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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藥材常見摻雜使假手段與鑒別要點 

（一）中藥摻雜使假的危害： 

1. 療效降低：藥量不夠、藥物不對（荊芥子代車前子） 

 

2. 容易產生毒副作用：雜質本身有毒副作用、摻入的有毒
的其他植物。元胡中摻水半夏、麝香中摻入雞蛋黃、動物
血、動物臟器可能給患者帶來腸道傳染疾病。 

  

3. 影響中醫藥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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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藥材及中藥飲片常見摻雜使假手段 

1.染色 

染色造假（鐵紅其他植物的根染色後冒充丹參） 

染色摻雜（黃連摻金胺O染黃的碳酸鈣粉末） 

以次充好（如栽培黃芩金胺O染色使黃色加深） 

2.增重摻雜：摻入滑石粉、麵粉、糖、無機鹽、泥沙等雜

質或炮製輔料。 

  白礬水泡炮山甲 

  細小種子摻細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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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摻入非藥用部位：用同一藥材非藥用部位冒充藥用部

位，或未除去非藥用部位。 

4. 形似摻偽：用外形相似或同科屬的藥材摻雜使假。 

5. 煎煮後的藥材再利用：大黃、元胡 

6.人工偽造：羚羊角、燕窩、冬蟲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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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染色 
1.1染色造假：將外形相似但色澤不同的植物染色假冒正品。 

用鐵黑將其他植物的根(紅薯)染色後冒充制何首烏 

用金胺O將他種植物的樹皮染色切絲冒充黃柏 

用新品紅、胭脂紅將薄紙、海帶切細絲染色冒充西紅花 

用胭脂紅將滇棗仁染色冒充酸棗仁 

用猩紅將其他礦物粉末染色後冒充水飛朱砂 

如用白芍的根莖部分染色加工成川烏、草烏 

用蘇丹紅染色松香偽制假血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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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染色摻雜：在正品中摻入染色後的其他雜質。 

紅花中摻入用金橙Ⅱ染成紅色的建築材料 

蒲黃、黃連中摻入用金胺O染成黃色的碳酸鈣粉末 

人工牛黃中摻入用金胺O、金橙Ⅱ等幾種染料混合染色

的碳酸鈣、矽酸鹽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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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次充好：將品質較差的飲片染色以改善外觀，提高

售價。 

提取有效成分後的黃柏絲染色後改善外觀冒充新黃柏 

其他產地的丹參色澤不鮮豔用色素染色後冒充山東丹參 

貨陳質次的延胡索，用金胺O染色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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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藥染色摻假的危害 

第一，減少了實際用藥量或用錯藥，影響療效。 

第二，有的染色摻假物本身就是藥品，其藥理作用與

被摻中藥的藥理作用完全不同，產生毒副作用。 

第三，染色摻假的色素（蘇丹紅、金胺O、金絲雀黃，

金橙Ⅱ、808猩紅）多數是非食用色素，對人體有害，

為可疑致癌物，而且對腎臟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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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藥染色摻假品的檢測方法 

經驗鑒別、理化鑒別、光譜、色譜、質譜等 

幾種常用中藥的染色簡易鑒別方法： 

 ①蒲黃為香蒲可植物長苞香蒲、狹葉香蒲或同屬多種植物的花

粉。 

用於染色的化工染料為金胺O 

正品蒲黃體輕，黃色，色澤均勻，細膩或較粗糙，用手撚之有

滑膩感。染色的品種體重，色澤不自然，特別鮮豔，手感發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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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為茄科植物寧夏枸杞的乾燥果實。 

一看：染過色的顏色特別鮮紅，光亮，未染色的顏色略
發暗，略帶土色（暗紅色）； 

 

二摸：用手摸染色的有粘黏感，天然枸杞相對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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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烏為蓼科植物的乾燥塊根 

用於何首烏染色的化工原料為鐵黑。 

正品何首烏為不規則皺縮狀塊片，表面黑褐色或總褐色，質堅硬，
斷面棕褐色或黑色。 

染色品表面呈黑色，斷面顏色明顯淺於表面，不呈角質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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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心雕刻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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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 

為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及沉香含有樹脂的心材。 

鑒別時進行火試 

正品燃燒時有油滲出，發濃煙，香氣濃烈。 

摻化工原料的被燒後味道濃鬱刺激，香味短促，香氣雜陳，昏濁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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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紅花（西紅花） 

藏紅花為鳶尾科植物番紅花的乾燥柱頭。 

摻雜品鑒別方法 

水試：取樣品少許, 浸入水中, 正品可見橙黃色成直線下降, 水被染成
金黃色。若現紅色, 即摻有合成染料或其他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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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柱頭呈喇叭狀, 有短縫，偽品浸在水中不成喇叭狀。 

用某些植物切絲染色而成或用化學紙漿做成番紅花狀冒
充藏紅花, 它們均呈紅色。 

 

正品 偽品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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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須 
蓮須 

浸入水中不應有粉狀沉澱, 有則摻雜石灰粉或其他不揮發性鹽類。 

摻澱粉：滴加碘試液，變藍則摻有澱粉及糊精。 

摻油：用濾紙擠壓, 紙上留有油痕, 摻有礦物或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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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重摻雜 

摻入滑石粉、石膏粉、水泥、泥沙、無機鹽等雜質，以增加
藥材的重量，而且不易查出。 

 

2.1花類易摻入顏色、外形相近的雜質。 

 

如金銀花、紅花、菊花用水潤濕後加入與其顏色相似的黃色、
紅色或白色豆粉、泥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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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花 

摻雜鑒別方法：一般有摻糖、鹽、白礬、粘土漿 

1. 摻糖金銀花比較濕柔，味道有點甜，容易發黴變質； 

2. 摻鹽金銀花容易吸濕，味道偏鹹； 

3. 摻白礬花質硬而脆，味道酸且澀。 

4. 摻粘土漿的金銀花成土黃色，放進水裡有泥土沉澱； 

5. 黃色染料染的金銀花，黃色鮮明，用手撚摸容易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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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用硫酸鹽、食鹽、糖浸泡後乾燥加重 

