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文件名 状态 适用与更新 说明  

JG201801 180123 数字标本-标准中品种信息的数据加工规范 使用中 适用于非药典标准的加工 
同属标准加工类说明文

档：JG201801、JG201805 

JG201802 180312 数字标本-图像采集规程 使用中 适用于所有附件的采集加工   

JG201803
180312 数字标本-数字标本加工系统 V1.2 的安装、打

开、登录 
使用中 

适用于所有版本的程序；已

将 V1.1.6 版本后的更新写

入本文档 JG201803。 

同属程序类说明文档：

JG201803、JG201810 

JG201804 180313 数字标本-品类页面-品类编辑-类型添加 使用中 适用于非药典品类的加工 需要先完成 JG201801 

JG201805 180316 数字标本-标准信息的加工规范（药典 2015） 使用中 适用于药典标准的加工 
同属标准加工类说明文

档：JG201801、JG201805 

JG201808 180409 数字标本-标本信息的加工 使用中 适用于所有标本的加工   

JG201809
180411 数字标本-标准中【性状】、【显微鉴别】文本

的特征加工说明 
使用中 适用于所有特征的加工   

JG201810 180510 数字标本-导入数据包和批量增加品种 使用中 
适用于 V1.1.6 之后所有程

序版本间的更新 

同属程序类说明文档：

JG201803、JG201810 

JG201811 180529 数字标本-标本结果的加工与附件表导出 使用中 适用于所有标本结果的加工   

JG201812 180531 数字标本-相关页面的加工 使用中 适用于所有相关事件的加工   

SH201810 181011 数据相关通用规范——审核部分 使用中 适用于所有已加工数据审核  

JG201901 190425 标本基原结果的加工 使用中 适用于基原标本的加工  

JG201902 190425 标本 AI 结果的加工 使用中 适用于 AI 数据集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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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标准中品种信息的数据加工规范 

 

1 所报品种字段 

    已由中检院标本馆根据 终确定的报名表填好。 

2 标准出版名称字段 

需要上网查找、复制粘贴，使用“中国图书全文数据库”格式。 

详细步骤如下： 

2.1 使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页面在“参考文献”查询入口,使用书名,查询使用

该标准作为参考文献的论文，任一篇即可。推荐选择期刊论文，参考文献少，

便于查找。

 

2.2 点击其标题进入该论文，在下部的参考文献区，即可查到准确的出版信息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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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复制粘贴,去掉空格。 

可采用替换的方式，一次性去掉。 

甘肃省中药材标准[M].  甘肃文化出版社  ,  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9 

甘肃省中药材标准[M].甘肃文化出版社,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9 

3 标准类型字段 

此字段是唯一一个在标准内找不到信息来源的字段，需要人工判断。 

请根据标准的级别选择，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自拟标准”。 

 

4 标准内名称、标准内其他名称、中文科名、中文学名、拉丁名、部位字段 

这六个字段均需要从标准原文复制粘贴，文字须与标准原文一致，不能自由填写，示例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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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遇到与本示例不一致的情况，例如，本标准中，“标准内其他名称”为拉丁药名，

其他标准可能无拉丁药名，应联系中检院标本馆，具体解决。 

5附件 

要求提供如上图的该品种标准扫描文件，具体要求如下： 

5.1 文件格式为图片类型，建议为 JPG； 

5.2 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600dpi，扫描模式彩色； 

5.3 若跨页，应分为多个文件。文件名为“中文学名”字段的内容加上页码。 

编写:中检院标本馆 

2018年 1月 24 日 

标准内名称 

标准内其他

名称 

部位 

拉丁名 

中文种名 

中文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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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加工系统 V1.2的安装、打开、登录 

1 基本信息 

中药民族药数字标本加工系统 V1.2 使用.NET Framework 4.5 平台开发，后

台采用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数据库，常用的 Microsoft Office Excel 文

