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规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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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则 

郭兰

萍，黄

璐琦 

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规范编制通

则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郭兰萍、黄璐琦、何雅莉、康传志、王升、王铁霖、张燕、孙楷、蒋靖

怡、周利、吕朝耕、王红阳、张小波、朱寿东、郝庆秀、万修福、陈美

兰、詹志来、王凌 

2 
霍山石

斛 
韩邦兴 霍山石斛拟境栽培技术规范 

皖西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九仙尊霍

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霍山县长冲中药材开发有限公

司、霍山县天下泽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

研百草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韩邦兴、易善勇、戴军、郭兰萍、康传志、蒋靖怡、陈乃富、陈存武、

姚厚军、何祥林、戴亚峰、宋向文、刘东、邓辉、朱富成、卫培培、宋

程、高雷雷、王威、王诗文、王成、张小波、何雅莉、王升、吕朝耕 

3 
宁夏枸

杞 
段金廒 

宁夏枸杞拟境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宁夏枸杞创新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资源中心、宁夏百瑞源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宁夏医科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宁夏明德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宁夏中宁枸杞产业创新研究院、北京

中研百草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段金廒、郭兰萍、郝向峰、严辉、郭盛、卢有媛、张小波、王汉卿、晋

玲、鲁学军、段然、姜建明、张金宏、张文华、余君伟、康传志、何雅

莉、詹志来、张燕、王升、万修福。 

4 连翘 刘灵娣 连翘仿野生种植技术规范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

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涉县以岭燕赵中药材有限公

司、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刘灵娣、谢晓亮、温春秀、贾东升、田伟、卢瑞克、欧阳艳飞、郭兰萍、

黄璐琦、姜涛、齐琳琳、刘敏彦、甄云、贺献林、贾和田、崔旭盛、李

鑫、宗建新、何培、滕慧颖、刘铭、何雅莉、康传志、张小波、康利平、

王升、万修福、吕朝耕 

5 金银花 
王晓 

金银花仿野生种植技术规范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

心、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金银花行业协会、山东

亚特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王晓、刘伟、郭兰萍、黄璐琦、卢恒、李佳、刘谦、张永清、付晓、李

圣波、崔莉、王岱杰、张燕、王升、王铁霖、孙楷、康传志、万修福、

张小波、康利平、杨健、吕朝耕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6 厚朴 王涛 厚朴仿野生种植技术规范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绵阳市中医医院、平武县中

医药产业服务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青川县农业农村局 

王涛、沈其霖、罗诚、徐大东、张慧、胡青青、郭兰萍、黄璐琦、陈杰、

赵丹、戴维、叶坤浩、王升、康传志、万修福 

7 
金钗石

斛 
肖承鸿 金钗石斛仿野生种植技术规范 

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遵

义信天石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肖承鸿、张进强、周涛、江维克、郭兰萍、康传志、黄璐琦、杨远明、

廖晓康、黄渊平 

8 欧李 李卫东 欧李仿野生栽培技术规范 

北京中医药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

所、内蒙古大学、宁夏林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李卫东、王占军、陈贵林、孙淑英、刘勇、张子龙、田英、徐美隆、何

建龙、康传志、何雅莉、周利 

9 
唐古特

大黄 
魏胜利 

唐古特大黄仿野生生态种植技术

规范 

北京中医药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魏胜利、张媛、祁晓娟、谢晓亮 

10 甘松 刘圆 甘松仿野生生态种植技术规程 
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四川农业大学农学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陈晨、刘圆、杨正明、李莹、金乾、钟海蓉、崔琪、李文兵、群培、黄

艳菲、张志锋、曾锐、陈兴福、郭兰萍、黄璐琦、何雅莉、康传志、周

利、詹志来 

11 人参 张亚玉 人参林下仿野生护育技术规范 

成都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

司、辽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 

张亚玉、孙海、付建国、郭兰萍、康传志、张正海、李跃雄、孙文松、

杨利民、雷慧霞、张小波、杨健、康利平、王升、万修福、吕朝耕 

12 甘草 郭兰萍 甘草野生抚育种植技术规范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盛实百草药业有限公

司 

郭兰萍、孙楷、张燕、李刚、陈延国、张乃嘦、张元科、王雪媛、杨明、

曹颖旭、康传志、何雅莉、张小波、康利平、周利、闫滨滨、王升、万

修福、吕朝耕 

13 黄芪 郭兰萍 黄芪仿野生种植技术规范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山西恒广北芪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研百草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

司 

郭兰萍、康传志、孙和、何雅莉、张小波、詹志来、张燕、康利平、杨

健、王升、万修福、王铁霖、孙楷、孙嘉惠、闫滨滨、葛阳、王瑞杉、

吕朝耕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14 泽泻 陈铁柱 
泽泻-水稻保护性耕作生态种植

