞基

部有的残留总花梗。舌状花 1 轮，黄色至棕黄色，

皱缩卷曲；管状花多数，深黄色。体轻。气芳香，

味苦 

红花 

06174432011003 
红花 菊科 

本品为不带子房的管状花，长 1～2cm。表面红黄

色或红色。花冠筒细长，先端 5 裂，裂片呈狭条

形，长 5～8mm；雄蕊 5，花药聚合成筒状，黄白

色；柱头长圆柱形，顶端微分叉。质柔软。气微

香，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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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花 

06174432021002 
雪莲花 菊科 

本品茎粗壮，具纵棱，中空。叶多脱落，留有残

基，排列密集，完整叶展平后呈长卵形或披针形，

边缘有锯齿和缘毛，黄绿色，近革质。苞叶长卵

形或卵形，黄白色，膜质。头状花序 10～30 个密

集成球状，梗极短；总苞呈半球形；总苞片 3～4

列，披针形，外层多呈褐色，外表面被众多柔毛，

内层棕黄色或黄白色，先端被柔毛；全部为管状

花，花冠紫红，花药紫色，雌蕊柱头 2 裂，略长

于雄蕊。瘦果长卵形，具纵棱，灰白色。味微苦，

具特异香气 

款冬花 

06174433011002 
款冬花 菊科 

本品呈长圆棒状。外面被有多数鱼鳞状苞片。苞

片外表面紫红色或淡红色，内表面密被白色絮状

茸毛。体轻，撕开后可见白色茸毛。气香，味微

苦而辛 

蜜款冬花 

06174433011354 
款冬花 菊科 

本品形如款冬花，表面棕黄色或棕褐色，稍带黏

性。具蜜香气，味微甜 

水飞蓟 

06174442011000 
水飞蓟 菊科 

 本品呈长倒卵形或椭圆形，长 5～7mm，宽 2～

3mm。表面淡灰棕色至黑褐色，光滑，有细纵花

纹。顶端钝圆，稍宽，有一圆环，中间具点状花

柱残迹，基部略窄。质坚硬。破开后可见子叶 2

片，浅黄白色，富油性。气微，味淡 

牛蒡子 

06174442021009 
牛蒡子 菊科 

本品呈长倒卵形，略扁，微弯曲。表面灰褐色，

带紫黑色斑点，有数条纵棱。果皮较硬，子叶 2，

淡黄白色，富油性。气微，味苦后微辛而稍麻舌 

炒牛蒡子 

06174442021115 
牛蒡子 菊科 本品形如牛蒡子，色泽加深，略鼓起。微有香气 

苍耳子 

06174442031008 
苍耳子 菊科 

本品呈纺锤形或卵圆形。表面黄棕色或黄绿色，

全体有钩刺，体轻质坚。破开后内有双仁。有油

性。气微，味微苦 

炒苍耳子 

06174442031114 
苍耳子 菊科 

本品形如苍耳子，表面黄褐色，有刺痕。微有香

气 

鹤虱 

06174442041007 
鹤虱 菊科 

本品呈圆柱状，细小，长 3～4mm，直径不及 1mm。

表面黄褐色或暗褐色，具多数纵棱。顶端收缩呈

细喙状，先端扩展成灰白色圆环；基部稍尖，有

着生痕迹。果皮薄，纤维性，种皮菲薄透明，子

叶 2，类白色，稍有油性。气特异，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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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黄花 

06174451014009 

一 枝 黄

花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茎、叶、花混合段片。茎圆柱形，

直径 0.2～0.5cm；表面黄绿色、灰棕色或暗紫红

色，有棱线，上部被毛；质脆，易折断，断面纤

维性，有髓。单叶互生，多皱缩、破碎，完整叶

片展平后呈卵形或披针形，长 1～9cm，宽 0.3～

1.5cm；先端稍尖或钝，全缘或有不规则的疏锯齿，

基部下延成柄。头状花序直径约 0.7cm，排成总状，

偶有黄色舌状花残留，多皱缩扭曲，苞片 3 层，

卵状披针形。瘦果细小，冠毛黄白色。气微香，

味微苦辛 

灯盏细辛 

06174451021007 

灯 盏 细

辛 
菊科 

本品长 15～25cm。根茎长 1～3cm，直径 0.2～

0.5cm；表面凹凸不平，着生多数圆柱形细根，直

径约 0.lcm，淡褐色至黄褐色。茎圆柱形，黄绿色

至淡棕色，具细纵棱线，被白色短柔毛；质脆，

断面黄白色，有髓或中空。基生叶皱缩、破碎，

完整者展平后呈倒卵状披针形、匙形、阔披针形

或阔倒卵形，黄绿色，先端钝圆，有短尖，基部

渐狭，全缘；茎生叶互生，披针形，基部抱茎。

头状花序顶生。瘦果扁倒卵形。气微香，味微苦 

鹅不食草 

06174451034007 

鹅 不 食

草 
菊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须根纤细，淡黄色。茎细，

多分枝；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叶小，近

无柄；叶片多皱缩、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匙形，

表面灰绿色或棕褐色，边缘有 3～5 个锯齿。头状

花序黄色或黄褐色。气微香，久嗅有刺激感，味

苦、微辛 

蒲公英 

06174451044006 
蒲公英 菊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表面棕褐色，抽皱；根头

部有棕褐色或黄白色的茸毛，有的已脱落。叶多

皱缩破碎，绿褐色或暗灰绿色，完整者展平后呈

倒披针形，先端尖或钝，边缘浅裂或羽状分裂，

基部渐狭，下延呈柄状。头状花序，总苞片多层，

花冠黄褐色或淡黄白色。有时可见具白色冠毛的

长椭圆形瘦果。气微，味微苦 

白眉草 

06174451054005 
白眉草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有粗短根状茎，其上丛生灰

棕色、弯曲不直的须根。叶簇生于根茎上呈莲座

状，叶片皱缩，展开后为长圆状卵形，基部渐狭，

全缘，上面黑褐色，下面棕褐色，被黄白色柔毛，

花单一，棕黄色，中空；头状花序绒球状，直径

达 4cm，白色或黄白色。嚼之有类似煤油气味，

味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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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曲草 

06174451064004 
鼠曲草 菊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全草密被灰白色绵毛。茎常

自基部分枝成丛，直径 1～2mm。叶皱缩卷曲，

展平后叶片呈条状匙形或倒披针形，长 2～6cm，

宽 0.3～1cm，全缘，两面均密被灰白色绵毛；质

柔软，头状花序顶生，多数，金黄色或棕黄色，

舌状花及管状花多已落脱，花托扁平，有花脱落

后的痕迹。气微，味微苦带涩 

大蓟 

06174455014005 
大蓟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短圆柱形，表面绿褐色，

有数条纵棱，被丝状毛；切面灰白色，髓部疏松

或中空。叶皱缩，多破碎，边缘具不等长的针刺；

两面均具灰白色丝状毛。头状花序多破碎。气微，

味淡 

大蓟炭 

06174455014418 
大蓟 菊科 

本品形如大蓟段。表面黑褐色。质地疏脆，断面

棕黑色。气焦香 

小蓟 

06174455024004 
小蓟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表面灰绿色或

带紫色，具纵棱和白色柔毛。切面中空。叶片多

皱缩或破碎，叶齿尖具针刺；两面均具白色柔毛。

头状花序，总苞钟状；花紫红色。气微，味苦 

小蓟炭 

06174455024417 
小蓟 菊科 本品形如小蓟段。表面黑褐色，内部焦褐色 

天山雪莲 

06174455031002 

天 山 雪

莲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表面黄绿色或

黄棕色，有的微带紫色，具纵棱，断面中空。茎

生叶密集排列，无柄，或脱落留有残基。头状花

序顶生，10～42 个密集成圆球形，无梗。苞叶长

卵形或卵形，无柄，中部凹陷呈舟状，膜质，半

透明。总苞片 3～4 层，披针形，外层多呈紫褐色，

内层棕黄色或黄白色。花管状，紫红色，柱头 2

裂。瘦果圆柱形，具纵棱，羽状冠毛 2 层。体轻，

质脆。气微香，味微苦 

佩兰 

06174455044002 
佩兰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圆柱形，表面黄棕色或黄

绿色，有的带紫色，有明显的节和纵棱线。切面

髓部白色或中空。叶对生，叶片多皱缩、破碎，

绿褐色。气芳香，味微苦 

金沸草 

06174455054001 
金沸草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圆柱形，表面绿褐色或棕

褐色，疏被短柔毛，有多数细纵纹。切面黄白色，

髓部中空。叶多破碎，完整者先端尖，基部抱茎，

全缘。头状花序，冠毛白色。气微，味苦 

青蒿 

06174455064000 
青蒿 菊科 

本品为茎、叶混合不规则小段。茎呈圆柱形，上

部多分枝，直径 0.2～0.6cm；表面黄绿色或棕黄

色，具纵棱线；质略硬，易折断，断面中部有髓。

叶互生，暗绿色或棕绿色，卷缩易碎，完整者展

平后为三回羽状深裂，裂片和小裂片矩圆形或长

椭圆形，两面被短毛。气香特异，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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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 

06174455077000 
茵陈 菊科 

绵茵陈：多卷曲成团状，灰白色或灰绿色，全体

密被白色茸毛，绵软如绒。茎细小，除去表面白

色茸毛后可见明显纵纹；质脆，易折断。叶具柄；

展平后叶片呈一至三回羽状分裂，小裂片卵形或

稍呈倒披针形、条形，先端锐尖。气清香，味微

苦 

花茵陈：茎呈圆柱形，多分枝，表面淡紫色或紫

色，有纵条纹，被短柔毛；体轻，质脆，断面类

白色。叶密集，或多脱落；两面密被白色柔毛；

茎生叶一至二回羽状全裂，基部抱茎，裂片细丝

状。头状花序卵形，多数集成圆锥状，有短梗；

瘦果长圆形，黄棕色。气芳香，味微苦 

菊苣 

06174455084008 
菊苣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 

毛菊苣：茎呈圆柱形，表面灰绿色或带紫色，具

纵棱，被柔毛或刚毛，断面黄白色，中空。叶多

破碎，灰绿色，两面被柔毛；头状花序 5～13 个

成短总状排列。总苞钟状，苞片 2 层，外层稍短

或近等长，被毛；舌状花蓝色。瘦果倒卵形，表

面有棱及波状纹理，棕色或棕褐色，密布黑棕色

斑。气微，味咸、微苦 

毛菊苣根：主根呈圆锥形，有侧根和多数须根，

表面棕黄色，具细腻不规则纵皱纹。质硬，不易

折断，断面外侧黄白色，中部类白色，有时空心。

气微，味苦 

菊苣：茎表面近光滑。茎生叶少，长圆状披针形。

头状花序少数，簇生；苞片外短内长，无毛或先

端被稀毛。瘦果鳞片状，冠毛短，长 0.2～0.3mm 

菊苣根：顶端有时有 2～3 叉。表面灰棕色至褐色，

粗糙，具深纵纹，外皮常脱落，脱落后显棕色至

棕褐色，有少数侧根和须根。嚼之有韧性 

豨莶草 

06174455094007 
豨莶草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略呈方柱形，表面灰绿色、

黄棕色或紫棕色，有纵沟和细纵纹，被灰色柔毛。

切面髓部类白色。叶多破碎。灰绿色，边缘有钝

锯齿，两面皆具白色柔毛。有时可见黄色头状花

序。气微，味微苦 

酒豨莶草 

06174455094618 
豨莶草 菊科 

本品形如豨莶草段，表面褐绿色或黑绿色。微具

酒香气 

墨旱莲 

06174455104003 
墨旱莲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圆柱形，表面绿褐色或墨

绿色，具纵棱，有白毛，切面中空或有白色髓。

叶多皱缩或破碎，墨绿色，密生白毛，展平后，

可见边缘全缘或具浅锯齿。头状花序。气微，味

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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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光 

06174455111001 
千里光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细圆柱形，稍弯曲，上

部有分枝；表面灰绿色、黄棕色或紫褐色，具纵

棱，密被灰白色柔毛。叶互生，多皱缩破碎，完

整叶片展平后呈卵状披针形或长三角形，有时具

1～6 侧裂片，边缘有不规则锯齿，基部戟形或截

形，两面有细柔毛。头状花序；总苞钟形；花黄

色至棕色，冠毛白色。气微，味苦 

金龙胆草 

06174455124001 

金 龙 胆

草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直径 0.2～0.6cm；表面黄

绿色或浅棕黄色，有纵棱和多数白色长绒毛；质

硬而脆，易折断。单叶互生，叶片多卷缩、破碎，

完整者展平后呈羽状深裂至全裂，裂片披针形，

黄绿色，两面密被白色绒毛；下部叶具柄，上部

叶几无柄。头状花序直径约 lcm，花黄白色。瘦果

浅黄色，扁平，冠毛长 5～6mm。气微，味极苦 

臭灵丹草 

06174455131009 

臭 灵 丹

草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全体密被淡黄色腺毛和柔毛。

茎圆柱形，具 4～6 纵翅，翅缘锯齿状，易折断。

叶互生，有短柄；叶片椭圆形，暗绿色，先端短

尖或渐尖，基部楔形，下延成翅，边缘有锯齿。

头状花序着生于枝端。气特异，味苦 

野马追 

06174455144009 
野马追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直径 0.2～0.5cm；表面黄

绿色或紫褐色，有纵棱，密被灰白色茸毛；质硬，

易折断，断面纤维性，髓部白色。叶对生，无柄；

叶片多皱缩，展平后叶片 3 全裂，似轮生，裂片

条状披针形，中间裂片较长；先端钝圆，边缘具

疏锯齿，上表面绿褐色，下表面黄绿色，两面被

毛，有腺点。头状花序顶生。气微，叶味苦、涩 

蓍草 

06174455151007 
蓍草 菊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细长圆柱形，直径 1～

5mm。表面黄绿色或黄棕色，具纵棱线，被白色

柔毛；质脆，易折断，断面白色，中部有髓或中

空。叶常卷缩，破碎，完整者展平后为细小长线

状披针形，裂片线形，表面灰绿色至黄棕色，两

面被柔毛。头状花序密集成复伞房花序，黄棕色；

总苞片卵形或长圆形，覆瓦状排列。气微香，味

微苦 

艾片 

06174498011009 
艾片 菊科 

本品为白色半透明片状、块状或颗粒状结晶，质

稍硬而脆，手捻不易碎。具清香气，味辛、凉，

具挥发性，点燃时有黑烟，火焰呈黄色，无残迹

遗留 

生蒲黄 

06190135011003 
蒲黄 香蒲科 

本品为黄色粉末。体轻，放水中则漂浮水面，手

捻有滑腻感，易附着手指上。气微，味淡 

炒蒲黄 

06190135011119 
蒲黄 香蒲科 本品形如蒲黄，表面深黄色，偶有焦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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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黄炭 

06190135011416 
蒲黄 香蒲科 

本品形如蒲黄，表面棕褐色或黑褐色。具焦香气，

味微苦、涩 

三棱 

06190316012003 
三棱 黑三棱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薄片。外表皮灰棕色。切面灰白

色或黄白色，粗糙，有多数明显的细筋脉点。气

微，味淡，嚼之微有麻辣感 

酒三棱 

06190316012317 
三棱 黑三棱科 本品形如三棱片，外表皮黄棕色，微有酒香气 

醋三棱 

06190316012324 
三棱 黑三棱科 

本品形如三棱片，切面黄色至黄棕色，偶见焦黄

斑，微有醋香气 

泽泻 

06190816013005 
泽泻 泽泻科 

本品呈圆形或椭圆形厚片。外表皮黄白色或淡黄

棕色，可见细小突起的须根痕。切面黄白色，粉

性，有多数细孔。气微，味微苦 

麸炒泽泻 

06190816013210 
泽泻 泽泻科 

本品形如泽泻，表面黄色，偶见焦斑，有焦香气

味微苦 

盐泽泻 

06190816013333 
泽泻 泽泻科 

本品形如泽泻片，表面淡黄棕色或黄褐色，偶见

焦斑。味微咸 

糯稻根 

06191215014006 
糯稻根 禾本科 

本品呈疏松的团状，上端有分离的残茎，圆柱形，

中空，长 2.5～6.5cm，外包数层灰白色或黄白色

的叶鞘；下端簇生多数须根。须根细长而弯曲，

直径 1mm，表面黄棕色，表皮脱落后显白色，略

具纵皱纹。体轻，质软，气微，味淡 

白茅根 

06191215014006 
白茅根 禾本科 

本品呈圆柱形的段。外表皮黄白色或淡黄色，微

有光泽，具纵皱纹，有的可见稍隆起的节。切面

皮部白色，多有裂隙，放射状排列，中柱淡黄色

或中空，易与皮部剥离。气微，味微甜 

炒白茅根 

06191215014112 
白茅根 禾本科 

本品形如白茅根。表面浅黄色至黄色，可见焦斑，

有光泽，具纵皱纹，环节明显，稍突起，节上残

留的灰棕色鳞叶及细根较少见，节间长短不等，

通常 1～3cm。体轻，质略脆，断面皮部白色，多

有裂隙，放射状排列，中柱淡黄色，易与皮部剥

离。有焦香气，味淡 

茅根炭 

06191215014419 
白茅根 禾本科 

本品形如白茅根，表面黑褐色至黑色，具纵皱纹，

有的可见淡棕色稍隆起的节。略具焦香气，味苦 

芦根 

06191215024005 
芦根 禾本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段。表面黄白色，节间有纵皱纹。

