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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本

着培养学生中医药思维、独立创新能力的原则，结合我校现有实验室条件以及历年实验

教学情况，中药炮制教研室全体教师共同编写了《中药炮制学实验讲义》，供本科专业

学生使用。 

本实验讲义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部分包括炮制实验室安全要求、炮制用具、

实验报告书写规范等内容。各论部分涵盖了中药炮制的大多数工艺，并增加了学生设计

性实验内容。本教材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创新并举，培养学生的传统炮制技能和现代实验

技能，为学生未来胜任中药饮片行业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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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药炮制学实验 总论 

一  炮制实验室的安全要求和注意事项 

（一）安全要求 

1.进入实验室必须穿实验服, 不得穿凉鞋、高跟鞋或拖鞋；留长发者应束扎头发。进入实验室必须首

先熟悉实验室及周围环境，如水阀、煤气阀、电闸、安全门的位置，灭火器及室外水源的位置，严

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2.实验用化学试剂不得入口，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或饮食。 

3.实验进行时，不得随便离开岗位，要密切注意实验的进展情况。 

4.做实验时应打开门窗或换气设备，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加热易挥发有害液体，易产生严重异味，

易污染环境的实验时应在通风橱内。 

5. 实验室电源总闸在实验室后部，控制实验室台面、排风扇、电扇的供电。进入实验室，先检查总

电源是否打开。 

6.使用电器时，谨防触电。不要在通电时用湿的手和物接触电器或电插销。凡漏电仪器不要使用，

以免触电。实验完毕，应将电器的电源切断。 

7. 使用电陶炉时注意炉面不可直接接触水，否则易导致台面变形。炒锅、煮锅洗过之后，应擦干锅

底部，再置于炉面上。使用完毕断电时，应先关电炉开关，然后拔掉电源，最后断电。 

8.实验室台面不耐热，因此热锅禁止直接放在台面上，应将锅放在断电的电炉上，冷却后放入柜中。 

9.需要循环冷却水的实验，要随时监测实验进行过程，不能随便离开人，以免减压或停水发生爆炸

和着火事故。实验室位于 5 楼，水压可能会出现不足，因此打开水龙头后如果没有出水，应该关闭

水龙头，避免在无人情况下水压增加龙头出水，增加水管负担，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10.实验所产生的化学废液应按有机、无机和剧毒等分类收集存放，严禁倒入下水道。空试剂瓶要统

一处理，不可乱扔，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1.进行有毒的药物炮制和可能发生危险的实验时，要根据实验情况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戴防护

眼镜、面罩或橡胶手套等。 

12.实验结束后要细心洗手。腐蚀和刺激性药品，如强酸、碱、冰醋酸等，切勿溅到皮肤和衣服上，

取用时尽可能戴防护眼镜、防护手套。禁用裸手直接拿取上述物品。使用浓硝酸、盐酸、硫酸、高

氯酸、氨水时，均应在通风厨或在通风情况下操作，如不小心溅到皮肤或眼内，应立即用水冲洗，

然后用 5%碳酸氢纳溶液（酸腐蚀时采用）或 5%硼酸溶液（碱腐蚀时采用）冲洗，最后用水冲洗。 

13.易燃、易爆、剧毒化学试剂和高压气瓶要严格按有关规定领用、存放、和保管。不使用无标签容

器盛放的试剂、试样。实验室内禁止使用火种。 

14.易燃溶剂加热时，必须在水浴或沙浴中进行，避免使用明火。切忌将热电炉放入实验柜中，以免

发生火灾。 

15. 取下正在沸腾的溶液时，应用瓶夹先轻摇动以后取下，以免溅出伤人。 

16.最后离开实验室的人员应检查水阀、电闸、煤气阀等，关闭门、窗、水、电、气后才能离开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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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项 

1. 实验前仔细阅读实验指导，明确实验目的、要求、方法和操作步骤。结合实验内容复习有关的理

论知识，预测实验各步骤可能出现的情况。 

2．实验前清点并准备实验所用相关器具，并保持实验室的整洁安静，以利于实验进行。 

3．实验时认真听从实验指导教师对实验课的讲解。所有药品、标样、溶液都有标签，绝对不要在容

器内装入与标签不相符的药品。特别是称取或量取药品，在拿取、称量、放回时应进行三次认真核

对，以免发生差错。称量任何药品，在操作完毕后应立即盖好瓶塞，放回原处，凡已取出的药品不

能任意倒回原瓶。 

4.实验中要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进行操作，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认真观察，联系课堂讲授内容进

行思考，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如实记录实验结果。如实验失败时，先要找出失败的

原因，考虑如何改正，再征询指导老师意见，确定是否需要重做。 

5．要重视炮制品质量，实验成品须按规定检查合格后，再由指导教师验收。 

6．严格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包括：报损制度、赔偿制度、清洁卫生制度、安全操作规则以及课

堂纪律等。 

7．注意节约，爱护公物，尽力避免破损。实验室的药品、器材、用具以及实验成品一律不准擅自携

出室外。实验室内严禁会客、喧哗。 

8．及时整理实验结果，应用学过的理论知识和自己的体会，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写出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要求书写整洁、内容明确，并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9．实验后整理好实验器材，每组清洁自己的台面，包括实验用具清洗，实验台整理，水池清洁。值

日生负责清理公用台面以及地面的清洁。经指导教师同意才能离开实验室。 

（编者：王晖） 

 

二  实验报告的书写与实验记录规范 

1. 实验报告必须有下列主要内容：实验日期、实验者班级、实验者姓名、实验者学号、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实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实验注意事项、思考题。 

2. 实验报告用笔必须使用蓝色或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要求用字规范、字迹工整，需涂改处

需划横线，不得涂黑。 

3. 实验报告必须做到及时上交、数据真实、内容完整，防止漏记和随意涂改。严禁伪造和编造数

据。 

4. 要认真领会实验指导教师在实验课所作的简明扼要的讲解，认真记录实验过程中的具体操作，

观察到的现象，异常现象的处理，产生异常现象的可能原因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等。 

5. 实验完毕，应用所学过的理论和自己的体会，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写出实验报告，要求书写

端正、清晰、内容明确，并分析实验结果，作出科学性结论，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存在的问

题。 

（编者：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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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药炮制常用的传统工具和现代设备 

中药炮制工作是一种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操作方法很多，应用的工具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

工具的选择、准备是炮制工作中一项主要的物质条件，为此，现将工具及应用范围分述如下。 

传统常用的净制设备是剪子、簸箕、刀子、刷子、筛子(菊花筛、延胡索筛、中眼筛、紧眼筛等)、

风车、箩等：切制设备是瓷缸、铁锉、瓦盆、镑刀、斧子、切药刀、刨刀、捣筒、铁碾船、乳钵等：

炮炙设备有炒锅、煅锅、捣筒、蒸笼、木甑、铲子、条帚、平炒锅、斜炒锅、炖罐、铜盆等；干燥

设备有晾台、竹扁、苇席、自然干燥(曝干、晒干、晾干、阴干)、火坑(坑干)；包装设备有苇席、方

纸、麻袋、瓷罐、纸盒、蒲包、竹制品、瓷瓶、玻璃瓶等。 

现代炮制主要使用机械制药，劳动强度小，生产效率高，具有很多优越性，为中药炮制发展的

重要方向。 

净选设备有：震荡式筛药机、摇摆式多级筛、电磁振动筛、滚筒式洗药机、籽实类药材清洗机、

两级铅锤式风选机、滑栅吸式风选机、去石机、磁选设备、抛车、除毛机。 

常用切制设备有：立式真空加温润药机、卧式真空加温润药机、减压冷浸软化机、剁刀式切药

机、旋转式切药机、转盘式切药机、多功能切药机、镑片机。 

干燥设备包括：翻板式干燥剂、热风干燥机、带式干燥剂、远红外中药饮片干燥装置、石英远

红外自动隧道式烘箱。 

粉碎设备包括：以撞击为主的粉碎设备：球磨机、锤击式粉碎机、柴田式粉碎机、高速回转球

磨机、乳钵研磨机、冲钵、粉碎机（TGF-200 型、F-400 型、SF-180 型）、CSJ 型粗碎机、CFSJ-系列

高效粉碎机；以锉削为主的粉碎设备：羚羊角粉碎机；不同作用力的粉碎设备：万能粉碎机。 

炒制设备包括：滚筒式炒药机、平锅式炒药机、中药微机程控炒药机。 

蒸制设备：回转式蒸药机、卧式热压灭菌柜、动态循环浸泡蒸煮设备。 

煅制设备：密闭式煅炉、反火炉、箱式电阻炉。 

谷、麦芽发芽设备。其他设备包括：电热恒温干燥箱、热风循环烘箱、远红外辐射干燥箱、微

波干燥箱、多功能提取罐、蒸汽夹层锅。 

（编者：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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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药炮制学实验 各论 