件可以灵活的导入导出。 

在中药民族药数字标本加工系统（V1.0）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以下主要改进： 

1.1 增强加工系统的展示性，包括但不限于： 

1.1.1 可以查看附件图片及缩略图，可接受的图片格式有

jpg/gif/bmp/JPG/png/svg/raw，推荐上传 jpg/png。 

1.1.2 在树形结构中使用标本编号区分每一份标本，便于查看。 

1.2 增加加工系统的易用性，包括但不限于： 

1.2.1 自动添加上传附件图片的标本编号、中文学名 

1.2.2 在汇总类信息层面实现预先设置和统一管理，包括品种名录、标准名录、

资料名录。 

1.3 区分用户权限，分为加工员、审核员、管理员。增加审核员意见字段。 

1.4 加工系统与展示系统无缝对接，一键导入。 

1.5 其他上一期项目实际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2 安装要求 

系统要求  已通过测试的兼容配置 

计算机  屏幕分辨率  1024×768 以上 

推荐 屏幕分辨率  最大值 

推荐  内存 1G以上 

推荐  至少有一个 USB3.0 接口 

1024×768 ×  1280×720 √ 

1280×768 √  1360×768 √ 

1366×768 √ 

USB3.0  √ USB2.0  √ 

操作系统  windows 64 位 

推荐 windows 7 

Win 10  √ Win 7  √ Win xp × 

Windows  组件  .NET Framework 4.0 

推荐 windows 4.5 

正版 windows  操作系统自带 

若报错（缺少.net）可在 360 软件管家 

或微软官网（www.microsoft.com）下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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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已通过测试的兼容配置 

Office 软件  完整版 

推荐Microsoft Office 2007 

Office 2010（完整版）√ Office 2007  √Office 

2003  × 

导入导出模板（.xls √ .xlsx√） 

其他软件 

必须安装  杀毒软件 

必须安装  中文输入法 

必须安装  PDF阅读软件（推荐 Adobe 

Reader） 

推荐安装 OCR 识别软件（推荐汉王 PDF 

OCR） 

推荐安装  图片管理软件  （推荐 ACDsee）

汉王  √ 

CAJ 阅读器 √ 

Adobe Reader XI  √ 

ACDsee√ 

4 常见问题 

4.1 缺少.net 软件报错 

部分不完整版的Windows操作系统缺少.net软件，需要大家手动进行安装，

安装后需要重启。 

报错图片如下 

 

建议使用 360 软件助手等安全的应用市场安装.NET Framework 4.0，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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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非 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报错如下（winxp 不兼容） 

 

5 打开加工系统 

加工系统已为大家直接安装在寄送的 U盘中。将 U盘插入电脑,显示盘符为

“加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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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U盘中程序文件（数字标本加工系统.exe）双击即可打开本系统，使用

邮件中的用户名、密码登录。 

应注意：以后录入的数据和上传的附件都会保存在 U盘中，我们会提醒大家

定期备份文件保护数据安全，定期导出文件交给我们组织审核。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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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误将后台数据库作为加工客户端打开 

    为了保证大家加工数据的安全，避免无意的操作破坏后台数据的关联性，我

们锁定了后台的数据库。强行打开会要求密码并报错。 

报错如下： 

 

 

5.2 未使用分配的用户名密码登录 

原则上，数字标本加工系统可以有多个用户登录，除了服务于数字标本项目

以外，我们也有意愿再分享给大家作为日常标本管理等工具使用，所以开放了账

号了注册功能。 

但是，为了数字标本项数据质量，我们制定了一套数据加工-审核-终审-入

库流程，大家一定要“专盘专号专用”使用我们分配的账户名密码登录专做数字

标本的工作。 

误点开注册页面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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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数字标本系统安装、打开、登录的一些注意事项。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 

 

【更新-180604 添加】 

自 V1.1.6 版本（含）以后，不再使用 U盘的方式传递程序，改进为直接使

用程序文件夹。中检院发去程序文件夹，名称为“日期 加工系统-单位简称”，

例如“180522 加工系统 - 西藏”，各位接收后直接在文件夹内找到 exe 执行文

件，打开加工数据即可，加工完成后，直接将本文件夹传回中检院，待分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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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页面‐品类编辑‐类型添加 

——注：外测结束后，系统页面上出现“品种”二字会全部改为“品类” 
1.登录系统后即为品类页面 

 

2.在检索区查询要编辑的品种（参考加工盘中的《报名品种与品类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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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查到的品类，点击右键，点击编辑记录，进入品类编辑页面 

 

 

