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165项）项目公示清单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0 通则 魏建和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通

则 植物药材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山东农业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福建农业大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四川省医药保化品质量管理协会、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

南分所 

魏建和、王文全、陈君、王沫、王建华、郭巧生、张重义、李

先恩、张本刚、魏锋、王秋玲、祁建军、齐耀东、刘赛、钟光

德、丁万隆、魏胜利、朱吉彬、胡开治、王苗苗、杨小玉、辛

元尧、何明军、徐常青 

1 人参 董林林 人参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盛实百

草药业有限公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白山林村中

药开发有限公司、鲁东大学、吉林华润和善堂人参有限公司、

深圳津村药业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董林林、王海峰、张际庆、李刚、李琦、程显好、刘玉德、邢

建永、金淑艳、陈延国、朱光明、姚玲、张乃嘦、钟均超、肖

平阔、郭笑彤、朱亮亮、谢平、张元科、魏永磊、魏建和、王

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 八角茴香 余丽莹 八角茴香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余丽莹、潘春柳、彭玉德、缪剑华、张占江、黄雪彦、黄宝优、

谢月英、农东新、吕惠珍、柯芳、李莹、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农东红、卢永康、胡永志、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 
九里香（千里

香） 
刘晖晖 

九里香（千里香）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程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晖晖、韩正洲、谢文波、马庆、张洪胜、黄锦鹏、魏伟锋、

黄煜权、曾烨、李明辉、王信宏、张赟、叶姿、许雷、魏民、

李建领、池莲锋、詹若挺、李龙明、郑立权、谢灿基、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4 三七  崔秀明 三七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省三七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

源中心、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崔三七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圣火三七药业有限公司、文山三七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崔秀明、郭兰萍、黄璐琦、杨野、曲媛、王承萧、熊吟、汪勇、

李建明、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5 三叉苦 刘晖晖 三叉苦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银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浮市南领药业有限公司、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晖晖、韩正洲、魏伟锋、谢文波、张洪胜、马庆、曾烨、王

信宏、李明辉、黄煜权、张赟、许雷、魏民、李建领、池莲锋、

谢灿基、李龙明、郑立权、詹若挺、何瑞、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6 土木香 田伟 土木香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河北中医学院、河北农

业大学、安国市农业农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田伟、郑玉光、刘灵娣、刘晓清、叩根来、温春秀、王乾、姜

涛、杨太新、李树强、杨晓忠、贾东升、欧阳艳飞、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 大枣 张鹏飞 大枣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山西省农业

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乡宁县林业局、乡宁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鹏飞、杨俊强、杨凯、续海红、刘亚令、温鹏飞、牛铁泉、

梁长梅、李双双、李朝、赵秀萍、荆明明、张海军、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 
大黄（药用大

黄） 
刘海华 

大黄（药用大黄）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利川市勤隆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利川市福祥种植专业合

作社、中青（恩施）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大湖农林

有限公司、奉节县金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海华、魏建和、林先明、付绍智、龙祥云、王敏、袁晓兵、

张美德、何银生、郭坤元、王华、周武先、蒋小刚、钱乔芝、

易恪辉、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 山麦冬 陈菁瑛 山麦冬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福建省漳州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陈杏圃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泉州东南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农村

局、莆田天霖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陈菁瑛、万学锋、张武君、何家涛、陈雄鹰、黄颖桢、刘保财、

潘文华、黄权成、赵家劲、赵云青、陈俊平、黄鹏腾、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10 山豆根 缪剑华 山豆根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大学、贵州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广西南药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东胜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 

缪剑华、韦坤华、朱艳霞、林杨、蒋妮、冯世鑫、梁莹、黄荣

韶、李金玲、向增旭、李良波、甘凤琼、董青松、陈述富、莫

永华、余仁财、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11 山茱萸 康杰芳 山茱萸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医药控股集团佛坪派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淳安县临

岐镇农业公共服务中心中药材办公室、浙江省淳安县林业

局、杭州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杭州市林业科技推广总站）河

南中医药大学、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康杰芳、董诚明、郑平汉、乔海莉、强毅、曹晓燕、王喆之、

王世强、陈晓军、高孝军、高松、苏秀红、李汉伟、李红俊、

詹仁春、俞云林、袁紫倩、陈君、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2 山药 董诚明 山药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河南师

范大学、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董诚明、苏秀红、李先恩、李汉伟、纪宝玉、高松、郭涛、朱

畇昊、李建军、孙鹏、侯文川、齐大明、张岩岩、王淑娟、余

孟娟、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 山银花 李隆云 山银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隆云 张应 吴叶宽 宋旭红 梅鹏颖 丁刚 谭均 徐进 王计

瑞、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 山慈菇 赵锋 山慈菇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黔草堂金煌（贵州）中药

材种植有限公司、贵州省台江县伟胜中药材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 

赵锋、贺定翔、江艳华、廖宇娟、谢永前、兰才武、邓乔华、

毛伟胜、赵致、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15 千斤拔 缪剑华 千斤拔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

院、广西玉林市宏禾原生中草药有限公司、融安顺为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

种植研究所 

缪剑华、施力军、冯世鑫、柯芳、张占江、白隆华、黄浩、李

力、陈章源、黄云峰、韦玉国、徐传贵、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6 
川贝母（川贝

母） 
仰铁锤 

川贝母（川贝母）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程 

京都念慈菴总厂有限公司、青海绿康生物开发有限公司、陕

西师范大学、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仰铁锤、付绍兵、强毅、李隆云、谢慧敏、谢慧淦、黄开荣、

曹小洪、向志鹏、梁小强、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17 
川贝母（太白贝

母） 
强毅 

川贝母（太白贝母）规范化生产

技术规程 

陕西师范大学、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京都念慈菴总厂有限公

司、青海绿康生物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强毅、李隆云、田芡、仰铁锤、付绍兵、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8 
川贝母（暗紫贝

母） 
仰铁锤 

川贝母（暗紫贝母）规范化生产

技术规程 

京都念慈菴总厂有限公司、青海绿康生物开发有限公司、陕

西师范大学、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仰铁锤、付绍兵、强毅、李隆云、谢慧敏、谢慧淦、黄开荣、

曹小洪、向志鹏、梁小强、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19 川牛膝 李隆云 川牛膝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鼎立元药业有限公司和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隆云、丁刚、宋旭红、梅鹏颖、刘启会、赵申平、魏建和、

王秋玲、王文全、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20 川芎 李敏 川芎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成都中医药大学、道地药材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四川省中药

材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

中医药科学院、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四川上药申都中药有

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

研究所 

李敏、胡尚钦、郭鼎、张雪、刘薇、李青苗、张德林、喻文、

任敏、康作为、冉雪欢、何建、宋媛媛、郭俊霞、吴萍、敬勇、

蔡晓洋、戴维、朱光明、李琦、黄维、罗杰、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1 广藿香 何明军 广藿香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广州中医药大