技术规范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道地药材系统开发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陈铁柱、林娟、周霞、张美、郭俊霞、张涛、郭兰萍、黄璐琦、李青苗、

张小波、康传志、周利、何雅莉、王铁霖 

15 独一味 古锐 
独一味药牧联合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医学院、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古锐，钟世红，牛童，丁荣、郭兰萍、黄璐琦、何雅莉、康传志 

16 人参 张亚玉 人参农田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成都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南京农

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

公司 

张亚玉、孙海、付建国、郭兰萍、康传志、孙文松、向增旭、杨利民、

李跃雄、张正海、雷慧霞、何雅莉、张小波、康利平、杨健、王升、万

修福、吕朝耕 

17 苍术 张燕 
苍术-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南京

蛙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北

京中研百草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郭兰萍、张燕、黄璐琦、向增旭、余坤、薛文军、储双节、沈千重、杜

锐、何雅莉、王升、康传志、周利、王铁霖、孙楷、万修福、闫滨滨、

王凌、张小波、朱寿东 

18 
铁皮石

斛 
陈发军 

铁皮石斛附树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丽水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浙江五养堂药业有限公

司、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 

陈发军、许海顺、吴学谦、徐娟、郭兰萍、黄璐琦、向增旭、吴彦勋、

余杨、姜疆、陈一凡、吴庆燕、王立明、何雅莉、康传志 

19 麦冬 王涛 
麦冬-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

农业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绵阳市中

医医院、四川代代为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涛、陈铁柱、陈兴福、赵丹、郭兰萍、黄璐琦、沈其霖、戴维、林娟、

陈杰、陈岗福、张美、叶坤浩、张慧、张小波、何雅莉、王升、周利、

康传志、万修福、吕朝耕 

20 
七叶一

枝花 
刘圆 

华重楼-粮（-药）套作生态种植

技术规范 

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四川大学药学院、四

川农业大学农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张绍山、杨正明、陈晨、刘圆、刘哲、克永霞、余孟杰、李莹、黄艳菲、

李文兵、张志锋、曾锐、张浩、陈兴福、郭兰萍、黄璐琦、张小波、何

雅莉、康传志、周利、詹志来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21 草乌 王继永 
草乌-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国药种业有限公司、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晨丰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王继永、曾燕、秦义杰、王震、王浩、李进瞳、李鹏英、郭兰萍、张燕、

黄璐琦、何雅莉、王升、周利、王铁霖、孙楷、康传志、万修福、詹志

来、王凌、张小波、郝庆秀、朱寿东 

22 附子 戴维 
附子-水稻套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西南科技大学、成都大学、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资源中心、四川江油中坝附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四川天雄药业有限公司 

戴维、陈兴福、杨玉霞、黄晶、夏燕莉、郭兰萍、黄璐琦、王涛、胡平、

陈杰、叶坤浩、周先建、吴萍、赵丹、张慧、王升、康传志、周利、万

修福、张明泉、刘雨莎 

23 柴胡 王继永 
柴胡-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国药种业有限公司、涉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山西五寨县道地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

社、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王继永、王浩、曾燕、贺献林、贾和田、李鹏英、刘稼田、尚兴朴、秦

义杰、李进瞳、刘俊希、郭兰萍、张燕、黄璐琦、何雅莉、王升、周利、

王铁霖、孙楷、康传志、万修福、詹志来、王凌、张小波、郝庆秀、朱

寿东 

24 太子参 周涛 
太子参-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

规范 

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黄

平县野洞河中药种植专业合作社、贵州金草海药材发

展有限公司 

周涛、王艳红、江维克、肖承鸿、张进强、郭兰萍、黄璐琦、张简荣 

25 穿心莲 温春秀 
穿心莲-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

规范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 

温春秀、谢晓亮、刘灵娣、田伟、贾东升、刘铭、姜涛、齐琳琳、欧阳

艳飞、靳爱红、卢瑞克、钱荣、温赛群、李少敏、郭兰萍、黄璐琦、何

雅莉、康传志 

26 黄精 王喆之 
黄精-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

室、药用资源与天然药用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

西省中药材规范化栽培与品种选育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陕西步长制药有

限公司、山西中医药大学 

王喆之、牛俊峰、王世强、郭兰萍、黄璐琦、闫亚平、刘峰、王东浩、

强毅、曹晓燕、康杰芳、马存根、何雅莉、康传志、王升、张小波、王

铁霖、张燕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27 鱼腥草 吴卫 
鱼腥草-玉米套作生态种植技术

规范 

四川农业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中山

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卫、张慧慧、陈晨、侯凯、刘琼、潘芸芸、卜凡娜、黄文娟、郭兰萍、