4 查找部位类型，填入部位类型   

使用 18 年 1月份事先做好的“标准中品种信息表”查找相关品类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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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部位后，与《中药材手册》（1959 版）中划分的部位进行比较，下表为《中药材手

册》（1959 版）所收载 517 个品种的部位划分。 

 

使用专业知识，从“《中药材手册》（1959 版）所收载的部位划分”  中挑选一个合适的

部位名称，填入类型中。 

 

注意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添加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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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品类页面，品类编辑功能中的类型添加的操作步骤。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年 3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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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标准信息的加工规范（药典 2015） 

 

第 1 步：进入品类独立的树形加工页面 

1.1登录数字标本加工系统 V1.2，依次查询所报品类，点击右侧的查看，进入该

品类独立的树形加工页面。 

 

1.2 有些老师可能在加工盘中的“报名品种与品类对应表.xlsx”内找不到已报的

品种，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对品种名称做了修改，两一个是一部分品种品类

的合并有争议尚未发布，请大家先做找到的部分，把没找到的发邮件告诉我们就

行，我们会分别回复并尽快发布“报名品种与品类对应表 2.xlsx”。 

第 2步：标准汇总信息的加工 

2.1 在左侧的树形结构中，找到“标准汇总”，点击，右侧加工区域显示标准汇

总加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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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点击右侧加工区域第一行的第一个带有加号的按钮“增加标准汇总”，弹出

单条标准汇总加工页面。 

 

 

2.3由于本次加工仅涉及最新国家药品标准，即药典 2015，故大家全部按照下面

的信息填入即可（冒号之后的部分）。 

标准汇总 ID：4642432GS8Q1BUKMQ61017021A5W03GV 

标准名称：药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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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国家药典委员

会,2015 

标准类型：（下拉菜单选择国家标准） 

 

2.4录入完成后，点击最下面的“保存”按钮，弹出成功提示，点击“确定”。 

 

2.5注意，要先填入“标准名称”，否则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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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添加成功后，会在标准汇总信息列表处发现新增的“药典 2015”这条信息，

会在树形结构内发现一个加号，点开后，发现新增的“药典 2015”这条信息。 

 

第 3步：标准详细信息的加工 

3.1 在左侧的树形结构中，找到已添加的“药典 2015”，点击，右侧加工区域显

示“药典 2015”的标准详细加工页面。 

 

3.2 点击右侧加工区域第一行的第一个带有加号的按钮“添加标准”，弹出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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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加工页面。 

 

3.3请大家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国家药典

委员会,2015，这部标准，纸质版，图像版，电子版均可，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

一批电子版。以下，以图像版为例说明各字段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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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内名称 

中文科名 

中文种名 

拉丁学名 

中文种名，属于另一条“狭叶柴胡”

部位 

拉丁学名，属于另一条“狭叶柴胡”

别名 

采收加工 

性状，一段文字均填入“标准加工

2”

鉴别，区分薄层和显微，一段文字

均填入“标准加工 2”

薄层对照物 



填入入后的效果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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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加

含量测定，一段

加工 2” 

 

 

段文字均填入

含测对照

性味归经

功能主治

用法用量

注意

入“标准

照物

经

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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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保存按钮在第二页，“标准加工 2”，点 X关闭不会保存，数据加工或修改后，

多点击树形结构刷新，或关闭重新登录刷新。 

 

3.5 一个品类如果是多基原的，例如“柴胡类”，有“柴胡”和“狭叶柴胡”两个，可在“柴

胡”加工完成后，使用“复制”功能，做简单修改即可。 

 

3.5 顺便说一下右键菜单的其他功能，“编辑”，进入本条编辑页面；“删除”，删除本条，慎

用；“查看”本条，不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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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并修改保存后，可看见两条平级的标准信息，多基原的拆分就完成了。 

 

3.6其他药典素材来源 

（1） DRS数字标准物质项目所提供的药典标准数据，html格式，打开即可复制

粘贴（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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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加过数字标本一期项目的“金银花、冬虫夏草、淫羊藿、柴胡、黄芪、

沉香、穿山甲、龟甲、山药”9个品种，任由原负责单位加工，可采用导

入模板导入（见附件 2），在药典 2010版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此外注意，其他单位不需要再加工此 9个。 