实验一  净制与切制 

（一） 实验目的  

1. 了解饮片净制的目的意义。 

2. 掌握饮片净制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 

3. 了解饮片切制的目的和意义。 

4. 掌握饮片切制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成品规格。 

（二） 实验内容 

1. 净制：甘草药材、黄芪药材 

2. 切制：甘草药材、黄芪药材 

（三）实验材料 

不锈钢桶、不锈钢托盘、切药刀、电动切药机、烘箱、塑料袋、纱布、甘草药材、黄芪药材等 

（四）实验方法 

1. 净制 

（1）甘草：取甘草药材，去除杂质，洗净，低温干燥即得。 

（2）黄芪：取黄芪药材，去除杂质，洗净，低温干燥即得。 

2. 切制 

（1）甘草：取净甘草药材，稍润，置于机器切药机上，启动开关，用机器切药机进行切制，切得的

饮片低温干燥。 

（2）黄芪：取净黄芪药材，稍润，置于机器切药机上，启动开关，用机器切药机进行切制，切得的

饮片低温干燥。 

（五）实验结果 

（六）实验注意事项 

1. 药材在用水进行软化的时候，应按药材大小、粗细进行分档，分别软化，以少泡多润、药透水尽

为原则。 

2. 若气温较高或润药时间过长，药材容易发生变质，应勤检查、勤处理。 

3. 勤检查药材软化的程度，以免药材软化太过或者不及。 

4. 机器切制时，应该按照说明进行操作，并注意对机器进行相应的保养及维护。 

5. 一般药材干燥温度不超过 80℃，含有挥发性药材的干燥温度不超过 60℃。 

（七）药材软化程度检查方法 

药材水处理后，检查药材软化的程度是否符合切制的要求，常采用一些传统的检查方法，习称

“看水头”或“看水性”。 

1. 弯曲法：适用于长条状药物的检查，以药材略弯曲，不易折断为合格。如白芍、山药、木通、木

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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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掐法：适用于团块状药物的检查。如白术、白芷、天花粉、泽泻等。   

3. 穿刺法：适用于粗大块状药物的检查。如大黄、虎杖等。 

4. 手捏法：适用于两端粗细不规则的根和根茎类药物和颗粒状的块根、果实、菌类药物的检查。如

当归、独活、元胡、枳实、雷丸等。 

（八）思考题 

1. 药材浸泡软化的适当与否对药材质量和切制操作的影响。 

（编者：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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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清炒法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清炒法的目的和意义。 

2. 掌握炒黄、炒焦、炒炭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成品规格。 

（二）实验原理 

药物受热后，化学成分发生改变，以适应临床用药的需要。 

（三） 实验内容 

3. 炒黄：王不留行、薏苡仁、决明子 

4. 炒焦：山楂、栀子、槟榔 

5. 炒炭：荆芥、地榆、槐花 

（四）实验材料 

电炉、炒药锅、炒药铲、搪瓷盘、天平、喷壶、筛子、温度计。 

（五）实验方法 

1.炒黄 

（1）王不留行：取净王不留行，投入热锅内，用中火炒制大多数爆开白花，取出，放凉。 

（2）薏苡仁：取净薏苡仁，置预先用中火加热的炒制容器内，不断翻炒至表面黄色，略鼓起，表面

有突起，取出，放凉。 

（3）决明子：取净决明子，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炒至爆裂声减弱，表面颜色加深，

断面浅黄色，有香气溢出时，取出，放凉。 

2.炒焦 

（1）山楂：取净山楂片，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炒至颜色变深，取出，放凉，筛去碎

屑。 

（2）栀子：取净栀子，碾碎，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黄褐色，取出，放凉。 

（3）槟榔：取槟郎片，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微黄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3.炒炭 

（1）荆芥：取荆芥段，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炒至表面黑褐色，内部焦褐色时，喷淋

少量清水，灭尽火星，文火炒干，取出，放凉。 

（2）地榆：取净地榆片，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武火加热，炒至表面焦黑色，内部棕褐色，喷淋

少量清水，灭尽火星，文火炒干，取出，放凉。 

（3）槐花：取净槐花，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炒至焦褐色，喷淋少量清水，灭尽火星，

文火炒干，取出，放凉。 

（六）实验结果 

（七）实验注意事项 

1. 药材炒制前应进行分档，分次炒制，避免加热时生熟不均。 

2. 炒制的容器应该预热，避免冷锅投药。 

3. 根据炒制要求选择适当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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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炒制过程中要勤翻炒，翻炒要均匀，出锅要及时。 

5. 炒黄的药物要防止焦化，炒焦药物要防止炭化，炒炭药物要防止灰化。 

6. 炒焦、炒炭的药物应该注意防火，必须等药物放冷，并检查确实无火星后方可贮存。 

（八）思考题 

1. 简述炒炭存性的概念及原因。 

2. 简述药物炒制分档的原因。 

 

（编者：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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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加固体辅料炒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加固体辅料炒法的目的和意义。 

2. 掌握麸炒、米炒、土炒、砂炒、蛤粉炒、滑石粉炒的基本操作方法和质量标准。 

3. 掌握麸炒、米炒、土炒、砂炒、蛤粉炒、滑石粉炒的火候和操作注意事项。 

（二）实验原理 

固体辅料具有传热作用使中药饮片受热均匀一致，并借助加热或辅料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 

（三）实验内容 

1. 麸炒：枳壳 、苍术 、僵蚕 

2. 米炒：党参 

3. 土炒：山药、白术 

4. 砂炒：马钱子、鸡内金 

5. 蛤粉炒：阿胶 

6. 滑石粉炒：水蛭 

（四）实验材料 

炒药铲、炒锅、电陶炉、筛子或漏勺、搪瓷盘或不锈钢盘、台秤、测温仪、天平 

（五）实验方法 

1.麸炒 

（1）枳壳：先将炒制容器用中火加热，均匀撒入定量净麦麸即刻烟起时，投入均匀的净枳壳片，用

炒药铲快速翻动，保持一定量烟雾，熏炒至枳壳表面淡黄色，及时取出。筛去麸皮，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枳壳片，用麦麸 10kg。 

麸炒枳壳成品性状：表面呈淡黄色，略有焦斑，具香气。 

（2）苍术：先将炒制容器用中火加热，均匀撒入定量净麦麸即刻烟起时，投入均匀的净苍术片，用

炒药铲快速翻动，保持一定量烟雾，熏炒至苍术表面深黄色，及时取出。筛去麸皮，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苍术片，用麦麸 10kg。 

麸炒苍术成品性状：表面呈黄色或深黄色，具香气。 

（3）僵蚕：先将炒制容器用中火加热，均匀撒入定量净麦麸即刻烟起时，投入均匀的净僵蚕片，用

炒药铲快速翻动，保持一定量烟雾，熏炒至僵蚕表面黄色，及时取出。筛去麸皮，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僵蚕，用麦麸 10kg。 

