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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的编写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中药材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中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中平药业有

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关永霞、张利、李艳芳、王光超、张建国、范建伟、杨寒冰、魏瑞霞、

庄会芳、杨梅、高艳红、于成帅、徐斌、王桂玉、王腾飞、姚鹏飞。 

本标准知识产权属于山东省中药材行业协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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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药材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的术语和定义、植物学性状、质量要求、生境要求、鉴定方法以

及道地药材的栽培、采收、加工、包装、储藏、运输、全程可追溯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的鉴定、生产、销售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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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28118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 

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YBB 000720015  药用低密度聚乙烯膜、袋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是优质药材的专用名词，是指历史悠久、品种优良、产量较大、加工炮制规范、疗效突出，

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中药材。 

3.2 非道地药材 

符合药典和药材标准，但不是产在道地产区，不符合道地药材的质量要求。这里指道地产区以外的

同种药材。 

3.3 山东金银花道地产区 

产于山东平邑、费县、蒙阴、平阴、日照、新泰、兰陵、滕州、莱芜等山区及丘陵地带。 

3.4 生境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的生长环境特点。 

4 来源及植物学性状 

4.1 金银花来源及植物特征 

金银花为忍冬科植物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忍冬植株形态特征：

半常绿藤本，幼枝暗红褐色，密被黄褐色、开展的硬直糙毛、腺毛和短柔毛，下部常无毛。叶纸质，卵

形至短圆状卵形，有时呈卵状披针形，稀圆卵形或倒卵形，极少有 1 个至数个钝缺刻，长 3～6（～9.5）

cm，顶端尖或渐尖，少有钝圆或微凹缺，基部圆或近心形，有糙缘毛，上面深绿色，下面淡绿色，小枝

上部叶通常两面均密被短糙毛，下部叶常平滑无毛而下面多少带青灰色；叶柄长 4～8 mm，密被短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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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花萼淡绿色，无毛，裂片及边缘有毛。花蕾呈细长棒状，微弯曲或略平直，少数呈匙状，长 2.4～

3.8 cm；二白期花蕾 1/3～2/5 以上较粗，直径 2.5～3.5 mm；向下渐细，直径最细处约 1.2 mm。表面淡

黄色，有明显的纵脉纹直达基部；毛茸较长而密集，手感茸绒状。剖开花蕾，可见花药集中于上部最粗

处，长约 3 mm。气清香，味微苦。果实球形，直径 6～7 mm，熟时蓝黑色，有光泽；种子卵圆形或椭

圆形，褐色。花期 5～9 月，果期 7～11 月。 

4.2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植物特征 

主流品种为大毛花、鸡爪花、四季花（藤本）。大毛花，多年生藤本植物，植株生长茂盛，枝条长

而粗壮，节间长 3.5～11.3 cm，发枝多，墩形矮大松散，易拖秧，上部新稍易缠绕；叶片肥大，深绿

色，呈椭圆形，先端钝，密被长绒毛，手感绵软；花枝顶端不生花蕾，花蕾肥大，达 4.3 cm；根系发

达，抗旱耐瘠薄。 

5 历史沿革 

金银花始载于晋代的《肘后备急方》，名为“忍冬”。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对忍冬有了简单

的形态描述：“似藤生，凌冬不凋，故名忍冬。”《新修本草》记其形态云：“此草藤生，绕覆草木上，

苗茎赤紫色，宿者有薄白皮膜之。其嫩茎有毛，叶似胡豆，亦上下有毛，花白蕊紫。”《本草拾遗》云：

“忍冬，主热毒血痢、水痢。”忍冬的药用部位直到宋代仍以藤茎苗叶为主，当时方中所称金银花主要

指其茎叶而非花蕾。忍冬以花入药始于宋，盛于清，金银花兴盛的原因恐与当时讲究用其花蕾入茶饮用

有关。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集解”下载：“忍冬在处有之，附树延蔓，茎微紫色，对节生叶。叶