所有页面的导入功能我们将在大家使用更为熟练后，合并再讲。 

 

（3）其他网上的药典数据库，但注意核对。 

第 4步上传图片 

4.1为了保证数据质量，我们既要求加工员在加工时注意与原版标准核对，也设

置了审核环节。请加工员在加工结束后上传相应页面的附件，便于审核。 

4.2操作如下： 

点击“标准加工 1”页面的“上传附件”按钮，出现上传附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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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所上传的图片，可以是扫描件或者截图均可，主要目的是让审核员看清楚，

不需要扫描太大的文件。对于文件的具体要求如下： 

（1）文件格式为图片类型，可以接收的图片格式包括

jpg/gif/bmp/JPG/png/svg/raw，建议使用 JPG/png； 

（2）若跨页，应分为多个文件。文件名为“中文学名‐标准汇总名称‐页码”，同

一页需要分多个，再分为 A、B、C…… 

（3）例如：柴胡 ‐药典 2015‐280.png  柴胡 ‐药典 2015‐281A.png  柴胡 ‐药典

2015‐281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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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上传的图片不同重名。 

4.4点击“添加文件”按钮，选中本地电脑上的标准图片，点击打开 

 

文件进入上传区，勾选需要上传的文件，点击文件上传 

 

系统答复上传成功，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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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返回加工页面，即可在已上传图片处发现刚才上传的文件。 

 

双击某个图片，可打开，便于对照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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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注意：在某个图片上点击右键，可删除该附件，慎用。 

 

4.7大家也可在加工盘内的 IMAGES文件夹内找到并打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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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注意：多基原的品种，需要在每个基原内上传标准图片，图像内容可以不变，

修改文件名即可，例如柴胡，将“柴胡 ‐药典 2015‐280.png  柴胡 ‐药典

2015‐281A.png  柴胡‐药典 2015‐281B.png”修改为“狭叶柴胡‐药典 2015‐280.png 

狭叶柴胡‐药典 2015‐281A.png  狭叶柴胡‐药典 2015‐281B.png”再在狭叶柴胡内

上传一次即可。 

 

以上是标本相关标准信息的加工，总的来说分为三个层次：1加工描述一本

标准的全部信息，包括名称，出版信息等，其中名称我们使用的是统一的简称；

2 加工描述标准中的某一个品种的全部信息，包括名称、各检验项目的内容等，

多基原的要进行拆分，善用复制；3上传图片，便于审核。欢迎就具体问题交流，

请使用WORD文档返回问题，并截图，发邮件，谢谢！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年 3 月 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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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180604添加】 

      自 V1.1.6版本以后（含），标准重复的问题已解决，添加标准时增加了联想输

入功能，可以选择已经输入的标准，减少重复工作。例如，首次在品类 1添加“药

典 2015”后，当需要在品类 2添加“药典 2015”时，可在名称输入框输入“药

典 2015”（不用输全），即可见到已输入的内容，点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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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标本信息的加工 

1点击左侧树形结构的“标本信息”层级，进入标本信息加工页面， 

 

2点击右侧加工页面第一行带有绿色加号的按钮，进入“单条标本的加工页面”， 

 

 

3将标本的标签信息填入本页面对应的字段。 

（1）如果一份标本只有一个标签的，则选择该标签； 



数字标本规范文档  JG201808 

（2）如果一份标本有多个内容上不一致标签的，选择准备录入“标本鉴定信息”的标签； 

 

（3）鉴定内容雷同的标签，选择信息丰富、外观完整、美观、与本馆其他标本形式一致的； 

例如， 

 

 

 

 

 

 

4注意事项 

（1） 照搬标签信息的原则 

录入以“照搬标签信息”为原则，并且需要与上传的标签附件比对。如需更改应先结合

其他信息更新实物标签，例如，本例中，标本标签备注中提出产地为北京，结合瓶中的第二

个标签可以推断，陕西宝鸡为产地，北京为办事机构相关信息。但是为了保证实物与数据的

一致性原则，这种修改应先进行实物层面的修改，所以，建议一般情况下留存疑问即可，只

照搬标签的信息。 

用途或事项，根据收集目的和去向区分

制作日期，例如 2018/04/04 

标本编号，改为 11 位。前 3 位，单位代码，如

中检院为 101，各单位为用户名前三位；中间 4

位品类代码，如柴胡 0087；后 4 位，标本序号，

如 0098. 