麸炒僵蚕成品性状：表明黄色，偶有焦斑。略有腥气。 

2.米炒 

党参：将大米置热锅中，用文火加热，至大米冒烟时，倒入党参片，翻炒至大米呈焦褐色，党参呈

老黄色时，取出。筛去米，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党参片，用大米 20kg。 

米炒党参成品性状：本品表面呈老黄色，微有褐色斑纹。具香气。 

3.土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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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药：先将土粉置炒制容器中，用中火加热，至土粉呈轻松灵活状态时，投入均匀净山药片，

用炒药铲不断翻炒，至山药表面呈黄色，且均匀挂土粉，及时取出。筛去土粉，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山药，用灶心土 30kg。 

土炒山药成品性状：表面黄色，粘有土粉，略具焦香气。 

（2）白术：先将土粉置炒制容器中，用中火加热，至土粉呈轻松灵活状态时，投入均匀净白术片，

用炒药铲不断翻炒，至白术表面均匀挂土粉，及时取出。筛去土粉，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白术，用灶心土 25kg。 

成品性状：本品表面轻挂薄土，呈土黄色，具土香气。 

4.砂炒 

（1）马钱子：将净河砂置炒制容器内，用武火加热，至滑利容易翻动时，投入净马钱子，用炒药铲

不断埋翻炒制，至外表呈棕褐色或深褐色，内部红褐色并鼓起小泡时，取出。筛去砂，放凉。 

制马钱子成品性状：表面呈棕褐色或深褐色，内部红褐色内部有小泡，质地坚脆，击之易碎，气微，

味苦。 

（2）鸡内金：将净砂置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至滑利容易翻动时，倒入大小一致的净鸡内金，

用炒药铲不断埋翻炒制，至鼓起、卷曲，表面深黄色时，立即取出。筛去砂，放凉。 

砂炒鸡内金成品性状：表面深黄色，膨胀鼓起，质脆，易碎，腥气减弱。 

5.蛤粉炒 

阿胶：取蛤粉置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至灵活状态，放入阿胶丁，不断埋翻炒制，至鼓起呈圆球

形，内无“溏心”，颜色由乌黑转为深黄色，表面附着一层薄薄的蛤粉时，迅速取出。筛去蛤粉，放

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阿胶，用蛤粉 40kg。 

蛤粉炒阿胶成品性状：呈类圆球形，表面棕黄色或灰白色，附有白色粉末，内无“溏心”， 体轻质酥，

断面中空或多孔状，淡黄色至棕色。气微，味微甘。 

7. 滑石粉炒 

水蛭：先将滑石粉置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至灵活状态，倒入净水蛭段，不断埋翻炒制，至微鼓

起，呈黄棕色时取出。筛去滑石粉，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水蛭，用滑石粉 40kg。 

滑石粉炒水蛭成品性状：呈不规则扁块状，略鼓起，表面黄棕色至黑褐色，断面松泡，色黄色或焦

黄色，气微腥。 

（六）实验结果 

（七）注意事项 

（1）炮制用辅料需要净选并为干燥品； 

（2）欲炮制中药饮片原料要净选后且要大小分档； 

（3）加固体辅料炒法一般先加辅料后投入中药饮片； 

（4）加固体辅料炒法根据中药的性质不同，适当调整活力，避免温度过高导致过火现象，温度过低

导致过生现象； 

（5）麸炒法药注意炒制过程要有一定烟雾，保持熏炒过程，使中药饮片达到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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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炒、土炒、麸炒、蛤粉炒、滑石粉炒时，辅料用量要定量，砂炒时辅料用量以能掩埋中药为

准。 

（7）炒过的米、麦麸一般弃去不用，土粉、蛤粉、滑石粉、河砂可适当反复使用，但当使用次数过

多，颜色过深就要弃去不要，特别要注意炒过毒剧药物的辅料如河砂、滑石粉，不能再用于炒制其

他药物，也不可乱倒。 

（八）思考题 

1.简述固体辅料在炒制过程中的作用。 

2.总结加固体辅料炒与清炒法的异同点。 

（编者：窦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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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炙法 

（一） 实验目的  

1.了解各种炙法的目的意义。 

2.掌握各种炙法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成品规格，辅料选择和一般用量。 

（二） 实验原理 

大多数液体辅料具有一定的功效，通过液体辅料渗透到中药饮片内部，影响中药中成分的溶出

或结构，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 

（三）实验内容 

1. 酒炙：当归、 黄芩、黄连 

2. 醋炙：柴胡、香附、乳香 

3. 盐炙：黄柏、知母 

4. 蜜炙：甘草、黄芪、百合 

5. 姜炙：厚朴 

6. 油炙：淫羊藿 

（四）实验材料 

电炉、炒药锅、炒药铲、搪瓷盘、天平、烧杯、量筒、玻璃棒；黄酒、米醋、蜂蜜、食盐、姜

汁、羊油。 

（五）实验方法 

1.酒炙 

（1）当归：取净当归片，用定量黄酒拌匀，闷润至酒被吸尽后，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

热，炒至深黄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辅料用量：每 100kg 当归片，用黄酒 10kg。 

酒当归成品性状：表面深黄色，稍有焦斑，味甘、微苦，香气浓厚，有酒香气。 

（2）黄芩：取净黄芩片，用定量黄酒拌匀，闷润至酒被吸尽后，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

热，炒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辅料用量：每 100kg 黄芩片，用黄酒 10kg。 

酒黄芩成品性状：表面棕黄色，略带焦斑，有酒香气。 

（3）大黄：取净大黄片，用定量黄酒拌匀，闷润至酒被吸尽后，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

热，炒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辅料用量：每 100kg 大黄片，用黄酒 10kg。 

酒大黄成品性状：表面棕黄色或棕褐色，略带焦斑，内部浅棕色，质地坚实，略有酒香气。 

（4）黄连：取净黄连片，用定量黄酒拌匀，闷润至酒被吸尽后，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

热，炒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辅料用量：每 100kg 大黄片，用黄酒 12.5kg。 

酒黄连成品性状：色泽较生片加深，味苦，略带酒气。 

2.醋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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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柴胡：取净柴胡片，加定量米醋拌匀，闷润至米醋被吸尽后，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

加热，炒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辅料用量：每 100kg 柴胡，用米醋 20kg。 

醋柴胡成品性状：北柴胡，表面淡棕黄色，略有醋香气，味微苦。南柴胡，色泽加深，略有醋香气。 

（2）香附： 

方法一：取净香附粒或片，加定量米醋拌匀，闷润至米醋被吸尽后，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

火加热，炒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方法二：取净香附药材，置煮制容器内，加入定量米醋与米醋等量的水，共煮至醋液基本吸尽，再

蒸 5h，闷片刻，取出微晾，切薄片，干燥；或取出干燥后碾成绿豆大粒块。 

辅料用量：每 100kg 香附，用米醋 20kg。 

醋香附成品性状：颜色加深，微挂火色，具醋气。 

（3）乳香：取净乳香，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冒烟，表面熔化发亮，喷淋定量

米醋，再炒至表面光亮，取出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乳香，用米醋 10kg。 

醋乳香成品性状：表面深黄色，显油亮。略有醋气。 

3. 盐炙 

（1）黄柏：取净黄柏丝，加定量盐水拌匀，待盐水被吸尽后，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

炒干，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辅料用量：每 100kg 黄柏丝，用食盐 2kg。 

盐黄柏成品性状：表面深黄色，偶有焦斑，味苦，微咸。 

（2）知母：取净知母片，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变色，喷淋盐水，炒干，取出

放凉。筛去碎屑。 

辅料用量：每 100kg 黄柏丝，用食盐 2kg。 

成品性状：色黄或微带焦斑，味微咸。 

盐水的配制方法：用食盐量的 4-5 倍量的热水溶解后备用。 

4.蜜炙 

（1）甘草：取炼蜜，加适量沸水稀释，淋入甘草片中拌匀，闷润至蜜汁基本被吸尽，置预热后的炒

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黄色至深黄色，不粘手时取出，凉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甘草片，用炼蜜 25kg。 