似薛荔而青，有涩毛。三四月开花，长寸许，一蒂两花，二瓣，一大一小，如半边状，长蕊。花初开者，

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又云：“茎叶及花，功用皆

同。”至于“金银花”专指忍冬的花，则在清代以后。 

忍冬各地皆有出产，品种不一。清代，山东是金银花的道地产区，称之为“东银花”。最初金银花

“从前间有之，不过采以代茶”，至嘉庆年间“商旅贩往他处，辄获厚利，不数年山角水湄栽至几遍”，

可见，清代山东地区的金银花不仅野生采集，人工种植亦盛于一时。清代山东野生金银花分布地区比较

分散，主要分布在鲁中泰山山区、鲁中南沂蒙山区及半岛丘陵地带，鲁西、鲁北地区是传统中药材采集

区，因而亦有分布。民国《增订伪药条辨》曾将不同产地的金银花分别冠以地名以资区别，曹炳章称：

“金银花，……济南产者为济银，色深黄，朵碎者次。毫州出者，朵小性梗，更次。湖北广东出者，色

深黄，梗朵屑重，气味俱浊，不堪入药。”《药材资料汇编》：“济银花，产山东沂蒙山区，以费县、平

邑为主要产地。”《中国道地药材》研究认为：“山东省为我国金银花主产区，见于清《费城县志》：‘金

银花，从前间有之，不过采以代茶，至嘉庆初，商旅贩往他处，辄获厚利，不数年，山脚水湄栽植几

遍。’……山东产者质量更优。”由此可知，金银花少量种植始于 1133 年前，至今已有 800 余年的历

史，而大面积种植最先在山东费县(包括现在的平邑县)等地，至今已有 200余年的历史。 

6 质量要求 

6.1 基本要求 

符合《中国药典》对金银花所有质量要求。 

6.2 性状特征 

6.2.1 金银花性状特征 

本品呈棒状，上粗下细，略弯曲，长 2～3 cm，上部直径约 3 mm，下部直径约 1.5 mm。表面黄白

色或绿白色（贮久色渐深），密被短绒毛。偶见叶状苞片。花萼绿色，先端 5 裂，裂片有毛，长约 2 mm。

偶有开放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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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山东金银花性状特征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具有花蕾肥大饱满，色泽纯正，毛绒浓密，香气浓郁，苦味较突出等特点。 

6.3 山东金银花化学成分特征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中绿原酸含量不低于 1.7 %，木犀草苷含量不低于 0.052 %，水溶性浸出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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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法）含量不低于 37 %，醇溶性浸出物（70 %乙醇作为溶剂，热浸法）含量不低于 32 %。 

7 山东金银花生境特征 

山东金银花主要分布在山东平邑及其周边地区，该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具有明显

的山区特征，山区面积占 85 %，平原占 15 %。年平均气温 13.2 ℃，年平均最高气温 14.1 ℃，年平均

最低气温 11.9 ℃。最热月是 8 月，月平均气温 27.2 ℃，月极端最高气温 38 ℃；最冷月是 1 月，月平

均气温-4.7 ℃，月极端最低气温-13.1 ℃。年平均降水量 737 mm，以 7 月降水最多，占全年总降水量

的 32.4 %，6～9 月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65 %，1 月降水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2.6 %。平均无霜期 212

天。金银花道地药材分布区域全部是丘陵山区，小盆地地域特征明显，土地贫瘠，土质主要是棕壤、

褐土、砂浆黑土，pH 5.8～7.6。 

8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的栽培、采收和产地加工技术 

8.1 品种 

山东金银花指主产区的生产用良种，包括大毛花、鸡爪花、四季花（藤本）。     

8.2 种苗质量分级 

    山东金银花种苗一般分为 1 年生、2 年生、3 年生，以其高度、茎粗、分枝数条等作为种苗质量分

级指标，具体种苗等级见附录 A 中表 1。 

8.3 栽培技术   

8.3.1 选地整地 

育苗田宜选择地势平坦，便于灌溉，耕作层深厚，较肥沃的微酸性砂质壤土。深耕 30 cm 以上，结

合整地，每亩施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 3 000 kg（或生物有机肥 500 kg）作底肥，整细、耙平，做畦。 