标本名称
别名 

中文学名或拉丁学名

产地或采集地或收集地。

注意分开省、市、县规格

备注

登记单位（已预设，目前是单位代码，下一版会改

为单位名称）及库存位置（本单位内的形式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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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已有的电子版数据 

如果已有电子版标本名册，则可复制粘贴标本名册的数据，不必再录入打字，当然，前

提是名册数据与标签内容一致；例如，我馆名册为 excel 文件，经过核对与标签一致。电子

版标本名册可批量导入，操作方法见“5 标本批量导入”。 

 

（3） 品类名称、标本名称、别名之间的关系 

品类名称已自动呈现；标本标签上的名称一般应视为“标本名称”；有第二个名称或明

确记载为别名的再选择记录在别名项下。 

（4） 产地、采集地、收集地之间的关系 

均需要拆分为省、市、县、具体位置四个级别的行政区划信息来记录，例如，陕西省

宝鸡市岐山县太白山。产地是指标本来源中药材的种植生产地区，采集地是指标本来源中药

材基原的野生地区，收集地是指标本来源中药材的市场流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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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本批量导入（每次应小于 15条） 

如果已有标本电子版表，也可以直接将对应信息粘贴进随信发去的模板附件里，采用导

入功能进行导入。但是受限于离线版加工方式，每次最多导入 15 条。 

在标本页面，点击绿色箭头的批量导入按钮，进入导入文件选择页面，注意不要改动模

板 EXCEL 文件的字段顺序。 

 

选择事先录入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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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调换字段顺序或删除字段 

 

选定后，点击打开。会弹出对话框，通知本次导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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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树形结构刷新系统，即可见导入后的标本列表 

 

6附件的上传 

标本录入或导入成功后，可以上传标本的附件，我们要求大家按照前期发的图像拍摄

SOP至少上传四张照片，分别是： 

（1‐2）标本整体（带包装）图片，前后各一，带有标签的为前面，没被标签遮挡的为后面； 

（3）标本标签的特写； 

（4）标本的特写，从瓶中取出一些能够代表本瓶标本（大小、性状特征、保存状态等）的

实物。 

采用与“标准加工”一样的步骤上传附件，注意图片的命名应在最后带上标本的名称和

编号，以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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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标本的加工文档。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年 4月 9 日星期一 

附注： 

受离线版限制，附件若删除，在其原位置的图片打开后为空白，需要关闭本页面后再打

开才能正常查看附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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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性状】、【显微鉴别】文本的特征加工说明 

1 选定品类，进入标准汇总，进入“药典 2015”，在右侧点击右键的查看，打开“标准基本

信息查看”，准备选择待加工的文本。 

——注：查看方式不影响已录入数据，便于复制出信息。 

 

 

2 说明——对于标准文本的深度数据加工我们提供“成分”“方法”“特征”三种加工页面。

数字标本工作主要使用“特征”页面。 

特征是针对标准文本中的【性状】和【显微鉴别】项目设计的，建立好“特征”后，将

会与标本结果进行关联，并用于搜索和比对等功能。专业性较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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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制出已加工好的文本，建议在一个 Word 文档中进行。 

例如，本例中药典 2015对于柴胡品种只有【性状】项目。 

呈圆柱形或长圆锥形，长 6〜15cm，直径 0.3〜0.8cm。根头膨大，顶端残留 3～15个茎基或

短纤维状叶基，下部分枝。表面黑褐色或浅棕色，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质硬而韧，不

易折断，断面显纤维性，皮部浅棕色，木部黄白色。气微香，味微苦。 

4 标准文本中特征的加工应充分尊重原文的文字和语义，尽量不做改动，以拆分、抽取为主。 

（1）依照国家标准 GB/T  13715‐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在对文本进行信息化

处理时，首先使用标点符号进行拆分标记。 

 

呈圆柱形或长圆锥形，长 6〜15cm，直径 0.3〜0.8cm。根头膨大，顶端残留 3～15个茎基或

短纤维状叶基，下部分枝。表面黑褐色或浅棕色，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质硬而韧，不