根莖類藥材（黃連、白術、當歸、黃芩、木香、丹參、蒼術等） 

全草類（小通草、通草） 

果實類（草豆蔻、砂仁） 

摻白礬的鑒定方法：將藥材置於陽光下, 與視線零角度平視, 可見藥材

表面有結晶體反光; 口嘗有酸澀感即可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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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個天麻中常見摻雜加重是在天麻中加入鐵釘或在天
麻裂隙中壓入小塊天麻增加重量，剖開後斷面可見摻雜
物。 

桑椹摻糖  

桑椹為桑科植物桑的乾燥果穗。經浸糖處理過呈糖樣光
澤,果實邊緣棱線明顯, 質重黏手, 具有焦糖氣, 味極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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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粉性強的塊根類藥材摻入滑石粉 

白芷、天花粉、白芍、山藥 

       以上幾個品種都是含澱粉比較多，經切片後表面都會

掛粉現象，加入滑石粉是常見滲雜現象，鑒別是否加了滑

石粉，只要把手放入中藥飲片中取出雙手一搓感到有滑膩

感，把手對明亮光一照，滑石粉顆粒會有反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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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果實、種子、花粉、孢子、需打粉應用的細小藥材的易摻

雜沙子、碎石塊、金屬粉末等物質。 

 

三七粉用礦石類或秸稈打粉混合 

車前子多用打碎的石子或碎黑炭摻雜 



2013/11/26 24 

海金沙為海金沙科植物海金沙的乾燥成熟孢子 
摻偽品(鐵礦石、黃土、沙土、紅磚細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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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別要點 正品 摻偽品 
性狀 細小、均勻的顆粒多則聚

成粉末狀, 棕黃色或淡棕
黃色。 

呈棕黃色或棕紅色粉末。 

質地 質輕,手撚有光滑感, 置手
中易由指縫滑落。 

質重,手撚有砂粒感, 置手中
不易由指縫滑落 

水試 撒于盛有水的燒杯中, 其
浮於水面而不沉澱不使水
染色。 

撒於水面上, 部分浮於水面, 

部分沉於杯底將水染成黃
色。 

火試 取少許撒於燃燒的火柴上
, 即發出爆鳴聲及明亮的
火焰, 冒黑煙且無灰渣殘
留。 

撒於燃燒的火柴上, 無爆鳴
聲和明亮的火焰(若摻入大
量泥沙, 可致火焰熄滅), 有
灰渣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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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茴香 

小茴香成批藥材中摻入灰分、秕穀等雜物。 

鑒別方法: 秕穀的長度和寬度均大於小茴香; 秕穀的縱脈線間距寬
於小茴香; 小茴香一般較飽滿, 而秕穀則細看是空殼, 其輕重區別也
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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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為三方晶系辰砂的礦石 ( HgS), 其中呈細小顆粒或粉末狀, 色紅明亮, 

有光澤, 觸之不染手, 稱為朱寶砂。 

 

摻偽品：在朱寶砂中摻加紅土, 朱紅色、橙紅或黯紅色, 光澤不明顯, 手指
可被染成橙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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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蔞 

瓜蔞為葫蘆科植物栝樓或雙邊栝樓的乾燥成熟果實。 

正品瓜蔞飲片: 為不規則的絲或塊狀。外表面橙紅色或橙黃色，皺縮或較光滑; 

內表面黃白色，有紅黃色絲絡，具焦糖氣，味微酸、甜。 

鑒別要點: 中空質松，體輕。 

摻偽品: 灌注滑石粉、玉米麵等，陰乾，壓扁，切絲或塊。內面黃棕色或棕褐
色粘糊狀物充滿其中，較厚實，與多數種子粘結。體重。 

水試: 取樣品放入燒杯中，加水，略攪，水液立顯混濁，並有白色、黃白色粉
末狀物下沉，在燒杯底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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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黛 

青黛為爵床科植物馬藍、蓼科植物蓼藍或十字花科植物菘藍的葉或莖
葉加工制得的乾燥粉末、團塊或顆粒。 

摻雜成分多為石灰。 

正品青黛 摻雜 

性狀 深藍色粉末，質輕易飛揚 灰藍色，略帶灰白色，
質較重，嚼之有沙石感 

火試: 取本品少量
用火灼燒 

紫紅色煙霧發生，熔燼後灰呈
灰黑色或棕褐色的粉末。 

時間短，熔燼後灰呈黃
土色。 

水試: 取本品少量
撒與盛水的燒杯中 

能浮於水面，振搖後放置片刻，
水層不得顯深藍色，有極少量
石灰下沉，沉下的石灰，應為
粉末狀。 

摻偽品下沉的石灰如顆
粒狀而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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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動物類藥材，用泥沙、膠類等充入動物腹內，或不除

去動物內臟，以達到加重目的。 

紫河車：為健康產婦的乾燥胎盤。 

摻澱粉:正品一般重量每只不超過60ｇ, 而摻偽品重量每只可高達90g。

摻偽品是將新鮮胎盤漂去血後加入澱粉搓揉, 再置沸水中略煮, 然後烘

乾而成, 故其表面溝少而淺, 略為平整, 斷面孔隙少, 加碘液呈藍紫色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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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蠶 

僵蠶為蠶蛾科昆蟲家蠶4~ 5 齡的幼蟲感染( 或人工接種) 白僵菌而致死的
乾燥體。 

多見用石灰過度包裹蠶體。 

正品可見蠶的身體特徵, 如體節明顯和8對足;  

過多包裹石灰則看不到體節, 同時斷面可看到厚厚的石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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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蠍 