学、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太极集团海南南药种植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 

何明军、詹若挺、伍秀珠、杨明宏、杨新全、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2 王不留行 杨太新 王不留行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邢台市中药材综合试验

站、内丘县路申王不留行合作社、任丘市农业农村局、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杨太新、刘颖超、蔡景竹、刘晓清、葛淑俊、何运转、高钦、

李宁、温春秀、刘灵娣、贾东升、谢晓亮、刘素花、李晓鹏、

李延年、张燕、杨红杏、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23 天冬 邓乔华 天冬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贵州大学、广西壮族自治

区药用植物园、黔草堂金煌（贵州）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贵州中医药大学、广西玉林市樟木镇中药材协会、黔东南州

茶叶与中药材技术服务站、杭州华东医药集团贵州中药发展

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 

邓乔华、贺定翔、兰才武、张占江、魏升华、甘祖燕、焦洪海、

潘光成、杨光明、江艳华，韦树根、柯芳、陈良、屠伦建、杨

秀全、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4 天麻 兰进 天麻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陕西汉王略阳中药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上药华宇药业有限公司、贵州大学、陕西步长

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国药种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彝良县天麻产业开发中心、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

限公司、抚松县参王植保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

究所 

兰进、孙建华、宋嬿、罗夫来、陈向东、马存德、王继永、王

忠巧、邓乔华、张薇薇、张玉莲、宋明海、肖波、吕婷婷、金

晨杰、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5 木瓜 郭坤元 木瓜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恩施福硒

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时珍堂巴东药业有限公司、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郭坤元、王建华、周武先、刘翠君、林先明、张美德、何银生、

王华、郭杰、游景茂、郭晓亮、刘海华、艾伦强、穆森、蒋小

刚、喻得谋、邓秀专、喻晓峰、宋秀成、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6 木香 杨丽英 木香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昆明理工大学、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大理市林韵

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杨丽英、董志渊、李林玉、石亚娜、石瑶、姚雪娇、丛琨、张

智慧、左智天、金鹏程、马聪吉、苏包顺、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7 五味子 孙文松 五味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上药（辽宁）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孙文松、刘莹、朱光明、张天静、李玲、杨正书、高嵩、于春

雷、谢平、张朋、李瑞春、赛丹、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8 南五味子 崔浪军 南五味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云岭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盘龙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陕西久

泰农旅文化发展公司、平武县涪江源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崔浪军、解江冰、张德柱、伍秀珠、郭九余、罗仲、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29 太子参 陈菁瑛 太子参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福建省柘荣县农业

农村局、福建天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西岸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贵州大学、福建

老源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润身药业有限公司、福建省

柘荣县药业发展局、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福建省福鼎市农

业农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

陈菁瑛、刘保财、黄冬寿、许启棉、李斌、兰才武、赵云青、

黄颖桢、王华磊、袁济端、张武君、张邵杰、陆凤南、李琦、

陈铮、江慧容、林振盛、邓乔华、赵锋、朱光明、叶传财、魏

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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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研究所。 

30 车前子（车前） 张寿文 
车前子（车前）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青春康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樟

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寿文、钟国跃、董燕婧、廖学林、程访、秦倩、曾金祥、魏

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1 牛大力 王德立 牛大力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英德祥扬农

业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德立、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张占江、孔繁忠、关锐强、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2 牛膝 张红瑞 牛膝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南农业大学、温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保和堂（焦作）制药

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厅中药材生产技术服务中心、河南中

医药大学、信阳农林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红瑞、路翠红、赵志鹏、高致明、陈彦亮、李贺敏、黄勇、

周艳、李志敏、刘国彬、兰金旭、张艳玲、扶胜兰、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3 片姜黄 陶正明 片姜黄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陶正明、姜武、姜娟萍、郑福勃、朱建军、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4 化橘红 詹若挺 化橘红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州中医药大学、岭南中药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广东大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乾

宁道地药材（化州）有限公司、广州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广东粤森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中药材种植行业协会、重庆市药物

种植研究所。 

詹若挺、肖凤霞、何瑞、刘军民、陈立凯、陈剑锋、李江仁、

乔海莉、陈君、王德勤、徐晖、李宇、林进杰、何国林、陈维

东、史广生、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

苗苗。 

35 乌药 王志安 乌药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浙江红石梁集团天台山乌药有限公司、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

限公司、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浙江大学

宁波研究院、天台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志安、沈晓霞、沈宇峰、孙健、孙乙铭、何国庆、胡崇武、

周根、余威府、陈鹏、吴人照、浦锦宝、彭昕、姚国富、魏建

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6 火麻仁 董林林 火麻仁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云南曲焕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鼎恒升药

业有限公司、武汉林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大兴安岭林

格贝寒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曲焕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武汉林保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

究所。 

董林林、张际庆、宁康、姚德坤、陈华、姚德中、尉广飞、李

孟芝、梁乙川、张国壮、杨伟玲、骆璐、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7 巴戟天 伍秀珠 巴戟天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州医药集团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福建天人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翁源恒之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伍秀珠、江慧容、苏碧如、许启棉、伏宝香、林振盛、杜长江、

林敏生、麦志刚、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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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玉竹 孙文松 玉竹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上药（辽宁）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辽宁光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清原满族

自治县龙盛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孙文松、李晓丽、李玲、朱光明、李世、温健、王彦明、李旭、

刘亚男、季忠英、沈宝宇、刘丹、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39 甘草（甘草） 王继永 
甘草（甘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院、新疆农

业大学、国药种业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甘肃省榆中县农业农村局、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金佑康药业科技有限公司、赤峰荣兴堂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王爷地苁蓉生物有限公司、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 

王继永、王文全、邓庭伟、尚兴朴、曾燕、李晓瑾、李明、陈

彩霞、闫滨滨、魏建和、王秋玲、马生军、包芳、赵钰钊、关

锰、杨虎林、张世雄、金雷杰、于荣、魏均、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40 
石斛（金钗石

斛） 
黄明进 

石斛（金钗石斛）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程 

贵州大学、赤水市信天中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贵州省药用

植物繁育与种植重点实验室、贵州大学石斛研究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黄明进、廖晓康、刘红昌、李金玲、杨继勇、王华磊、罗春丽、

罗夫来、李丹丹、邓贤芬、文大成、杨秋悦、魏建和、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41 
石斛（霍山石

斛）仿野生 
焦连魁 

石斛（霍山石斛）仿野生规范化

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中国中药霍山石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中医药大学、霍山县鸿雁石斛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明源本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焦连魁、王继永、曾燕、赵润怀、李向东、彭华胜、孙大学、

