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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道地药材目录（第一批）
序号 道地药材名称

标准收载

药材名
来源 道地产区

1 湘玉竹 玉竹
百合科植物玉竹 Polygonatum odoratum（Mill.）
Druce的干燥根茎。

以邵阳市、娄底市为核心，及益阳市、长沙

市、衡阳市、郴州市、怀化市等地。

2 湘莲子 莲子
睡莲科植物莲 Nelumbo nucifera Gaertn.的干燥

成熟种子。

以湘潭市为核心，及株洲市、邵阳市、益阳

市等地。

3 常吴萸 吴茱萸

芸香科植物吴茱萸 Euodia rutaecarpa （Juss.）
Benth.、石虎 Euodia rutaecarpa var. officinalis
（ Dode） Huang 或疏毛吴茱萸 Euodia
rutaecarpa var. bodinieri（Dode） Huang 的干

燥近成熟果实。

以湘西州为核心，及怀化市、张家界市、常

德市、益阳市、衡阳市、邵阳市等地。

4 湘黄精 黄精
百合科植物多花黄精 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的干燥根茎。

以安化县、新化县为核心，及洪江市、凤凰

县、桂东县、岳阳县、临湘市、新晃县、隆

回县、炎陵县、蓝山县等地。

5 湘银花 山银花
忍冬科植物灰毡毛忍冬 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 -Mazz.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以隆回县、溆浦县为核心，及怀化市其他各

县区、郴州市、永州市等地。

6 靖州茯苓 茯苓
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Schw.）Wolf
的干燥菌核。

以靖州县、绥宁县为核心，及怀化市其他各

县区、平江县等地。

7 湘枳壳 枳壳
芸香科植物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及其栽培

变种干燥未成熟果实。

以沅江市、汉寿县为核心，及澧县、安仁县、

麻阳县、洪江市、溆浦县、芷江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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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地药材名称
标准收载

药材名
来源 道地产区

8 慈利杜仲 杜仲
杜仲科植物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Oliv.的干

燥树皮。

以慈利县、桑植县为核心，及安化县、绥宁

县、沅陵县、溆浦县等地。

9 湘栀子 栀子
茜草科植物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的
干燥成熟果实。

以岳阳市、邵东市、双峰县、涟源市为核心，

及株洲市、郴州市、武冈市、安化县、浏阳

市、宁乡市等地。

10
湘厚朴 厚朴

木兰科植物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t
Wils.或凹叶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t
Wils.var. biloba Rehd.et Wils.的干燥干皮、根皮

及枝皮。

以桂东县、道县、双牌县、龙山县为核心，

及炎陵县、安化县、宁远县、蓝山县、江华

县等地。

11 龙牙百合 百合
百合科植物百合 Lilium brownii F.E.Brown var.
viridulum Baker的干燥肉质鳞叶。

以隆回县、洞口县、中方县为核心，及娄底

市，邵阳市、怀化市其他各县区等地。

12 辰砂 朱砂 硫化物类矿物辰砂族辰砂，主含硫化汞（HgS）。 以凤凰县为核心，及新晃县等地。

13 平江白术 白术
菊 科 植 物 白 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的干燥根茎。

以平江县为核心，及邵东市、耒阳市等地。

14 永州蕲蛇 蕲蛇
蝰 科 动 物 五 步 蛇 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的干燥体。

以永州市为核心，及涟源市、永顺县等地。

15 鳖甲 鳖甲
鳖科动物鳖 Trionyx sinensis Wiegmann 的背

甲。

以汉寿县、沅江市为核心，及岳阳市，益阳

市、常德市其他各县区等地。

16 湘枳实 枳实
芸香科植物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及其栽培

变种或甜橙Citrus sinensis Osbeck的干燥幼果。

以沅江市、汉寿县为核心，及澧县、安仁县、

麻阳县、洪江市、溆浦县、芷江县、新宁县

等地。

17 湘黄柏 黄柏
芸香科植物黄皮树 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neid.的干燥树皮。