蜜甘草成品性状：切面黄色至深黄色，略有粘性。具有焦香气，味甜。 

（2）黄芪：取炼蜜，加适量沸水稀释，淋入黄芪片中拌匀，闷润至蜜汁基本被吸尽，置预热后的炒

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黄色至深黄色，不粘手时取出，凉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甘草片，用炼蜜 25kg。 

蜜黄芪成品性状：切面黄色至深黄色，略有粘性。具有焦香气，味甜。 

（3）百合：取净百合，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颜色加深时，加入用少量开水稀

释过的炼蜜，迅速翻动，继续用文火炒至微黄色，不粘手时，取出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百合，用炼蜜 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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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百合成品性状：表面呈黄色，光泽明显，略有粘性，味甜味苦。 

炼蜜的制备方法：将蜂蜜置锅内，加热至徐徐沸腾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并除去泡沫及上浮蜡

质，然后用罗筛或纱布滤去死蜂、杂质，再倾入锅内，加热至 116-118℃，满锅起鱼眼泡，用手捻之

有粘性，两指间尚无长白丝出现时，迅速出锅。炼蜜的含水量控制在 10%-13%为宜。加热时注意蜂

蜜沸腾外溢或焦化，当蜜液微沸时，及时用勺上下搅动，防止外溢。 

炼蜜的稀释原则：用炼蜜量的 1/3-1/2 沸水稀释后备用，中药性质不同用水量有所不同，灵活掌握。 

5. 姜炙 

厚朴：取厚朴丝，加姜汁拌匀，闷润至姜汁被吸尽时，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干，

取出凉凉。 

辅料用量：每 100 kg 厚朴，用生姜 10 kg。 

姜厚朴成品性状：表面灰褐色，偶见焦斑。略有姜辣气。 

姜汁的制备方法： 

1）捣汁：将生姜洗净切碎，置适宜容器内捣烂，加适量水，压榨取汁，残渣再加水共捣，再压榨取

汁，如此反复 2-3 次，合并姜汁，备用。 

2）煮汁：取净生姜片或干姜片，置锅内，加适量水煮，过滤，残渣再加水煮，又过滤，合并两次滤

液，适当浓缩，取出备用。水的用量一般以所得姜汁与生姜的比例是 1:1。  

6.油炙 

淫羊藿：取羊脂油加热熔化，加入淫羊藿丝拌匀，用文火炒至均匀有光泽，取出，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 kg 淫羊藿，用羊脂油 20 kg。 

炙淫羊藿成品性状：表面浅黄色显油亮光泽。微有羊脂油气。 

羊脂油的炼制：取羊脂置热锅内，炼出油脂，滤过去除油渣，放凉，备用。 

（六）实验结果 

（七）实验注意事项 

（1）各炙法中采用先拌辅料后炒制的药，一定要闷润至辅料完全被吸收或渗透至药物组织内部后，

才可以进行炒制。酒炙药物闷润时，容器要加盖密封，以防止酒迅速挥发。后加辅料的药物，辅料

要均匀喷洒在药物上，不要沿着锅壁加入，以免辅料迅速蒸发。 

（2）若液体辅料用量较少，不易与药物拌匀时，可先加适量开水稀释后，再与药物拌润。 

（3）在炙炒时，火力不可过大，翻炒宜勤，一般炒至尽干，颜色加深时，即可出锅摊凉。 

（八）思考题 

1.简述各种液体辅料的作用。 

2.简述乳香、百合、知母先炒药后加辅料的方法的原因。 

（编者：窦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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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煅法 

（一） 实验目的  

1. 了解煅法的目的和意义。 

2. 掌握明煅法、煅淬法、扣锅煅法的基本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质量标准。 

（二） 实验原理 

中药经过高温煅烧，发生物理状态和化学成分变化，使中药质地酥脆，利于粉碎，减少或消除

副作用，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提高疗效或产生新的药效。 

（三） 实验内容 

1. 明煅法：白矾、石膏 

2. 煅淬法：炉甘石、自然铜 

3. 扣锅煅（闷煅）法：棕榈、血余 

（四）实验材料 

马福炉、煅药炉、煅药锅、坩埚、坩埚钳、烧杯、量筒、乳钵、电炉、大小瓷蒸发皿、搪瓷盘、

台秤等。 

白矾、石膏、炉甘石、自然铜、棕榈、血余。 

（五）实验方法 

1. 明煅法 

将净制过的中药，置适宜的耐火容器内，高温加热处理的操作过程，称为明煅。适用于矿物、

贝壳及化石类中药。 

（1）枯矾：取净白矾碎块或粗粉，置煅制容器内，用武火加热至熔化，继续煅至膨胀松泡呈白色蜂

窝状固体，完全干枯，取出，放凉，碾成粉末。 

成品性状：本品为粉末状。白色，不透明，蜂窝状。体轻质松。味酸涩。 

（2）煅石膏：取净石膏碎块或粗粉，置煅制容器内，用武火加热，煅至红透，质地酥松，取出，放

凉，碾成粉末。 

成品性状：本品为粉末状。白色，不透明。体较轻，质软。气微，味淡。 

2. 煅淬法 

将中药按明煅法灼烧至红透后，立即投入规定的液体辅料中骤然冷却的操作过程，称为煅淬。 

（1）煅炉甘石：取净炉甘石块，置煅制容器内，用武火加热，煅至红透，取出，立即倒入水中浸淬，

搅拌，倾取上层水中混悬液，残渣继续煅淬 3～4 次，至不能混悬为度，合并混悬液，静置，待澄清

后倾去上层清水，残渣再按水飞法水飞成细粉，晒干。 

成品性状：本品为细粉状。白色或灰白色。质轻松细腻。 

（2）煅自然铜：取净自然铜块，置煅制容器内，用武火加热，煅至红透立即取出，投入醋中淬

制，待冷后取出，反复煅烧醋淬至黑褐色，外表脆裂，光泽消失，质地酥脆，取出，摊开放凉，干

燥后碾成粉末。 

每 100kg 自然铜，用醋 30kg。 

成品性状：本品为粉末状。黑褐色或黑色，无金属光泽。质地酥脆。有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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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扣锅煅法（闷煅） 

    中药在高温缺氧的条件下，密闭加热使成炭的方法，称为煅炭法。又称扣锅煅、密闭煅、焖煅、

暗煅、子母锅煅。适用于煅制质地疏松、炒炭易灰化及难以炒炭的中药。 

（1）煅棕榈炭：取净棕榈段，置铁锅内，上扣一较小锅，两锅结合处用盐泥封固，上压重物，

并贴一白纸条或放大米数粒，用文武火加热，煅至白纸或大米呈深黄色时，停火，待锅凉后，取出。 

成品性状：本品为黑褐色或黑色的块状。质地脆。味苦涩。 

（2）血余炭：取头发，除去杂质，反复用稀碱水洗去油垢，清水漂净，晒干，装于锅内，上扣

一个口径较小的锅，两锅结合处用盐泥或黄泥封固，上压重物，扣锅底部贴一白纸条或放几粒大米，

用武火加热，煅至白纸或大米呈深黄色为度，离火，待凉后取出，剁成小块。 

成品性状：本品为不规则的小块。乌黑光亮，呈蜂窝状，研之清脆有声。体轻，质脆。有不快

的臭气，味苦。 

（六）实验结果 

（七）实验注意事项 

1. 明煅法 

（1）将中药大小分档，以免煅制时生熟不均。 

（2）含结晶水的矿物药煅制时应一次性煅透，中途不得停火，不要搅拌，以免出现夹生现象。 

（3）控制适宜的煅制温度和时间。如白矾煅制温度过高易使其成分分解，影响质量。 

（4）有些中药在煅烧时产生爆溅，可在容器上加盖（不密封），防止事故发生。 

2. 煅淬法 

（1）质地坚硬的矿物药煅淬时要反复进行，使淬液全部吸尽、药物完全酥脆为度，避免生熟不匀。 

（2）所用的淬液种类和用量，应根据中药的性质和煅淬目的要求而定。 

3. 扣锅煅法（闷煅） 

（1）煅烧过程中，由于中药受热炭化，有大量气体及浓烟从锅缝中喷出，应随时用盐泥堵封，以防

空气进入，使中药炭化。 

（2）煅透后要赶紧熄火，并放置冷却后再开锅，以免过早接触空气造成灰化。 

（3）一次煅制量不可过多，否则难以煅透，一般不超过煅制容器的 2/3。 

（八）思考题 

1. 本实验中三种煅制方法的操作方法有何不同。  

（编者：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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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蒸煮燀法 