成彦武、邓启超、张继聪、徐江、陈静、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42 
石斛（霍山石

斛）设施栽培 
焦连魁 

石斛（霍山石斛）设施栽培规范

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中国中药霍山石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中医药大学、霍山县鸿雁石斛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明源本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焦连魁、王继永、曾燕、赵润怀、李向东、彭华胜、孙大学、

成彦武、邓启超、张继聪、徐江、陈静、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43 龙胆（龙胆） 孟祥才 
龙胆（龙胆）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孟祥才、许亮、孙海峰、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44 龙胆（坚龙胆）  梁艳丽 
龙胆（坚龙胆）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

云南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中医药大学、临沧耀

阳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梁艳丽、杨生超、张丽霞、张金渝、季鹏章、周国银、张广辉、

陈军文、韩俊、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45 平贝母 秦佳梅 平贝母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通化师范学院、吉林农业大学、通化长白山药谷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通化市特产技术推广站、通化市园艺研究所、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秦佳梅、田义新、张卫东、李春娥、孙华、张增江、葛小东、

赵殿辉、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46 北沙参 刘晓清 北沙参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保定药材综合试验推广

站、安国市亨杨种植发展公司、安国市伊康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晓清、杨太新、张峰、乔凯宁、何运转、谢晓亮、温春秀、

刘灵娣、姜涛、贾东升、李树强、许志强、裴要东、裴志力、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47 白及 李艾莲 白及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云南恩润

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宜昌神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李艾莲、乔旭、郭欣慰、胡开治、牛俊峰、赵锋、刘燕琴、李

科、王德春、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

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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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白术 宗侃侃 白术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磐安县中药材研究所、磐安县中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新昌

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分所、磐安县中药材产业

协会、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宗侃侃、王盼、张伟金、李卫文、胡开治、杨成前、张岑容、

姜娟萍、董玲、彭星星、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49 白芍 董玲 白芍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安徽中医药大学、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浙江省磐安县中药材研究所、安徽

井泉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普康中药资源有限公司、安徽

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董玲、李卫文、单成钢、金传山、宗侃侃、方成武、王志芬、

韩金龙、彭星星、赵伟、李贝蓓、李素亮、储转南、王宪昌、

汤博、马磊、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

苗苗。 

50 白芷 吴萍 白芷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中药材品质及创新中药研究四川省重

点实验室、遂宁天地网川白芷产业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遂宁市船山区农业农村局、浙江省中药

研究所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吴萍、李青苗、魏建和、王文全、郭俊霞、王晓宇、张松林、

郑全林、王志安、王秋玲、蒋胜军、沈宇峰、孙健、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51 瓜蒌  单成钢 瓜蒌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

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河北农业大学、

日照援康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有余跨越瓜蒌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安阳天尊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唐县万华中草药种

植专业合作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 

单成钢、李卫文、王志芬、王建华、杨太新、郭庆梅、王宪昌、

张教洪、王修奇、程有余、杨保成、李万华、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52 天花粉 叩根来 天花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省安国市现代中药农业园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

物研究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河北省中医药科

学院、河北中医学院、安国市圣山药业、安国市伊康药业、

安国市农业农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叩根来、谢晓亮、温春秀、董玲、李卫文、裴林、刘灵娣、叩

钊、田伟、欧阳艳飞、郑玉光、郑开颜、李树强、葛淑俊、杨

太新、马召、李敏、王坤、霍玉、刘建、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53 冬凌草 董诚明 冬凌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河南省济源市济世药业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

种植研究所 

董诚明、苏秀红、李汉伟、纪宝玉、黄敬旺、李先恩、郭涛、

朱畇昊、杨铁刚、孙鹏、刘天亮、李曼、李询、邢冰、董瑞瑞、

余孟娟、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54 玄参 白成科 玄参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重庆

市中药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分所，

中青恩施有限公司，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浙江

省磐安县中药材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白成科、王喆之、薛颖、杨晶晶、李隆云、袁晓兵、韩凤、郭

杰、胡开治、邹宗成、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

元尧、王苗苗 

55 半夏 魏建和 半夏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太极中药材种植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山东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

国中药有限公司、淮北师范大学、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

限公司、四川智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

究所 

魏建和、纪宏亮、卢进、王秋玲、付昌奎、王志芬、王沫、李

敏、薛建平、朱再标、王继永、邓乔华、孙燕玲、王文全、郭

欣慰、韩金龙、王宪昌、江艳华、曾燕、李向东、敬勇、赖月

月、刘佳灵、何刚、罗玉林、刘英、何山、胡晔、杨小玉、辛

元尧、王苗苗 

56 头花蓼 魏升华 头花蓼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威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贵州兴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州医

科大学省部共建药用植物功效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

药用植物园、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魏升华、张丽艳、梁斌、唐靖雯、郁建新、杜富强、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王苗苗、严福林、杨胜福、杨小生、潘卫东、

檀龙颜、任得强、张久磊、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57 吉祥草 魏升华 吉祥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贵州宜博经贸有

限责任公司、安顺宝林中药饮片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医科大

学省部共建药用植物功效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药用

魏升华、袁双、陈道军、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严福林、

李灿、于以祥、杨小生、张久磊、张云、程均军、罗青、任得

强、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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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58 地黄 董诚明 地黄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河南师

范大学、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董诚明、苏秀红、李先恩、李汉伟、纪宝玉、高松、郭涛、朱

畇昊、李建军、孙鹏、刘天亮、李曼、李询、邢冰、董瑞瑞、

余孟娟、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59 西洋参 高微微 西洋参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吉林省园艺特产管理站、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威海市文登区农业农村局、山东农业大

学、威海市文登区道地西洋参研究院、抚松县参王植保有限

责任公司、威海市文登区道地参业发展有限公司、威海市文

登传福参业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高微微、冯家、王志芬、高洁、逄世峰、鞠在华、李黎明、毕

艳孟、单成钢、王宪昌、王建华、宋政建、徐浩、徐怀友、李

传福、李俊飞、邵慧慧、焦晓林、张西梅、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60 百合 周佳民 百合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

湖南省龙山县农业农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周佳民、朱再标、朱光明、张天术、朱校奇、宋荣、李琦、曹

亮、谢进、戴艳娇、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张朋、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61 
百部（对叶百

部） 
胡东南 

百部（对叶百部）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中医药大学、华润三九（黄

石）药业有限公司、广西仕嵘林业科技有限公司、桂林亦元

生现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胡东南、王孝勋、蒋向军、刘三波、余丽莹、黄雪彦、蓝祖载、