栽植田宜选择向阳、土层深厚的坡地或排水良好的平地。也可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选择地边

地堰及荒山上土层较为深厚的荒地进行种植。春季、秋季均可进行土地整理。每亩施用 2 500～3 000 kg

有机肥，耕翻耙细整平，调成宽 1.5 m 的畦。如在地边地堰或荒山上种植，可采用挖穴的方式。一般株

距 1.0 m，穴深 30 cm 左右，穴径 40 cm，在底部施用有机肥 10～20 kg/亩，上覆 5～10 cm 细土，然后

即可栽植。 

8.3.2 育种技术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用种子、分根、扦插繁殖法栽培均可，一般以扦插繁殖为主。 

扦插时间选择在夏秋多雨季节（8 月），空气及土壤湿度较大时，扦插后成活率较高。插条的选择

及处理：选 1～2 年生健壮、无病虫害、开花多的壮旺枝条，截成长 20～30 cm 的插条，每根至少具 3

个节位。然后摘去枝条下部的叶片，上部只留 2～4 片叶，最好随剪随插。插条入土深度为插条的 1/2～

1/3，再填细土用脚踩紧，浇一次透水，保持土壤湿润，一个月左右即可生根发芽。 

8.3.3 大田移栽 

山东金银花移栽期较长，每年 8 月到翌年 4 月均可移栽，以早春或雨季移栽最好。起苗、分级后，

选取一级种苗进行移栽。 

按行距 150 cm、株距 100 cm 挖穴，宽、深各 30～40 cm，每穴种植 1～2 株，填细土压紧、踏实，

浇透定根水再培土压实。 

8.4 田间管理 

8.4.1 基肥 

施用基肥的最佳时期是在晚秋，即金银花进入休眠时期，这次施肥以有机肥为主，并配以少量的 N、

P、K 复合肥。5 年生以上的成龄植株施有机肥 5 kg，N、P、K 复合肥 0.2 kg。5 年生以下的用量酌减。

具体施肥方法：在植株两侧外梢垂直投影处挖长 50 cm、宽 30～40 cm 的条状沟，将肥料混合后混土施

入。下年在另两侧以同样方法挖条状沟施肥，如此交替循环进行。 

8.4.2 灌溉、排水 

当土壤表层含水量小于 10%要适当浇水，保障土壤表层含水量大于 17%。特别是在早春萌芽期间，

适当浇水可有效促进植株生长发育，提高药材产量。金银花植株不耐涝，雨季要注意排水，田间不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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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积水情况，以防烂根。 

8.4.3 除草 

在植株生长期间宜勤除草松土，可用锄头除草或手拔除杂草。 

8.4.4 整形修剪 

生长期修剪，第一次在 5 月下旬修剪春梢，第二次在 7 月中旬修剪夏梢，第三次在 8 月中旬修剪秋

梢。剪除全部无效枝，壮旺枝条留 4～5 节，中等枝条留 2～3 节短截，枝间距保持在 8～10 cm 左右。

12 月至翌年的 2 月下旬，进行休眠期修剪，对过密枝、枯弱枝、病虫枝进行疏除。 

8.4.5 病虫害防治 

8.4.5.1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通过选育抗性品种培育壮苗、科学施肥、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综合利用

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科学合理的化学防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94

号、第 199 号、第 274 号、第 1586 号等文件规定安全使用农药。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遵守国标

GB8321.1-7，没有标明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品种，收获前 30 d 停止使用，执行其中残留量最大的有效成

分的安全间隔期。 

8.4.5.2 清洁田园 

在定植前，结合整地，铲除田间及四周杂草，拆除病虫中间寄住所。在生长过程中及时摘除病虫危

害的叶片、植株拔除，带出田外深埋。 

8.4.5.2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病虫天敌（瓢虫），选用不杀伤病虫天敌的农药。 