正常的全蠍應外觀乾爽, 蠍體後腹部乾癟, 折斷時中空, 氣微腥, 味鹹。 

其摻假一是鹽分過多, 二是潮濕, 三是全蠍腹內摻雜 

①摻入過多鹽份：其炮製方法為加食鹽煮至全身僵硬, 撈出陰乾，一般

帶有少許鹽分。正品全蠍外面不應有鹽霜出現。 

摻入過多鹽分，全蟲外面析出大量的鹽霜甚至鹽粒, 以手摩擦有沙粒感,

具有明顯的鹹味和酸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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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濕度大的全蠍, 蠍體潮濕柔軟滑手, 較乾爽的全蠍重。 

③全蠍最常見的摻假做法是在全蠍被殺死前大量餵食或在死後往其腹

中灌注礦石粉、水泥粉、石膏粉、澱粉等。 

鑒別:外表體大肚肥,將全蠍的腹部折斷, 摻假全蠍腹內可見大量顆粒或

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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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馬 

海馬的外形鑒別較簡單，商品中常見摻偽品主要是在體形較大的海馬
的腹部摻人玻璃膠、水泥塊、鐵屑、鉛塊、沙子等質重的物品, 將其
放在手中掂一掂,正品品質較輕、摻假者特別重,明顯不同于正常海馬, 

剖開腹部仔細探查即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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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梢蛇 
烏梢蛇腹內填加其他小蛇或內臟不除去，或向體內填充其他物
質。 

鑒別的方法是:  

①摻假的蛇體明顯超重; 

②外觀蛇體背部飽滿膨隆;  

③將蛇體折斷, 可見背部蛇皮下有灰白色粘附物, 以手撚之類似
粉筆灰; 

④將粘附物滴上一滴碘試劑, 即刻變為藍紫色, 證明是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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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蛻 

摻偽蟬蛻多在皮殼內和表面灌注或粘附泥土、礦物質粉、黃土等雜
質來增重。有時摻入泥沙蟬蛻比蟬蛻原本重量大一倍，只要打開腹
部一看便清楚。 

正品 摻雜 

性狀 全體中空, 稍彎曲, 半透明, 

有光澤, 質輕, 易碎。 

皮殼腹內充滿黃泥土, 蟬蛻腹部光亮, 堅
實不透明, 手捏不碎, 質重。 

水試 樣品放入燒杯中，加水，攪
拌，稍放置，無明顯沉澱。 

燒杯底部有一層沉澱物，沉澱物為細粉
樣或細顆粒狀，質重，棕黃色或棕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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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鼈蟲 

為節肢動物地鱉的雌蟲的乾燥體, 其質鬆脆, 易碎。 

①土鼈蟲上市前喂入大量水泥拌麩皮； 

②捕捉後不用開水燙死，倒入泥漿內浸泡，慢慢淹死後撈起曬乾。 

③土鼈蟲摻白礬:摻偽品用大量白礬浸入蟲體, 使土鼈蟲體重增加, 質

硬。其外形雖與正品相同, 但質硬, 折斷面可見白色透明狀結晶或白

色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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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窩 

加濕或塗膠最常見。 

燕窩表面上塗上木薯粉、雞蛋清、膠粉、漿糊或其他有膠質材料，令原
來鬆散的燕窩紋路更加緊密，又可增加燕窩重量。 

加濕鑒別：幹身燕窩很容易折斷，加濕燕窩手感不夠乾爽，只要用拇指
及食指握住燕窩兩端，能彎曲不斷，含水率可達到30%-50%等。 

 

塗膠鑒別：將燕窩浸入水中即取出，約半分鐘後，用拇指及食指擦摸數
次，手指會感到一定黏性，有時還會嗅到化學品味道。 

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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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摻入銀耳、瓊脂、澱粉等加工制做的偽燕窩。 

鑒別方法 

水浸法:正品燕窩浸入水後, 柔軟膨脹, 晶亮透明, 輕壓有
彈性感。偽燕窩浸入水後,不具上述特徵。 

 

瓊脂加工 銀耳加工 

瓊脂加工：呈片塊狀，水浸後先散成碎片，逐漸化成顆粒，不膨脹。 

銀耳加工：呈散碎的小片或不規則小塊水浸後稍膨脹，彈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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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粉加工 豆粉加工 

澱粉加工：長條形或不規則塊狀，外層面粗糙，角質樣，內側面
網路狀，水浸後稍膨脹，具膠性。 

 

豆粉加工：長條或絲瓜絡狀，水浸後稍膨脹，具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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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加工炮製過程中摻雜（輔料） 

 

龜甲、鱉甲：砂燙醋淬 

砂燙後趁熱浸泡至高濃度芒硝溶液中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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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 

摻假主要是砂炒制後不加醋淬, 而用飽和的鹽水（明礬或硫酸鎂）浸泡, 

使穿山甲片外表結一層白色鹽晶 。 

 

穿山甲摻偽鑒別: 

正品炮山甲表面黃色, 質輕, 斷面無結晶, 味淡。 

摻偽炮山甲表面黃白色,質重, 斷面縫隙中有大量的白色結晶, 有酸澀味。 

 

摻入羊腳或豬腳: 羊腳和豬腳外觀呈不規則三角形, 砂炒後不鼓起、不
捲曲, 質堅硬, 不易碎, 呈深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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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半夏 

炮製方法是取清水浸泡至內無幹心後, 加甘草、石灰浸泡至口嘗微有麻

舌感、切面黃色均勻, 取出洗淨, 陰乾或烘乾。 

摻雜的法半夏表面附有厚厚一層石灰乳,。 

半夏 法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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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片 

天然冰片外觀呈透明或半透明片狀結晶，大小不一。能昇華，呈類白色或淡
灰褐色，手撚易成白色粉末並揮散，氣清香特異，味清涼。 

機制冰片則潔白如雪，狀如梅花，表面有冰狀裂紋，質鬆脆，用手撚後易成
白色粉末。聞之有特殊的清香氣味，口嘗味清涼，嚼之則慢慢溶化。 

燃燒時天然冰片無黑煙，機制冰片燃燒後微有黑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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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冰片摻雜加重材料是白砂糖、砂粒較為常見。 