切面中空，有小孔排列成环 

鲜芦根 

06191215028003 
芦根 禾本科 

本品呈圆柱形段。表面黄白色，有光泽，节呈环

状。切面黄白色，中空，有小孔排列成环。气微，

味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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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根 

06191215034004 
苇根 禾本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段，直径 0.5～1.5cm。表面黄白

色，有光泽，显纵皱纹，节部稍膨大，有的具残

存的叶鞘，外表面具棕褐色环节纹，内表面淡白

色，有的具残存的绒毛状髓质横膜。质硬，较难

折断，断面粗糙，中空，壁厚约 1mm，有小孔排

列成环。气微，味淡 

竹茹 

06191222014006 
竹茹 禾本科 

本品为卷曲成团的不规则丝条或呈长条形薄片

状。宽窄厚薄不等，浅绿色、黄绿色或黄白色。

纤维性，体轻松，质柔韧，有弹性。气微，味淡 

麸炒竹茹 

06191222014211 
竹茹 禾本科 

本品形如竹茹，表面黄色或浅棕色，或有焦斑。

体轻松，质柔韧，有弹性。气微，味淡 

姜竹茹 

06191222014341 
竹茹 禾本科 

本品形如竹茹，表面黄白色或浅棕色，或有焦斑。

气微或微有姜香气 

淡竹叶 

06191227014001 
淡竹叶 禾本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呈圆柱形，有节，表面淡

黄绿色，断面中空。叶鞘开裂。叶片披针形，有

的皱缩卷曲，长 5～20cm，宽 1～3.5cm；表面浅

绿色或黄绿色。叶脉平行，具横行小脉，形成长

方形的网格状，下表面尤为明显。体轻，质柔韧。

气微，味淡 

竹叶心 

06191227021009 
竹叶心 禾本科 

本品呈筒卷形，为尚未能展开的翠绿色的嫩叶。

气微，味甘、苦 

苦竹叶 

06191227031008 
苦竹叶 禾本科 

本品多呈细长卷筒状。展开后，叶片为披针形，

长 6～12cm，宽 10～15mm。先端尖锐，基部圆

形。叶柄长 6～10mm。上面灰绿色，光滑，下面

租糙有毛，主脉较粗，两侧细脉 8～16 条，边缘

的一侧有细锯齿。质脆而有弹性。气弱，味微苦 

玉米须 

06191231011003 
玉米须 禾本科 

本品常集结成疏松团簇，花柱线状或须状，完整

者长 2～5cm，直径 0.05cm，淡绿色、黄棕色至棕

红色，有的微有光泽，柱头 2 裂，叉开，长至 0.3cm，

质柔软、气微、味淡微甘 

薏苡仁 

06191246011005 
薏苡仁 禾本科 

本品呈宽卵形或长椭圆形，长 4～8mm，宽 3～

6mm。表面乳白色，光滑，偶有残存的黄褐色种

皮；一端钝圆，另端较宽而微凹，有 1 淡棕色点

状种脐；背面圆凸，腹面有 1 条较宽而深的纵沟。

质坚实，断面白色，粉性。气微，味微甜。本品

饮片杂质要求不得过 1% 

炒薏苡仁 

06191246011111 
薏苡仁 禾本科 本品形如薏苡仁，微鼓起，表面黄色，偶有焦斑 

麸炒薏苡仁 

06191246011210 
薏苡仁 禾本科 本品形如薏苡仁，微鼓起，表面微黄色 

土炒薏苡仁 

06191246011265 
薏苡仁 禾本科 本品形如薏苡仁，微鼓起，表面挂土色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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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米 

06191246021004 
陈仓米 禾本科 

本品呈矩圆形而扁，一端钝圆，另一端斜凹陷，

长 5～8mm，宽 2～3mm。表面黄白色，有的具黄

色斑，一侧具类白色线状种脐，断面粉白色。具

哈气 

浮小麦 

06191246031003 
浮小麦 禾木科 

本品呈长圆形，两端略尖，长 2～6mm，直径 1.5～

2.5mm。表面浅黄色、深黄色或黄棕色，稍皱缩，

腹面中央有一深陷的纵沟，顶端具黄白色柔毛。

质硬，断面白色，粉性。气弱，味淡 

炒浮小麦 

06191246031119 
浮小麦 禾本科 本品形如浮小麦，表面棕黄色 

粳米 

06191246041002 
粳米 禾本科 

本品呈扁椭圆形，长 3～4mm，宽 2～3mm。一端

圆钝；另端有胚脱落而稍歪斜。表面浅白色，半

透明，光滑。质坚硬，断面粉性。气微，味甘 

糯米 

06191246051001 
糯米 禾本科 

长籽型：长椭圆形，略扁，长 4～5mm，宽 1.5～

2mm。一端钝圆，另端歪斜，有胚脱落的痕迹。

表面浅白色，不透明，平滑。质坚硬，断面粉性。

蒸煮后韧性极强，有光泽。气微，味甘  

圆籽型：籽粒较短圆，长 3～4mm，宽 1.5～2.5mm。

余同长籽型  

炒糯米 

06191246051117 
糯米 禾本科 

本品形如糯米，表面淡黄色，偶有焦斑，有米香

气 

小麦 

06191246061000 
小麦 禾本科 

本品长圆形，两端略尖，长至 6mm，直径 1.5～

2.5mm。表面浅黄棕色或黄色，稍皱缩，腹面中

央有一纵行深沟，顶端具黄白色柔毛。质硬，断

面白色，粉性。气弱，味淡 

杵头糠 

06191246071009 
杵头糠 禾本科 

本品为粉末状。黄白色至淡黄色。米的表皮，是

米皮糠的内衣，中医称为“杵头糠”，又称“谷白

皮”。气清香，味甘 

谷芽 

06191298011862 
谷芽 禾本科 

本品呈类圆球形，直径约 2mm，顶端钝圆，基部

略尖。外壳为革质的稃片，淡黄色，具点状皱纹，

下端有初生的细须根，长约 3～6mm，剥去稃片，

内含淡黄色或黄白色颖果（小米）l 粒。气微，味

微甘。本品出芽率不得少于 85% 

炒谷芽 

06191298011114 
谷芽 禾本科 本品形如谷芽，表面深黄色。有香气，味微苦 

焦谷芽 

06191298011121 
谷芽 禾本科 本品形如谷芽，表面焦褐色。有焦香气 

麦芽 

06191298021861 
麦芽 禾本科 

本品呈梭形，长 8～12mm，直径 3～4mm。表面

淡黄色，背面为外稃包围，具 5 脉；腹面为内稃

包围。除去内外稃后，腹面有 1 条纵沟；基部胚

根处生出幼芽和须根，幼芽长披针状条形，长约

5mm。须根数条，纤细而弯曲。质硬，断面白色，

粉性。气微，味微甘。本品出芽率不得少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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麸炒麦芽 

06191298021946 
麦芽 禾本科 

本品形如麦芽，表面黄色，质硬脆，断面黄白色，

粉性。有麦麸香气，味微甘 

炒麦芽 

06191298021113 
麦芽 禾本科 

本品形如麦芽，表面棕黄色，偶有焦斑。有香气，

味微苦 

焦麦芽 

06191298021120 
麦芽 禾本科 

本品形如麦芽，表面焦褐色，有焦斑。有焦香气，

味微苦 

麦芽炭 

06191298021410 
麦芽 禾本科 本品形如麦芽，表面焦黑色，味微苦 

麦芽曲 

06191298021878 
麦芽 禾本科 本品为长方形或方形小块 

稻芽 

06191298031860 
稻芽 禾本科 

本品呈扁长椭圆形，两端略尖，长 7～9mm，直

径约 3mm。外稃黄色，有白色细茸毛，具 5 脉。

一端有 2 枚对称的白色条形浆片，长 2～3mm，

于一个浆片内侧伸出弯曲的须根 1～3条，长 0.5～

1.2cm。质硬，断面白色，粉性。气微，味淡本品

出芽率不得少于 85% 

炒稻芽 

06191298031112 
稻芽 禾本科 

本品形同生稻芽，表面呈深黄色，微有焦斑，根

多已断裂脱落，有焦香气 

焦稻芽 

06191298031129 
稻芽 禾本科 本品形同生稻芽，表面呈焦棕色，焦香气较浓 

天竺黄 

06191299011007 
天竺黄 禾本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片块或颗粒，大小不一。表面灰

蓝色、灰黄色或灰白色，有的洁白色，半透明，

略带光泽。体轻，质硬而脆，易破碎，吸湿性强。

气微，味淡 

香附 

06191315013008 
香附 莎草科 

本品为不规则厚片或颗粒状。外表皮棕褐色或黑

褐色，有时可见环节。切面色白或黄棕色，质硬，

内皮层环纹明显。气香，味微苦 

酒香附 

06191315013312 
香附 莎草科 本品形如香附片（粒），表面红棕色，略有酒气 

醋香附 

06191315013329 
香附 莎草科 

本品形如香附片(粒)，表面黑褐色。微有醋香气，

味微苦 

香附炭 

06191315013411 
香附 莎草科 本品形如香附片(粒)，表面焦黑色，内呈焦褐色 

四制香附 

06191315013992 
香附 莎草科 

本品形如香附片(粒)，表面棕褐色，内呈黄褐色，

具有清香气 

棕榈 

06191428011007 
棕榈 棕榈科 

本品呈长条板状，一端较窄而厚，另端较宽而稍

薄，大小不等。表面红棕色，粗糙，有纵直皱纹；

一面有明显的凸出纤维，纤维的两侧着生多数棕

色茸毛。质硬而韧，不易折断，断面纤维性。气

微，味淡 

棕榈炭 

06191428011427 
棕榈 棕榈科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表面黑褐色至黑

色，有光泽，有纵直条纹；触之有黑色炭粉。内

部焦黄色，纤维性。略具焦香气，味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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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毛 

06191444011005 
大腹毛 棕榈科 

本品略呈椭圆形或瓢状。外果皮多已脱落或残存。

中果皮棕毛状，黄白色或淡棕色，疏松质柔。内

果皮硬壳状，黄棕色或棕色，内表面光滑，有时

纵向破裂。气微，味淡 

大腹皮 

06191444024005 
大腹皮 棕榈科 

本品略呈椭圆形或长卵形瓢状，长 4～7cm，宽 2～

3. 5cm，厚 0.2～0.5cm。外果皮深棕色至近黑色，

具不规则的纵皱纹及隆起的横纹，顶端有花柱残

痕，基部有果梗及残存萼片。内果皮凹陷，褐色

或深棕色，光滑呈硬壳状。体轻，质硬，纵向撕

裂后可见中果皮纤维。气微，味微涩 

槟榔 

06191446012000 
槟榔 棕榈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薄片。切面可见棕色种皮与白色

胚乳相间的大理石样花纹。气微，味涩、微苦 

炒槟榔 

06191446012116 
槟榔 棕榈科 

本品形如槟榔片，表面微黄色，可见大理石样花

纹 

焦槟榔 

06191446012123 
槟榔 棕榈科 

本品形如槟榔片，表面焦黄色，可见大理石样花

纹。质脆，易碎。气微，味涩、微苦 

葵树子 

06191446022009 
葵树子 棕榈科 

本品核果椭圆形，状如橄榄，长 1.8～2.2cm，直

径 1～1.2cm，黑褐色，种子椭圆形，气微，味甘、

淡、涩 

血竭 

06191492017004 
血竭 棕榈科 

本品略呈类圆四方形或方砖形，表面暗红，有光

泽，附有因摩擦而成的红粉。质硬而脆，破碎面

红色，研粉为砖红色。气微，味淡在水中不溶，

在热水中软化 

千年健 

06191615013005 
千年健 天南星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片。外表皮黄棕色至

红棕色，粗糙，有的可见圆形根痕。切面红褐色，

具有众多黄色纤维束，有的呈针刺状。气香，味

辛、微苦 

石菖蒲 

06191615023004 
石菖蒲 天南星科 

本品呈扁圆形或长条形的厚片。外表皮棕褐色或

灰棕色，有的可见环节及根痕。切面纤维性，类

白色或微红色，有明显环纹及油点。气芳香，味

苦、微辛 

麸炒石菖蒲 

06191615023219 
石菖蒲 天南星科 

本品形如石菖蒲。外表皮浅黄色至灰棕色，偶有

焦斑，粗糙，有的可见环节及根痕。切面纤维性，

类白色或微红色，有明显环纹及油点。质硬。具

麸香气，味苦、微辛 

姜石菖蒲 

06191615023349 
石菖蒲 天南星科 

本品形如石菖蒲。外表皮浅黄色至灰棕色，有焦

斑，粗糙，有的可见环节及根痕。切面纤维性，

类白色或微红色，有明显环纹及油点。质硬。气

芳香，味苦、微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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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菖蒲 

06191615033003 
藏菖蒲 天南星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的片，直径 0.8～2cm，表面灰棕

色至棕褐色，节明显，节间长 0.5～1.5cm，具纵

皱纹，一面具密集圆点状根痕；叶痕呈斜三角形，

左右交互排列，侧面茎基痕周围常残留有鳞片状

叶基和毛发状须根。质硬，断面淡棕色，内皮层

环明显，可见众多棕色油细胞小点。气浓烈而特

异，味辛 

生天南星 

06191616011000 
天南星 天南星科 

本品呈扁球形，高 1～2cm，直径 1.5～6.5cm。表

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的茎痕，

周围有麻点状根痕，有的块茎周边有小扁球状侧

芽。质坚硬，不易破碎，断面不平坦，白色，粉

性。气微辛，味麻辣 

制天南星 

06191616011727 
天南星 天南星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薄片。黄色或淡棕色，

质脆易碎，断面角质状。气微，味涩，微麻 

胆南星 

06191616011994 
天南星 天南星科 

本品呈方块状，表面棕黄色或棕黑色，断面色稍

浅，质坚实，有特异的腥气，味苦 

生半夏 

06191616021009 
半夏 天南星科 

本品呈类球形，有的稍偏斜，直径 l～1.5cm。表

面白色或浅黄色，顶端有凹陷的茎痕，周围密布

麻点状根痕；下面钝圆，较光滑。质坚实，断面

洁白，富粉性。气微，味辛辣、麻舌而刺喉 

法半夏 

06191616021719 
半夏 天南星科 

本品呈类球形或破碎成不规则颗粒状。表面淡黄

白色、黄色或棕黄色。质较松脆或硬脆，断面黄

色或淡黄色，颗粒者质稍硬脆。气微，味淡略甘、

微有麻舌感 

姜半夏 

06191616021726 
半夏 天南星科 

本品呈片状、不规则颗粒状成类球形。表面棕色

至棕褐色。质硬脆，断面淡黄棕色，常具角质样

光泽。气微香，味淡、微有麻舌感，嚼之略粘牙 

清半夏 

06191616021733 
半夏 天南星科 

本品呈椭圆形、类圆形或不规则的片。切面淡灰

色至灰白色，可见灰白色点状或短线状维管束迹，

有的残留栓皮处下方显淡紫红色斑纹。质脆，易

折断，断面略呈角质样。气微，味微涩、微有麻

舌感 

仙半夏 

06191616021924 
半夏 天南星科 

本品呈椭圆形、类圆形或不规则的片。表面黄色

或黄棕色，角质样，有香气 

竹沥半夏 

06191616021931 
半夏 天南星科 

本品为类圆形厚片,表面淡黄色至黄色,切面粉性。

微有麻舌感 

生白附子 

06191616031008 
白附子 天南星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卵圆形，长2～5cm，直径 1～3cm。

表面白色至黄白色，略粗糙，有环纹及须根痕，

顶端有茎痕或芽痕。质坚硬，断面白色，粉性。

气微，味淡、麻辣刺舌 

制白附子 

06191616032722 
白附子 天南星科 

本品为类圆形或椭圆形厚片，外表皮淡棕色，切

面黄色，角质。味淡，微有麻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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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水半夏 

06191616041724 
水半夏 天南星科 

本品呈圆锥形、类球形、不规则碎粒或片状。表

面或外表皮棕色至棕褐色，有多数隐约可见的细

小根痕。质硬脆，断面淡黄棕色，略具角质样光

泽。气微香，味淡，微有麻舌感 

浮萍 

06191751011002 
浮萍 浮萍科 

本品为扁平叶状体，呈卵形或卵圆形，长径 2～

5mm。上表面淡绿色至灰绿色，偏侧有 1 小凹陷，

边缘整齐或微卷曲。下表面紫绿色至紫棕色，着

生数条须根。体轻，手捻易碎。气微，味淡 

谷精草 

06192231014001 
谷精草 谷精草科 

本品头状花序呈半球形，直径 4～5mm。底部有

苞片层层紧密排列，苞片淡黄绿色，有光泽，上

部边缘密生白色短毛；花序顶部灰白色。揉碎花

序，可见多数黑色花药和细小黄绿色未成熟的果

实。花茎纤细，长短不一，直径不及 1mm，淡黄

绿色，有数条扭曲的棱线。质柔软。气微，味淡 

鸭跖草 

06192455014009 
鸭跖草 鸭跖草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段。茎有纵棱，节稍膨大。切面