8.4.5.3 化学防治 

利用吡虫啉防治蚜虫，合理混用和交替使用农药，农药的混合使用可以提高药效，防止病菌和害虫

产生抗药性，还能兼治多种病虫害。应根据药剂特性，合理混用和交替使用，避免抗药性的产生。 

8.5 采收加工 

8.5.1 采收 

大毛花：旺花期为五月上旬至五月中下旬，其后持续有花蕾生长，较稀疏，至六月中下旬。 

四季花：一年有四茬花，第一茬花在五月上旬或中旬；第二茬花在六月中旬；第三茬花在七月中下

旬至八、九月份；第四茬花在十月份，与第三茬花无明显界限，第三、第四茬花产量低。 

金银花采收花期是二白（花蕾上白下青）至大白期（花蕾上下全白）。含苞待放的金银花植株花蕾

在下午 4～5 时开放，因此采收宜在晴天上午进行。采取人工摘取的方式进行，采摘时先采收植株上部

与外部的花蕾，然后再采摘下部与内部的花蕾。尽量避免损伤植株茎叶。 

注意事项：采摘时用竹篮或藤笼等透气性良好的器具，禁用布袋、塑料袋、纸盒装，以防受热生潮。 

8.5.2 加工 

金银花目前加工方式主要为阳光房晾晒及烘干。干燥标准为：捏之有声，碾之即碎；含水量应低于

12.0%。（1）阳光房晒干：将花蕾薄摊于干净的阳光房，厚度以 3～6 cm 为宜，不要任意翻动，否则会

变黑或烂花，最好当天晒干，花白，色泽好，折干率约 6:1，晒干为目前金银花加工的主要干燥方式。

（2）烘干：如遇阴雨天应将花蕾置人工烘房内及时烘干，初烘时，30～35 ℃，烘 2 小时后，温度可升

至 40 ℃左右，经 5～10 h 后，把温度升至 55 ℃左右，使花迅速干燥即成，一般烘 12～20 h 即可全部烘

干，折干率约 5:1。烘干时不能用手或其他东西翻动，否则花易变黑；未干时不能停烘，否则将发热变

质。 

8.6 商品规格等级 

山东金银花实际商品流通中主要按加工方式进行分级，具体商品等级规格见附录 A 中表 2、表 3。 

9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的包装、标签及运输 

9.1 包装、储藏 

山东金银花应按商品规格等级分类包装，所用包装材料一般为聚乙烯塑料袋或编织袋，应符合

GB/T28118 的要求，包装规格为 50 kg/袋或 35 kg/袋。 

置干燥、通风处储藏，储藏过程中注意防潮、防蛀、防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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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包装标签 

标签内容应包括名称、批号、重量、产地、等级、日期、生产单位、地址、贮存条件，并附有质量

合格的标志及质量全程可追溯管理等信息。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包装标签样式见附录 A 中表 4，标签应

符合 GB 20464 的规定。 

9.3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日晒、雨淋、受潮、发热。切忌水湿雨淋，以防腐败。 

10 鉴定方法 

根据道地药材标签鉴定产地。 

根据药典的相关规定鉴定为合格的药材。 

根据道地药材标准本身提供的特定检验方法确定道地药材品质特征。 

11 检验规则 

11.1抽样 

道地药材检验应按批次取样，每批取样不少于 10 个样品。 

11.2质量判断 

根据商品标签，如果产地不在道地产区，即不是道地药材。 

按照最新药典的相关规定，药材性状有一条不达到 6.1，即不是合格的道地药材。 

根据道地药材的性状特征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规定 10 批道地药材样品中，100%的药材符合道地

药材性状特征。 

对至少 5 个样品进行成分检查，根据具有道地药材特征的化学成分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规定 5 批