陈玉菡、缪剑华、张占江、韦莹、施力军、柯芳、谢月英、彭

玉德、农东新、黄家友、龚达林、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62 竹节参 刘海华 竹节参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

业科学院药物园艺研究所、宣恩县恒瑞药业有限公司、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海华、林先明、杨永康、张美德、何银生、周武先、郭坤元、

王华、蒋小刚、黄喆、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

元尧、王苗苗 

63 延胡索 李艾莲 延胡索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浙江省磐安县中药材研究

所、福建省农科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福建承天农林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磐安县中药材产业协会、浙江卿枫峡中药材

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艾莲、乔旭、郭欣慰、宗侃侃、苏海兰、毕艳孟、高扬前、

陈淑淑、霍亚珍、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64 伊贝母 李晓瑾 伊贝母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民族药研究所、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昭苏农业科技园区、伊犁同德药业有限公司和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晓瑾、张际昭、樊丛照、邱远金、赵亚琴、朱国强、伊永进、

陈向南、王晓柱、刘秋琼、徐芳、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65 决明子 单成钢 决明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西

南林业大学林学院、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陵山研究

院、泰安力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和本农业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单成钢、柯剑鸿、倪大鹏、胡勇、朱彦威、王长生、刘书合、

张锋、陈强、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

苗苗。 

66 
灯盏细辛(灯盏

花) 
杨生超 

灯盏细辛（灯盏花）规范化生产

技术规程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红

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威市龙津生物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红河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 

杨生超、龙光强、张广辉、王馨、杨建文、王美玲、岳艳玲、

范伟、关德军、赵艳、卢迎春、张薇、梁艳丽、魏建和、王文

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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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防风 王俊杰 防风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内蒙古农业大学、珍仁堂（北京）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内蒙古鑫奇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吉林农业大学、中国中药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俊杰、李文艳、谢小亮、于澎、王飞、张晓明、花梅、王丹、

刘双利、王浩、刘福青、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68 麦冬（川麦冬） 李敏 
麦冬（川麦冬）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成都中医药大学、道地药材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四川代代为

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敏、胡尚钦、陈杰、陈岗福、张大永、张雪、敬勇、陶玲、

杨瑞山、吴发明、李红彦、蔡晓洋、康晋梅、沈传坤、刘震东、

兰泽伦、宋媛媛、朱光明、李琦、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69 远志 张福生 远志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西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山西省农业科

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福生、张璇、张振琳、孙鹏、田洪岭、郭淑红、秦雪梅、魏

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0 花椒 刘亚令 花椒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西农业大学、平定县生产力促进中心、山西三和农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山西省农业科

学院园艺研究所、乡宁县林业局、乡宁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山西省阳泉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亚令、高新明、赵彦华、冯斌、张鹏飞、杨凯、续海红、杨

俊强、温鹏飞、牛铁泉、梁长梅、刘圆、李朝、赵秀萍、荆明

明、张海军、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

苗苗。 

71 苍术 魏建和 苍术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太极集团、河北省农林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河北中医学院、承德恒德本草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旅游职业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魏建和、卢进、王文全、王秋玲、付昌奎、孙燕玲、胡晔、张

燕、谢晓亮、叩根来、王文杰、郭欣慰、苏建、李世、王世强、

朱再标、韩风雨、刘福青、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2 杜仲 张美德 杜仲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湖南省农业环境生态研究所、恩施冬升植物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美德、林先明、魏建和、朱校奇、游景茂、黄升、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3 两面针 刘晖晖 两面针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东银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云浮市南领药业有限公司、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晖晖、韩正洲、张洪胜、马庆、曾烨、魏伟锋、王信宏、李

明辉、黄煜权、谢文波、张赟、许雷、魏民、李建领、池莲锋、

黄宝优、余丽莹、张占江、黄雪彦、谢灿基、李龙明、郑立权、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4 吴茱萸 伍秀珠 吴茱萸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州医药集团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奇

星药业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江西鑫康健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广东省乐昌市运龙农业基地、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伍秀珠、苏碧茹、伏宝香、陈国华、林敏生、陈火林、陈斌、

郑燕平、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5 岗梅 刘晖晖 岗梅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医药大学、广东南领药

业有限公司、广东银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云浮市南领药业

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 

刘晖晖、韩正洲、黄煜权、张赟、马庆、曾烨、张洪胜、魏伟

锋、王信宏、李明辉、谢文波、许雷、魏民、李建领、池莲锋、

詹若挺、赖志明、谢灿基、李龙明、郑立权、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6 牡丹皮 方成武 牡丹皮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安徽中医药大学、铜陵禾田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

仁堂安徽中药材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山东农业大学、淮北师范大学、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分所、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亳州永刚饮片厂有限公司、安徽济

人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安徽省农业科

学院园艺研究所、亳州市皖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涡阳

义门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方成武、谢冬梅、何生、吴计划、詹志来、王建华、薛建平、

邓才富、王志芬、陈娜、马凯、朱月健、马磊、俞年军、金传

山、吴德玲、周慧银、胡开治、王其丰、李卫文、张雨雷、孙

新永、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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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何首乌  兰才武 何首乌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贵州大学、重庆市中药研

究院、黔草堂金煌（贵州）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杭州华东

医药集团贵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施秉县清华中药材农民专

业合作社、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北京中医药大学、首

都医科大学、上海上药华宇药业有限公司、清华德人西安幸

福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

药物种植研究所。 

兰才武、李金玲、贺定翔、焦洪海、杨光明、李隆云、王华磊、

刘红昌、江艳华、吴东、杨彦章、王钰、屠伦建、王清华、邓

乔华、魏胜利、刘长利、张志强、宋嬿、刘红娜、魏建和、王

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8 皂角刺 王华磊 皂角刺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贵州大学、贵州省现代中药材研究所、河南师范大学、织金

县果蔬协会、织金县猫场镇黔织明光皂角米加工基地、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华磊、张金霞、李建军、刘红昌、罗春丽、李金玲、罗夫来、

黄明进、陈松树、李龙进、李丹丹、李启华、谢伟、汪佳维、

杨玉婷、龙建吕、林洁、田亚、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

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79 佛手 李隆云 佛手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广州白云山中一

药业有限公司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 

李隆云、崔广林、宋旭红、梅鹏颖、谭均、李青苗、王晓宇、

伍秀珠、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0 余甘子 罗春丽 余甘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贵州大学中药材研究所、贵州科学院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

所、贵州省农业展览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省药用植物种植与繁育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罗春丽、唐金刚、李苇洁、唐成林、刘明、周涛、黄明进、

任燕、李金玲、刘红昌、罗夫来、陈松树、李龙进、许桂玲、

李丹丹、贾真真、王加国、吴迪、代丽华、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1 沉香 魏建和 沉香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万宁科健南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魏建和、杨云、孟慧、吕菲菲、陈旭玉、王秋玲、陈波、张燕、