中心有髓。叶互生，多皱缩、破碎，完整叶片展

平后呈卵状披针形或披针形，全缘，基部下延成

膜质叶鞘，抱茎，叶脉平行。总苞佛焰苞状，心

形。气微，味淡 

灯心草 

06192723014007 
灯心草 灯心草科 

本品呈细圆柱形的段，直径 0.1～0.3cm。表面白

色或淡黄白色，有细纵纹。体轻，质软，略有弹

性，易拉断，断面白色。气微，味淡 

灯心炭 

06192723014427 
灯心草 灯心草科 

本品呈细圆柱形的段。表面黑色。体轻，质松脆，

易碎。气微，味微涩 

青黛拌灯心 

06192751011894 
灯心草 灯心草科 本品形如灯心草，全体被青黛细粉 

朱砂拌灯心 

06192723014885 
灯心草 灯心草科 本品形如灯心草，全体被朱砂细粉  

百部 

06192814013001 
百部 百部科 

本品呈不规则厚片、或不规则条形斜片；表面灰

白色、棕黄色，有深纵皱纹；切面灰白色、淡黄

棕色或黄白色，角质样；皮部较厚，中柱扁缩。

质韧软。气微、味甘、苦 

炒百部 

06192814013117 
百部 百部科 

本品呈不规则厚片或不规则斜片，直径 0.3～

1.2cm，厚 0.2～0.5cm。外表皮微黄色至棕黄色，

略有焦斑，有不规则深纵皱纹。切面平坦，皮部

较宽，中柱偏缩，或呈空心状。质脆，易折断。

气微焦香，味微苦 

蜜百部 

06192814013353 
百部 百部科 

本品形同百部片，表面棕黄色或褐棕色，略带焦

斑，稍有黏性。味甜 

蒸百部 

06192814013605 
百部 百部科 本品形同百部片，内无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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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根 

06192911012006 
萱草根 百合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片 

萱草根：表面灰黄色或土黄色，有少许横纹及多

数纵皱纹。质疏松而轻，易折断，断面不平坦，

白色，有时呈棕黄色，皮部组织疏松，有大裂隙，

木部小，不明显，髓部通常成空洞。气微香，味

稍甜，略有粘性 

    小萱草根：表面灰黄色，少数微带红棕色，

有细密横纹。质轻而微带韧性，其他与上种相似 

山麦冬 

06192914011006 
山麦冬 百合科 

湖北麦冬：呈纺锤形，两端略尖，长 1.2～3cm，

直径 0.4～0.7cm。表面淡黄色至棕黄色，具不规

则纵皱纹。质柔韧，干后质硬脆，易折断，断面

淡黄色至棕黄色，角质样，中柱细小。气微，味

甜，嚼之发黏 

短葶山麦冬：稍扁，长 2～5cm，直径 0.3～0.8cm，

具粗纵纹。味甘、微苦 

天冬 

06192914022002 
天冬 百合科 

本品呈类圆柱形的小段或片，直径 0.5～2cm。表

面淡黄色至黄棕色。切面角质样，未去心的中央

有一不透明的黄色细木心。质硬或柔韧，有黏性。

气微，味甘、微苦 

蒸天冬 

06192914022606 
天冬 百合科 本品形如天冬，半透明，质柔韧 

麦冬 

06192914031004 
麦冬 百合科 

本品呈纺锤形，两端略尖，长 1.5～3cm，直径 0.3～

0.6cm。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有细纵纹。质柔韧，

断面黄白色，半透明，中柱细小。气微香，味甘、

微苦 

蒸麦冬 

06192914031608 
麦冬 百合科 本品形如麦冬，质柔润 

朱麦冬 

06192914031882 
麦冬 百合科 本品形如麦冬，表面朱红色，密被朱砂细粉 

黛麦冬 

06192914031899 
麦冬 百合科 本品形如麦冬，表面深蓝色，密被青黛细粉 

土茯苓 

06192915012002 
土茯苓 百合科 

本品呈长圆形或不规则的薄片，边缘不整齐。切

面类白色至淡红棕色，粉性，可见点状维管束及

多数小亮点；以水湿润后有黏滑感。气微，味微

甘、涩 

玉竹 

06192915023008 
玉竹 百合科 

本品呈不规则厚片或段。外表皮黄白色至淡黄棕

色，半透明，有时可见环节。切面角质样或显颗

粒性。气微，味甘，嚼之发黏 

酒玉竹 

06192915023312 
玉竹 百合科 

本品形如玉竹。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显湿润性。

质韧软。略具酒气，味微甜，嚼之发黏 

炙玉竹 

06192915023350 
玉竹 百合科 

本品形如玉竹。切面黄棕色至棕褐色，显湿润性。

质韧软。有蜜香气，味微甜，嚼之发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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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母 

06192915033007 
知母 百合科 

本品呈不规则类圆形的厚片。外表皮黄棕色或棕

色，可见少量残存的黄棕色叶基纤维和凹陷或突

起的点状根痕。切面黄白色至黄色。气微，味微

甜、略苦，嚼之带黏性 

盐知母 

06192915033335 
知母 百合科 本品形如知母片，色黄或微带焦斑。味微咸 

重楼 

06192915042009 
重楼 百合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薄片。表面黄棕色或灰

棕色，外皮脱落处呈白色；密具层状突起的粗环

纹，一面结节明显，结节上具椭圆形凹陷茎痕，

另一面有疏生的须根或疣状须根痕。顶端具鳞叶

和茎的残基。质坚实，断面平坦，白色至浅棕色，

粉性或角质。气微，味微苦、麻 

菝葜 

06192915053005 
菝葜 百合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片。外表皮黄棕色或紫棕色，可

见残留刺状须根残基或细根。切面棕黄色或红棕

色，纤维性，可见点状维管束。质硬，折断时有

粉尘飞扬。气微，味微苦、涩 

黄精 

06192915063004 
黄精 百合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淡黄色至黄棕色。

切面略呈角质样，淡黄色至黄棕色，可见多数淡

黄色筋脉小点。质稍硬而韧。气微。味甜，嚼之

有黏性 

酒黄精 

06192915063615 
黄精 百合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表面棕褐色至黑色，有光

泽，中心棕色至浅褐色，可见筋脉小点。质较柔

软。味甜，微有酒香气 

炆黄精 

06192915063813 
黄精 百合科 本品形如黄精。表面棕褐色至黑色，质柔韧 

金刚藤 

06192915073003 
金刚藤 百合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表面黄棕色或紫棕色，稍

有凸凹不平，结节膨大处有圆锥状突起茎痕，有

的先端残留坚硬的细根或断痕，呈刺状。质极坚

实，断面呈棕黄色或红棕色，粗纤维性，可见点

状维管束及多数小亮点。气微，味微苦涩 

大蒜 

06192917011003 
大蒜 百合科 

本品呈类球形，直径 3～6cm。表面被白色、淡紫

色或紫红色的膜质鳞皮。顶端略尖，中间有残留

花茎，基部有多数须根痕。剥去外皮，可见独头

或 6～16 个瓣状小鳞茎，着生于残留花茎基周围。

鳞茎瓣略呈卵圆形，外皮膜质，先端略尖，一面

弓状隆起，剥去皮膜，白色，肉质。气特异，味

辛辣，具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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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贝母 

06192917021002 
川贝母 百合科 

松贝：呈类圆锥形或近球形，高 0.3～0.8cm，直

径 0.3～0.9cm。表面类白色。外层鳞叶 2 瓣，大

小悬殊，大瓣紧抱小瓣，未抱部分呈新月形，习

称“怀中抱月”；顶部闭合，内有类圆柱形、顶端

稍尖的心芽和小鳞叶 1～2 枚；先端钝圆或稍尖，

底部平，微凹入，中心有 1 灰褐色的鳞茎盘，偶

有残存须根。质硬而脆，断面白色，富粉性。气

微，味微苦 

青贝：呈类扁球形，高 0.4～1.4cm，直径 0.4～

1.6cm。外层鳞叶 2 瓣，大小相近，相对抱合，顶

部开裂，内有心芽和小鳞叶 2～3 枚及细圆柱形的

残茎 

炉贝：呈长圆锥形，高 0.7～2.5cm，直径 0.5～

2.5cm。表面类白色或浅棕黄色，有的具棕色斑点。

外层鳞叶 2 瓣，大小相近，顶部开裂而略尖，基

部稍尖或较钝 

栽培品呈类扁球形或短圆柱形，高 0.5～2cm，直

径 1～2.5cm。表面类白色或浅棕黄色，稍粗糙，

有的具浅黄色斑点。外层鳞叶 2 瓣，大小相近，

顶部多开裂而较平 

蒸川贝母 

06192917021606 
川贝母 百合科 本品形如川贝母。表面黄白色或棕黄色，具粉性 

平贝母 

06192917031001 
平贝母 百合科 

本品呈扁球形，高 0.5～lcm，直径 0.6～2cm。表

面乳白色或淡黄白色，外层鳞叶 2 瓣，肥厚，大

小相近或一片稍大抱合，顶端略平或微凹入，常

稍开裂；中央鳞片小。质坚实而脆，断面粉性。

气微，味苦 

伊贝母 

06192917041000 
伊贝母 百合科 

新疆贝母：呈扁球形，高 0.5～1.5cm。表面类白

色，光滑。外层鳞叶 2 瓣，月牙形，肥厚，大小

相近而紧靠。顶端平展而开裂，基部圆钝，内有

较大的鳞片和残茎、心芽各 1 枚。质硬而脆，断

面白色，富粉性。气微，味微苦 

伊犁贝母：呈圆锥形，较大。表面稍粗糙，淡黄

白色。外层鳞叶两瓣，心脏形，肥大，一片较大

或近等大，抱合。顶端稍尖，少有开裂，基部微

凹陷 

百合 

06192917051009 
百合 百合科 

本品为长椭圆形鳞片，边缘薄，微向内弯曲。表

面类白色、淡棕黄色或微带紫色。角质样，半透

明，质硬而脆。气微，味微苦 

蜜百合 

06192917051351 
百合 百合科 

本品形同百合，表面黄色，偶见焦斑，略带黏性。

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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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慈姑 

06192917061008 
光慈姑 百合科 

本品呈卵圆形或圆锥形，高约 0.7～1.5cm，直径

约 0.5～1cm。底部圆而凹陷，有根痕，上端急尖，

一侧有纵沟自基部伸向顶端。表面黄白色，光滑。

质硬而脆，横断面黄白色，粉质。无香气，味淡 

浙贝母 

06192917063002 
浙贝母 百合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类圆形的厚片，直径 l～2cm，边

缘表面淡黄色，切面平坦，粉白色。质脆，易折

断，断面粉白色，富粉性 

湖北贝母 

06192917071007 

湖 北 贝

母 
百合科 

本品呈扁圆球形，高0.8～2.2cm，直径 0.8～3.5cm。

表面类白色至淡棕色。外层鳞叶 2 瓣，肥厚，略

呈肾形，或大小悬殊，大瓣紧抱小瓣，顶端闭合

或开裂。内有鳞叶 2～6 枚及干缩的残茎。内表面

淡黄色至类白色，基部凹陷呈窝状，残留有淡棕

色表皮及少数须根。单瓣鳞叶呈元宝状，长 2.5～

3.2cm，直径 1.8～2cm。质脆，断面类白色，富粉

性。气微，味苦 

薤白 

06192917081006 
薤白 百合科 

小根蒜：呈不规则卵圆形，高 0.5～1.5cm，直径

0.5～1.8cm。表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皱缩，半透

明，有类白色膜质鳞片包被，底部有突起的鳞茎

盘。质硬，角质样。有蒜臭，味微辣 

薤：呈略扁的长卵形，高 1～3cm，直径 0.3～1.2cm。

表面淡黄棕色或棕褐色，具浅纵皱纹。质较软，

断面可见鳞叶 2～3 层，嚼之粘牙 

韭白 

06192917091005 
韭白 百合科 

本品呈狭圆锥形,外皮网状纤维质，基部有须状类

白色的细根，叶鞘下部白色，层层包被。折断有

辛辣的粘液。气特殊，具刺激性，味辛辣 

葱白 

06192917101001 
葱白 百合科 

本品圆柱形，先端稍肥大，鳞叶成层，白色，外

表面常呈膜质，上具白色纵纹。气特异，具刺激

性，味辛辣 

韭菜子

06192946011005 
韭菜子 百合科 

本品呈半圆形或半卵圆形，表面黑色，质硬。气

特异，味微辛 

盐韭菜子 

06192946011333 
韭菜子 百合科 本品形如韭菜子，色泽加深，气香，味咸微腥 

芦荟 

06192998015006 
芦荟 百合科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常破裂为多角形，大小不一。

表面呈暗红褐色或深褐色，无光泽。体轻，质硬，

不易破碎，断面粗糙或显麻纹。富吸湿性。有特

殊臭气，味极苦 

仙茅 

06193015014002 
仙茅 石蒜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片或段，外表皮棕

色至褐色，粗糙，有的可见纵横皱纹和细孔状的

须根痕。切面灰白色至棕褐色，有多数棕色小点，

中间有深色环纹。气微香，味微苦、辛 

铁树叶 

06193027016001 
铁树叶 龙舌兰科 

本品呈丝状，完整叶片呈披针状椭圆形至矩圆形，

多脉，先端渐尖，基部狭而成一有槽、阔脚、抱

茎的柄，绿色或染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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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 

06193215013003 
山药 薯蓣科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表面类白色或淡黄白色，

质脆，易折断，断面类白色，富粉性 

炒山药 

06193215013119 
山药 薯蓣科 

本品形如山药片。外表面微黄色。切面类白色。

质硬脆，粉性。微有焦香气 

麸炒山药 

06193215013218 
山药 薯蓣科 

本品形如山药片，外表面微黄色。切面类白色。

质硬脆，粉性。略有焦香气 

土炒山药 

06193215013263 
山药 薯蓣科 

本品形如山药片，表面土红色，粘有土粉，略具

焦香气 

乳山药 

06193215013690 
山药 薯蓣科 本品形如山药片。表面黄白色或黄色，粉性 

穿山龙 

06193215023002 
穿山龙 薯蓣科 

本品呈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黄白色或棕

黄色，有时可见刺状残根。切面白色或黄白色，

有淡棕色的点状维管束。气微。味苦涩 

粉萆薢 

06193215033001 
粉萆薢 薯蓣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薄片，边缘不整齐，大小不一。

有的有棕黑色或灰棕色的外皮。切面黄白色或淡

灰棕色，维管束呈小点状散在。质松，略有弹性，

易折断，新断面近外皮处显淡黄色。气微，味辛、

微苦 

绵萆薢 

06193215043000 
绵萆薢 薯蓣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斜切片，边缘不整齐，大小不一，

厚 2～5mm。外皮黄棕色至黄褐色，有稀疏的须

根残基，呈圆锥状突起。质疏松，略呈海绵状，

切面灰白色至浅灰棕色，黄棕色点状维管束散在。

气微，味微苦 

黄山药 

06193215053009 
黄山药 薯蓣科 

本品呈长圆形或不规则厚片，边缘不整齐，厚 1～

5mm。外表皮黄棕色，有纵皱纹，可见稀疏的须

根残基。质硬。切面白色或黄白色，黄色点状维

管束散在，断面纤维状。气微，味微苦 

黄药子 

06193216013002 
黄药子 薯蓣科 

本品为圆形或椭圆形块片，直径 3～6cm。外皮棕

黑色，具皱纹并密布黄白色微圆点状微凸起的须

根痕，有的尚具未去净的细小硬须根。切面平坦

或凹凸不平，黄白色至棕黄色，密布橙黄色斑点。

质坚脆，易折断。气微、味苦 

川射干 

06193315012005 
川射干 鸢尾科 

本品为不规则薄片。外表皮灰黄褐色或棕色，有

时可见环纹，或凹陷或圆点状突起的须根痕。切

面黄白色或黄棕色。气微，味甘、苦 

射干 

06193315022004 
射干 鸢尾科 

本品呈不规则形或长条形的薄片。外表皮黄褐色、

棕褐色或黑褐色，皱缩，可见残留的须根和须根

痕，有的可见环纹。切面淡黄色或鲜黄色，具散

在筋脉小点或筋脉纹，有的可见环纹。气微，味

苦、微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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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花 

06193336011001 
西红花 鸢尾科 

本品呈线形，三分枝，长约 3cm。暗红色，上部

较宽而略扁平，顶端边缘显不整齐的齿状，内侧

有一短裂隙，下端有时残留一小段黄色花柱。体

轻，质松软，无油润光泽，干燥后质脆易断。气

特异，微有刺激性，味微苦将柱头投入水中则膨

胀，可见橙黄色成直线下降，并逐渐扩散，水被

染成黄色 

马蔺子 

06193346011008 
马蔺子 鸢尾科 

本品呈扁平或不规则卵形的多面体，长约 5mm，

宽 3～4mm。表面红棕色至黑棕色，基部有黄棕

色或淡黄色的种脐，顶端有合点略突起。质坚硬。

切断面胚乳肥厚，灰白色，角质性；胚位于种脐

的一端，白色，细小弯曲。气微弱，味淡 

郁金 

06193514012004 
郁金 姜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长条形薄片。外表皮灰黄色、灰