康传志、王升、万修福、马宏亮、王吉文 

28 野菊花 刘晖晖 
野菊花-柑橘套作生态种植技术

规范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

源中心、南京农业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农业

大学 

刘晖晖、韩正洲、魏民、许雷、李建领、池莲锋、魏伟锋、马庆、郭兰

萍、张燕、黄璐琦、何雅莉、康传志、詹志来、郭巧生、陈科力、王学

奎 

29 山豆根 蒋妮 
山豆根林-药套作生态种植技术

规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

源中心 

蒋妮、冯世鑫、陈乾平、林杨、宋利沙、韦坤华、缪剑华、郭兰萍、黄

璐琦、何雅莉、康传志 

30 紫苏 温春秀 
紫苏-玉米、烟草套作生态种植技

术规范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温春秀、张秀新、谢晓亮、刘灵娣、郭兰萍、黄璐琦、齐琳琳、滕慧颖、

王顺利、薛璟祺、贾东升、王芳、薛玉前、田伟、尚国强、姜涛、刘铭、

欧阳艳飞、迟吉娜、卢瑞克、温赛群、靳爱红、钱荣、李少敏、何雅莉、

康传志 

31 白芍 张秀新 
白芍-大豆套作生态种植模式技

术规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资源中心、南京农业大学 

黄璐琦、张秀新、郭兰萍、薛璟祺、王顺利、向增旭、薛玉前、柳志勇、

何雅莉、康传志、张小波 

32 桔梗 张秀新 
桔梗-小麦套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张秀新，薛璟祺，王顺利，薛玉前，向增旭、郭兰萍、黄璐琦、何雅莉、

康传志、张小波 

33 
药用牡

丹 
张秀新 

药用牡丹-朝天椒套作生态种植

技术规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张秀新、王顺利、薛璟祺、郭兰萍、黄璐琦、向增旭、王芳、薛玉前、

何雅莉、张小波、康传志 



序号 药材名 牵头人 标准名 编写单位 编写人 

34 射干 刘大会 
射干-玉米间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黄

冈市农业科学院 

刘大会、刘雨、王明辉、郭兰萍、黄璐琦、黄必胜、马毅平、方艳、苗

玉焕、何雅莉、康传志、杜鸿志、詹志来、陈科力、刘义梅 

35 金荞麦 王继永 
金荞麦-四蕊朴间作生态种植技

术规范 

国药种业有限公司、中国中药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王继永、李进瞳、林晖才、靳云西、曾燕、郭兰萍、矣健玲、熊啟相、

李鹏英、张燕、黄璐琦、何雅莉、康传志、王升、周利、王铁霖、孙楷、

万修福、詹志来、王凌、张小波、郝庆秀、朱寿东 

36 栝楼 王晓 
瓜蒌-黄豆间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

心、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禾宝中药材有限公司 

王晓、刘伟、郭兰萍、黄璐琦、卢恒、李佳、刘谦、张永清、刘孟建、

崔莉、王岱杰、张燕、王升、王铁霖、孙楷、康传志、万修福、张小波、

何雅莉 

37 半夏 舒少华 
半夏-玉米间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荆禾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湖北

省果茶办公室、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舒少华、朱振兴、张景、王学奎、杨特武、江林波、马毅平、郭兰萍、

黄璐琦、何雅莉、康传志、张小波 

38 黄柏 王艳红 
黄柏-芍药间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山

东省分析测试中心、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钰霖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 

王艳红、周涛、江维克、肖承鸿、张进强、郭兰萍、黄璐琦、康传志、

王晓、任庭周 

39 黄芩 曾燕 
黄芩-果树间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国药种业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曾燕、王继永、王浩、秦义杰、李进瞳、李鹏英、郭兰萍、张燕、黄璐

琦、何雅莉、王升、周利、王铁霖、孙楷、康传志、万修福、詹志来、

王凌、张小波、郝庆秀、朱寿东 

40 鸡血藤 刘晖晖 
鸡血藤-木油桐间作生态种植技

术规范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

源中心 

刘晖晖、韩正洲、黄煜权、李明辉、邢建永、郭兰萍、张燕、黄璐琦、

何雅莉、康传志、詹志来、吴正军、许雷、魏伟锋、马庆、魏民、王信

宏 

41 
粗茎秦

艽 
曾锐 

粗茎秦艽-马铃薯间作生态种植

技术规范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黑水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

务局、桂林医学院 

曾锐、孙辉、杨杰武、刘圆、郭兰萍、黄璐琦、李莹、刘海萍、杨晓、

马子豪、李爱暖、加多五尼、马婕、康传志、张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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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千里香 刘晖晖 
千里香-三叉苦间作生态种植技