手撚不易撚碎，有渣粒。聞之氣味略清香。 

加了白砂糖後味清涼而回甜，不能全部溶化。 

有砂粒等殘留，牙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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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摻入非藥用部位 
用同一藥材非藥用部位冒充藥用部位，或未除去非藥用部
位。 
 

混入地上部分及殘莖：白術、細辛、前胡、柴胡 

混入枝葉：金銀花、野菊花、桑葉、皂角 

混入老枝：桂枝 

混入核殼：桃仁、杏仁、酸棗仁 

混入邊材：降香、蘇木、檀香 

混入木心：地骨皮、遠志、丹皮、白鮮皮、巴戟天 

混入鬚根：當歸 

混入花柄、果柄：款冬花、辛夷花砂仁 

混入果核、種仁：山茱萸、山楂、花椒 

鉤藤要求用帶鉤的莖枝卻光枝過多、番瀉葉中摻雜其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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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黃 

在麻黃中摻入麻黃根, 由於麻黃體輕, 用量大, 麻黃根體實, 

質重, 用量小, 故意將麻黃根摻入到麻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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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似摻偽 

用外形相似或同科屬的藥材相互摻雜使假。 

  蒼耳子 東北蒼耳子 刺蒼耳 
來源 菊科蒼耳 菊科東北蒼耳 菊科刺蒼耳 
形狀 紡錘形或卵圓形 長橢圓形 橢圓形 
大小 長1-1.5cm 長1.8-2cm 長0.9-1.1cm 
表面 刺長0.2以下 刺長0.3以上，頂端

兩枚較粗的刺形似牛
角而內彎 

刺長0.2-0.25 

蒼耳子：用東北蒼耳子、刺蒼耳子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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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草 合萌 刺通草 
來源 五加科植物通脫木

乾燥莖髓 
豆科植物合萌的乾燥
莖中木質部 

五加科植物刺通
草的乾燥莖髓 

直徑cm 1-2.5 1-3 2.5-3 
表面 有淺縱溝紋 有縱溝紋及皮孔樣凹

點 
有微凸起的縱行
條紋及凹溝 

質地 鬆軟有彈性 輕脆無彈性 堅硬無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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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草 合萌 刺通草 
斷面 有0.3-1.5cm的空

心或半透明的薄膜 
隱約可見同心性環紋，
中央有小孔 

無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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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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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西洋參 白芷 
來源 五加科西洋參 傘形科白芷 
形狀 圓柱形或長紡錘形 長圓錐形 

直徑cm 0.5-1.1 1-2 
表面及顏色 表面密集細橫紋，淡黃棕色或

類白色 
具側根殘痕及橫長突起物，
灰黃色 

質地 堅實 硬而脆 
斷面 平坦，淡黃白色，形成層環紋

明顯，有黃褐色小點 
白色，粉性，形成層環紋
明顯 

氣味 其特異，味微苦而甜 氣芳香，味辛，微苦 

國產西洋參 



2013/11/26 54 

名稱 西洋參 沙參 
來源 五加科西洋參 桔梗科沙參 
形狀 圓柱形或長紡錘形 圓錐形或紡錘形 

直徑cm 0.5-1.1 0.8-1.5 
表面及顏色 表面密集細橫紋，淡黃棕色或類

白色 
表面黃白色或淡棕黃
色 

質地 堅實 體輕，質松泡 
斷面 平坦，淡黃白色，形成層環紋明

顯，有黃褐色小點 
不平坦，多裂隙 

氣味 其特異，味微苦而甜 氣微，味略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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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西洋參 人參偽製品 
來源 五加科西洋參 五加科人參 
形狀 圓柱形或長紡錘形 圓柱形或紡錘形 

直徑cm 0.5-1.1 0.9-1.5 
表面及顏色 表面密集細橫紋，淡黃棕

色或類白色 
表面黃白色，皮粗糙，縱
皺紋粗大而明顯，橫紋少 

質地 堅實 質地較輕泡 
斷面 平坦，淡黃白色，形成層

環紋明顯，有黃褐色小點 
平坦，多裂隙 

氣味 其特異，味微苦而甜 氣微，味淡，後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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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仁和杏仁 

皆為薔薇科植物的種子，二者由於價格上的懸殊, 常將杏
仁摻入桃仁中市售。 

桃仁為扁長卵圓形 

杏仁呈扁心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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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檀香 扁柏木 
來源 檀香科檀香的心材 柏科扁柏的木材 
形狀 圓柱形 不規則段塊狀 
表面 光滑細膩，有疤節或縱裂 有縱溝紋和疤節 
顏色 灰黃或灰褐色 黃色或黃棕色 
氣味 清香，味淡，繳之微有辛辣感 氣微香，味微苦 
水煮 蒸氣有芳香味 蒸氣無顯著芳香味 
火燒 燃燒較快，香氣更濃，發出油性

嗤嗤聲，燃盡為止 
燃燒緩慢，冒濃煙，香氣微
弱無變化，極易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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摻偽現象摻入即噴有“檀香水”的雜木片。 

鑒別方法： 

正品：橫切面顯油蹟, 氣清香, 表面、斷面香氣一致。 

偽品：橫切面不顯油蹟, 表面氣膩香, 斷面氣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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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大海 圓粒蘋婆 
來源 梧桐科膨大海的乾燥成熟種

子 
桐科圓粒蘋婆的成熟種子 

形狀 紡錘形或橢圓形，兩端稍尖 圓形或近球形 
大小 長2-3cm，直徑1-1.5cm 直徑1-2cm 
顏色 棕色或暗棕色 黃褐色 
用手搖動 無響動聲 有滾動聲 
水中浸泡 迅速膨脹至原體積的6-8倍 膨脹較慢, 膨脹至原體積的

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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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薏苡仁 草珠子 

來源 禾本科薏苡的乾燥種仁 禾本科草珠子乾燥種仁 

形狀 寬卵形或長橢圓形 寬卵形 

表面 一端鈍圓，另端較寬而微凹 兩端平截，一端有棕黑色點
狀種臍 

顏色 乳白色 乳白色，略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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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薏苡仁 高粱 大麥 
來源 禾本科薏苡乾燥種仁 禾本科高粱乾燥種仁 禾本科大麥乾燥種仁 