褐色至灰棕色，具不规则的纵皱纹。切面灰棕色、

橙黄色至灰黑色。角质样，内皮层环明显 

炒郁金 

06193514012110 
郁金 姜科 本品形如郁金片，表面颜色加深 

酒郁金 

06193514012318 
郁金 姜科 本品形如郁金片，略有酒香气 

醋郁金 

06193514012325 
郁金 姜科 本品形如郁金片，呈暗黄色，略有醋气 

山柰 

06193515013000 
山柰 姜科 

本品多为圆形或近圆形的横切片，直径 1～2cm，

厚 0.3～0. 5cm。外皮浅褐色或黄褐色，皱缩，有

的有根痕或残存须根；切面类白色，粉性，常鼓

凸。质脆，易折断。气香特异，味辛辣 

干姜 

06193515023009 
干姜 姜科 

本品呈不规则纵切片或斜切片，厚 0.3～0.4cm。

外皮灰黄色或浅黄棕色，粗糙，切面灰黄色或灰

白色，略具粉性，可见较多的纵向纤维，有的呈

毛状。质坚实，纤维性。气香，特异，味辛辣 

炒干姜 

06193515023115 
干姜 姜科 本品形如干姜片块，表面颜色加深。味微辛辣 

姜炭 

06193515023412 
干姜 姜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具枝状分枝。表面焦黑色。

质松泡，断面焦褐色。气稍香、特异，味苦、涩、

微辣 

炮姜 

06193515023221 
干姜 姜科 

本品呈不规则膨胀的块状，具指状分枝。表面棕

黑色或棕褐色。质轻泡，断面边缘处显棕黑色，

中心棕黄色，细颗粒性，维管束散在。气香、特

异，味微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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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姜黄 

06193515033008 
片姜黄 姜科 

本品呈长圆形或不规则的片状，大小不一，长 3～

6cm，宽 1～3cm，厚 0.1～0.4cm。外皮灰黄色，

粗糙皱缩，有时可见环节及须根痕。切面黄白色

至棕黄色，有一圈环纹及多数筋脉小点。质脆而

坚实。断面灰白色至棕黄色，略粉质。气香特异，

味微苦而辛凉 

生姜 

06193515043007 
生姜 姜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可见指状分枝。切面浅黄

色，内皮层环纹明显，维管束散在。气香特异，

味辛辣 

姜皮 

06193526041009 
生姜 姜科 

本品呈卷缩不整齐的碎片，灰黄色，有细皱纹，

有的具线状的环节痕迹，内表面常具黄色油点。

质软，有特殊香气，味辣 

煨姜 

06193515043809 
生姜 姜科 

本品形如生姜片，表面颜色加深，偶见焦斑，味

微辣 

姜黄 

06193515053006 
姜黄 姜科 

本品呈椭圆形或长条形薄片。外表皮灰黄色、灰

褐色至灰棕色，具不规则的纵皱纹。切面灰棕色、

橙黄色至灰黑色。角质样，内皮层环明显 

莪术 

06193515073004 
莪术 姜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黄色或

灰棕色，有时可见环节或须根痕。切面黄绿色、

黄棕色或棕褐色，内皮层环纹明显，散在“筋脉”

小点。气微香，味微苦而辛 

麸炒莪术 

06193515073212 
莪术 姜科 本品形如莪术片，表面棕色或棕褐色，偶有焦斑 

醋莪术 

06193515073325 
莪术 姜科 

本品形如莪术片，色泽加深，角质样，微有醋香

气 

高良姜 

06193515082006 
高良姜 姜科 

本品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的薄片。外表皮棕红色

至暗棕色，有的可见环节和须根痕。切面灰棕色

至红棕色，外周色较淡，具多数散在的筋脉小点，

中心圆形，约占 1／3。气香，味辛辣 

红豆蔻 

06193542011000 
红豆蔻 姜科 

本品呈长球形，中部略细，长 0.7～1.2cm，直径

0.5～0.7cm。表面红棕色或暗红色，略皱缩，顶端

有黄白色管状宿萼，基部有果梗痕。果皮薄，易

破碎。种子 6，扁圆形或三角状多面形，黑棕色或

红棕色，外被黄白色膜质假种皮，胚乳灰白色。

气香，味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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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蔻 

06193542021009 
豆蔻 姜科 

原豆蔻：呈类球形，直径 1.2～1.8cm。表面黄白

色至淡黄棕色，有 3 条较深的纵向槽纹，顶端有

突起的柱基，基部有凹下的果柄痕，两端均具浅

棕色绒毛。果皮体轻，质脆，易纵向裂开，内分 3

室，每室含种子约 10 粒；种子呈不规则多面体，

背面略隆起，直径 3～4mm，表面暗棕色，有皱

纹，并被有残留的假种皮。气芳香，味辛凉略似

樟脑 

印尼白蔻：个略小。表面黄白色，有的微显紫棕

色。果皮较薄，种子瘦瘪。气味较弱 

砂仁 

06193542031008 
砂仁 姜科 

阳春砂、绿壳砂呈椭圆形或卵圆形，有不明显的

三棱，表面棕褐色，密生刺状突起。种子为不规

则多面体，表面棕红色或暗褐色。气芳香而浓烈，

味辛凉、微苦海南砂呈长椭圆形或卵圆形，有明

显的三棱，表面被片状、分枝的软刺。气味稍淡 

炒砂仁 

06193542031114 
砂仁 姜科 

本品形如砂仁，表面颜色加深，略有焦斑，香气

略减 

盐砂仁 

06193542031336 
砂仁 姜科 本品形如砂仁，颜色加深，辛香气略减，味微咸 

草果仁 

06193542041007 
草果 姜科 

本品呈圆锥状多面体，直径约 5mm；表面棕色至

红棕色，有的可见外被残留灰白色膜质的假种皮。

种脊为一条纵沟，尖端有凹状的种脐。胚乳灰白

色至黄白色。有特异香气，味辛、微苦 

炒草果仁 

06193542041113 
草果仁 姜科 本品形如草果仁，表面红褐色，有时有焦斑 

姜草果仁 

06193542041342 
草果 姜科 

本品形如草果仁，棕褐色，偶见焦斑。有特异香

气，味辛辣、微苦 

益智仁 

06193542051006 
益智 姜科 

本品呈椭圆形，分为 3 瓣，中间有隔膜。 去壳碾

压后多散成不规则的碎块或单粒种子，种子呈不

规则的扁圆形。表面棕色或灰棕色，破开面呈乳

白色。有特异香气，味辛、微苦 

炒益智仁 

06193542051112 
益智 姜科 本品形如益智仁，表面棕褐色，偶有焦斑 

盐益智仁 

06193542051334 
益智 姜科 本品形如益智仁，表面褐色或棕褐色，略有咸味 

天麻 

06193916012008 
天麻 兰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薄片。外表皮淡黄色至淡黄棕色，

有时可见点状排成的横环纹。切面黄白色至淡棕

色。角质样，半透明。气微，味甘 

姜天麻 

06193916012343 
天麻 兰科 

本品形如天麻片，表面淡黄白色至淡棕黄色，角

质样，光亮，半透明，有光泽。质脆，断面平坦。

气特异，微有姜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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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及 

06193916022007 
白及 兰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薄片。外表皮灰白色或黄白色。

切面类白色，角质样，半透明，维管束小点状，

散生。质脆。气微，味苦，嚼之有黏性 

山慈菇 

06193917012007 
山慈菇 兰科 

毛慈菇：呈不规则形或类三角形厚片，表面黄棕

色或棕褐色，有纵皱纹和 2～3 条突起的横纹。切

面黄白色，角质，或粉性，有筋脉纹。气微，味

淡。入口咀嚼有黏滞感                           

冰球子：呈不规则形或类圆形厚片，撞去外皮者

表面黄白色，带表皮者浅棕色，光滑，有不规则

皱纹。断面浅黄色，角质半透明。气微，味淡，

带黏性     

青天葵 

06193927021006 
青天葵 兰科 

本品卷缩成团粒状或呈松散状。球茎皱缩成不规

则的扁球状，表面类白色或黄白色，具须根痕。

叶片卷缩，灰绿色或黄绿色，完整叶片展开后呈

阔卵形，叶脉明显，自叶基向叶缘伸出，在叶片

两面交替排列，侧脉纵横交错呈网状。叶柄稍扁，

具纵向条纹，基部有时残留管状叶鞘。革质柔韧。

气微香，味微甘 

干石斛 

06193922014003 
石斛 兰科 

本品呈扁圆柱形或圆柱形的段。表面金黄色、绿

黄色或棕黄色，有光泽，有深纵沟或纵棱，有的

可见棕褐色的节。切面黄白色至黄褐色，有多数

散在的筋脉点。气微，味淡或微苦，嚼之有黏性 

鲜石斛 

06193922018001 
石斛 兰科 

本品呈圆柱形或扁圆柱形的段。直径 0.4～1.2cm。

表面黄绿色，光滑或有纵纹，肉质多汁。气微，

味微苦而回甜，嚼之有黏性 

铁皮石斛 

06193922021001 

铁 皮 石

斛 
兰科 

铁皮枫斗：本品呈螺旋形或弹簧状。通常为 2～6

个旋纹，茎拉直后长 3.5～8cm，直径 0.2～0.4cm。

表面黄绿色或略带金黄色，有细纵皱纹，节明显，

节上有时可见残留的灰白色叶鞘；一端可见茎基

部留下的短须根。质坚实，易折断，断面平坦，

灰白色至灰绿色，略角质状。气微，味淡，嚼之

有黏性 

铁皮石斛：本品呈圆柱形的段，长短不等 

昆布 

06199961016008 
昆布 多来源 

海带：本品呈不规则的丝状。全体呈黑褐色或绿

褐色，表面附有白霜。类革质，残存柄部扁圆柱

状。气腥，味咸 

昆布：本品呈不规则的丝状。全体呈黑色，较薄。

质柔滑 

青黛 

06199998011878 
青黛 多来源 

本品为深蓝色的粉末，体轻，易飞扬；或呈不规

则多孔性的团块、颗粒，用手搓捻即成细末。微

有草腥气，味淡 

建神曲 

06199998021877 
建神曲 多来源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土黄色。具清香气，味淡

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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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建神曲 

06199998021112 
建神曲 多来源 本品形如建神曲，表面深黄色，具香气 

六神曲 

06199998031876 
六神曲 多来源 

本品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块状，宽约 3cm，厚约 1cm。

表面土黄色，粗糙。质硬而松脆，易折断。断面

不平坦，可见未被粉碎的褐色残渣及发酵后的孔

洞。有陈腐气，味苦 

焦六神曲 

06199998031128 
六神曲 多来源 

本品形似神曲或破碎成不规则的碎块。表面焦黄

色，内面黄色。质硬脆。有焦香气 

麸炒神曲 

06199998031210 
六神曲 多来源 

本品形似神曲或破碎成不规则的碎块。表面深黄

色。质硬脆。具麸炒香气 

饴糖 

06199998041004 
饴糖 多来源 

本品为黄褐色黏稠液体或多孔之黄白色糖块，味

甘 

半夏曲 

06199998051874 
半夏曲 多来源 

本品为长方形或方形小块，表面黄白色，常附有

黄衣。一面稍粗糙，一面平滑。质硬，断面不整

齐。气微，味微苦辛 

炒半夏曲 

06199998051119 
半夏曲 多来源 

本品形如半夏曲或有破碎。表面深黄色。有麸炒

香气 

黄酒 

06199998061002 
黄酒 多来源 

本品为澄明液体，常呈米色、黄褐色或红棕色，

有酒香气 

白酒 

06199998071001 
白酒 多来源 

本品为无色（或微黄）透明的液体。气浓香，味

辛 

冰糖 

06199998081000 
冰糖 多来源 

本品为水合蔗糖晶体。半透明，白色或微黄色，

味甜 

百草霜 

06199999011006 
百草霜 多来源 

本品为黑色粉末，或黏结成小颗粒状，手捻之即

成粉末。质轻，入水即漂浮分散。触之不粘手，

无油腻感。气微，味淡微辛 

紫河车 

06200141015008 
紫河车 人科 

本品呈圆形或碟状椭圆形，直径 9～15cm，厚薄

不一。黄色或黄棕色，一面凹凸不平，有不规则

沟纹，另一面较平滑，常附有残余的脐带，其四

周有细血管。质硬脆，有腥气  

血余炭 

06200149011422 
血余炭 人科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乌黑光亮，有多数细孔。体

轻，质脆。用火烧之有焦发气，味苦 

（煅）人中白 

06200149025511 
人中白 人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板块状，大小不一，厚 0.5～

1.5cm。表面灰白色至灰黑色，凹凸不平，常有梭

状或瘤状突起，底面较平坦。质坚硬而脆，易砸

碎。断面可见明显的粗细不一的层纹。具微弱的

尿臊气 

九香虫 

06200211011008 
九香虫 蝽科 

本品略呈六角状扁椭圆形。表面棕褐色或棕黑色，

略有光泽。腹部棕红色至棕黑色。质脆，折断后

腹内有浅棕色的内含物。气特异，味微咸 

炒九香虫 

06200211011114 
九香虫 蝽科 

本品形如九香虫，炒后色泽加深，并微显光泽，

微有腥气且带焦香气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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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鳖虫（蟅虫） 

06200311011007 

土 鳖 虫

（蟅虫） 
鳖蠊科 

本品呈扁平卵形或椭圆形，前端较窄，后端较宽，

背部紫褐色或黑棕色，冀地鳖通常在边缘带有淡

黄褐色斑块及小黑点，具光泽，无翅。前胸背板

较发达，盖住头部；腹背板 9 节，呈覆瓦状排列。

腹部红棕色，头部较小有丝状触角 1 对，常脱落，

胸部有足 3 对，具细毛和刺。腹部有横环节。质

松脆，易碎。气腥臭，味微咸 

瓦楞子 

06200423017003 
瓦楞子 蚶科 

本品为粗粉状或细粉状，灰白色。较大碎块可见

瓦楞线。气微，味淡 

煅瓦楞子 

06200423017515 
瓦楞子 蚶科 

本品为青灰色或深灰色粉末。质疏松，气微，无

味 

羊肉 

06200511015003 
羊肉 牛科 

本品为牛科动物山羊或绵羊的肉。去脂膜，切片

或块用。味甘 

水牛角 

06200522013005 
水牛角 牛科 

本品镑片显云形花纹，纵剖面有细纹或细纹不明

显。薄片为不规则片，表面棕黑色或灰黑色，有

云形纹理，角质坚硬，气微腥，味淡 

水牛角粉 

06200522017003 
水牛角 牛科 本品为灰白色或灰褐色粉末。气微腥，味淡 

羚羊角镑片 

06200522023004 
羚羊角 牛科 

本品为类圆形薄片。切面白色半透明，中央可见

除去骨塞后的空洞，近尖部呈扁三角形。外表可

见纹丝，微呈波形。质坚韧，弹性强，用手握之

吱吱作响，不易拉断。用沸水浸后无腥气气无，

味淡 

羚羊角粉 

06200522027002 
羚羊角 牛科 本品为白色或黄白色细粉，气微，味淡 

牛黄 

06200541011006 
牛黄 牛科 

本品为棕黄色或黄棕色细粉，或块片，可见形成

层纹。气清香，味微苦而后微甜。入口芳香清凉，

嚼之不粘牙，可慢慢溶化。用水润湿，涂于指甲

上染成黄色，经久不褪，习称“挂甲” 

山羊血 

06200541021005 
山羊血 牛科 

本品为不规则形的小块，长 0.5～1cm。黑褐色，

有的稍具光泽，质坚。气腥 

羊草结 

06200541031004 
羊草结 牛科 

本品呈圆球形、椭圆形或不规则扁圆形，直径 3～

6cm。表面略光滑，褐色、黄绿色或上灰色。体轻

质坚。断面具众多纤维状毛绒。气微臭，味淡 

乌梢蛇肉 

06200612011003 
乌梢蛇 游蛇科 

本品呈段片状，无皮骨，肉厚柔软，黄白色或灰

黑色。质韧，气微腥，略有酒香气 

乌梢蛇 

06200612014004 
乌梢蛇 游蛇科 

本品呈段状，表面乌黑色或黑褐色，无光泽，脊

部高耸呈屋脊状，俗称剑脊，切面黄白色或灰棕

色。质硬，气腥，味淡 

酒乌梢蛇 

06200612014318 
乌梢蛇 游蛇科 本品形如乌梢蛇。表面棕褐色或黑色，略有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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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蜕 