以龙山县、桑植县为核心，及安化县、双牌

县、溆浦县、沅陵县、张家界市永定区等地。

18 澧县石菖蒲 石菖蒲
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
的干燥根茎。

以澧县为核心，及沅陵县、安乡县、安化县、

华容县、醴陵市等地。



- 3 -

序号 道地药材名称
标准收载

药材名
来源 道地产区

19 衡州乌药 乌药
樟科植物乌药 Lindera aggregata（ Sims）
Kos-term.的干燥块根。

以衡阳市、株洲市为核心，及长沙市、郴州

市、永州市、邵阳市、娄底市，怀化市等地。

20 葛根 葛根
豆科植物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Ohwi
的干燥根。

全省广布野生资源。

21 雪峰天麻 天麻 兰科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的干燥块茎。
以绥宁县、洪江市为核心，及新化县、安化

县、溆浦县、靖州县、桂东县、炎陵县等地。

22 蜈蚣 蜈蚣
蜈 蚣 科 动 物 少 棘 巨 蜈 蚣 Scolopendra
subspinipes mutilans L. Koch的干燥体。

以澧县为核心，及石门县、临澧县等地。

23 五倍子 五倍子

漆树科植物盐肤木 Rhus chinensis Mill.叶上的

虫瘿，主要由五倍子蚜Melaphis chinensis（Bell）
Baker寄生而形成。

湘西州、怀化市、张家界市、常德市等地。

24 钩藤 钩藤
茜草科植物钩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Miq.）
Miq. ex Havil.的干燥带钩茎枝。

以通道县为核心，及宁远县、绥宁县、沅陵

县等地。

25 衡州五加 五加皮
五 加 科 植 物 细 柱 五 加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W. W. Smith的干燥根皮。

全省广布野生资源。

26 湘半夏 半夏
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Thunb.）
Breit.的干燥块茎。

溆浦县、麻阳县、常德市、安化县等地。

27 龙山百合 百合
百合科植物卷丹 Lilium lancifolium Thunb.的干

燥肉质鳞叶。
以龙山县为核心，及浏阳市、邵东市等地。

28 湘白芷 白芷

伞形科植物杭白芷 Angelica dahurica（Fisch. ex
Hoffm. ） Benth. et Hook.f. var. formosana
（Boiss.）Shan et Yuan的干燥根。

茶陵县、华容县等地。

29 湘艾 艾叶
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Levl.et Vant.的干燥

叶。

临湘市、临武县、华容县、醴陵市、湘西州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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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陈皮 陈皮
芸香科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及其栽

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

慈利县、石门县、溆浦县、麻阳县、澧县等

地。

31 石门石膏 石膏
硫酸盐类矿物石膏族石膏，主含含水硫酸钙

（CaSO4·2H2O）
石门县。

32 石门雄黄 雄黄
硫化物类矿物雄黄族雄黄，主含二硫化二砷

（AS2S2）。
石门县。

33 海金沙 海金沙
海金沙科植物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的干燥成熟孢子。

醴陵市、浏阳市、怀化市、湘西州、常德市、

永州市等地。

34 汝城升麻 汝城升麻
菊科植物华麻花头 Serratula chinensis S. Moore
的干燥根。

汝城县、桂东县、炎陵县等地。

35 金樱子 金樱子
蔷薇科植物金樱子 Rosa laevigataMichx. 的干

燥成熟果实。
株洲市、麻阳县、溆浦县等地。

注：道地药材命名专家共识遵循原则：①入选全国道地药材标准的 6种药材名称与其保持

一致；②本草著作、地方志书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道地药材名称仍用其记载名；③我省产地

广泛的药材一般按药典名称前加“湘”字命名；④在我省有比较明确集中的产地和知名品牌的，

以药材名加地域名；⑤与药材商品流通中有较高辨识度的名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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