形狀 寬卵形或長橢圓形 近扁圓形兩側略隆起 長圓形，兩側略隆起 

表面 一端鈍圓，另端較寬
而微凹 

一側有淺凹痕，約為
直徑的一半，色較深 

一側有淺凹痕，與全
長相等 

顏色 乳白色 乳白色 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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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手 佛手瓜 
來源 芸香科植物佛手的乾燥果實 葫蘆科植物佛手瓜的乾燥果實 

形狀 類橢圓形或卵圓形縱切薄片, 

形狀大小厚薄不一, 有的呈錨
狀分枝, 

長圓形的縱切片,上半部稍寬, 

頂端多裂為兩瓣, 但不呈指狀
分枝 

表面 外果皮粗糙有油室, 有凹陷油
點。 

外果皮光不粗糙, 無油室而,偶
見刺狀突起無小凹點,  

氣味 氣芳香( 含揮發油), 味辛微辣, 

先甘後苦 
氣微、無芳香( 不含揮發油)味
微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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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夏 水半夏 
來源 天南星科植物半夏的乾燥塊莖 天南星科植物鞭簷梨頭尖的乾燥

塊莖 
形狀 類球形, 有的稍偏斜 橢圓形,圓椎形，似橘核 
大小 直徑1-1.5cm，高0.5-1cm 直徑0.5-1.5cm, 高0.8-3cm 
頂端 有凹陷的莖痕，周圍有小麻點

狀根痕, 
有凸起的莖痕,無麻點  

底部 下端鈍圓, 較光滑。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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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附 大香附 
來源 莎草科莎草的乾燥根莖 為莎草科粗根莖莎草的乾燥根

莖 
形狀 多呈紡錘形, 有的略彎曲 紡錘形或類圓柱形 
大小 長2-3.5 cm, 直徑0.5-1 cm 長2-5cm,直徑0.5-1.5cm 
表面 通常有環節5-10個, 節上毛

須稀少 
環節6-12 條, 多者達35條，節
上有眾多棕色細長毛須 



2013/11/26 65 

  五加皮 香加皮 
來源 加科植物細柱五加的乾燥根皮 蘿藦科植物杠柳的乾燥根皮 

形狀 呈細長筒狀, 單卷或雙卷狀 捲筒狀或槽狀 

大小 長10cm 

直徑6cm 

厚約0.1cm 

長3-10 cm 

直徑1-2cm 

厚0.2-0.4 cm 

表面 有橫向皮孔及縱皺 栓皮鬆軟，常呈鱗片狀，易剝落，
有特異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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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毛五加皮 無梗五加 
來源 五加科紅毛五加的乾燥莖皮 五加科無梗五加的乾燥根皮 

形狀 捲筒狀 捲筒狀 

大小 長20-30cm 

直徑0.5-1cm 

厚＜0.1cm 

厚約0.2cm 

表面 有密被紅棕色毛狀針刺 有明顯隆起的橢圓形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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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酸棗仁 

鼠李科植物酸棗的乾燥成熟種子。 

酸棗仁與滇棗仁的區別：  

酸棗仁:腹面中間有一條隆起的縱線紋；背面隆起較圓滑 

滇棗仁:腹面靠中線兩邊各有一條凹陷的溝槽，溝槽之間是微隆起的鈍棱；
背面隆起中間微顯棱狀。種臍一端較窄，呈豬拱嘴狀，另一端寬而鈍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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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花蛇舌草 傘房花耳草(俗稱水線草) 
來源 茜草科白花蛇舌草的全草 茜草科傘房花耳草的全草 
莖 圓柱形，有顯著縱溝 方形,有縱棱 
葉 狹長線形  葉線形或線狀披針形,有托葉  
花 單生 2-5 朵傘房花序 
蒴果 扁球形，呈石榴狀 球形,室背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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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別要點 金錢草 聚花過路黃 點腺過路黃 
 來源 報春花科過路

黃乾燥全草 
報春花科聚花過路黃
乾燥全草 

報春花科點腺過路
黃乾燥全草 

葉片水浸 對光透視可見
黑色條紋  

對光透視無黑色條紋，
可見黑色小點 

對光透視無黑色條
紋，有點狀腺點  

莖、葉表面 光滑無毛 白色絨毛 具短毛 
花 生於葉腋 生於枝頂 生於葉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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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梔子 水梔子 
來源 茜草科梔子的果實 茜草科大花梔子的果實 
形狀 橢圓形或長卵形 長圓形 
大小cm 長1.5-3.5 

直徑1-1.5 
長3-7 

直徑1-1.5 
表面 翅狀縱棱5-8條 翅狀縱棱6條 
果皮 薄而脆 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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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光皮木瓜充木瓜 

木瓜為薔薇科植物貼梗海棠的乾燥近成熟的果實。 

為縱剖的長圓形, 外表紫紅色或棕紅色, 有不規則的深皺紋, 剖面邊
緣向內捲曲,切面果肉紅棕色, 中心部分凹陷，果肉微有清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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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木瓜：番木瓜科木瓜（番木瓜） 

外表面紅棕色, 光滑或略粗糙, 剖開面較飽滿邊緣不向內捲曲, 果肉粗
糙,顯顆粒性, 種子多數密集扁三角形,氣微，嚼之有沙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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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桂 陰香 
  樟科植物肉桂的乾燥樹皮 樟科植物陰香的樹皮 
厚度 0.2-0.8cm 0.1-0.6cm 
外表面 有橫向突起皮孔 有圓形突起皮孔 
內表面 劃之顯油痕 劃之油痕不明顯 
斷面 顆粒性，內外兩層間有1條黃

棕色線紋 
內層呈裂片狀，無黃棕色
線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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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麻 紫茉莉 
來源 蘭科天麻 紫茉莉科紫茉莉 