06200621014002 
蛇蜕 游蛇科 

本品为圆筒形小段片。多压扁而皱缩，背部银灰

色或淡灰棕色，有光泽，鳞迹菱形或椭圆形，衔

接处呈白色，略抽皱或凹下；腹部乳白色或略显

黄色，鳞迹长方形，呈覆瓦状排列。体轻，质微

韧。气微腥，味淡或微咸 

酒蛇蜕 

06200621014316 
蛇蜕 游蛇科 本品形如蛇蜕。微显黄色，略具酒气 

水蛭 

06200711014004 
水蛭 水蛭科 

本品为不规则小段，长约 10～l5mm，扁平，有环

纹，背部黑褐色或黑棕色，腹面棕黄色。两侧棕

黄色。质脆，易折断，断面胶质状。气微腥  

烫水蛭 

06200711014240 
水蛭 水蛭科 

本品呈不规则扁块状或扁圆柱形，略鼓起，表面

棕黄色至黑褐色，附有少量白色滑石粉。断面松

泡，灰白色至焦黄色。气微腥 

石决明 

06200823027008 
石决明 鲍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灰白色，有珍珠样彩色光

泽。质坚硬。气微，味微咸 

煅石决明 

06200823027510 
石决明 鲍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或粗粉。灰白色无光泽，质

酥脆。断面呈层状 

盐煅石决明 

06200823027336 
石决明 鲍科 本品形如煅石决明，气微，味咸 

地龙 

06200912014001 
地龙 钜蚓科 

广地龙：为薄片状小段，边缘略卷，宽 10～20mm。

具环节，背部棕褐色至紫灰色，腹部浅黄棕色，

生殖环带较光亮。体前端稍尖，尾端钝圆，刚毛

圈粗糙而硬。色较浅，体轻，略呈革质，不易折

断。气腥，味微咸 

沪地龙：为不规则碎段，表面灰褐色或灰棕色，

多皱缩不平，生殖环带多不明显。体轻脆，易折

断，肉薄 

酒地龙 

06200912014315 
地龙 钜蚓科 

本品形如地龙，炒后色泽加深，偶见焦斑，微有

酒气 

甘草泡地龙 

06200912014711 
地龙 钜蚓科 

本品为段状薄片，边缘略卷，宽 1～2cm。具环节，

背部棕褐色至黑褐色，腹部黄棕色，生殖带明显，

较光滑。体轻，略呈革质，不易折断。气腥，味

微甘、微咸 

虫白蜡 

06201041011008 
虫白蜡 介壳虫科 

本品呈块状，白色或类白色。表面平滑，或稍有

皱纹，具光泽。体轻，质硬而稍脆，搓捻则粉碎。

断面呈条状或颗粒状。气微，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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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蝎 

06201111011006 
全蝎 钳蝎科 

本品头胸部与前腹部呈扁平长椭圆形，后腹部呈

尾状，皱缩弯曲，完整者体长约 6cm。头胸部呈

绿褐色，前面有 1 对短小的螯肢及 1 对较长大的

钳状脚须，形似蟹螯，背面覆有梯形背甲，腹面

有足 4 对，均为 7 节，末端各具 2 爪钩；前腹部

由 7 节组成，第 7 节色深，背甲上有 5 条隆脊线。

背面绿褐色，后腹部棕黄色，6 节，节上均有纵沟，

末节有锐钩状毒刺，毒刺下方无距。气微腥，味

咸 

牡蛎 

06201223017002 
牡蛎 牡蛎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白色。质硬，断面层状。

气微，味微咸 

醋牡蛎 

06201223017323 
牡蛎 牡蛎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类白色、浅灰褐色或灰黑

色。质硬，断面层状。气微腥，味微酸 

盐牡蛎 

06201223017330 
牡蛎 牡蛎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浅黄褐色或黄褐色。质硬，

断面层状。气微，味微咸 

煅牡蛎 

06201223017514 
牡蛎 牡蛎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或粗粉。灰白色。质酥脆，

断面层状 

龟甲 

06201323011009 
龟甲 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小碎块状。背甲盾片略呈拱状隆

起，腹甲盾片呈平板状，大小不一。表面淡黄色

或黄白色，有放射状纹理。内表面黄白色，边缘

呈锯齿状。质坚硬，可自骨板缝处断裂。气微腥，

味微咸 

醋龟甲 

06201342011233 
龟甲 龟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背甲盾片略呈拱状隆起，

腹甲盾片呈平板状，大小不一。表面黄色或棕褐

色，有的可见深棕褐色斑点，有不规则纹理。内

表面棕黄色或棕褐色，边缘有的呈锯齿状。断面

不平整，有的有蜂窝状小孔。质松脆。气微腥，

味微咸，微有醋香气 

龟胶珠 

06201323011320 
龟甲胶 龟科 

本品呈类球形，表面棕黄色或棕褐色，体轻，质

酥，易碎，气微腥，味淡 

龟甲胶 

06201342011967 
龟甲胶 龟科 

本品呈长方形或方形的扁块。深褐色。质硬而脆，

断面光亮，对光照视时呈半透明状。气微腥，味

淡 

阿胶 

06201442011003 
阿胶 马科 

本品呈长方形块、方形块或丁状。棕色至黑褐色，

有光泽。质硬而脆，断面光亮，碎片对光照视呈

棕色半透明状。气微，味微甘 

阿胶珠 

06201442011232 
阿胶 马科 

本品呈类球形。表面棕黄色或灰白色，附有白色

粉末。体轻，质酥，易碎。断面中空或多孔状，

淡黄色至棕色。气微，味微甜 

蒲黄炒阿胶 

06201442011997 
阿胶 马科 

本品呈圆球形，质松泡，外表棕褐色，内部呈蜂

窝状。气微香，味微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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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子黄 

06201541011003 
鸡子黄 雉科 

本品完整者呈类圆形，直径 2.5～4cm。表面黄色

或棕黄色，细腻而稍有光泽，质松，手捻易碎，

断面黄色或棕黄色。气清香，微腥，味淡 

凤凰衣 

06201541021002 
凤凰衣 雉科 

本品呈卷缩纹折状的薄膜，破碎，边缘不整齐，

一面白色，无光泽，另一面淡黄色，微有光泽，

并附有棕色线状血。质松，略有韧性，易碎。微

有腥臭气，味淡 

鸡内金 

06201549011005 
鸡内金 雉科 

本品为不规则卷片，厚约 2mm。表面黄色、黄绿

色或黄褐色，薄而半透明，具明显的条状皱纹。

质脆，易碎，断面角质样，有光泽。气微腥，味

微苦 

炒鸡内金 

06201549011227 
鸡内金 雉科 

本品形如鸡内金，表面灰黄色至棕黄色，鼓起或

略鼓起，略具焦斑。质松脆，易碎，断面有光泽。

气香，味淡 

醋鸡内金 

06201549011326 
鸡内金 雉科 

本品形如鸡内金，表面黄褐色，微鼓起，略有醋

气 

金钱白花蛇 

06201612014001 

金 钱 白

花蛇 
眼镜蛇科 

本品呈圆盘状，盘径 3～6cm，蛇体直径 0.2～

0.4cm。头盘在中间，尾细，常纳口内，口腔内上

颌骨前端有毒沟牙 1 对，鼻间鳞 2 片，无颊鳞，

上下唇鳞通常各为 7 片。背部黑色或灰黑色，有

白色环纹 45～58 个，黑白相间，白环纹在背部宽

1～2 行鳞片，向腹面渐增宽，黑环纹宽 3～5 行鳞

片，背正中明显突起一条脊棱，脊鳞扩大呈六角

形，背鳞细密，通身 15 行，尾下鳞单行。气微腥，

味微咸 

蛤蟆油 

06201732011003 
蛤蟆油 蛙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弯曲、重叠，长 15～20mm，

厚 1．5～5mm。外表黄白色，显脂肪样光泽，带

灰白色薄膜状的干皮，手摸之有滑腻感，遇水膨

胀 10～15 倍。气特殊，味微甘，嚼之黏滑 

穿山甲 

06201823011004 
穿山甲 鲮鲤科 

本品呈扇面形、三角形、菱形或盾形的扁平片状

或半折合状，中间较厚，边缘较薄，大小不一，

长宽各为 0.7～5cm。外表面黑褐色或黄褐色，有

光泽，宽端有数十条排列整齐的纵纹及数条横线

纹；窄端光滑。内表面色较浅，中部有一条明显

突起的弓形横向棱线，其下方有数条与棱线相平

行的细纹。角质，半透明，坚韧而有弹性，不易

折断。气微腥，味淡 

炮山甲 

06201823011226 
穿山甲 鲮鲤科 全体膨胀呈卷曲状，黄色，质酥脆，易碎 

醋山甲 

06201823011325 
穿山甲 鲮鲤科 本品形同炮山甲。金黄色。有醋香气 



SZDB/Z 44-2011 

131 

饮片名(代码) 药材名 来源 性状鉴别要求 

海马 

06201912011007 
海马 海龙科 

本品呈扁长形而弯曲，长 15～30cm。黄白色、黄

褐色或黑褐色，有的体部可见 3 个黑斑，头略似

马头，有冠状突起，前方有 1 管状长吻，口小，

无牙，两眼深陷，躯干部七棱形，尾部四棱形，

卷曲，体上有瓦楞形的节纹和短棘，习称“马头、

蛇尾、瓦楞身”，有的头部及体、尾环节向的棘细

而尖。体轻，质坚。气微腥 

制海马 

06201912011243 
海马 海龙科 本品形如海马。表面黄色，质酥松 

海龙 

06201912021006 
海龙 海龙科 

刁海龙：体狭长侧扁，全长 30～50cm。表面黄白

色或灰褐色。头部具管状长吻，口小，无牙，两

眼圆而深陷，头部与体轴略呈钝角。躯干部宽

3cm，五棱形，尾部前方六棱形，后方渐细，四棱

形，尾端卷曲。背棱两侧各有 1 列灰黑色斑点状

色带。全体被以具花纹的骨环和细横纹，各骨环

内有突起粒状棘。胸鳍短宽，背鳍较长，有的不

明显，无尾鳍。骨质，坚硬。气微苦，味微咸 

拟海龙：体长平扁，躯干部略呈四棱形，全长 20～

22cm。表面灰黄色。头部常与体轴成一直线 

尖海龙：体细长，呈鞭状，全长 10～30cm，未去

皮膜。表面黄褐色。有的腹面可见育儿囊，有尾

鳍。质较脆弱，易撕裂 

海螵蛸 

06202031015006 
海螵蛸 乌贼科 

本品多为不规则形或类方形小块，类白色或微黄

色，味淡 

炒海螵蛸 

06202031015112 
海螵蛸 乌贼科 

本品形如海螵蛸。表面微黄色或焦黄色，偶见焦

斑 

桑螵蛸 

06202141011608 
桑螵蛸 螳螂科 

团螵蛸：略呈圆柱形或半圆形，由多层膜状薄片

叠成，长 2.5～4cm，宽 2～3cm。表面浅黄褐色，

上面带状隆起不明显，底面平坦或有凹沟。体轻，

质松而韧，横断面可见外层为海绵状，内层为许

多放射状排列的小室，室内各有一细小椭圆形卵，

深棕色，有光泽。气微腥，味淡或微咸 

长螵蛸：略呈长条形，一端较细，长 2.5～5cm，

宽 1～1.5cm。表面灰黄色，上面带状隆起明显，

带的两侧各有一条暗棕色浅沟和斜向纹理。质硬

而脆 

黑螵蛸：略呈平行四边形，长 2～4cm，宽 1.5～

2cm。表面灰褐色，上面带状隆起明显，两侧有斜

向纹理，近尾端微向上翘。质硬而韧 

盐桑螵蛸 

06202141011332 
桑螵蛸 螳螂科 

本品形如桑螵蛸。表面焦黄色，略有炒后焦斑。

味咸 

猪脊髓 

06202231011006 
猪脊髓 猪科 

本品为猪科动物猪的脊髓。呈长条状，乳白色，

质软，外面有一层膜。味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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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胆粉 

06202232017007 
猪胆粉 猪科 

本品为黄色或灰黄色粉末。气微腥，味苦，易吸

潮 

鹿角 

06202322013001 
鹿角 鹿科 

本品为圆形或椭圆形薄片。马鹿角直径 3～6cm，

梅花鹿角直径 2.5～5cm，断面外圈骨质，灰白色

或淡褐色，中部多呈灰褐色或青灰色，具蜂窝状

细孔。体轻、质脆。气微，味微咸 

鹿茸片 

06202322022003 
鹿茸 鹿科 

花鹿茸片：本品为类圆形或椭圆形薄片。外皮红

色或灰棕色，有的可具有残留的毛茸。切面平坦，

乳白色、淡黄棕色或红棕色，中央密布灰褐色细

孔。角尖部切片习称“腊片”、“血片”。切面乳白

色、浅黄棕色，半透明，微具光泽。中上部切片

习称“粉片”或“蛋黄片”，切面粉白色或黄白色，

中间有极小蜂窝状细孔。下部切片习称“芝麻片”

或“老角片”，切面灰白色或灰棕色，切面中间具

明显蜂窝状细孔。外皮无骨质或略具骨质。质坚

脆，气微腥，味微咸  

马鹿茸片：本品腊片、血片为圆形薄片。切面灰

褐色，中央米黄色，半透明，微显光泽。外皮较

厚无骨质，周边灰黑色，质坚韧，气微腥，味微

咸粉片、老片为圆形或类圆形厚片，切面灰黑色，

中央米黄色，具明显蜂窝状小孔。外皮较厚，无

骨质或略有骨质，周边灰黑色，质坚脆。气微腥，

味微咸 

鹿茸粉 

06202322027008 
鹿茸 鹿科 本品为米黄色或灰白色粉末，气微腥，味微咸 

麝香 

06202341011002 
麝香 鹿科 

本品呈颗粒状或粉末状。野生者质软，油润，疏

松；其中不规则圆球形或颗粒状者习称“当门子”，

表面多呈紫黑色，油润光亮，微有麻纹，断面深

棕色或黄棕色；粉末状者多呈棕褐色或黄棕色，

并有少量脱落的内层皮膜和细毛。饲养者呈颗料

状、短条形或不规则的团块；表面不平，紫黑色

或深棕色，显油性，微有光泽，并有少量毛和脱

落的内层皮膜。气香浓烈而特异，味微辣、微苦

带咸。本品不得检出动植物组织、矿物和其他掺

伪物，不得有霉变 

鹿角胶 

06202342011964 
鹿角胶 鹿科 

本品呈扁方形块。黄棕色或红棕色，半透明，有

的上部有黄白色泡沫层。质脆，易碎，断面光亮。

气微，味微甜 

鹿胶珠 

06202342011230 
鹿角胶 鹿科 

本品呈类圆形，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光滑，附

有蛤粉。质松泡而易碎。气微，味微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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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霜 

06202342011926 
鹿角霜 鹿科 

本品呈长圆柱形或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表

面灰白色，显粉性，常具纵棱，偶见灰色或灰棕

色斑点。体轻，质酥，断面外层较致密，白色或

灰白色，内层有蜂窝状小孔，灰褐色或灰黄色。

有吸湿性。气微，味淡，嚼之有粘牙感 

生斑蝥 

06202411011000 
斑蝥 芫青科 

本品为干燥虫体，略呈长圆形，背部具革质鞘翅 1

对，黑色，有三条黄色或棕黄色的横纹；鞘翅下

面有棕褐色薄膜状透明的内翅 2 片。胸腹部乌黑

色，胸部有足 3 对。有特殊臭气 

米斑蝥 

06202411011253 
斑蝥 芫青科 

南方大斑蝥：体型较大，头足翅偶有残留。色乌

黑发亮，头部去除后的断面不整齐，边缘黑色，

中心灰黄色。质脆易碎。有焦香气 

黄黑小斑蝥：体型较小 

青娘子 

06202411021009 
青娘子 芫青科 

本品虫体长圆形，长 1～2cm，宽 0.4～0.5cm。头

部略呈三角形，蓝紫色，有光泽，眼小，微突起。

鞘翅 1 对，呈亮绿色、蓝紫色或红紫色，具美丽

的光泽，覆盖于身体背面。膜翅 1 对，位于鞘翅

小面，淡棕色，有 4 条较明显的脉纹。胸部突起，

3 体节，有足 3 对，多已脱落。腹部 5 体节。气微

臭 

米炒青娘子 

06202411021252 
青娘子 芫青科 本品形如青娘子，炒后色泽加深，微具米香气 

蛤壳 

06202523017006 
蛤壳 帘蛤科 

本品为不规则碎片。碎片外面黄褐色或棕红色，

可见同心生长纹。内面白色。质坚硬，断面有层

纹。气微，味淡 

煅蛤壳 

06202523017518 
蛤壳 帘蛤科 

本品为不规则碎片或粗粉。灰白色，碎片外面有

时可见同心生长纹，质酥脆。断面有层纹 

守宫 

06202611011008 
守宫 壁虎科 

本品为干燥虫体，屈曲僵直，略扁平，头部近三

角形，口大，吻圆，舌肥厚，两颌密生细齿，颅

骨、眼眶显露；背部有暗灰色或灰白色相杂的斑

纹，密布珠形鳞片，无疣；四肢短，具 5 趾。除

第一趾外，均有钩爪，有蹼，趾下有吸盘。气微

腥，味咸 

蛤蚧 

06202612015005 
蛤蚧 壁虎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片状小块，表面灰黑色或银灰色，