术规范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

源中心 

刘晖晖、韩正洲、许雷、谢文波、郭兰萍、张燕、黄璐琦、何雅莉、康

传志、詹志来、马庆、张洪胜、曾烨、魏民、邢建永、黄煜权、李明辉、

魏伟锋、李建领、池莲锋、黄锦鹏、叶姿、孙楷填 

43 田七 刘大会 田七林下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广

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大会、陈美兰、周修腾、郭兰萍、黄璐琦、刘勇、黄必胜、彭政、林

伟国、方艳、何雅莉、康传志、张小波、詹志来、余生、陈骏飞 

44 
七叶一

枝花 
李先恩 

七叶一枝花林下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四川省中医药科学

院、福建农业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福建承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李先恩，陈铁柱，郭兰萍，苏海兰，陈敏健，高扬前，傅文明，陈铁柱，

林娟，张美，张涛，周先建，方清茂，杨玉霞，胡平，李青苗，郭俊霞，

王晓宇，王洪苏，舒光明，周利，康传志，何雅莉，王铁霖 

45 灵芝 吴学谦 
段木灵芝林下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浙江五养堂药业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丽水市科

技创新服务中心、浙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吴学谦、许海顺、徐娟、吴学良、熊科辉、陈发军、郭兰萍、黄璐琦、

张小波、何雅莉、康传志、周利 

46 白及 肖承鸿 白及林下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贵州中医药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资源中心、贵州省黄平县野洞河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杭州林大高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肖承鸿、周涛、邵清松、江维克、郭兰萍、黄璐琦、康传志、王艳红、

张进强、张爱莲、徐建伟、周爱存、张简荣、胡润淮、李帅玲 

47 
多花黄

精 
许海顺 

多花黄精林下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浙江五养堂药业有限公司、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

司、浙江农林大学、丽水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许海顺、沈晓霞、吴学谦、陈发军、徐娟、郭兰萍、黄璐琦、何雅莉、

康传志、张小波 

48 川芎 李青苗 
川芎-水稻水旱轮作生态种植技

术规范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道地药材系统开发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四川

省农科院经作所 

李青苗、郭俊霞、郭兰萍、黄璐琦、吴萍、王晓宇、张松林、刘宝莲、

杨小倩、易进海、汤依娜、张超、康传志、何雅莉、周利 

49 丹参 周洁 
丹参-红薯轮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济南大学、文登市大德兴农庄农产品有限公司、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

分析测试中心、威海市文登区农业局 

周洁、吕海泓、郭兰萍、黄璐琦、张永清、王晓、李佳、冉志芳、杨小

彤、孙慧、李黎明、孙黎明、何雅莉、康传志、王升、张小波、康利平、

杨健、王铁霖、张燕、詹志来、周利、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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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天麻 周涛 
天麻-冬荪轮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贵

州乌蒙腾菌业有限公司、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贵州

省安顺市西秀区钰霖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贵州省

黄平县野洞河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周涛、张进强、江维克、肖承鸿、郭兰萍、黄璐琦、康传志、潘成、王

晓、王艳红、任庭周、张简荣 

51 半夏 张进强 
半夏-前胡轮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山

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张进强、周涛、江维克、肖承鸿、郭兰萍、黄璐琦、康传志、王晓、张

成刚、赵丹、王艳红 

52 地黄 张重义 
地黄药粮轮作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福建农林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河南

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工业大学 

张重义、古力、李明杰、郭兰萍、黄璐琦、王建明、王丰青、李烜桢、

谢彩侠、张宝、杨艳会、杜家方、何雅莉、康传志、张小波 

53 浙贝母 王志安  
浙贝母药粮轮作生态种植技术规

范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宁波小贝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万里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

心 

王志安、江建铭、沈晓霞、沈宇峰、邵将炜、俞信光、孙健、孙乙铭、

王忠华、俞春英、郭兰萍、黄璐琦、何雅莉、康传志、康利平、张燕、

王升、万修福、吕朝耕 

54 太子参 古力 
太子参-水稻水旱轮作生态种植

技术规范 

福建农林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柘荣

县药业发展局、柘荣县农业农村局、福建天人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古力、张重义、李明杰、郭兰萍、黄璐琦、袁济端、袁小坦、魏国干、

许启棉、杨慧容、陈阿琴、王建明、袁飞越、江慧容、张小波、何雅莉、

康传志 

55 西红花 邵清松 
西红花-水稻水旱轮作生态种植

技术规范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杭州师范

大学、杭州市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邵清松、邢丙聪、林定、郑颖、陆中华、卢江杰、姜娟萍、张爱莲、丁

兰、胡润淮、郭兰萍、黄璐琦、张小波、何雅莉、康传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