道地药材样品中，有 5 批或以上化学成分特征不符合 6.3 规定，即不是合格的道地药材；有 4 批样品不

符合 6.3 规定，需要重新取 5 批样品检测，如果仍有 4 批或以上样品不符合 6.3 规定，即不是合格的道

地药材。如果所有样品都达到 6.3 规定，则为合格的道地药材。 

附录 A  全程可追溯 

应符合 GB/T 19630。对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生产过程要建立生产管理档案，做好全面记录，妥善

保存，以备查证。确保产品质量全过程可追溯。  

样式参照附录 A 中表 5、表 6、表 7、表 8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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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表 1.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种苗等级 

级别 高度（H）cm 茎粗（L）cm 分枝数条 

一年生苗 
一级 ≥40 ≥0.6 ≥3 

二级 30≤H＜40 0.4≤L＜0.6 ≥2 

二年生苗 
一级 ≥60 ≥0.9 ≥6 

二级 40≤H＜60 0.6≤L＜0.9 ≥4 

三年生苗 
一级 ≥80 ≥1.5 ≥8 

二级 60≤H＜80 0.9≤H＜1.5 ≥6 

 

 表 2.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阳光房晒干质量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色泽 黑头率 开花率 枝叶率 碎末率 杂质率 绿原酸 木犀草苷 水分 

1 级 

1-1 亮黄白色 0% ≤1% ≤0.5% ≤0.5% 0% ≥2.3% ≥0.055% ≤12% 

1-2 亮黄白色 0% ≤2% ≤1% ≤1% 0% 

≥2.0% ≥0.050% 

≤12% 

1-3 亮黄白色 ≤1% ≤3% ≤2% ≤2% ≤0.5% ≤12% 

1-4 亮黄白色 ≤1% ≤4% ≤3% ≤2% ≤0.5% ≤12% 

2 级 

2-1 黄白色 ≤2% ≤5% ≤3% ≤3% ≤1% 

≥1.7% ≥0.050% 

≤12% 

2-2 黄白色 ≤4% ≤6% ≤3% ≤3% ≤1% ≤12% 

2-3 黄白色 ≤6% ≤7% ≤4% ≤3% ≤1% ≤12% 

2-4 黄白色 ≤8% ≤8% ≤5% ≤3% ≤1% ≤12% 

3 级 

3-1 棕黄色  ≤3% ≤3% ≤3% ≤1% 

≥1.5% ≥0.050% 

≤12% 

3-2 棕黄色  ≤5% ≤4% ≤3% ≤1% ≤12% 

3-3 棕色  ≤10% ≤5% ≤3% ≤1% ≤12% 

3-4 棕色  ≤15% ≤6% ≤3% ≤1% ≤12% 

4 级 

4-1 黄色  ≤20% ≤5% ≤4% ≤1% 

  

≤12% 

4-2 黄色  ≤30% ≤6% ≤4% ≤1% ≤12% 

4-3 黄色  ≤40% ≤7% ≤5% ≤1% ≤12% 

4-4 黄色  ≤50% ≤8% ≤5% ≤1% ≤12% 

           

表 3.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烘干质量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色泽 黄条率 黑头率 开花率 枝叶率 碎末率 杂质率 水分 

1-1 青绿色 ≤1% 0% 0% ≤1% ≤1% 0% ≤12% 

1-2 青绿色 ≤3% ≤1% 0% ≤2% ≤2% 0% ≤12% 

2-1 黄绿色 ≤10% ≤2% ≤3% ≤3% ≤2% ≤0.5% ≤12% 

2-2 黄绿色 >10% ≤3% ≤5% ≤4% ≤3% ≤0.5% ≤12% 

3-1 黄绿色 >10% ≤3% ≤35% ≤4% ≤3% ≤0.5% ≤12% 

3-2 黄绿色 >10% ≤3% >35% ≤6% ≤3% ≤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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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包装标签 