有棕黄色的斑点及鳞甲脱落的痕迹。切面黄白色

或灰黄色。脊背骨及肋骨突起清晰。气腥，味微

咸 

酒蛤蚧 

06202612015319 
蛤蚧 壁虎科 本品形如蛤蚧块，微有酒香气，味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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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蚣 

06202711014008 
蜈蚣 蜈蚣科 

本品呈扁平长条形，长 9～15cm，宽 0.5～1cm。

由头部和躯干部组成，全体共 22 个环节。头部暗

红色或红褐色，略有光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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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背板为棕绿色或墨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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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一对步足尾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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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房 

06202849015007 
蜂房 胡蜂科 

本品呈圆盘状或不规则的扁块状，有的似莲房状，

大小不一。表面灰白色或灰褐色。腹面有多数整

齐的六角形房孔，孔径 3～4mm 或 6～8mm；背

面有 1 个或数个黑色短柄。体轻，质韧，略有弹

性。气微，味辛淡质酥脆或坚硬者不可供药用 

制蜂房 

06202849015113 
蜂房 胡蜂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黑褐色，质轻脆，味涩 

酒制蜂胶 

06202941011006 
蜂胶 蜜蜂科 

本品为团块状或不规则碎块，多数呈棕黄色、棕

褐色或灰褐色，具光泽。20℃以下性脆，30℃以

上逐渐变软，发黏性。气芳香，味苦，有辛辣感。

具酒气 

蜂蜜 

06202941021005 
蜂蜜 蜜蜂科 

本品为半透明、带光泽、浓稠的液体，白色至淡

黄色或橘黄色至黄褐色，放久或遇冷渐有白色颗

粒状结晶析出。气芳香，味极甜 

蜂蜡 

06202941031004 
蜂蜡 蜜蜂科 

本品为不规则团块，大小不一。呈黄色、淡黄棕

色或黄白色，不透明或微透明，表面光滑。体较

轻，蜡质，断面砂粒状，用手搓捏能软化。有蜂

蜜样香气，味微甘 

红娘子 

06203011011001 
红娘子 蝉科 

本品为去头、足、翅的干燥躯体，形似蝉而较小。

前胸背板前狭后宽，黑色；中胸背板黑色，左右

两侧各有 2 个大形斑块，呈朱红色；可见鞘翅残

痕。体轻，质脆。有特殊臭气味辛 

米炒红娘子 

06203011011254 
红娘子 蝉科 本品形如红娘子。炒后表面呈老黄色，臭气轻微 

蝉蜕 

06203021011008 
蝉蜕 蝉科 

本品略呈椭圆形而弯曲，长约 3.5cm，宽约 2cm。

表面黄棕色，半透明，有光泽。头部有丝状触角 1

对，多已断落，复眼突出。额部先端突出，口吻

发达，上唇宽短，下唇伸长成管状。胸部背面呈

十字形裂开，裂口向内卷曲，脊背两旁具小翅 2

对；腹面有足 3 对，被黄棕色细毛。腹部钝圆，

共 9 节。体轻，中空，易碎。气微，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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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蛇肉 

06203112011009 
蕲蛇 蝰科 

本品呈小段片状。呈黄白色，质较柔软，略有酒

气 

蕲蛇 

06203112014000 
蕲蛇 蝰科 

本品呈小段状。表面黑褐色或浅棕色，有鳞片痕。

近腹部灰白色。内面腹壁黄白色，可见脊椎骨或

肋骨。气腥，味微咸 

酒蕲蛇 

06203112014314 
蕲蛇 蝰科 本品为段状。棕褐色或黑色，略有酒气 

僵蚕 

06203211011009 
僵蚕 蚕蛾科 

本品略呈圆柱形，多弯曲皱缩。表面灰黄色，被

有白色粉霜。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棕黄色，

有光泽。气微腥。味微咸 

炒僵蚕 

06203211011214 
僵蚕 蚕蛾科 本品形如僵蚕，表面呈黄色，具麸香气 

姜僵蚕 

06203211011344 
僵蚕 蚕蛾科 

本品略呈圆柱形，多弯曲皱缩，长 2～5cm，直径

0.5～0.7cm。表面黄色或焦黄色。头部较圆，足 8

对，体节明显。质硬而脆，断面平坦，棕褐色至

棕黑色，具玻璃样光亮。气微腥，味微辣，微咸 

蚕砂 

06203241011000 
蚕砂 蚕蛾科 

本品为短圆柱形小颗粒状，长约 0.2cm，直径

0.1cm，表面灰黑色或灰棕色，粗糙，纵向有 6 条

明显的纵棱及 3～4 条横向浅纹。两端略平坦，六

角棱形，质坚而脆，遇湿易散碎，微有青草气 

蚕茧炭 

06203249011415 
蚕茧 蚕蛾科 

本品呈长椭圆形或中部稍溢缩，长 3～4cm，直径

1.7～2.1cm。表面焦黑色，质轻且脆，未经羽化的

蚕茧，内有黄棕色的蚕蛹 1 枚以及成蛹前蜕下的

淡棕色皱缩的蚕皮。气味均淡 

干蟾 

06203311011008 
干蟾 蟾蜍科 

本品呈矩圆形，扁平，结粗壮，长 7～10cm，宽

约 4cm。头略呈钝三角形。外皮粗糙，多疣状突

起，背部灰褐色，腹部黄白色，有明显的黑色斑

纹。四肢屈曲向外伸出，前肢较长，有指趾 4，指

长顺序为 3、1、4、2；后肢粗大，趾间蹼不发达。

除去内脏者呈扁片状，可见突起的中央脊椎。质

韧，不易折断。气腥臭，味咸而麻舌 

蟾皮 

06203321015003 
蟾皮 蟾蜍科 

本品呈扁平板状，厚约 0.5mm，头部略呈钝三角

形。四肢屈曲向外伸出。外表面粗糙，背部灰褐

色，布有大小不等的疣状突起，色较深；腹部黄

白色，疣点较细小。头部较平滑，耳后腺明显，

呈长卵圆形，八字状排列。内表面灰白色，与疣

点相对应处有同样大小的浅凹点。较完整者四肢

展平后，前肢趾间无蹼，有指趾 4，指长顺序为 3、

1、4、2；后肢长而粗壮，趾间有蹼，质韧，不易

折断。气微腥，味微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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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酥粉 

06203341017001 
蟾酥 蟾蜍科 

本品呈扁圆形团块状或片状。棕褐色或红棕色。

团块状者质坚，不易折断，断面棕褐色，角质状，

微有光泽；片状者质脆，易碎，断面红棕色，半

透明。气微腥，味初甜而后有持久的麻辣感，粉

末嗅之作嚏 

鳖甲 

06203423011002 
鳖甲 鳖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片。外表面黑褐色或墨绿色，

具细网状皱纹及灰黄色或灰白色斑点，中间有一

条纵棱，两侧各有对称的横凹纹，外皮脱落后，

可见锯齿状嵌接缝。内表面类白色，中部有突起

的脊椎骨，两侧各有对称肋骨伸出边缘。质坚硬。

气微腥，味淡 

醋鳖甲 

06203423011323 
鳖甲 鳖科 本品形如鳖甲。表面深黄色，质酥脆，略具醋气 

夜明砂 

06203541011007 
夜明砂 蝙蝠科 

本品呈长椭圆形颗粒状，两端略尖，长 0.5～

0.7cm，直径 0.2cm，表面粗糙，棕褐色或灰棕色。

破碎者呈小颗粒状或粉末状，常有麸皮状物和发

亮的小点，在放大镜下观察，可见昆虫头部、体

表及翅等碎块。质轻，味微苦辛 

鱼脑石 

06203631011009 
鱼脑石 石首鱼科 

大黄鱼脑石：本品长卵形，具三棱，长 1.5～2cm，

宽 0.8～1.8cm，中间宽，一端稍圆，另一端稍尖。

全体瓷白色。关节面较平坦，表面可见明显的圆

形节痕，一侧隆起，近尖端部有一斜的凹沟，并

有横突数个，下方可见细长纹理。质坚硬，不易

破碎。气微，味微涩 

小黄鱼脑石：本品较小，长 1～1.2cm，宽 5～7mm。

余同上 

鱼螵胶 

06203632011008 
鱼螵胶 石首鱼科 

本品为小方块状或不规则条状，黄白色或淡黄色，

半透明角质样，质坚韧，气微腥，味淡 

制鱼螵胶 

06203632011237 
鱼螵胶 石首鱼科 

本品形同鱼螵胶，表面膨胀发泡，黄色，质地疏

脆，气微香 

獭肝 

06203732011007 
獭肝 鼬科 

本品呈大小不一的团块，肝脏分 6 叶，每叶长 4～

6cm，直径 2～4cm，黑褐色，呈扁圆形，边缘较

薄。正面观左右两叶对称，另两叶较小，位于右

侧下方。各肝叶间为动脉血管，直径达 1cm。在

血管后方的上部，有 1 对橘瓣状的瘤状物，由 15～

20 个小瘤块紧密排列而成。质硬不易折断，断面

呈黑棕色，胶质状。有鱼腥气，味微咸 

炙狗骨 

06203831011311 
狗骨 犬科 

本品以四肢骨为佳，其他骨骼亦可供用。质坚实，

黄色或黄褐色，断面不平整，骨髓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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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狗鞭 

06203832011006 
黄狗鞭 犬科 

本品阴茎棒状，长 9～15cm，直径 1～2cm，表面

较光滑，黄棕色至棕褐色，具一条不规则的纵沟，

先端龟头色稍深，长 2～3cm，微隆起与后部界限

明显，剖开阴茎，内有阴茎骨一根，略呈扁长条

形，长约 10cm，腹面有一沟槽，端部圆钝尖，常

残连结缔组织。阴茎后端连结两只睾丸，睾丸呈

扁椭圆形，长 3～5cm，宽 2～3cm，表面干皱；

附睾紧密地附着于睾丸外侧面的背侧方，与一条

淡黄色输精管连结；全体淡棕色或棕褐色，质硬，

不易折断，气腥臭 

玳瑁 

06203923011007 
玳瑁 海龟科 

玳瑁粉为灰黄色粉末，气微腥，味淡玳瑁丝呈不

规则的细丝状，外表面淡黄棕色，光滑，内表面

有白色沟纹，切面角质，对光照视可见紧密透明

小点。质坚韧，不易折断。气微腥，味淡 

五灵脂 

06204041011009 
五灵脂 鼯鼠科 

本品为长椭圆形颗粒。表面黑棕色红棕色或灰棕

色 

炒五灵脂 

06204041011115 
五灵脂 鼯鼠科 

本品形如灵脂米或灵脂块，炒后色泽微黄，偶见

斑点，略具麸香气 

酒五灵脂 

06204041011313 
五灵脂 鼯鼠科 

本品形如灵脂米或灵脂块。炒后色泽加深，偶见

焦斑，略具酒香气 

醋五灵脂 

06204041011320 
五灵脂 鼯鼠科 

本品形如灵脂米或灵脂块。炒后表面色泽加深，

稍有光泽，内面黄褐色或棕褐色。质轻而松。略

有醋气 

紫梢花 

06204211011006 
紫梢花 

淡 水 海 绵

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或棒状，大小不一，中央常

附有水草或树枝。长约 3～10cm，直径 1～2.5cm。

表面灰白色或灰黄色，有多数小孔，呈海绵状。

体轻，质松泡，断面呈放射网状，网眼内有灰黄

色类圆形小颗粒（芽球），振摇易脱落。气无，味

淡 

鹅管石 

06204331011412 
鹅管石 树珊瑚科 

本品呈圆管状，有的稍弯曲，长3～5cm，直径0.4～

0.7cm，一端较粗，一端较细而尖。表面乳白色或

灰白色，有突起的节状横环纹及多数纵直细纹，

其间有细的横棱线交互成小方格状。质硬而脆，

可折断，断面有多数中隔，自中心呈放射状排列。

无臭，味微咸 

煅鹅管石 

06204331011009 
鹅管石 树珊瑚科 

本品表面灰白色或灰黄色，质酥松。气无，味微

咸 

珊瑚 

06204531011007 
珊瑚 矶花科 

日本红珊瑚呈断碎的树枝状或短棒状，长 1～

1.5cm，直径 2～6cm。表面红色而油润，部分呈

黄色，具瓷样光泽，并有明显的细密纵纵沟，有

的可见散在的小突起和小孔。质坚硬不易折断，

断面中心部多呈黄色，粗大者呈空心筒状，细小

者平坦无孔。气味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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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草茸 

06204641011003 
紫草茸 胶蚧科 

本品呈不规则的半圆柱状，长 1～7cm，宽 1～

1.5cm，表面红黄色或紫褐色，凹凸不平，有皱纹、

小虫眼及孔隙。附着于树枝处并凹入成沟，边缘

钝圆。质硬而脆，断面可见放射状排列的长圆形

虫窝，其内常见白色粉末或紫黑色虫之尸体。气

微，味微涩 

蝼蛄 

06204711011803 
蝼蛄 蝼蛄科 

非洲蝼蛄：虫体多断碎，完整者长 2～3.3cm，宽

4～10mm。头部呈茶棕色杂有黑棕色；复眼黑色

有光泽；翅膜质多破碎，足多碎落，后足胫节背

侧内缘有刺 3～4 根。腹部近纺锤形，有节，皱缩，

呈浅黄色。质软蝗碎有特异臭气 

    华北蝼蛄：体型稍大，长 3.9～4.5cm，体色

稍浅，腹部圆筒形，后足胫节背侧内缘有刺 1 根 

焙蝼蛄 

06204711011001 
蝼蛄 蝼蛄科 本品形如蝼蛄，表面焦黑色 

没食子 

06204811011000 
没食子 

没 食 子 蜂

科 

本品略呈球形，有短柄；直径 1～2.5cm，外表灰

色或灰褐色，有疣状突起。质坚厚，断面不平坦，

呈黄白色或淡黄色，有光泽。常见有幼蜂的尸体。

虫已飞出者，则中间有一孔道，与表面的小孔相

连，内部并遗有虫壳。无臭，味涩而苦 

虻虫 

06204911021114 
虻虫 虻科 

本品呈长椭圆形，长 1.5～2cm，宽 0.5～1cm。头

部黑褐色，复眼一对，大而凸出。胸部背面黑褐

色，呈壳状而有光泽，生有 1 对透明薄膜状翅，

翅长超过尾部，胸部腹面突出，黑棕色，具足 3

对；腹部棕黄色，具 6 个体节。质松而脆，易破

碎。气浓臭，味苦 

炒虻虫 

06204911011009 
虻虫 虻科 本品形如虻虫，表面黑褐色 

米炒虻虫 

06204711011254 
虻虫 虻科 本品形如虻虫，炒后表面色泽加深。略具米香气 

螃蟹壳 

06205023011000 
螃蟹壳 方蟹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片。表面杏黄色或浅黄色，内

表面为黄白色或浅黄白色，质坚硬。蟹爪呈扁圆

形，多弯曲，顶端渐尖，下侧部有多数小刺。表

面黄白色，有夹一对，呈红黄色，质坚硬，易折

断。气微腥，味咸 

蛴螬 

06205111011004 
蛴螬 金龟子科 

本品呈长圆柱形或弯曲成扁肾形，长约 2cm，宽

1～1.2cm。棕黄色、棕褐色或黄白色。全体有环

节，头部小，棕褐色，体壳较硬而脆，体内呈空

泡状，气微臭 

炒蛴螬 

06205111011110 
蛴螬 金龟子科 本品多呈不规则碎片。表面棕褐色至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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蜣螂 

06205111021003 
蜣螂 金龟子科 

本品虫体呈黑褐色，长 3～4cm，宽 1.8～3cm，雄

虫较雌虫稍大。雄虫头部前方呈扇面形，中央具

角突 1 支，其基部大，向上收尖。前胸背板呈宽

半月形，表面有鱼鳞状皱纹，顶部有横形隆脊，

两侧各有角突 1 枚。后胸约占体长 1/2，为翅覆盖。

雌者头部中央及前胸背板横形隆脊的两侧无角状

突。前翅革质，黑褐色，有 7 条纵向平行的纹理；

后翅膜质，黄色或黄棕色。足 3 对。质松脆，有

臭气 

紫贝齿 

06205223011510 
紫贝齿 宝贝科 

本品为碎末状。具蓝褐色、灰白色、褐色、白色

等多种色彩及斑点线纹（因品种不同）。质坚硬，

有光泽。气微，味淡 

煅紫贝齿 

06205223011008 
紫贝齿 宝贝科 

本品为碎块或粉末状。紫棕色或灰褐色。质松脆，

无光泽。气微，味微咸 

蟋蟀 

06205311011002 
蟋蟀科 蟋蟀科 

本品全体呈长圆形，黑色，长 1.5～2.2cm，宽约

5mm。头略呈三角形；复眼 1 对，椭圆形，长径

1mm，触角 1 对多脱落。前胸背板略呈长方形，

中后胸被翅所遮盖，后胸末端有尾毛 1 对，长 1～

3mm。雌虫在尾毛之间有一产卵管，长约 1cm。

胸足 3 对，多脱落。气臭，味咸 

象皮 

06205421011008 
象皮 象科 

本品为不规则的薄片，切面灰白色或黄棕色，半

透明，周边浅灰黑色，密布细小颗粒突起。质坚

硬，气微腥 

制象皮 

06205421011244 
象皮 象科 

本品呈卷曲片状，黄褐色，体鼓胀，质酥脆，气

香 

象牙 

06205449011004 
象牙 象科 

本品多呈碎屑状，形状极不规则。表面浅赤色或

黄色，并有纵行的浅沟纹。内为银白色。片块状

者，纵剖面有纵横交叉的波纹，横断面可见同心

轮纹。质坚而脆。无臭，无味 

象牙丝 

06205449027005 
象牙丝 象科 

本品多呈丝状。表面浅赤色或黄色，并有纵行的

浅沟纹。内为银白色。质坚而脆。无臭，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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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蚂蚁 