（一） 实验目的  

1. 了解蒸、煮、燀制的含义。 

2. 掌握蒸、煮、燀制的炮制工艺要点、炮制作用、质量要求及注意事项。 

（二） 实验原理 

中药在蒸、煮、燀制过程中会发生物理状态和化学成分的变化，从而改变中药性能，扩大用药

范围；减少毒副作用；保存药效，利于贮存；便于软化切片；增强疗效；分离不同的药用部位。 

（三） 实验内容 

1. 蒸法：大黄、何首乌 

2. 煮法：草乌 

3. 燀法：苦杏仁 

（四）实验材料 

电热锅、锅铲、烧杯、量筒、捞勺、搪瓷盘、台秤、筛子、蒸帘、铁锅、切药刀等。 

黄酒、黑豆、大黄、何首乌、草乌、苦杏仁。 

（五）实验方法 

1. 蒸制 

（1）清蒸大黄：取净大黄片或块，加黄酒拌匀，闷 1～2h 至酒被吸尽，装入适宜容器内，密闭，

隔水炖 24～32h 至大黄内外均呈黑色时，取出，干燥。 

每 100kg 大黄，用黄酒 30kg。 

成品性状：本品形如大黄。表面黑褐色。质坚实。有特异芳香气，味微苦。 

（2）制何首乌：取何首乌片或块，用黑豆汁拌匀，置非铁质蒸制容器内，密闭，炖至汁液吸尽；

或加黑豆汁拌匀，蒸至内外均呈棕褐色时，取出，干燥。 

每 100kg 何首乌，用黑豆 10kg。 

    黑豆汁制法：取黑豆 10kg，加水适量，煮约 4h，熬汁约 15kg，豆渣再加水煮约 3h，熬汁约 10kg，

合并得黑豆汁约 25kg。 

成品性状：本品为不规则皱缩状的块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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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微甘而苦涩。 

2. 煮制 

（1）制草乌： 取净草乌，大小分档，用水浸泡至内无干心，取出，加水煮沸至取大个及实心

者切开内无白心，口尝微有麻舌感时，取出，晾至六成干，切薄片，干燥。 

成品性状：本品呈不规则类圆形或近三角形片状，表面黑褐色，有灰白色多角形形成层环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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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燀制 

（1）燀苦杏仁：取净苦杏仁，置 10 倍量沸水中，加热煮约 5min，至种皮微胀时，捞出，置冷

水稍浸，取出，搓开种皮与种仁，干燥，筛去种皮。用时捣碎。 

成品性状：本品无种皮或分离为单瓣，表面乳白色，有特殊的香气，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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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结果 

（七）实验注意事项 

1. 蒸制 

（1）需用液体辅料拌蒸的中药应待辅料被吸尽后再蒸制。 

（2）采用隔水蒸制时应先用武火，待圆汽一段时间后改为文火慢蒸，并随时往锅内添加沸水，保持

一定水量，使锅内始终保持充足的蒸汽。在非密闭容器中酒蒸时，要先用文火，防止酒汽很快挥散，

达不到蒸制的目的。 

（3）蒸制时要注意时间，若时间太短则达不到蒸制目的；若蒸的过久，则影响药效。 

（4）加辅料蒸制完毕后，若容器内有剩余的液体辅料，滋补类中药宜拌回该蒸制品后再进行干燥。 

（5）需日夜连续蒸制者应有专人值班，以保安全。 

2. 煮制 

（1）适当掌握加水量。加水量多少需视要求而定。清水煮时加水量宜大，要求药透汁不尽，煮后将

药捞出，煮过有毒中药的剩余汁液要妥善处理。煮制中途需加水时，应加沸水。 

（2）适当掌握火力。先用武火煮至沸腾，再改用文火，保持微沸，防止水分迅速蒸发，不易煮透或

出现煮干锅的现象。 

（3）出锅后及时干燥。一般晒干或烘干，如需切片，则适当晾晒，再切片，干燥，如乌头。 

3. 燀制 

（1）水量要大，以保证水温。一般为中药量的 10 倍以上。若水量少，投药后，水温降低过快，含

苷类中药不但达不到破坏酶的目的，反而造成苷类成分被酶解或溶出，降低药效。另外也影响部分

中药的去毒效果。 

（2）时间要短，加热时间以 5～10min 为宜。以免烫制时间过长，成分损失。 

（3）燀制品宜当天晒干或低温烘干。否则易泛油，色变黄，影响成品质量。 

（八）思考题 

1. 在蒸制药物过程中应注意什么？有何体会？ 

（编者：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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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巴豆制霜以及巴豆油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1．了解制霜的目的和意义，掌握制霜的操作方法和质量标准。 

2．掌握巴豆油的含量测定方法。 

（二）实验原理 

巴豆含巴豆油 34%-57%，巴豆的脂肪油具有强烈的泻下作用和刺激作用。生巴豆毒性强烈，仅

供外用蚀疮，巴豆适当加热，可去除巴豆中的部分巴豆油，去油制霜后，能降低毒性，缓解其泻下

作用。  

（三）实验内容 

1.巴豆压油制霜。 

2.巴豆和巴豆霜中巴豆油含量比较。 

（四）实验材料 

制霜：乳钵、铜筛、吸油纸、压榨器、电熨斗等。 

巴豆油含量测定：索氏提取器、水浴锅、天平、滤纸、乙醚等。 

（五）实验方法 

1. 巴豆制霜： 

（1）生巴豆：取生巴豆捣去外壳，取出仁，放在铜冲中捣成粗粉。 

（2）巴豆霜：取巴豆粗粉用数层吸油纸包裹，受热后，反复压榨换纸，至药物扩散成粉，不再粘连

成饼为度。   

2.巴豆油含量测定 

精密称取巴豆和巴豆霜约 5g，置滤纸筒中，放索氏提取器中，加乙醚 120ml，连接冷凝装置，

50℃水浴提取 2-3 小时，至提尽为止。可取烧瓶中的提取液少量置滤纸上，挥干，观看是否有油痕，

若无油痕即为提尽。 

安装回收装置，回收乙醚，将提取液倒入预先洗净，在 100℃烘干后至恒重的蒸发皿中，在水

浴上挥尽乙醚后置烘箱中，100℃干燥 1 小时后取出，移入干燥器中冷却 30 分钟，精称，计算巴豆

油的百分含量。 

               巴豆油的百分含量=巴豆油重/样品重*100% 

（六）实验结果 

（七）注意事项 

1.生巴豆有剧毒，制备巴豆霜时应注意防护。 

2.水浴温度以 40℃为宜，放烘箱前一定把乙醚挥尽。 

（八）思考题 

1.简述巴豆的不同制霜方法，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2.简述巴豆霜的质量要求。 

（编者：李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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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提净法 