黄良明、李浩凌、王文全、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2 灵芝（赤芝） 兰进 
灵芝（赤芝）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寿仙谷植物药研究院

有限公司、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药种业有限公司、

霍山县天下泽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福建农林大学、昌

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上海上药华宇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兰进、李晔、何伯伟、陈向东、王继永、李振皓、张薇薇、邓

乔华、吴长辉、杨涛、吴伟杰、谢宝贵、宋嬿、戚进宝、徐靖、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3 附子  侯大斌 附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西南科技大学、成都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省中医药科

学院、四川江油中坝附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中药有限

公司、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

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侯大斌、夏燕莉、余马、杨玉霞、崔浪军、尹茂财、刘雨莎、

曾燕、焦连魁、刘彬、张洪、陈华、黄晶、李玉婵、刘丹、毛

艳萍、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4 鸡血藤 余丽莹 鸡血藤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壮族自

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葛洪堂药业有限公司、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余丽莹、吕惠珍、李莹、缪剑华、张占江、黄雪彦、韦飞燕、

黄宝优、柯芳、谢月英、彭玉德、农东新、胡东南、吴庆华、

谭小明、卢劲伟、梁艳华、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85 毛鸡骨草 黄荣韶 毛鸡骨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玉林制

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广泽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黄荣韶、陈乾平、李华山、董青松、李良波、白隆华、张占江、

钟一雄、谭伟东、周旻、利达朝、魏建和、王文权、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6 鸡冠花 李树强 鸡冠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安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安国市鸿闰射干

农民专业合作社、安国市众瑞白芷农民专业合作社、安国市

亨杨种植发展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树强、谢晓亮、温春秀、刘灵娣、田伟、欧阳艳飞、杜庆潮、

霍玉、冯凯、杨太新、葛淑俊、何运转、叩钊、王春婷、张旭、

吕国军、张同胜、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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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青蒿 李隆云 青蒿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华阳自然资源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隆云、崔广林、宋旭红、梅鹏颖、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冉军、杨平辉、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8 苦地丁 曹庆伟 苦地丁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北京同仁堂河北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天然药物（唐山）有限公司、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曹庆伟、刘庆海、张海仙、孙洪伟、王一平、李健、史静、罗

小伟、轩凤国、李青苗、寇志稳、刘爽、张金玲、胡炳义、林

余霖、李葆莉、刘灵娣、温春秀、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89 苦杏仁 温鹏飞 苦杏仁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阳泉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山西省农业

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温鹏飞、张海军、赵彦华、续海红、杨凯、张鹏飞、杨俊强、

刘亚令、牛铁泉、梁长梅、郭建勇、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0 板蓝根 单成钢 板蓝根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宁夏大学农学院、北京

同仁堂河北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

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单成钢、史娟、韩金龙、曹庆伟、肖生伟、邓乔华、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1 肾茶 唐德英 肾茶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双版

纳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双版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热带作物学会南药专业委员会、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唐德英、张丽霞、魏建和、李学兰、王艳芳、牟燕、李光、俞

静、尹翠云、李泽生、王剑、曾志云、张忠廉、李宜航、李海

涛、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2 罗汉果 马小军 罗汉果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

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作物

遗传改良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桂林吉福思罗汉果有限

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马小军、罗祖良、蒋水元、白隆华、莫长明、蓝福生、覃坤坚、

廖晶晶、石宏武、崔晟榕、谢蕾、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3 知母 谢晓亮 知母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安国市农业农村局、蔚县农业农村

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谢晓亮、刘灵娣、温春秀、田伟、欧阳艳飞、仝在利、叩钊、

李树强、杨太新、刘晓清、葛淑俊、刘铭、姜涛、贾东升、迟

吉娜、边建波、及华、刑力元、齐琳琳、卢瑞克、温赛群、王

浩、靳爱红、赵建所、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

元尧、王苗苗 

94 金荞麦 柯剑鸿 金荞麦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太极中药材种

植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石柱县武陵山研究院、重庆太极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柯剑鸿、李隆云、邹建、杜伦静、王长生、卢进、江艳华、李

燕、王钰、李进瞳、何山、焦大春、赵锋、周见、谭均、杨波

华、靳云西、孙燕玲、唐鑫、傅童成、林晖才、彭艳、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5 金莲花 丁万隆 金莲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承德沃润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河北金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家口崇礼区扶农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张家口摩天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

种植研究所 

丁万隆、李勇、王蓉、王亚生、雷学锋、杨伟祥、张宗辉、王

晓燕、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6 金钱草 胡开治 金钱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重庆医科大学、重庆科瑞东和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康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胡开治、唐祥友、杨小玉、刘春雷、刘燕琴、曹敏、张军、曹

纬国、肖忠、郭仁鱼、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辛元尧、王

苗苗 

97 金铁锁 王华磊 金铁锁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贵州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毕节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威宁天露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丽江天露生物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甘孜州德荣县臧巴拉农资有限公

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华磊、刘红昌、罗春丽、李金玲、罗夫来、黄明进、陈松树、

李龙进、李丹丹、唐映军、吴涛、汪策、甲玛、魏建和、王文

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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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金银花  张永清 金银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平药业有限公司、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上海市药材有限公

司、河南师范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永清、张芳、蒲高斌、刘谦、李佳、张龙霏、王玲娜、杨然、

杨寒冰、王建华、王志芬、朱光明、李建军、谢晓亮、徐常青、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99 肿节风 刘勇 肿节风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中制药厂、广州敬修堂（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阳明山天然植物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勇、徐艳琴、刘莉兰、曾广文、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0 鱼腥草 吴卫 鱼腥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四川农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吴卫、李敏、侯凯、张慧慧、张思荻、蔡晓洋、陈靳松、张绍

山、赖月月、李红彦、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

元尧、王苗苗 

101 泽泻 陈菁瑛 泽泻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福

建中医药大学、江西省林科院森林药材与食品研究所、福建

老源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研

究院、福建省建瓯市吉阳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福建润身药业

有限公司、福建承天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汇仁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陈菁瑛、陈兴福、吴水生、朱培林、刘保财、张武君、李敏、

李力、黄颖桢、赵云青、陆凤南、张邵杰、谢瑞华、刘强、吴

永忠、吕竹青、李丽霞、余弦、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

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2 降香 魏建和 降香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万宁科健南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

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魏建和、孟慧、杨云、张学敏、徐波、张兰兰、高志晖、徐艳

红、王秋玲、陈波、张燕、常广路、黄良明、李浩陵、王文全、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3 细辛（北细辛） 孙文松 
细辛（北细辛）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辽宁光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清原