06205511011000 
黑蚂蚁 蚁科 

工蚁体长约 1mm。体漆黑色，平滑有光泽。头圆

三角形，复眼 1 对，椭圆形；单眼 3 个，品字排

列。触角 1 对，屈膝状，共 12 节，柄节最长。口

器发达；咀嚼式。前胸背板甚发达，中胸背板较

小。无翅。足 3 对，发育相等。胸部和腹部相接

处缩小呈细柄状，并具有向上的鳞片 1 枚；腹部 5

节。上颚、触角、足为褚褐色；头胸、足及每腹

节的后缘有褐色硬毛，腹节后缘的毛较密，其余

的较稀 

兵蚁与工蚁相似 

雌蚁形大。雄蚁较雌蚁略小，均有翅，其触角细

长，不呈屈膝状。幼虫头胸部细小，腹部较宽，

体黄白色，无足；蛹白色。常群体生活，常筑巢

于地下 

红蚂蚁 

06205511021009 
红蚂蚁 蚁科 

工蚁体长 3.2mm 左右，橙红至暗红色。腹部、触

角柄节、各足腿节褐色。体上直立毛简单，不形

成三叉。头部(不包括上颚)长稍大于宽，近四方形，

头顶及两侧具纵条纹，其间有短横纹。复眼小，

卵圆形，黑色，位于头侧的中部，无单眼。触角

12 节，其上着生密毛，棒节 3 节，第一、二棒节

等长，第三棒节为第二棒节的 2 倍，具触角沟。

唇基具纵条纹，其后缘延伸于触角基部之间，中

央具单纵脊。上颚具纵条纹，咀嚼缘具 6 齿，端

部 2 齿较大，下颚须 4 节。胸部约与头(包括上颚)

长相等，前胸前端较宽，前侧角显著，前、中、

后胸背板具网状脊纹，前中胸背板沟不明显，中、

后胸背板沟上方明显，两旁凹进，后胸背板狭而

短，并胸腹节背面中部和后缘两侧具粗刺 2 对，

位于中部者较长，中央具点刻。各足胫节上有一

简单的距。腹部椭圆形，光滑，外露 4 节。腹柄

具 2 结节，第一结节长大于宽，前端有柄，第二

结节呈横卵圆形，宽稍大于长，比第一结节宽 

金沙牛 

06205611011009 
金沙牛 蚁蛉科 

本品谷粒状，长 7～15mm，全体呈黄褐色，有黑

褐色斑点；头部较扁大，口器发达，上颚 1 对，

扁长内弯如钳螫状；胸部大，腹部有环节 10 个，

胸、腹部膨胀或微胀，两侧有短毛，末端有刺；

足 3 对，中足最长，在采收加工炒制时多已脱落。

体轻，质松脆。气微腥，味微咸 

刺猬皮 

06205721016000 
刺猬皮 刺猬科 

本品为密生硬刺的小块。硬刺长 1.5～2cm，坚硬

如针，表面黄白色或灰白色，尖端均呈白色，皮

的周边均为白色软毛。内皮灰棕色，有突起，为

硬刺的基部。留有筋肉残痕。具特殊腥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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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虫 

06205911011006 
五谷虫 丽蝇科 

本品为干燥虫体，扁圆柱形，头部较尖，长 1～

1.5cm，宽 2～3mm。黄白色，有的略透明。质松

脆易碎，断面多空泡 

鼠妇虫 

06205811011007 
鼠妇虫 潮虫科 

本品呈长椭圆形而稍扁，多屈曲成半圆形，长约

0.7cm，宽约 0.6cm。背隆起，平滑，腹向内陷，

全长约 1cm。表面稍有光泽，土色乃至暗赤色，

局部淡黄色，由许多近于平行的环节构成；头部

呈长方形，有眼一对，触角一对，触角多已脱落。

胸节 7，各具同形足一对，由前向后逐渐变长。腹

部较短，呈宽圆形，分 5 节，最末节基部较宽，

至后部渐狭小。质脆易碎。气腥臭 

鲤鱼 

06206011011002 
鲤鱼 鲤科 

本品体长而侧扁，背部在背脊前稍隆起，呈弧形，

腹部圆，成鱼大者长达 90cm。头中等，吻钝，唇

厚，眼略下。口下位，闭合时呈马蹄形，有口须 2

对，第 1 对在上颌侧面，第 2 对在口角。鳃盖上

有放射性纹。鳞大，圆形，紧着于皮肤，呈覆瓦

状排列；尾鳍分叉。体色随环境而有不同，一般

背部深褐，腹部灰白，两侧有金色反光。雄鱼尾

鳍和臀鳍橙黄色 

珍珠母 

06299923017002 
珍珠母 多来源 

本品为不规则碎块状或粉末状。乳白色、白色或

灰白色，具美丽光泽及云片状纹理。质硬而重。

气微，味淡 

煅珍珠母 

06299923017514 
珍珠母 多来源 

本品为不规则薄片状或粉末状。青灰色微显光泽。

质酥脆易碎，气微，味微咸 

海狗肾 

06299932011008 
海狗肾 多来源 

本品阴茎呈长圆形，先端较细，长约 18cm，有不

规则的纵沟及凹槽，并有纵筋 1 条。外表黄棕色

或黄色，杂有褐色斑块。基部附有睾丸两枚，长

圆形，外表光滑，黄褐色，其上各有 1 条输筋管

与阴茎末端相连，阴茎与睾丸间常有残存的肌肉。

质坚硬，不易折断。有腥臭气 

制海狗肾 

06299932011244 
海狗肾 多来源 

本品形如海狗肾，表面焦黄色，鼓起；质酥脆，

微具炒香气 

珍珠 

06299941011006 
珍珠 多来源 

本品呈类球形、长圆形、卵圆形或棒形，直径 1.5～

8mm。表面类白色、浅粉红色、浅黄绿色或浅蓝

色，半透明，光滑或微有凹凸，具特有的彩色光

泽。质坚硬，破碎面显层纹。气微，味淡 

珍珠粉 

06299941017855 
珍珠 多来源 

本品为类白色细粉状。细粉中无珍珠光点，手捻

细腻无沙粒感。气微，味淡  

人工牛黄 

06299998011004 

人 工 牛

黄 
多来源 本品为黄色疏松粉末。味苦，微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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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盐 

06300111011006 
大青盐 

卤 化 物 类

石 盐 族 湖

盐结晶体 

本品为立方体、八面体或菱形的结晶，有的为歪

晶，直径 0.5～1.5cm。白色或灰白色，半透明，

具玻璃样光泽。质硬，易砸碎，断面光亮。气微，

味咸、微涩苦 

玄精石 

06300211011005 
玄精石 石膏矿石 

钙芒硝质玄精石：本品呈粒状、板状、龟背状或

粒块状，长 1～2cm，宽 0.5～1cm，厚 0.1～0.3cm。

青白色、青灰色或夹有黄白色，半透明，有蜡样

光泽。质硬而脆，易砸碎。久置于空气中易风化

成粉末状，形似芒硝。味咸 

石膏质玄精石：本品呈椭圆形、菱形或不规则的

片状，四周薄而中间微隆起，形似龟背状。长 0.5～

2cm，宽 0.7～1cm，厚 0.2～0.4cm。表面灰白色、

灰绿色或略带浅灰棕色，有的中间显黑色。透明

或半透明。质硬而脆，掰之可裂开呈长条状碎片，

断面有玻璃样光泽。略带土腥味，味微咸  

石膏 

06300211017007 
石膏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硬 石

膏族 

本品常粉碎成粗粉，为白色至灰白色粉末，手捻

之，略有粗颗粒样感，有的可见半透明小块片；

以火烧之，火焰呈淡红黄色，随即熔融成白色磁

状的小球 

蜜炙石膏 

06300211017359 
石膏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硬 石

膏族 

本品形如石膏, 淡棕色，略有滋润感，味微甜 

煅石膏 

06300211017519 
石膏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硬 石

膏族 

本品为白色的粉末或酥松块状物，表面透出微红

色的光泽，不透明。体较轻，质软，易碎，捏之

成粉。气微，味淡 

胆矾 

06300311021003 
胆矾 硫酸盐类 

本品成不规则的块状结晶体，大小不一。深蓝色

或淡蓝色，微带浅绿色。晶体具玻璃样光泽，半

透明至透明，在空气中易缓缓风化而现白色。质

脆，易碎，碎块呈棱柱状。条痕无色或带浅蓝，

断口贝壳状。气微，味酸涩 

白矾 

06300311011004 
白矾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矾 石

经 加 工 提

炼制成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或粒状。无色或淡黄白色，

透明或半透明。表面略平滑或凹凸不平，具细密

纵棱，有玻璃样光泽。质硬而脆。气微，味酸、

微甘而极涩 

枯矾 

06300311011516 
白矾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矾 石

经 加 工 提

炼制成 

本品为蜂窝状团块或细粉，表面白色，具光泽，

质地疏脆而轻松 

芒硝 

06300411011003 
芒硝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芒 硝

族 

本品为棱柱状、长方形或不规则块状及粒状。无

色透明或类白色半透明。质脆，易碎，断面呈玻

璃样光泽。气微，味咸 



SZDB/Z 44-2011 

143 

饮片名(代码) 药材名 来源 性状鉴别要求 

玄明粉 

06300411021002 
玄明粉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芒 硝

族 

本品为白色粉末。气微，味咸。有引湿性 

水银 

06300501021004 
水银 辰砂矿 

本品在常温下为质重液体。银白色；不透明；具

金属光泽。易流动或分裂成小球。遇热易挥发，

357℃成气体，在-38.87℃时凝固成锡样固体。不

溶于水、乙醇、盐酸；能溶于硝酸、热硫酸中，

形成汞盐。无臭 

朱砂粉 

06300511017851 
朱砂 

硫 化 物 类

矿 物 辰 砂

族 

本品为朱红色极细粉末，体轻，以手指撮之无粒

状物，以磁铁吸之，无铁末。气微，味淡 

自然铜 

06300611017003 
自然铜 

硫 化 物 类

矿 物 黄 铁

矿族 

本品晶形多为立方体，集合体呈致密块状。表面

亮淡黄色，有金属光泽；有的黄棕色或棕褐色，

无金属光泽。具条纹，条痕绿黑色或棕红色。体

重，质坚硬或稍脆，易砸碎，断面黄白色，有金

属光泽；或断面棕褐色，可见银白色亮星 

煅自然铜 

06300611017522 
自然铜 

硫 化 物 类

矿 物 黄 铁

矿族 

本品多为粉末状。灰黑色或黑褐色，质地酥脆，

无金属光泽。微具醋气或无。未煅透者常混有具

黄铜样光泽的小颗粒 

红粉 

06300711017002 
红粉 红氧化汞 

本品为橙红色片状或粉状结晶，片状的一面光滑

略具光泽，另一面较粗糙。粉末橙色。质硬，性

脆；无臭；遇光颜色逐渐变深 

白石脂 

06300811011009 
白石脂 

硅 酸 盐 的

白陶土 

本品为不规则块状。粉白色或类白色，有的带有

浅红色或很浅黄色斑纹或条纹；条痕白色。体较

轻，质软，用指甲可刻划成痕。断面土状光泽。

吸水力强，舐之粘舌，嚼之无沙粒感；具土腥气，

味微 

醋白石脂 

06300811011320 
白石脂 

硅 酸 盐 的

白陶土 
本品形如白石脂，表面颜色加深，微有醋气 

金精石 

06300811021008 
金精石 硅酸盐类 

本品为不规则的片状，呈金黄色、暗棕褐色至墨

绿色。体较轻，断面呈层状，略具光泽。无臭，

味淡 

煅金精石 

06300811021510 
金精石 

硅 酸 盐 类

矿物 
本品体轻质疏松，表面有黄色无光的斑点 

赤石脂 

06300811017001 
赤石脂 

硅 酸 盐 类

矿 物 多 水

高岭石族 

本品为块状集合体，呈不规则的块状。粉红色、

红色至紫红色，或有红白相间的花纹。质软，易

碎，断面有的具蜡样光泽。吸水性强。具黏土气，

味淡，嚼之无沙粒感 

煅赤石脂 

06300811017513 
赤石脂 

硅 酸 盐 类

矿 物 多 水

高岭石族 

本品为淡粉红色至淡紫红色粉末，质细腻如脂。

吸水性强。口尝之，黏舌，有粘土气，无沙砾感。

味淡。火烧之，呈浅灰色，放冷即恢复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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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英 

06300811027000 
白石英 

硅 酸 盐 类

矿 物 多 水

高岭石族 

本品为不规则碎粒或粗末状，具棱角。白色或乳

白色。表面不平坦，具玻璃样或脂肪样光泽，质

极坚，体重。无臭，无味 

醋白石英 

06300811027321 
白石英 

硅 酸 盐 类

矿 物 多 水

高岭石族 

本品为粗末或细粉状，黄白色至灰白色，质重，

略具醋气 

阳起石 

06300811031007 
阳起石 硅酸盐类 

本品为不规则柱状或碎块状，大小不一。灰白色

至青灰色，或形成乳白色与青灰色相间的条纹，

有时带黄棕色，条痕白色。具绢丝样光泽。体重，

质松脆，断面不整齐，易纵向裂开或成针束状。

粘在皮肤上发痒，且不易除去。粉末细锯末灰样，

灰黄白色，松软，对光观察，可见片状闪光物。

手捻之，有润滑感。气无，味 

醋阳起石 

06300811031328 
阳起石 

硅 酸 盐 类

矿物 
本品形如阳起石，表面灰褐色，具醋气 

煅阳起石 

06300811031519 
阳起石 

硅 酸 盐 类

矿物 

本品形状与色泽无变化或为青灰色粉末。纤维无

明显分离。质较酥，用手可捻碎。纤维有光滑感。

气无，味淡 

阴起石 

06300812031006 
阴起石 硅酸盐类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全体银白色而

微绿。具光泽，表面光滑而不平坦，断面显层状

纹。质软而疏松，易碎，用手可捻成薄鳞片状或

纤维状。粉末附于手上有光滑感，且不易掉落。

以火烧之不变红，而易传热。气微，味淡 

酒阴起石 

06300812031310 
阴起石 

短 纤 维 的

石 棉 类 矿

石 

本品形如阴起石，表面灰褐色，微具酒气 

花蕊石 

06300911017000 
花蕊石 变质岩类 

本品为粒状和致密块状的集合体，呈不规则的块

状，具棱角，而不锋利。白色或浅灰白色，其中

夹有点状或条状的蛇纹石，呈浅绿色或淡黄色，

习称“彩晕”，对光观察有闪星状光泽。体重，质

硬，不易破碎。气微，味淡 

煅花蕊石 

06300911017512 
花蕊石 变质岩类 本品形如花蕊石，表面黄褐色，质地较酥脆 

金礞石 

06300911021007 
金礞石 变质岩类 

本品为鳞片状集合体。呈不规则块状或碎片，碎

片直径 0.1～0.8cm；块状者直径 2～l0cm，厚 0.6～

1.5cm，无明显棱角。棕黄色或黄褐色，带有金黄

色或银白色光泽。质脆，用手捻之，易碎成金黄

色闪光小片。具滑腻感。气微，味淡 

煅金礞石 

06300911021519 
金礞石 变质岩类 

本品为黄褐色粉末，闪金星更明显。手触之，有

滑腻感。无臭，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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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礞石 