（一）实验目的 

1．明确提净法的目的和意义。 

2．掌握提净法的操作方法、质量标准。  

（二）实验原理 

    利用药材与杂质在水中溶解性差异，经过溶解，滤过，重结晶，达到去除杂质，纯净中药的目

的，从而提高疗效，缓和药性，降低毒性。 

（三）实验内容 

提净法：芒硝、硇砂 

（四）实验材料 

电炉、煮锅、天平、烧杯、量筒、玻璃棒、滤纸、漏斗、抽滤瓶、鲜萝卜、米醋等。 

（五）实验方法 

1.芒硝提净 

取定量鲜萝卜，洗净切成薄片，置先将净萝卜切成薄片，置锅内，加适量水煎煮 20-30 分钟，

过滤取汁，再将朴硝投入萝卜液中共煮，同时不断搅拌，待朴硝全部溶化后，趁热抽滤，滤液浓缩

至小体积，倒入烧杯中，置 10 ℃ 左右使自然析出结晶，结晶完全后，捞出晶体，避风干燥，即为

成品芒硝。  

辅料用量：每 100kg 朴硝 ，用萝卜 20kg 。  

芒硝成品性状：本品呈无色透明或半透明针状、棱柱状、长方状或不规则颗粒状结晶。味咸微苦。  

萝卜汁的制备方法：取定量鲜萝卜，洗净切成薄片，置先将净萝卜切成薄片，置锅内，加适量水煎

煮 20-30 分钟，过滤取汁。 

2.硇砂提净 

    先将硇砂适当破碎，用适量沸水融化后，过滤，除去杂质。滤液倒入烧杯中，加入适量米醋，

置电炉上加热，至溶液表面析出近白色结晶时，随时捞取结晶于白色吸潮纸上，至无结晶为止，将

结晶晾干。 

辅料用量：每 100kg 硇砂 ，用米醋 50kg 。 

醋硇砂成品性状：为灰白色或微带黄色粉末。味咸、苦。 

（六）实验结果 

（七）注意事项 

提净加水量要适宜，以免影响结晶。  

（八）思考题 

1. 简述芒硝提净中萝卜共煮的作用。 

2. 简述精制硇砂时加醋的目的。 

（编者：李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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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煨法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煨法的目的和意义。 

2．掌握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质量要求。  

（二）实验原理 

煨法加热过程可除去药物中的部分挥发性成分和刺激性成分，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 

（三）实验内容 

1. 面裹煨：肉豆蔻 

2. 纸煨：木香 

3. 麦麸煨：葛根 

（四）实验材料 

电炉、炒药锅、炒药铲、铁筛、吸油纸、烧杯、量筒、面粉、麦麸 

（五）实验方法 

1. 面裹煨    

肉豆蔻：取面粉加适量水混合，做成团块后压成薄片，将肉豆蔻逐个包裹，或将肉豆蔻表面用水湿

润，如水泛丸包裹面粉，再湿润再包裹至 3-4 层。晒至半干，投入已炒热的滑石粉锅内，适当翻动，

至面皮焦黄色时取出，筛去滑石粉，放凉，剥去面皮，同时捣碎，煨后肉豆蔻表面呈焦黄色时，筛

去滑石粉，剥去面皮。 

辅料用量：每 100kg 肉豆蔻，用面粉 50kg。 

煨肉豆蔻成品性状：形如肉豆蔻，表面棕褐色，有又迹，有裂隙。香气更浓烈，味辛。 

2. 纸煨 

木香：取木香片，润软，均匀铺于吸油纸上，再加一层纸，纸上再铺一层木香片，层层码放数层后，

固定，至 60℃烘箱中干燥 2 小时，取出木香，放凉。 

煨木香成品性状：形如木香片，表面深黄色，气微香。 

3. 麦麸煨 

葛根：将麦麸均匀撒在锅内，用文火加热，待冒烟时，投入葛根片，适当翻动，至葛根片呈焦黄色

时，取出，筛去麦麸，放凉。 

辅料用量：每 100kg 葛根，用麦麸 30kg。 

煨葛根成品性状：形如葛根片，表面黄色或焦黄色，气微香。 

（六）实验结果 

（七）注意事项 

煨制时火力不宜过大，使油脂渐渐渗入辅料内。 

（八）思考题 

1. 简述煨肉豆蔻的几种方法。 

2. 试述煨肉豆蔻的炮制作用和炮制原理。 

（编者：李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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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  水飞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水飞法的目的和意义。 

2．掌握水飞法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质量要求 

（二）实验原理 

粗细粉末在水中悬浮性不同，将不溶于水的矿物、贝壳类药物经反复研磨制备成极细腻粉末。 

（三）实验内容 

水飞:朱砂 

（四）实验材料 

乳钵、磁铁、搪瓷盘、天平、烧杯、量筒、玻璃棒、朱砂 

（五）实验方法 

取朱砂粗粉，用磁铁吸去铁屑，置乳钵内，加适量清水，研磨成糊状，然后加多量清水搅拌，

倾取红色混悬液。下沉的粗粉如上法继续研磨，如此反复数次，直至手捻细腻，无亮星为止，除去

杂质，合并混悬液，静置后分取沉淀，晾干，研散。 

（六）实验结果 

成品性状为红色极细粉末，体轻，以手指措之无粒状物，以磁铁吸之，无铁末。 

（七）实验注意事项 

（1）水飞时水要适量 

（2）朱砂要忌铁器，并要注意避免加热，以防毒性增强 

（四） 思考题 

1. 试述水飞朱砂的炮制作用和炮制原理 

（编者：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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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一  干馏 

（一）实验目的  

1. 明确干馏法的目的和意义。 

2. 掌握干馏法的操作方法、质量标准。 

（二）实验原理 

药物在干馏过程中，产生以含氮碱性物质为主的裂解产物，具有抗过敏，抗真菌的作用。 

（三）实验内容 

干馏法：蛋黄油、黑豆馏油 

（四）实验材料 

电炉、煮锅、蒸发皿、烧杯、石棉网、玻璃棒、砧板、滤纸等。鸡蛋、黑豆。 

（五）实验方法 

1.干馏蛋黄油  将鸡蛋洗净煮熟，去壳及蛋白取黄，置蒸发皿内，压碎，以免加热时崩溢烫伤。以

文火加热，待水分蒸发后再开武火 280℃炒熬，至蛋黄呈焦黑色，蛋黄油出尽为度，滤过装瓶备用。 

2.干馏黑豆馏油  取净黑大豆，轧成颗粒，装入圆底烧瓶中，不超过烧瓶的 1/3，连接蒸馏头、冷凝

管、接收瓶等。以电热套加热，上部注意保温，可得到黑色黏稠的油状液体，即为粗制黑豆馏油。 

    若进一步精制，则将粗制品放在分液漏斗内，静置 20~30 分钟便分层，上层是馏油，下层为水

和水溶性混合物，弃掉下层。取上层馏油置蒸馏瓶内于水浴上蒸馏，温度保持在 80～100℃，约经

30 分钟，蒸馏出来的是淡黄色透明液，为干馏油中的挥发性物质，而留在蒸馏瓶中的残液(黑色而有

光泽的浓稠液体)，方是黑豆馏油。 

（六）实验结果 

成品性状：蛋黄馏油品为棕黑色油状液体，具青黄色荧光。黑豆馏油为黑色、有光泽的浓稠液

体，气焦臭。 

（七）实验注意事项 

制蛋黄油时，鸡蛋要新鲜。熬油时应注意火力控制，先以文火加热，水分蒸发后再用武火。所

得蛋黄油要及时装瓶贮藏。 

（八）思考题 

1.干馏法的炮制目的。 

2.蛋黄油和黑豆馏油的临床应用。 

（编者：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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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计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一  发酵 发芽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发酵法和发芽法的目的和意义。 

2. 掌握发酵法和发芽法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成品规格等。 

（二）实验原理 

发酵和发芽均是借助于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使中药或其他原料发生生物转化，产生新的成分，