满族自治县龙盛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孙文松、于春雷、高嵩、沈宝宇、张天静、刘丹、汪歧禹、李

瑞春、曾浩、赛丹、林森、季忠英、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4 细辛（华细辛） 崔浪军 
细辛（华细辛）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陕西师范大学、宁强县科技局、陕西汉医圣草堂药业有限公

司、城固县群利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崔浪军、段国权、安斯扬、张国彦、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5 荆芥  刘灵娣 荆芥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北京同仁堂河北中药材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河

北北方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大学、安

国市农业农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

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灵娣、温春秀、田伟、姜涛、卢瑞克、贾东升、刘红彬、向

增旭、曹庆伟、赵建伟、刘铭、谢晓亮、杨太新、葛淑俊、刘

建凤、刘晓清、叩根来、李树强、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6 草果 张丽霞 草果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西双版纳金棕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丽霞、俞静、魏建和、杨生超、唐德英、牟燕、梁艳丽、宋

美芳、管志斌、王艳芳、彭建明、王延谦、尹翠云、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7 茯苓   王克勤 茯苓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茯苓专业

协会、九州通集团九信（武汉）中药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

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安徽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园艺研

究所、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湖北辰美中药有限公司、安徽

天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克勤、黄鹤、王先有、吴卫刚、陈体强、李卫文、朱光明、

彭鹏、苏玮、舒少华、付杰、万鸣、汪琦、李琦、王文治、魏

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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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胡椒 杨新全 胡椒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万宁科健热带南

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

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杨新全、曾琳、何明军、杨云、黄良明、谭红琼、魏建和、王

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09 栀子 罗光明 栀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江西普

正药业有限公司、江西顺昌中药材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江西省林业科学院、福建省福鼎市栀子产业领导

小组、福建省福鼎市农业农村局、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上海

市药材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

究所 

罗光明、胡生福、罗扬婧、周庆光、朱玉野、董丽华、徐艳琴、

葛菲、张俊逸、朱培林、吴永忠、李火杰、胡开治、朱光明、

孔悦平、李隆云、叶传财、肖伟生、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0 厚朴 郭杰 厚朴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恩施济源药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恩施九州通中药发展有限

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

究所 

郭杰、林先明、王涛、刘翠君、游景茂、郭晓亮、段媛媛、胡

青青、穆森、唐涛、王帆帆、张宇、林莹、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1 砂仁（阳春砂） 张丽霞 
砂仁（阳春砂）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农业大

学、云南中医药大学、西双版纳金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

双版纳神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西双版纳仁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德庆县德鑫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丽霞、魏建和、王艳芳、唐德英、彭建明、管志斌、李戈、

王延谦、李学兰、何国振、杨得坡、马小军、祁建军、杨生超、

梁艳丽、赵荣华、李维蛟、杨顺航、严珍、杨春勇、李海涛、

张忠廉、李荣英、李光、牟燕、曾志云、周亚鹏、黎润南、王

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2 钩藤（钩藤） 兰才武 
钩藤（钩藤）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贵州大学、广西药用植物

园、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黔草堂金煌

（贵州）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兰才武、贺定翔、李金玲、杨光明、张占江、魏升华、焦洪海、

韦树根、白隆华、黄浩、邓乔华、陈小均、江艳华、甘祖燕、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3 香青兰 盛晋华 香青兰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天际绿洲特色生物资源研发中心、

内蒙古本土香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盛晋华、张雄杰、周福平、魏建和、王文全、李正男、王秋玲、

李孝基、刘杰、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4 香橼 李虹 香橼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江苏龙凤阁道地

药材有限公司、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

协同创新中心、靖江市林业科技推广中心、靖江市华丰中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城固县汉江元胡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城固县兴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虹、肖生伟、严辉、卢小雨、周祥锋、仲秀林、李晓菲、卢

飞飞、刘佳陇、王胜升、陈建辉、戴金华、苏国全、吴彦成、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5 蓝刺头 盛晋华 蓝刺头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本土香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内蒙古天际绿洲特色生物资源研发中心、中国中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盛晋华、张雄杰、周福平、刘杰、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6 
重楼（云南重

楼） 
杨生超 

重楼（云南重楼）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程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

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杨生超、刘  涛、杨成金、杨  斌、张广辉、范  伟、赵  艳、

陈军文、卢迎春、字淑慧、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117 独活 郭晓亮 独活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五峰土家自治县中药材发展中心、恩施九州通中药发展有限

公司、巴东县今大药业有限公司、五峰天翊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郭晓亮、郭杰、穆森、胡开治、黄晓斌、段媛媛、游景茂、罗

倩、蒲盛才、覃冬玖、谭海、王业洪、阮芝艳、魏建和、王文

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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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姜黄 李青苗 姜黄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中药材品质及创新中药研究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沐川县富民

农产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智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青苗、赵军宁、吴萍、李敏、李隆云、魏建和、王文全、郭

俊霞、王晓宇、张松林、华桦、张美、周先建、罗冰、李继明、

李莉、何刚、陈洁、黄潇、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19 前胡 孙燕玲 前胡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太极中药材种植

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杭州千岛湖鹤岭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浙

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省中药研究有限公司、浙江中

医药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安徽中医药大学、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陵山研究

院、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孙燕玲、付昌奎、 郑平汉、邹隆益、汪丽萍、刘守金、胡晔、

陈颖君、汪利梅、孙健、睢宁、李卫文、董玲、张珂、柯剑鸿、

王长生、李燕、唐鑫、邓才富、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

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20 穿心莲 温春秀 穿心莲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

物园、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广西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广东药科大学、广东省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温春秀、韦坤华、刘灵娣、张占江、林伟、贾东升、贾凯旋、

梁莹、钟楚、朱艳霞、田伟、刘铭、姜涛、欧阳艳飞、卢瑞克、

刘丽辉、黄浩、蒋妮、王继华、蔡时可、梅瑜、周芳、曾庆钱、

邓乔华、黄勇、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121 绞股蓝 牛俊峰 绞股蓝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陕西师范大学，安康北医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平利县神草

园茶业有限公司、山西省医药与生命科学研究院、陕西国际

商贸学院医药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牛俊峰、肖娅萍、王喆之、殷刚、徐家振，徐世民、王布雷、

王攀、陈利军、史美荣、赵光明、吕鼎豪，王世强、刘帅、米

泽媛、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22 秦艽 柯剑鸿  秦艽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甘肃

省农业科学院、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陵山研究院、宁

夏西北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丽江可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柯剑鸿、曾锐、王晓琴、杜伦静、蔡子平、王长生、解娟芳、

杨杰武、李燕、薛培凤、焦大春、周见、杨波华、唐鑫、傅童

成、彭艳、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

苗 

123 莱菔子 罗夫来 莱菔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贵州大学中药材研究所、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