形狀 長橢圓形 長圓錐形 
點狀環節 有 無 

鬚根痕凹陷呈洞狀 

鸚哥嘴或地上
莖殘基 

冬麻有 

春麻有地上殘基 
無 

  
圓臍形疤痕 有 無  

斷面 平坦，角質，半透明 不平坦，顯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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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菊 馬鈴薯 
來源 菊科大理菊 茄科馬鈴薯 

形狀 紡錘形 長橢圓形 
點狀環節 無 無或偽造 

鸚哥嘴或地
上莖殘基 

無 無或偽造 

圓臍形疤痕 無 無 

斷面 不整齊，角質，可見
明顯纖維束和木心 

角質，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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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粒車前子 小粒車前子 
形狀 長圓形稍扁或類三角形 扁長橢圓形，少數類三角

形 
大小cm 長0.1-0.22 

寬0.07-0.12 
長0.09-0.18 

寬0.06-0.98 
表面 背面微隆起，腹面較平坦，中

央或一端有灰白色凹陷的點狀
種臍 

背面微隆起，腹面較平坦，
中央有明顯的白色凹陷的
點狀種臍 

氣味 嚼之有黏性 嚼之有黏性 

兩種飲片顯微照片（40倍）,A：車前子；B：平車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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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荊芥子 黨參子 
來源     
形狀 橢圓狀三棱形 卵圓形至橢圓形 

大小cm 長約0.3 

寬約0.1 
長0.1-0.15 

寬約0.07 
表面 光滑，一端有細小的黃

白色果柄痕 
一端具微凹陷的種臍 

氣味 嚼之有香氣 味略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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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摻入經過煎煮後的藥材 

一些不法商販回收提取過的中藥材，切成飲片曬乾後再次出售，
如黃柏、五味子、鱉甲、三七、連翹。 

已提取過成分的人參、西洋參噴入香精。 

已提取過的紅花用滑石粉或硫酸鹽加重後再染色。 

 

常見的是含有揮發油的中藥。經提取過的藥材，大都顏色較淡，
質地變輕，易碎，只有微弱的原藥材特有香氣。如大茴、沉香、
人參、木香、紅花、丹參、白術、白芍等品種。 

 

鑒別方法： 

成分分析：檢測飲片的有效成份含量能明確地掌握其造假情況 

外觀氣味：觀察飲片斷面的顏色，聞氣味，嘗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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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胡索 

本品為罌粟科植物延胡索的乾燥塊莖。 

摻假手法：煎煮過的延胡索重新曬乾摻入延胡索中。 

煎煮過的延胡索外表的顏色也是延胡索的原色,有灰白色的碎塊, 外

表的顏色也是元胡的原色, 其內裡是灰白色,嘗上去也有玄胡的味道, 

但比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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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偽造 

常用於價格昂貴、資源缺乏的中藥材。 

馬鈴薯偽造天麻 

用松香染色偽造血竭 

用黃連、梔子、大黃、赤石脂等中藥加工人工牛黃 

用牛骨偽造虎骨 

用水牛角來偽造犀角 

用白芍的根莖部分染色加工成川烏、草烏 

用土豆片模壓染色製成白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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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澱粉、滑石粉、苜蓿根粉加工製成茯苓丁 

香菇根切片後冒充豬苓  

用紅薯染色加工成制首烏 

用山藥的珠芽染色加工成延胡索及制川烏 

用細砂製成海金沙 

利用化學膠經特製模型加工成白色半透明的鹿茸片 

蟲蛀或無香味的檀香、沉香多用油浸或油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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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龍 

本品為钜蚓科動物參環毛蚓、通俗環毛蚓、威廉環毛蚓或櫛盲環毛蚓
的乾燥體。第一種習稱“廣地龍”，後三種習稱“滬地龍” 

 

偽品 

用牛、羊或其他的動物的腸子切成條狀，加黑色泥漿攪拌，曬乾而成。 

 

鑒別要點: 用水浸泡後，平鋪觀察，環節少見，多光滑，無剛毛，無
生殖帶及生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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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黃 為牛科動物牛的膽結石。 

偽品人工偽造用黃連、梔子、赤石脂等物質摻澱粉加工仿製而成。 

 

 
正品 伪品 

水浸 吸收水分後不變形且不溶化。 分散开 

挂甲 取少量粉末加清水調和塗於指甲上, 

指甲被染成黃色不易擦去  

不掛甲 

 

水煮 全部溶于水, 不混濁, 無沉澱物、漂
浮物 

不能完全溶于水, 底
部有黑褐色殘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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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蟲夏草 

一般摻假為真品中插有鐵絲或木棍。 

僵蠶制假的蟲體較正品大, 子座為人工製造, 較扁, 與蟲體連接處明顯
有人工痕跡。分離後發現連接處有一黃色細竹絲把蟲體與子座連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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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摻入少量形體色澤均與真品相似的草石蠶、地蠶, 不具有蟲體
與子實體特徵，斷麵粉性小, 有纖維, 皮厚。 

將麵粉、澱粉、石膏、塑膠通過特製的模具製作並染色，用麵粉
經模具壓制而成。麵粉做的假品質重, 遇水變形。 

麵粉模壓品 地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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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上黃花菜充作子座。此品手感質重, 久嘗粘牙, 麵粉或澱粉製作
的斷面塗碘試液可變成藍色。 

利用黃蠟和白蠟混合, 經特製模型壓製成冬蟲夏草。 

黃花菜模壓品 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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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 

假貨所用原料多為碎雜的茯苓面加麵粉等加工製成, 為不規則塊狀, 

混入茯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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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內金 

主要是摻有鴨內金, 還有用澱粉和麵粉做的偽品。 

雞內金：個體較小, 質輕、色黃, 沙燙炮製後質酥脆,凸起明顯。 

鴨內金：個體較大, 且厚, 質堅硬, 沙燙不易凸起, 色綠。 

澱粉或麵粉製成的偽品：常混於真的雞內金中,其大小色澤均與真品
差不多, 只是質堅硬且重, 遇水變軟。 

偽制 鸭内金 鸡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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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苓 