增强或产生新的疗效。 

（三）实验内容 

1. 发芽：大豆黄卷、绿豆 

2. 发酵：米酒、酸奶 

（四）实验材料 

1. 发芽：大豆（黑豆或黄豆）、绿豆、纱布、烧杯、塑料盆（带眼） 

2. 发酵：酸奶、糯米或薏米、酒曲、玻璃碗或不锈钢碗（加盖）、蒸锅、煮锅、不锈钢饭勺、量筒、烧杯 

（五）实验方法 

1. 发芽 

（1）大豆黄卷：取成熟饱满的新鲜大豆，挑选去杂质后，用清水浸泡约 6-8 小时，取出，置铺有纱

布的塑料盆（带眼）中，上边盖湿润的纱布，每天淋水 1-2 次（视季节不同可增减淋水次数），在适

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发芽（避光），待芽长至 0.5-1cm 时，取出，置烘箱中干燥。（也可用发芽机

发芽。） 

大豆芽成品性状：为带芽的黄豆或黑豆，芽黄色而卷曲。 

（2） 绿豆：方法同上，但芽的长度可控制在 3cm 以上未明显纤维化即可。 

绿豆芽成品性状：为带芽的绿豆，芽白色而卷曲，芽长约 5cm 左右。 

（3）麦芽：取新鲜成熟饱满的净大麦，用清水浸泡 6-7 成透，捞出，置能排水容器内，盖好，每日

淋水 2-3 次，保持湿润。待叶芽长至 0.5cm 时，取出干燥即得。 

2. 发酵 

（1）米酒：将糯米或薏米淘洗干净，加适量水浸泡半天，捞出，置蒸锅内蒸熟，放至室温备用，用

凉白开水溶解酒曲，将蒸熟的糯米或薏米和酒曲拌匀放入洁净消毒后的容器内，加盖，在适宜的温

度和湿度条件下发酵，待 3-4 天后（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就可看到有酒生成。【将容器盖打开（有

浓郁的酒香就成了），加满凉开水，再盖上盖后，放入冰箱（为的是终止发酵）或直接入锅煮熟（也

是停止发酵）】。 

辅料用量：每 100kg 米，用酒曲 0.4kg。 

米酒的成品性状：米中有液体渗出，并有浓烈的酒香气，口尝味甜。 

（2）酸奶：将牛奶置煮锅内加热至沸腾，放至室温，按照 10%-20%配比加入酸奶，搅拌均匀，密

封放置 8-10 小时，凝成豆腐花样的固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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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的成品性状：呈豆腐花样的固态，味酸，无异味。 

（六）实验结果 

（七）实验注意事项 

1. 发酵用的原料和容器均应进行杀菌处理； 

2. 发酵保持温度 30-37℃，相对湿度控制在 70-80%； 

3. 发芽应选用新鲜成熟的种子或果实； 

4. 发芽保持温度 18-25℃，相对湿度控制在 70-80%； 

5. 发芽时一定要根据要求控制发的长度，若芽过长会降低药效； 

6. 发芽前一般要做发芽率实验，要求发芽率在 85%以上。 

（八）思考题 

1.简述发酵、发芽的目的和意义。 

2.简述发芽、发酵制备时的注意事项。 

（编者：窦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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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性实验二  酒炙黄芩炒干和烘干后药材黄芩苷含量测定比较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对生品黄芩和酒炙黄芩中黄芩苷的含量测定，了解酒炙黄芩的炮制原理。 

2．通过对比酒炙黄芩炒法和烘干法后药材中黄芩苷的含量，比较不同炮制工艺对黄芩药材中活性成

分的影响，从而优化传统的炮制工艺。 

（二）实验原理 

    黄芩苷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显著的生物活性，许多黄芩的中药制剂均采用黄芩苷作为质

量控制指标。黄芩苷在 278nm 处有最大吸收，因此可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黄芩中黄芩苷的含量。 

（三）实验内容 

1．酒炙黄芩炒法药材中黄芩苷的含量测定。 

2．酒炙黄芩烘干法药材中黄芩苷的含量测定。 

（四）实验材料 

电炉、炒药锅、炒药铲、搪瓷盘、天平、烧杯、量筒、玻璃棒、容量瓶、移液管；黄酒、乙醇、

氢氧化钠；紫外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谱仪。 

（五）实验方法 

1. 酒黄芩：取净黄芩片，用定量黄酒拌，，闷润至酒被吸尽后，将药材分成 3 分，一份置热锅内，

文火加热，炒干，取出。另外两份分别以 80℃及 100℃烘干。 

辅料用量：每 100kg 黄芩，用黄酒 10kg。 

酒黄芩成品性状：表面棕黄色，略带焦斑，有酒香气。 

2. 紫外分光光度计法检测黄芩苷含量 

⑴提取纯化   

黄芩生药材，粉碎过 60 目筛。黄芩炮制药材酒炙后干燥至恒重，粉碎过 60 目筛。黄芩粗粉以

水 10 倍和 8 倍量煎煮 2 次，每次 l h，合并煎液，滤过，滤液浓缩至适量，加浓盐酸调至 pH 1~2，

于 80℃保温 30 min；静置，过滤；沉淀用适量水搅匀，用 40% NaOH 调至 pH 7，加等量 95%的乙

醇，搅拌使之溶解；放置数小时，抽滤，滤液浓缩至适量，用盐酸调至 pH 1~2，于 80℃保温 30 min，

静置，抽滤，沉淀分别用水和 95%乙醇洗至 pH 7，重结晶即得黄芩苷。 

⑵ 样品制备   

精密称取制备好的黄芩苷样品（包括生品，炮制后炒干及不同温度烘干的样品）一定量用乙醇

溶解定容于 50 mL 容量瓶中，溶解过程用超声。移取 1mL 溶液于 10mL 容量瓶中，用乙醇定容，再

移取 2mL 溶液于另一个 10mL 容量瓶中。另取 95%的分析乙醇作空白。 

⑶测定波长的选择   

取黄芩苷标准溶液,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上，于 200~600 nm 波长范围内，以 1 nm 为单位进行

全波长扫描,选择最大吸收峰处作为黄芩苷的测定波长。 

⑷标准工作曲线的绘制 

  精密称取 0. 0100 g 黄芩苷标准品,配制成 100μg/mL黄芩苷标准品的乙醇溶液，用移液管分别移

取 1、2、3、4、5mL 分别于 5 个 50mL 的容量瓶中，用分析乙醇定容至刻度,摇匀，放置 10 min，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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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乙醇溶液为参比，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 A 为纵坐标、浓度 c(μg/mL)为横

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 

⑸黄芩苷含量测定及计算  

将制备好的样品溶液于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A，从标准曲线方程计算黄芩苷溶液浓度为

c，计算黄芩苷含量，黄芩苷含量计算公式如下： 

w =cFV/m×100 

式中:w———黄芩苷样品含量,%; 

c———溶液浓度,μg/mL; 

F———溶液的稀释倍数; 

V———溶液体积,mL; 

m———称取的样品质量 

3. 高效液相法检测黄芩苷含量 

(1) 60%乙醇超声制备黄芩提取物 

     分别称取黄芩生品和炮制品 1g，加 10 倍 60%乙醇超声提取 3 次，每次 30min，过滤，合并 3

次提取液，加 60%乙醇定容至 500ml。精密量取 0.5ml，加甲醇定容至 5ml，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2）色谱条件 

     Agilent Zorbax Extend-C18色谱柱，流动相甲醇-乙腈-水-醋酸（18:25:57:0.2）；流速 0.8ml/min；

检测波长 275nm。 

（3）标准曲线绘制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1，2，4，8，12，16，20ul 依次进样，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记录色谱

图，以峰面积（Y）为纵坐标，进样量（X）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方程。 

（4）样品测定 

     取炮制前后的黄芩药材，按上述方法提取，每个样品提取 3 份，得各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对

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各 10ul，注入高校液相色谱仪，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计算样品中黄芩苷含