司）、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贵州省药用植物繁

育与种植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

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罗夫来、赵致、王华磊、李金玲、杨相波、兰才武、陈松树、

罗春丽、刘红昌、黄明进、李丹丹、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24 莪术 王德立 莪术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浙江省亚热

带作物研究所、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海南碧凯药

业有限公司、瑞安市通明温郁金专业合作社、广东至纯南药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德立、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张占江、陶正明、张兴翠、

黄娴、金自学、郑福勃、肖庆强、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25 桔梗 魏建和 桔梗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农

科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魏建和、纪宏亮、王建华、王志芬、单成钢、董玲、王文全、

王秋玲、李卫文、韩金龙、王宪昌、张教洪、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126 核桃仁 牛铁泉 核桃仁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阳泉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山西省农业

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贵州省核桃研究所、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乡宁县林业局、乡宁县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牛铁泉、张海军、杨凯、续海红、杨小红、张鹏飞、刘亚令、

杨俊强、温鹏飞、梁长梅、李晓悦、李朝、赵秀萍、荆明明、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27 柴胡 隋春 柴胡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振东光明药物研究院

有限公司、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

材基地有限公司、西南科技大学、步长制药、承德恒德本草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华润三九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山西大学中

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农业

隋春、魏建和、秦文杰、雷振宏、王玉龙、王栋、胡冰、刘海

军、金钺、纪宏亮、余马、马存德、苏建、李世、魏民、谢尧

亮、秦雪梅、朱再标、李建领、徐娇、韩文静、温春秀、刘灵

娣、贺献林、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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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128 党参（川党参） 李隆云 
党参（川党参）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鼎立元药业有限公司和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隆云、丁刚、宋旭红、梅鹏颖、刘启会、赵申平、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29 党参（党参） 陈垣 
党参（党参）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甘肃农业大学、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甘肃中天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兰州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上药

（宁夏）中药资源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陈垣、郭凤霞、邱黛玉、李琦、朱光明、胡芳弟、杨豆豆、梁

伟、李欠、赵锐明、李红艳、姜侃、白德涛、金建琴、陈永中、

焦旭升、王红燕、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

王苗苗 

130 铁皮石斛 斯金平 铁皮石斛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森宇有限公司、浙江铁枫堂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

学、江西林业科学院、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云南龙陵县

石斛研究所、贵州贵枫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西珍草苑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杭州震亨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聚优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牧龙山

生态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斯金平、俞巧仙、朱玉球、郭顺星、刘京晶、宋仙水、杨生超、

罗在柒、朱培林、赵菊润、姚本进、赵明、张新凤、吴令上、

陈东红、石艳、蒋正剑、诸燕、黄炳荣、朱光明、秦朗、魏建

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1 徐长卿 徐常青 徐长卿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中心、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新泰市

太平山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平邑县源通中药材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徐常青、徐荣、王志芬、王建华、陈君、刘赛、乔海莉、郭昆、

类维庆、林慧彬、韩金龙、王宪昌、王尧、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2 高良姜 张春荣 高良姜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东药科大学、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药本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丰硒良姜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春荣、杨全、潘利明、许冬瑾、乐智勇、黄亮舞、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3 粉葛 严华兵 粉葛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广西大学、广

西贵港市华宇葛业有限公司、广西藤县联友粉葛种植专业合

作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

究所 

严华兵、黄荣韶、曹升、李良波、尚小红、欧昆鹏、王颖、肖

亮、王艳、曾文丹、陆柳英、谢向誉、李长锐、吴广徐、魏建

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4 益母草 曹庆伟 益母草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北京同仁堂河北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天然药物（唐山）有限公司、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智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曹庆伟、刘庆海、张海仙、孙洪伟、王一平、李健、史静、罗

小伟、轩凤国、李青、寇志稳、刘爽、张金玲、胡炳义、林余

霖、李葆莉、刘灵娣、温春秀、李敏、何刚、罗远鸿、罗玉林、

张德林、闫滨滨、戴维、康晋梅、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5 益智 王德立 益智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广

东至纯南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德立、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于福来、肖庆强、伍秀珠、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6 浙贝母 王志安 浙贝母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磐安县中药材研究所、宁波市海曙富农浙贝母专业合作

社、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卿枫峡中药材有限公司、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 

王志安、江建铭、孙乙铭、沈尧霞、沈宇峰、孙健、高微微、

宗侃侃、邵将炜、王忠华、霍亚珍、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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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黄芩 王志芬 黄芩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中药有限公司、国

药种业有限公司、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山

东省中医药研究院、山东农业大学、山西大学分子科学研究

所、山西农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

家工程实验室、扬子江药业集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志芬、王宪昌、韩金龙、曾燕、李进瞳、王继永、谢尧亮、

林慧彬、王建华、张立伟、乔永刚、白成科、徐荣、王胜升、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38 黄芩仿野生 李世 
黄芩仿野生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承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北京中

医药大学、国药集团承德药材有限公司、河北省宽城满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世、苏淑欣、孙志蓉、包雪英、杜丽君、李小丽、宋国虎、

姚明辉、张春喜、张悦、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139 黄芪 王文全 黄芪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内蒙古大学、陕西中医药

大学、宁夏大学、安国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蒙古天创药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山西农

科院经作所、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甘肃中天药业、固阳

县正北芪协会、荣兴堂药业、中国中药公司、通辽市泰瑞药

材种植有限公司、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 

王文全、陈贵林、王昌利、史娟、叩根来、公剑、王俊杰、郭

凤霞、贺超、田洪岭、马存德、陈杰、范文宏、于荣、尚兴朴、

孙淑英、陈垣、徐兆玉、颜永刚、刘峰、魏建和、王秋玲、杨

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0 黄芪仿野生 秦雪梅 
黄芪仿野生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山西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浑源县中药材

产业中心、陕西中医药大学、大同丽珠芪源药材有限公司、

山西北岳神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五寨县道地中药材农民专

业合作社、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内蒙古

恒光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应县乾宝黄芪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药（宁夏）中药资源有限公司、内蒙古农业大学、宁夏大

学农业学院、内蒙古天际绿洲特色生物资源研发中心、山西

医科大学药学院、万恒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山西省农业科

学院、山西恒广北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秦雪梅、王文全、李爱平、侯美利、唐志书、姜利江、赵贵富、

刘俊希、宋忠兴、马伟、郭蔚冰、刘仲秀、陈孟龙、盛晋华、

史娟、张雄杰、梁泰刚、段成士、王慧杰、孙合、刘亚林、朱

光明、魏建和、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1 黄连（黄连） 李隆云 
黄连（黄连）规范化生产技术规