豬苓為多孔菌科真菌豬苓的乾燥菌核, 多摻入乾燥後染色的香菇片。 

正品 伪品 

形状 形狀不一可見黑色表皮及
類白色菌核 

多形狀統一看不到
白色菌核 

质地 硬 軟 

熱水浸泡 不變形 立即變軟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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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梅 

摻假現象: 用杏的果實偽充 

鑒別要點:烏梅表面烏黑色,味極酸;果核橢圓形, 有多數圓凹狀麻點。 

杏的表面呈灰棕色, 果核扁圓形，無麻點；味微甜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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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藥保健食品、藥品生產過程中的非法添加 

2001年的梅花K假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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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100%中草藥護理”的章光101生髮產品被質疑含有西藥米諾地爾，香
港、澳門、新加坡三地政府已發出警告，兩款涉嫌產品被要求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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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FDA警告消費者不要購買、食用從中國進口的保健食品“蟻力神”
膠囊，並禁止該保健食品進入美國，因為這種聲稱能治療男性性功能
障礙、增強男性性能力的保健食品含有沒有標明的處方藥物成分，使
用不當有可能導致生命危險。雖然“蟻力神”生產廠商辯解從未出口
產品到美國，FDA 檢測的是假冒產品，但是也有媒體不斷尋根問底，
並揭示國內諸多“性保健食品”摻加西藥成分以見效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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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是指聲稱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補充維生素、
礦物質為目的的食品。其特點為適用於特定人群食用，具
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療為目的，並且對人體不產生任
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而目前市場上大量保健食品宣稱具有治療作用，對消費者
造成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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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藥保健食品非法添加西藥成分大多具有以下特點： 

打著權威醫療機構的旗號欺騙消費者；宣稱能在短期內
治癒或極大改善某些疾病。 

憑空捏造“祖傳秘方”、 “純中藥製劑”“最新科技成
果”“天然食品”，“徹底根治”、“中藥無副作用”、
“三個療程可以痊癒”、“無效退款” 

 

藥品多數通過媒體、網路、郵寄、健康知識講座等方式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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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摻入的化學藥物本身的種類、數量、毒性等資訊一
般不為人所知, 該化學藥物的安全性無法保證。 

 

2.中藥摻雜化學藥物的危害 

① 患者：患者通常會同時服用西藥、中藥, 而此時如果
中藥摻雜的恰好是同種( 類) 的西藥並達到相當含量時, 

將超過中毒甚至致死劑量。 

  

② 市场：摻雜了化學藥物的中藥產品與正規中藥產品魚
龍混雜, 而且前者因為化學藥物的摻入而速效、顯效，
短期內可能勝過正規中藥產品, 擾亂藥品市場的正當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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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藥產業：中藥因其安全、無(低) 毒的特點而廣受青
睞, 摻雜化合物將嚴重破壞中藥在人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最終可能影響中藥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④聲譽：當這種摻雜現象蔓延到國際上, 將破壞中醫藥的
國際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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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常見的非法添加西藥的保健食品與中成藥 

①補腎壯陽類 

②降糖類 

③減肥 

④降壓類 

⑤抗風濕 

⑥止咳平喘類（哮喘） 

⑦鎮靜安神改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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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腎壯陽類 

目前市場的補腎壯陽類藥品、保健食品有很大的比例是添加了化學
藥品, 成分主要為: 枸櫞酸西地那非(偉哥)、他達拉非(希愛力)、伐地
那非(艾力達)。其中以非法添加枸椽酸西地那非較常見。 

選擇性抑制磷酸二酯酶活性的一類藥物，應用於治療男性勃起功能
障礙疾病。 

    補腎壯陽中成
藥、性保健食
品批次 

檢出西地那非
批次 

1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 65 13 
2 北京市藥品檢驗所 113 60 
3 江蘇無錫藥品檢驗所 54 40 
4 江蘇南通市藥品檢驗所 85 66 
5 湖南衡陽藥品檢驗所 16 均檢出 



2013/11/26 101 

危害：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了添加該成分的保健食品極易
引發毒副作用。會出現頭暈、昏暈、甚至青光眼, 造成對
腎功能、心臟功能、心血管疾病的嚴重損害。長期服用, 

還會導致食用者勃起不倒,傷及陰部肌肉組織, 甚至加重陽
痿, 甚至變為永久性陽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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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糖類 

       中藥對於糖尿病患者的治療作用，主要不是用它來降血糖，而是

通過滋陰、活血、補腎等方法來改善症狀和防治慢性併發症。因此，

中藥不能作為糖尿病治療的主導藥，只能起輔助治療作用。糖尿病

患者一般都要注射胰島素或服用降糖類西藥。 

  

        在降糖類中藥及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的化學藥品主要有磺尿素

及雙胍類化學藥物：苯乙雙胍、格列本脲、格列甲嗪、格列美脲、

二甲雙胍、格列吡嗪、吡格列酮、羅格列酮、甲苯磺丁脲、格列齊

特、格列喹酮、瑞格列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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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批次  检查西药批次 

1 杭州藥品檢驗所 4批降糖中成藥 2批檢出格列本脲 

2 何笑榮等 對所謂的民間降糖中藥粉 

兩個降糖中藥膠囊 
均檢出格列本脲和
苯乙雙胍 

3 廣西梧州藥品檢驗 8批降糖中成藥 4批添加格列本脲 

危害： 

    不知情的情況下過量服用非法添加西藥成分的中藥會造成嚴重低血糖。 

       磺脲類藥物會造成噁心、嘔吐、腹脹腹瀉、出皮疹和發癢、血液系
統反應及心、腦血管病變、心肌梗死, 嚴重者可引起中毒性肝炎。 

 

        雙胍類藥物可造成胃腸道反應和皮膚過敏, 可誘發乳酸性中毒, 嚴重
者可致死、致殘。長期服用這兩類藥物會嚴重損害肝腎功能, 併發肝硬
化、腎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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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減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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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什麼樣的減肥藥，都是通過以下3 種途徑來實現減肥的:  