名称 金银花 

二维码 
道地产区 ****** 

等级 ****** 

追溯码 ****** 

批号 ****** 重量 ****** 

采收时间 ****** 采收人 ****** 

加工时间 ****** 加工人 ****** 

质量检验 ****** 检验人 ****** 

贮存条件 ****** 

生产单位 ****** 

单位地址 ****** 

        

       表 5.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种苗育苗登记表 

品种名称  来源  

育苗方法、用种量、

浇水、施肥、除草等管理

要点 

 

成品种苗要求  

时间、地点、面积  

批号、数量  

种苗育苗负责人、日

期 

 

 

         表 6.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种植管理登记表 

名称  

来源种苗等级  

种植方法、水肥、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管理

要点 

 

成品要求  

时间、地点、面积  

批号、数量  

种植负责人、日期  
 

 

表 7.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采收工序登记表 

名称  来源  

采收方法  

注意事项  

时间、地点  

批号、数量  

采收负责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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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加工工序登记表 

名称  来源  

加工方法、参数  

合格品要求  

时间、地点  

批号、数量  

加工负责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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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药材标准》编制说明 

一、 概述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8 月，为了加强我省中药行业规范化管理，推进行业标准化，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关于团体标准工作精神，结合我省行业实际，山东省中药材行业协会启动山东省中药材行业标

准研究工作。 

2019 年 9 月，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中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中平药业有限公

司向协会申请立项，并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具体起草人员是：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中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关永霞、李艳芳、范建伟、魏瑞霞、

庄会芳、杨梅、高艳红、于成帅。 

山东中平药业有限公司：张利、王光超、张建国、杨寒冰、徐斌、王桂玉、王腾飞、姚鹏飞。 

（二）目的意义 

研究制定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药材标准。 

二、编制依据和原则 

（一）主要依据 

（1） 国家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鼓励培育道地中药材，并提出药品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提出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建

设。为解决目前我国道地药材质量标准的缺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规定了相应的扶持措

施：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支持道地中药材品种选育，扶持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加强道地中

药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施保护道地中药材。 

（2）参考标准 

中华中医药协会发布的《道地药材标准（157 项）》、《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226 种）》、《道地

药材栽培及产地加工技术规范（64 项）》，《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版，国家医药管理局与卫生部制定

的《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等。 

（二）编制原则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药材标准》的编制原则： 

1、严格按照《山东省道地药材标准》的申报材料要求起草。 

2、本标准内容符合《中国药典》的要求。 

3、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综合考查影响山东金银花品质的各种因素，参考了中华中医药协会发布的

最新标准，并结合山东金银花的优势进行了细化。 

本标准规定了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的术语和定义、植物学性状、质量要求、生境要求、鉴定方法

以及道地药材的栽培、采收、加工、包装、储藏、运输、全程可追溯等，建立一整套可执行的标准，

为山东金银花的规范化种植与质量提升提供明确的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境内道地药材金银花的鉴定、生产和销售。 

二、 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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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来源及植物学性状 

5 历史沿革 

6 质量要求 

7 生境特征 

8 栽培、采收和产地加工技术 

9 包装、标签及运输 

10 鉴定方法 

（二）术语和定义 

略，详见标准文本内容。 

四、关键技术问题处理  

（一）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质量要求 

1、基本要求 

符合《中国药典》对金银花所有质量要求。 

2、性状特征 

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具有花蕾肥大饱满，色泽纯正，毛绒浓密，香气浓郁，苦味较突出等特点。 

3、化学成分特征 

共收集 60 多批山东道地金银花及其他产地金银花。经检测来自道地产区的金银花，其绿原酸含量

大都在 1.70%以上，木犀草苷含量多在 0.052%以上，而非道地产区的金银花，其木犀草苷含量较低。故

选择木犀草苷含量不低于 0.052%，作为山东道地药材金银花化学成分的主要特征，同时要求其水溶性

浸出物（热浸法）含量不低于 37%，醇溶性浸出物（70%乙醇作为溶剂，热浸法）含量不低于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