程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隆云、王钰、宋旭红、谭均、林先明、梅鹏颖、魏建和、王

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2 黄草乌 张智慧 黄草乌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省

药物研究所、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煜欣农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大理林韵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张智慧、石亚娜、董志渊、马聪吉、金鹏程、左智天、杨丽英、

苏钛、邱斌、周永利、马清科、李仙兰、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3 黄柏 李虹 黄柏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重庆市中药研究

院、荥经县民康中药材专业合作社、龙山县众泰中药材开发

有限公司、四川国药药材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虹、肖生伟、李隆云、卢小雨、李晓菲、卢飞飞、刘佳陇、

王胜升、高贵文、周瑞、卢兴松、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4 黄蜀葵花 唐仁茂 黄蜀葵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唐仁茂、吴啟南、唐海涛、沈小林、王秀俊、严辉、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5 黄精 祁建军 黄精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农林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浙江森宇有限公司、湖南

省龙山县中药材产业办、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祁建军、马存德、斯金平、季鹏章、俞巧仙、刘京晶、朱光明、

傅飞龙、魏建和、王秋玲、王文全、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146 菊花 郭巧生 菊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南京农业大学、桐乡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河北省农林

科学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郭巧生、汪涛、沈学根、谢晓亮、李卫文、刘丽、朱再标、邹

庆军、杨锋、毛鹏飞、马常念、周建松、魏建和、王文全、王

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7 野菊花 刘晖晖 野菊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农业大学、湖北金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 

刘晖晖、魏民、许雷、李建领、魏伟锋、池莲锋、马庆、曾烨、

王信宏、黄煜权、谢文波、张洪胜、周威、陈波、刘三波、韩

正洲、郭巧生、朱再标、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148 猪苓 郭顺星 猪苓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重庆市药物

种植研究所 

郭顺星、李兵、张集慧、王云强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49 续断  王新村 续断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国药集

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贵州同济堂中药材种植有

限公司、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

贵州医科大学省部共建药用植物功效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贵阳道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王新村、杨相波、严福林、李玮、曾令祥、魏建和、王文全、

王秋玲、王苗苗、杨小生、周 宁、冯中宝、胡敏、危必路、

艾伦强、杨生超、任得强、梁艳丽、杨小玉、辛元尧 

150 款冬花 李震宇 款冬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西大学、山西省医药与生命科学研究院、山西振东道地药

材开发有限公司、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震宇、李香串、吕鼎豪、蔡翠芳、王旭峰、肖淑贤、卢紫娟、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51 紫苏 温春秀 紫苏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扬子江药业集团、重庆

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

公司、南京农业大学、重庆太极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温春秀、刘灵娣、贾东升、刘佳陇、向增旭、汪丽萍、伍秀珠、

朱再标、姜涛、贾凯旋、王胜升、孙燕玲、邹隆益、何山、付

昌奎、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52 紫菀 葛淑俊 紫菀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保定药材综合试验推广

站、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安国圣山药业

有限公司、重庆市石柱县武陵山研究院、河北省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承德县分校、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葛淑俊、孟义江、杨太新、温春秀、刘灵娣、田伟、谢晓亮、

李树强、柯剑鸿、董玲、王长生、李燕、李卫文、刁景超、杨

江华、唐鑫、李瑞来、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

元尧、王苗苗 

153 黑种草子 李晓瑾 黑种草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民族药研究所、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

学校、新疆阜康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伊犁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晓瑾、张际昭、石明辉、樊丛照、邱远金、买买提·努尔艾

合提、赵亚琴、李鸿亮、徐芳、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

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54 湖北贝母 郭坤元 湖北贝母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建始

县药山坡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宣恩县龚家坡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恩施程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郭坤元、王华、李隆云、刘翠君、林先明、张美德、何银生、

周武先、郭杰、游景茂、郭晓亮、艾伦强、穆森、冯瑛、龚开

贵、程天周、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

苗苗 

155 蒲公英 乔永刚 蒲公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山西农业大学、贵州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山西省医药与生命科学研究院、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

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

公司、山西国新晋药集团道地药材经营有限公司、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乔永刚、罗夫来、牛颜冰、温春秀、李香串、田洪岭、宋芸、

刘亚令、王玉龙、张志鹏、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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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槐花 李隆云 槐花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贵州大学、重庆恒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李隆云、刘金亮、宋旭红、王计瑞、徐进、梅鹏颖、廖尚强、

魏建和、王秋玲、王文全、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57 雷公藤 刘三波 雷公藤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华润三九（黄石）药业有限公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

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刘三波、魏民、李建领、韩正洲、周奇、俞能高、陈友丽、龚

达林、王学奎 

158 槟榔 周亚奎 槟榔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周亚奎、卢丽兰、甘炳春、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159 罂粟壳 龚永福 罂粟壳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甘肃农垦金昌农场有限公司、

甘肃农垦永昌农场有限公司、甘肃省啤酒大麦原种场、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龚永福、苏毓杰、李彦荣、陈芳、张兆萍、臧广鹏、魏廷邦、

王林泉、王鹏强、杨宪忠、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

辛元尧、王苗苗 

160 薏苡仁 沈晓霞 薏苡仁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态研究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福建天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仙芝科技（福建）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沈晓霞、沈宇峰、王志安、孙健、高微微、李艾莲、毕艳孟、

林忠宁、陈菁瑛、余德亿、江慧容、吴长辉、谢世勇、魏建和、

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61 薄荷 吴啟南 薄荷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省中

西医结合研究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吴啟南、谷巍、梁呈元、钱士辉、韩金龙、严辉、王宪昌、魏

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62 藁本（辽藁本） 孙文松 
藁本（辽藁本）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 

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辽宁光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清原

满族自治县龙盛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孙文松、李玲、温健、杨正书、李晓丽、刘莹、曾浩、李旭、

刘亚男、汪歧禹、林森、季忠英、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

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63 覆盆子 郑平汉 覆盆子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杭州千岛湖鹤岭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企业杭州千岛湖鹤岭家

庭农场有限公司、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省中药研

究有限公司、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理

工大学、杭州市农业科学院、淳安县临岐中药材产业协会、

淳安千岛湖岐仁山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郑平汉、何伯伟、沈晓霞、柴卫国、孙健、任江剑、孙彩霞、

陈颖君、潘振球、孙延芳、孙乙铭、睢宁、李红俊、汪利梅、

俞云林、何荷根、商朋杰、徐明星、姜玲、王晓玲、方玉仙、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164 麦冬（浙麦冬） 徐建中 麦冬（浙麦冬）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宁

波金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徐建中、俞旭平、李振丰、沈晓霞、王志安、孙乙铭、陈建钢、

魏建和、王文全、王秋玲、杨小玉、辛元尧、王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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