量。 

（六）实验结果 

（七）注意事项 

1. 各炙法中采用先拌辅料后炒制的药，一定要闷润至辅料完全被吸收或渗透至药物组织内部后，才

可以进行炒制。酒炙药物闷润时，容器要加盖密封，以防止酒迅速挥发。后加辅料的药物，辅料要

均匀喷洒在药物上，不要沿着锅壁加入，以免辅料迅速蒸发。 

2. 在炙炒时，火力不可过大，翻炒宜勤，一般炒至尽干，颜色加深时，即可出锅摊凉。 

（八）思考题 

1. 简述酒炙黄芩中黄酒的作用。 

2. 比较炒干和烘干法黄芩中黄芩苷含量的差异，分析原因。 

3. 比较紫外法和 HPLC 法检测黄芩苷含量的优缺点。 

（编者：李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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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性实验三  槐米炒炭前后芦丁含量比较 

（一） 实验目的 

1. 了解槐米炒炭的目的和意义。 

2. 通过对槐米和槐米炭中芦丁的含量测定，从而验证“炒炭存性”的传统经验。 

（二）实验原理 

药物炒炭后，其理化性质发生改变，从而能使药物产生或增强止血作用。炭药炮制

过程中的成分变化和止血作用物质基础的复杂多样，与可溶性钙离子、鞣质、止血抗止

血成分及炭素有关。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是根据物质分子对波长为 200-760nm 这一范围的电磁波的吸

收特性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定性、定量和结构分析方法。当一束平行单色光通过一均匀、

非散射的吸光物质溶液时，在入射光的波长、强度以及溶液温度等保持不变时，该溶液

的吸光度 A 与其浓度 C 及液层厚度 L 的乘积成正比。 

（三）实验内容 

本实验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芦丁含量。 

（四）实验材料 

仪器：100ml 容量瓶、电炉、100ml 量筒、水浴锅、10ml 吸量管、25ml 容量瓶、分

光光度计、索氏提取器。 

药品：精制芦丁、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钠、石油醚、甲醇。 

（五） 实验方法 

1. 槐米炒炭：取净槐米，置预热后的炒制容器内，用中火加热，炒至焦褐色，喷洒

少量清水、灭尽火星，文火炒干，取出，放凉，备用。 

2. 芦丁总量测定： 

（1）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芦丁，配制成 2.00mg/ml 的甲醇液。

取 10ml 加水稀释至 100ml。精密吸取 1.00、2.00、3.00、4.00、5.00、6.00ml 分别置 25ml

容量瓶中，各加水至 6ml，加 5%亚硝酸钠溶液 1ml，使混匀，放置 6 分钟，加 10%硝酸

铝溶液 1ml，摇匀，放置 6 分钟，加氢氧化钠试液 10ml，再加水至刻度，摇匀，放置

15 分钟，以相应的试剂为空白，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在 500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2）样品液制备及测定：精密称取生槐米、槐米炭粗粉各 1g，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 30ml 石油醚回流至提取液无色，放冷，弃去醚液。再加甲醇 90ml，加热回流至提取

液无色，转移至 100ml 量瓶中，用甲醇少量洗涤容器，洗液并入同一量瓶中，加甲醇至

刻度，摇匀。精密吸取 10ml，置 100ml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精密吸取 3ml，置

25ml 量瓶中，照标准曲线制备项下的方法，自“加入水 6.0ml”起，依法测定吸光度，从

标准曲线上读出供试品溶液中含芦丁的重量，计算，即得。 

计算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453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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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由回归方程计算的样品量，mg； 

T——稀释度； 

W——样品的重量，g。 

（六）实验结果 

槐米按干燥品计算，含芦丁不得少于 20.0%。炒炭后槐米中芦丁含量有所增加。 

（七）注意事项 

1. 槐米炒炭时，铁锅温度不能超过 250℃，槐米温度不能超过 210℃。出炭率不能

低于 82%。 

2. 槐米应在 60℃干燥，芦丁在 60℃干燥至恒重。 

（八）思考题 

1. 槐米炭止血作用的增强是哪几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编者：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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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性实验四  炮制前后苦杏仁酶活性比较实验 

（一）实验目的 

通过分析苦杏仁炮制前后其苦杏仁苷的含量，进一步明确苦杏仁燀制的作用原理。 

（二）实验原理 

苦杏仁中的苦杏仁苷是其止咳平喘的有效成分之一。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

苦杏仁苷易被共存的苦杏仁苷酶水解，生成野樱苷；野樱苷在野樱酶的作用下生成杏仁

腈；杏仁腈不稳定，分解为苯甲醛和氢氰酸。若大量口服生苦杏仁，在苦杏仁酶的作用

下，可迅速分解大量的氢氰酸(HCN)而导致中毒，甚至使呼吸麻痹而死亡。苦杏仁经加

热炮制后，酶被破坏，苦杏仁苷就不易水解而利于保存。服用后在体内胃酸作用下，苦

杏仁苷缓缓分解，产生适量的氢氰酸，只起镇咳平喘作用而不致引起中毒。 

由于生杏仁的酶有活性而使苦杏仁苷水解放出 HCN，遇苦味酸钠试纸而呈砖红色。制

苦杏仁由于酶活性被破坏而呈负反应。 

鉴定 HCN 反应方程式如下： 

NO2

NO
2

OH

NO2

2NaCN

NHOH

ONa

NO2

2NaCNO

2HCN Na
2
CO

3

砖红色黄色

NO2

 

（三）实验内容 

苦杏仁燀制前后苦杏仁苷及酶的活性比较。 

（四）实验材料 

玻璃弯管、试管、试管夹、橡皮塞、研钵、水浴锅、苦味酸试纸、10%碳酸钠溶液。 

10%碳酸钠浸润过的苦味酸试纸。 

（五）实验方法 

 取生、制苦杏仁数粒，分别研碎。取 0.1g 放入两支试管中，加少许水，试管内悬一

条用 10%碳酸钠浸润过的苦味酸试纸，棉花塞紧，置 40℃-50℃水浴中加热 10-15 分钟。

（六）实验结果 

生杏仁组显砖红色，制杏仁无显色反应或显色不明显。 

（七）注意事项 

进行测定时，苦味酸试纸要悬挂在样品液上方，不能浸没到样品液当中。 

（八）思考题 

 通过苦杏仁酶活性的测定，说明苦杏仁的炮制原理。 

（编者：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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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性实验五  何首乌炮制前后二苯乙烯苷含量测定 

（一） 实验目的  

测定何首乌生品及其炮制品种二苯乙烯苷的含量。 

（二） 实验原理 

何首乌中二苯乙烯苷类成分的含量随着蒸制时间的增加而降低。 

（三） 实验内容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何首乌及其炮制品制首乌中二苯乙烯苷的含量。 

（四） 实验材料 

何首乌、黑豆、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O- -D-葡萄糖苷对照品、水、稀乙醇（取

乙醇 529ml，加水稀释至 1000ml 即得）、乙腈（色谱级）、纯净水（娃哈哈）、煮锅、蒸

锅、非铁质容器、100ml 具塞锥形瓶、滴管、容量瓶（棕色）、电炉、水浴锅、高效液

相色谱仪、电子天平、C18 色谱柱、0.45μm微孔滤膜、一次性注射器。 

（五） 实验方法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水(25：

75)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320nm。理论板数按 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O- -D-葡萄糖

苷峰计算应不低于 2000。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 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O- -D-葡萄糖苷对照品适量，精

密称定，加稀乙醇制成每 1ml 含 0.2mg 的溶液，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四号筛)约 0.2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稀乙醇 25m1，称定重量，加热回流 30 分钟，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稀乙醇补

足减失的重量，摇匀，静置，上清液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即

得。 

（六）实验结果 

生品按干燥品计算，含 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O- -D-葡萄糖苷(C20H22O9)不得

少于 1.0％。制品按干燥品计算，含 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O- -D-葡萄糖苷(C20H22O9)

不得少于 0.7％。 

（七）实验注意事项 

二苯乙烯苷需避光操作。 

（编者：王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