06300911035004 
青礞石 变质岩类 

黑云母片岩：主为鳞片状或片状集合体。呈不规

则扁块状或长斜块状，无明显棱角。褐黑色或绿

黑色，具玻璃样光泽。质软，易碎，断面呈较明

显的层片状。碎粉主为绿黑色鳞片（黑云母），有

似星点样的闪光。气微，味淡 

绿泥石化云母碳酸盐片岩：为鳞片状或粒状集合

体。呈灰色或绿灰色，夹有银色或淡黄色鳞片，

具光泽。质松，易碎，粉末为灰绿色鳞片（绿泥

石化云母片）和颗粒（主为碳酸盐），片状者具星

点样闪光。遇稀盐酸产生气泡，加热后泡沸激烈。

气微，味淡 

煅青礞石 

06300911035516 
青礞石 变质岩类 

本品粉末状，青黄色，质柔软，无光泽。气无，

味淡 

皂矾（绿矾） 

06301011017006 

皂矾（绿

矾）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水 绿

矾 

本品为不规则碎块。浅绿色或黄绿色，半透明，

具光泽，表面不平坦。质硬脆，断面具玻璃样光

泽。有铁锈气，味先涩后微甜 

煅皂矾 

06301011017518 

皂矾（绿

矾） 

硫 酸 盐 类

矿 物 水 绿

矾 

本品为绛紫色粉末，味涩 

寒水石 

06301111015001 
寒水石 

硫 酸 盐 类

石膏族 

方解石：本品多为规则的块状结晶，表面平滑，

有玻璃样光泽，白色或黄白色，透明或不透明。

质坚硬而脆，敲击时多呈小块斜方体碎裂。断面

平坦，粉末灰白色，口尝或手指揉搓，砂砾感突

出。气微，味淡 

红石膏：本品呈不规则的扁平块状，半透明，纵

断面呈纤维状纹理。表面粉红色，质硬脆，略带

泥土气，味淡稍咸，嚼之显粉性 

炉甘石 

06301111017005 
炉甘石 

碳 酸 盐 类

矿 石 方 解

石族 

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灰白色或淡红色，表面粉

性，无光泽，凹凸不平，多孔，似蜂窝状。体轻，

易碎。气微，味微涩 

煅炉甘石 

06301111017944 
炉甘石 

碳 酸 盐 类

矿 石 方 解

石族 

本品呈白色、淡黄色或粉红色的粉末；体轻，质

松软而细腻光滑。气微，味微涩 

制炉甘石 

06301111017999 
炉甘石 

碳 酸 盐 类

矿 石 方 解

石族 

黄连水制炉甘石：本品为黄色粉末，质轻松，味

苦 

三黄汤制炉甘石：本品为深黄色细粉，质轻松，

味苦 

轻粉 

06301211017004 
轻粉 氯化亚汞 

本品为白色有光泽的鳞片状或雪花状结晶，或结

晶性粉末。遇光颜色缓缓变暗。气微，几无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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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降丹 

06301211021001 
白降丹 

氯 化 汞 和

氯 化 亚 汞

的 混 合 结

晶 

本品为针状结晶聚合而成的块状物，白色或微黄

色。一面平滑而光亮，有时微带淡玫瑰紫色；另

一面以及折断面均呈明显的针状结晶，微有光泽。

不透明。质重，易碎。气无，味辣，并有持久金

属味。粉末为白色针状结晶 

红升丹 

06301211031000 
红升丹 

为水银、火

硝、白矾、

朱 砂 、 雄

黄、皂矾制

炼 而 成 的

红色 

氧化汞 

本品为橘红色的结晶体粉末或块状。质重，无臭，

微带金属性涩味。遇强光及热能逐渐析出水银而

变成黑色，成为剧毒品 

钟乳石 

06301311025008 
钟乳石 

碳 酸 盐 类

矿 物 方 解

石 

本品为不规则块状。表面白色、灰白色或棕黄色，

粗糙，凹凸不平。体重，质硬，断面较平整，白

色至浅灰白色，对光观察具闪星状的亮光，近中

心常有一圆孔，圆孔周围有多数浅橙黄色同心环

层。气微，味微咸 

煅钟乳石 

06301311027514 
钟乳石 

碳 酸 盐 类

矿 物 方 解

石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质地酥脆，光泽消失 

禹余粮 

06301411011000 
禹余粮 

氢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褐

铁矿 

本品为不规则小块。表面红棕色、灰棕色或浅棕

色，多凹凸不平或附有黄色粉末。断面多显深棕

色与淡棕色或浅黄色间的层纹，各层硬度不同，

质松部分指甲可划动。体重，质硬。气微，味淡，

嚼之无砂粒感 

煅禹余粮 

06301411017323 
禹余粮 

氢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褐

铁矿 

本品为灰黄色至灰棕色粉末，质地细腻。气微，

味淡 

醋禹余粮 

06301411017521 
禹余粮 

氢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褐

铁矿 

本品为黄褐色至深褐色粉末，质地细腻。略具醋

气 

蛇含石 

06301411021009 
蛇含石 

氧 化 物 矿

物类 

本品为不规则的圆形或块状。黄棕色或深棕色，

表面粗糙，凹凸不平。质坚硬，断面黄白色，有

金属光泽，边缘呈现暗棕色或深黄棕色，最外层

则为黄棕色，粉质。气微，味淡 

煅蛇含石 

06301411021511 
蛇含石 

氧 化 物 矿

物类 

本品常为颗粒与粉末的混合体。深黄棕色至暗棕

褐色，质松脆，无光泽。细粉手捻偶见白色亮星

点，系煅制不完全之故。口尝有砂砾感。气微，

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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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石（红砒、白砒） 

06301501021001 
砒石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砷 华

的矿石 

白砒：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白色或

无色，透明或不透明，光泽玻璃样、绢丝样或无

光泽。质脆，易砸碎，断面凹凸不平或呈层状纤

维样。气无。本品极毒，不能口尝 

红砒：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粉红色，

有黄色和红色彩晕，略透明或不透明。其余同白

砒 

砒霜 

06301501031000 
砒霜 

砒 石 经 升

华 所 得 到

的精制品 

本品为白色粉末，无臭，能溶于水、乙醇、酸类

及碱类。加热则升散而发蒜臭 

硫黄 

06301511017001 
硫黄 

自 然 元 素

类   矿物

硫族 

本品呈不规则块状。黄色或略呈绿黄色。表面不

平坦，呈脂肪光泽，常有多数小孔。用手握紧置

于耳旁，可闻轻微的爆裂声。体轻，质松，易碎，

断面常呈针状结晶形。有特异的臭气，味淡 

制硫黄 

06301511017797 
硫黄 

自 然 元 素

类 矿 物 硫

族 

本品为球状、半球状及不规则块片的集合体。表

面黄色或略带淡绿，常附有黄色粉末。折断面有

的微具光泽。臭气不明显 

雄黄粉 

06301611017857 
雄黄 

自 然 元 素

类 矿 物 硫

族 

本品为粉末状或粉末集合体，质松脆，手捏即成

粉，橙黄色，无光泽。味淡，微有特异的臭气 

紫石英 

06301711017009 
紫石英 

氟 化 物 类

矿 物 莹 石

族 

本品为不规则碎块。紫色或绿色，半透明至透明，

有玻璃样光泽。气微，味淡 

煅紫石英 

06301711017528 
紫石英 

氟 化 物 类

矿 物 莹 石

族 

本品为不规则碎块或粉末。表面黄白色、棕色或

紫色，无光泽。质酥脆。有醋香气，味淡 

滑石 

06301811017008 
滑石 

硅 酸 盐 类

矿 物 滑 石

族 

本品多为块状集合体。呈不规则的块状。白色、

黄白色或淡蓝灰色，有蜡样光泽。质软，细腻，

手摸有滑润感，无吸湿性，置水中不崩散。气微，

味淡 

滑石粉 

06301811017855 
滑石粉 

硅 酸 盐 类

矿 物 滑 石

族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微细、无砂性的粉末，手

摸有滑腻感。气微，无味 

磁石 

06301911017007 
磁石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尖 晶

石族 

本品为不规则的碎块。灰黑色或褐色，条痕黑色，

具金属光泽。质坚硬。具磁性。有土腥气，味淡 

煅磁石 

06301911017526 
磁石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尖 晶

石族 

本品为深灰黑色至黑色粉末，略具醋气取本品粉

末少许投入冷水中，水面即漂浮黑色浮沫，经久

不散不沉。水液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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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石 

06302011027002 
赭石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刚 玉

族 

本品多呈不规则的扁平块状。暗棕红色或灰黑色，

条痕樱红色或红棕色，有的有金属光泽。一面多

有圆形的突起，习称“钉头”，另一面与突起相对

应处有同样大小的凹窝。体重，质硬，砸碎后断

面显层叠状。气微，味淡 

煅赭石 

06302011027514 
赭石 

氧 化 物 类

矿 物 刚 玉

族 

本品为暗红棕色粉末。略具醋气或无。手捻之，

易沾手，清水不易洗去。火烧之，表面呈黑褐色，

放冷恢复本色 

琥珀 

06302111041007 
琥珀 化石 

琥珀：为不规则块状、颗粒状或多角形，大小不

一。表面血红色、淡黄色至淡棕色或深棕色。透

明至半透明，树脂样光泽。体较轻，质硬而脆，

断面平滑，具玻璃样光泽。摩擦之，显电气性，

能吸引灯心草或薄纸片。稍有松脂气，味淡，嚼

之无砂石感。细粉末淡棕黄色，杂于其中的稍粗

颗粒呈黄棕色或红棕色 

煤珀：为不规则多角形块状或颗粒状。淡黄色、

红棕色或黑褐色。有光泽，质坚硬，不易碎。断

面有玻璃样光泽。有煤油气，味淡 

龙骨 

06302111015008 
龙骨 

古 代 哺 乳

动 物 如 三

趾 马 、 犀

类、象类、

牛类、鹿类

等 的 骨 骼

化 石 或 象

类 门 齿 的

化石 

龙骨：本品呈骨骼状或已破碎呈不规则的块状，

大小不一。表面白色、灰白色或浅棕色，多较光

滑，有的具纹理与裂隙，或具棕色条纹和斑点。

质硬，断面不平坦，色白，细腻如粉质，关节处

有多数蜂窝状小孔。吸湿型强，无臭，无味。但

一般以五花龙骨为优 

五花龙骨：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状、圆柱状或破开

的圆柱状，大小不一。全体呈淡灰白色或淡黄白

色，夹有蓝灰色及红棕色的花纹，深浅粗细不一。

表面平滑，时有小裂隙。断面多粗糙，质硬而脆，

易片片剥落而散碎。吸湿性强，以舌舐之有吸力。

无臭，无味 

煅龙骨 

06302111015510 
龙骨 

古 代 哺 乳

动 物 如 三

趾 马 、 犀

类、象类、

牛类、鹿类

等 的 骨 骼

化 石 或 象

类 门 齿 的

化石 

本品呈不规则小碎块或粗粉。黄白色、灰白色至

浅棕色。质酥脆易碎。具吸湿性，有黏舌感。气

微或略具醋气，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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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齿 

06302111025007 
龙齿 

古 代 哺 乳

动 物 如 三

趾 马 、 象

类、犀类、

牛类、鹿类

等 的 牙 齿

化石 

 本品为齿状或不规则的碎块。表面为青灰色或暗

棕色者(青龙齿)；为白色或黄白色者(白龙齿)，光

滑或粗糙。有的表面呈有光泽的釉质层(年限浅)。

质坚硬，断面粗糙，具吸舌性。气无，味淡 

煅龙齿 

06302111025519 
龙齿 

古 代 哺 乳

动 物 如 三

趾 马 、 象

类、犀类、

牛类、鹿类

等 的 牙 齿

化石 

本品多为粗颗粒与粉末的集合体。表面灰白色至

白色。质多疏松，无光泽。少数未煅透顶粗颗粒

质坚硬，吸湿性强。气无，味淡 

石燕 

06302111035006 
石燕 

石 燕 科 动

物 中 华 弓

石 燕 或 弓

石 燕 的 化

石 

本品为不规则碎块。表面青灰色至土棕色，具银

杏叶般的纹理。质较重而硬，可打碎，气微，味

淡 

醋石燕 

06302111035327 
石燕 

石 燕 科 动

物 中 华 弓

石 燕 或 弓

石 燕 的 化

石 

本品为灰褐色细粉，质酥松，具醋气 

煅石燕 

06302111035518 
石燕 

石 燕 科 动

物 中 华 弓

石 燕 或 弓

石 燕 的 化

石 

本品为青灰色至灰棕色细粉，外表性状无明显变

化。气微，味淡 

石蟹 

06302111045005 
石蟹 

弓 蟹 科 石

蟹 及 其 近

缘 动 物 的

化石 

本品全形似蟹，但多残缺不全或成碎块，较完整

者宽 5～7cm，厚 2cm，甲壳痕迹明显，略呈钝四

棱状、角棱圆而无棘齿，青灰色或灰白色，螯及

步脚多不完整。质坚硬，断面灰棕色，石质。无

臭，味微咸 

醋石蟹 

06302111045326 
石蟹 

弓 蟹 科 石

蟹 及 其 近

缘 动 物 的

化石 

本品形如石蟹，表面灰褐色，微具醋气 

硼砂 

06302211011009 
硼砂 

硼 酸 盐 类

硼砂族 

本品为不规则块状，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有

玻璃样光泽。质较重，易破碎，体重，气无，味

甜略带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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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海石 

06302311011008 
浮海石 

胞 孔 科 动

物 脊 突 苔

虫 的 干 燥

骨骼 

本品的骨骼呈珊瑚样不规则块状，略作扁平形或

长圆形。大小不一，直径 2～5cm。灰白色或灰黄

色。基部略平坦，另一面多突起，作叉状分枝，

中部交织如网状。叉状小枝长 3～5mm，直径约

2mm，先端多折断，少数完整者呈钝圆形，质硬

而脆，表面与断面均密具细孔。体轻，入水不沉。

气味腥，味微咸 

伏龙肝 

06302411011007 

灶 心 黄

土 
土块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全体红褐色，

表面有刀削痕。质较硬，但易砸碎，并有粉末脱

落，断面细软，色稍深，常有蜂窝状小孔。具烟

熏气，味淡 

生铁落 

06302511011006 
生铁落 铁屑 

本品为不规则形的小片或碎粒，大小不一，大者

长约 1cm。暗青灰色，表面平坦或粗糙，具金属

光泽。体重，质坚脆。气微 

云母石 

06302611011005 
云母石 

单 斜 晶 系

矿物 

本品为不规则的片状，数层至数十层叠合在一起，

大小不一，无色透明或白色，具珍珠样或玻璃样

光泽。质韧，可层层剥离成薄片，薄片光滑透明，

有弹性。微有土腥气，味淡 

针砂 

06302711017006 
针砂 钢的铁屑 

本品为黑色或灰褐色的细粉，具有金属光泽，质

重而坚。以愈细者愈好，粗者不宜入药 

硝石 

06302911011002 
硝石 硝石矿 本品为无色、白色或灰色结晶状，有玻璃光泽 

硇砂 

06303011011008 
硇砂 

氯 化 物 矿

石 

白硇砂：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粒状结晶体，大

小不等。白色或污白色。质脆易碎。断面洁白色，

呈柱状、纤维状或粒状晶体，有玻璃样光泽。用

指甲即可刮下白色粉末。气微臭，味咸、苦有刺

舌感。易潮解，易溶于水 

紫硇砂：本品呈不规则的块状结晶。表面暗紫色，

无光泽或稍有光泽。体重，质坚而脆，易砸碎。

新断碎面紫红色，呈砂粒样结晶，闪烁发光。手

摸之有凉感。气臭、味咸 

醋硇砂 

06303011011329 
硇砂 

氯 化 物 矿

石 
本品为灰白色或微带黄色的粉末，味咸、苦 

密佗僧 

06303211011006 
密佗僧 

铅 石 冶 炬

时   的粗

提物 

本品为不规则扁块状，大小不一。表面粗糙，橙

黄色或橙红色。质硬，体重，易砸碎。断面灰褐

色，不平整，呈层状，具银白色闪光。或为黄色

至黄橙色粉末。气微，味微咸 

铅丹 

06303211021005 
铅丹 铅石 

本品为橙黄色或橙红色细粉，光泽暗淡，不透明。

用手指揉搓，先有沙性触及，后有光滑的细腻感，

能使手指染成橙黄色。有金属性辛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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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片名(代码) 药材名 来源 性状鉴别要求 

无名异 

06303311011005 
无名异 

软 锰 矿 的

矿石 

本品为结核状、块状集合体。呈类圆球形，或不

规则块状，一般直径约 7～30mm，细小者直径仅

1～4mm。棕黑色或黑色，条痕黑色。表面不平坦，

常覆有黄棕色细粉，有的表面由褐色薄层风化膜

所包围，除去细粉后，呈半金属光泽或暗淡。不

透明。体较轻，质脆，断面棕黑色或紫棕色，易

污手。微有土腥气，味淡 

玛瑙 

06303411011004 
玛瑙 

三 方 晶 系

矿物石英 

本品为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浅红色、橙红

色至深红色，呈条带状或云雾状色彩，透明至半

透明，表面平滑或凹凸不平，具蜡样光泽。质硬

而脆，易砸碎，断面略平滑。气无，味淡。能溶

于氟化氢及氢氧化钾溶液中 

麦饭石 

06303511011003 
麦饭石 火山岩类 

本品呈不规则团块状或块状，由大小不等、颜色

不同的颗粒聚集而成，略似麦饭团。有斑点状花

纹，呈灰白、淡褐肉红、黄白、黑等色。表面粗

糙不平。体较重，质疏松程度不同，砸碎后，断

面不整齐，可见小鳞片分布于其间，并呈闪星样

光泽，其他斑点的光泽不明显。气微或近于无，

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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