①抑制大腦的食欲中樞，降低食欲，使肥胖者減少進食量，從而減
少熱量的攝入。 

②刺激新陳代謝，增加機體耗氧量和脂肪、糖的氧化，以減少脂肪
在體內的堆積。 

③刺激腸道，使營養吸收減少，排泄增多增快。 

 

因此相應的有以下類型的減肥藥:  

①食欲抑制劑（芬氟拉明和西布曲明） 

②中樞興奮劑（麻黃堿、苯丙醇胺和咖啡因） 

③雙胍降糖藥（二甲雙胍和苯乙雙胍） 

④瀉藥（酚酞） 

⑤利尿劑（氫氯噻嗪） 

⑥脂肪酶抑制藥（吉非羅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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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肥類中藥及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的化學藥物主要为以
上药物。 

其中以西布曲明、氟芬拉明常見。 

    減肥保健食品  检出西药 
1 浙江省藥檢所 2種 均检出西布曲明 
2 翦英紅等 4種 3種測出芬氟拉明 
3 馮家力等 4種 檢測到芬氟拉明、安非拉酮

或馬吲哚 
  吳良法等 6種 1種添加了芬氟拉明 

2種添加了麻黃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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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布曲明是一種中樞神經抑制劑，導致精神愉快感，有引起藥物成
癮的危險，具有興奮、抑食等作用，能通過使患者產生飽脹感並降
低食欲，減少進食，達到減肥目的。 

副作用：但它也可能引起血壓升高、心率加快、厭食、失眠、肝功
能異常、視力模糊、輕度頭痛和眩暈、噁心、嘔吐等危害嚴重的副
作用，曾在德國、美國、義大利等地導致數十人死亡而被許多國家
禁止使用。如果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了含有該成分的減肥
保健食品，就可能產生嚴重後果。  

  

氟芬拉明的不良反應為噁心、嘔吐、腹瀉、大汗, 可產生欣快感, 有
明顯的成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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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降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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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药物：鈣通道阻滯劑類化學藥物。氫氯噻嗪、阿替洛爾、比索
洛爾、美托洛爾、普萘洛爾、鹽酸賽利洛爾、鹽酸貝凡洛爾及卡維
地洛、鹽酸可樂定、卡托普利、呱唑嗪、利血平、硝苯地平、氨氯
地平、樂卡地平。 

危害：其使用不當會引起心肌耗氧量增加、血管阻力升高、氧自由
基增多和心肌細胞凋亡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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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抗風濕（消腫止痛） 

非甾體抗炎鎮痛藥（雙氯芬酸鈉、吲哚美辛、吡羅昔康、氨基比林、布洛

芬、甲氧苄啶、萘普生、氨基比林、阿司匹林、吲哚美辛、對乙醯氨基酚、

甲氧苄啶、吡羅昔康） 

皮質激素類藥物（醋酸潑尼松、氫化可的松、地塞米松、氫化可的松、地

塞米松、醋酸潑尼松、保泰松）。 

  

危害： 

         長期口服非甾體抗炎藥的患者中，大約有10% ～ 25% 的病人發生消

化性潰瘍，嚴重的併發症會導致出血或穿孔。能導致10%的患者出現肝臟輕

度受損的生化異常;可引起尿蛋白，尿中可出現紅、白細胞等，嚴重者可引

起間質性腎炎等;有的會造成骨質疏鬆或肌肉萎縮等嚴重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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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止咳平喘（氣管炎或哮喘） 

常見β2 受體激動劑藥物、腎上腺皮質激素類藥物的違禁添加。 

腎上腺皮質激：醋酸潑尼松、醋酸地塞米松、倍他米松。 

β2 受體激動劑：班布特羅 、福莫特羅 、妥洛特羅 、克侖特羅等 

 

危害： 

①長期服用β2 受體激動劑藥物，會使β2 受體數目減少, 出現噁心、

嘔吐、激動、失眠、食欲減退等不良反應。 

②長期服用腎上腺皮質激素類藥物，对胃肠道有不良影响、在心血

管系统方面可使患者血压升高、可导致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可导

致体内脂肪、糖、离子等的代谢紊乱，出现满月脸，水牛背，向心

性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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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鎮靜安神改善睡眠 

巴比妥、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司可巴比妥、鹽酸氯
丙嗪，苯妥英鈉、地西泮、艾司唑侖、硝西泮、氯硝西
泮、氯氮卓、奧沙西泮、馬來酸咪達唑侖、蘿拉西泮。 

 

湖南衡陽藥品檢驗所在琥珀安神丸中檢出地西泮。 

鎮靜催眠藥中檢出苯巴比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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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前列腺：臨床上常用的氟喹諾酮類藥物有諾氟沙星、環丙沙
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加替沙星、洛美沙星等。 

降血脂：洛伐他汀、辛伐他汀、煙酸 

抗癲癇：丙戊酸鈉、卡馬西平、苯巴比妥、苯妥英鈉等化學
藥物。 

治療鼻炎：撲爾敏 

抗病毒：利巴韋林 

皮膚病、皮膚瘙癢：激素醋酸潑尼松 

清咽利喉：曲安西龍、氫化可的松、地塞米松、倍他米松、
醋酸可的松、茶鹼及沙丁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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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 
1.應到正規藥店購買藥品，注意藥品說明書內容與廣告宣傳是否一
致，若廣告宣傳太離譜要警惕。 

 

 2.普通民眾對中藥要有正確的認識: 中藥有效但不是神藥,，不要輕
信中藥及中藥保健食品宣傳的神奇療效, 有病要到正規醫院看病或
藥店購藥。 

 

3.應提高警惕性, 對於自己服用的中藥或保健食品, 若懷疑有非法添
加化學藥品, 可向當地藥監部門舉報。 

 

4.對於監管部門加大查處力度，新發現的非法添加化學藥品情況及
時向上級部門彙報, 以便統一安排查處。組織有能力的科研院所、
藥品檢驗所及時對可疑樣品進行檢測, 制定檢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