易折断，断面显纤维性，皮部浅棕色，木部黄白色。气微香，味微苦。 

 

注： 

        本文档为了说明操作步骤，使用颜色区分，大家操作时不必如此，可使用自己习惯的方

法标记或记忆即可。（下同） 

（2）根据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参照国家标准 GB/T 13715‐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

范》，确定抽取文本中对于药品检验工作有直接和重要参考价值的名词。必要时进行补充，

补充时，建议参考权威资料（推荐楼之岑《中草药性状和显微鉴定法》）。 

 

（形状）呈圆柱形或长圆锥形，长 6〜15cm，直径 0.3〜0.8cm。根头膨大，顶端残留 3～15

个茎基或短纤维状叶基，下部分枝。表面  黑褐色或浅棕色，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质

硬而韧，不易折断，断面显纤维性，皮部  浅棕色，木部  黄白色。气微香，味微苦。 

 

注：根据楼之岑《中草药性状和显微鉴定法》P59‐60 对于性状鉴定的描述，第一句缺少名

词主语，应使用“形状”一词；标为蓝色的表示色泽的名词应统一使用“色泽”一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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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区分具体颜色。标为黄色的词语为一般名词，不是本专业特有的，无重要的特征价值。 

5 准备好上述原始数据后，点击左侧树形结构的特征层级，右侧进入特征加工页面，点击带

有绿色加号的按钮，打开“单条特征加工页面” 

 

 

6 我们要求大家必须录入特征名称、特征内容两项内容。 

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简单表述为：特征内容为按照上述步骤 4（1）说明的根据标点符号

拆分的文本，其填入的内容须保持原文不变；特征名称为按照上述步骤 4（2）说明的根据

专业名词抽取的名词或名词组合，其填入的内容尽量保持原文不变，必要时补充、更改，名

词之间按照文本顺序排列，中间使用短线链接，形成特征名称。 

本例中的文本加工到特征页面的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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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名称  特征内容 

形状  呈圆柱形或长圆锥形，长 6〜15cm，直径 0.3〜0.8cm 

根‐头  根头膨大   

根‐顶端‐茎基  顶端残留 3～15 个茎基或短纤维状叶基 

根‐顶端‐叶基  顶端残留 3～15 个茎基或短纤维状叶基 

根‐下部  下部分枝 

表面‐色泽  表面黑褐色或浅棕色 

表面‐纵皱纹  表面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 

表面‐支根痕  表面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 

表面‐皮孔  表面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 

质地  质硬而韧，不易折断，断面显纤维性 

断面‐色泽  断面皮部浅棕色，木部黄白色 

气  气微香 

味  味微苦 

注： 

（1） 特征名称“形状”，原文无，是补充的，补充有依据。 

（2） 特征名称“根‐头”、为了语义的完整性，将“根”补充进了下一层次的特征名

称中，用短线隔开。此处补充了，特征内容里保持原文即可。 

（3） 特征名称“根‐顶端‐茎基”、“根‐顶端‐叶基”，充分抽取了本句中的两个重要特

征，故特征内容可同为“顶端残留 3～15 个茎基或短纤维状叶基”，这样也能提

示两个特征之间的“或”关系。同理，“表面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的特征

内容也不应拆分，用于提示皱纹、支根痕、皮孔是共存的特征。 

7 特征加工完成后，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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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标准中特征的单条新增加工方式。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年 4月 10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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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家标准 GB/T 13715-92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主题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现代汉语的分词原则，以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它对汉语信息处理的规范

化，对各种汉语信息处理系统之间的兼容性有重要的作用。 

1.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汉语信息处理各领域，其他行业和有关学科可以参考使用。 

汉语信息处理各领域可以根据其专门需求，进一步补充和细化本规范的规定。 

 

2  引用标准 

GB12200 汉语信息处理词汇 

 

3  术语 

以下术语引自 CB 12200。 

3.1  汉语信息处理 

用计算机对汉语的音、形、义等信息进行的处理。 

3.2  词 

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 

3.3  词组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成，表达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 

3.4  分词单位 

汉语信息处理使用的、具有确定的语义或语法功能的基本单位。它包括本规范的规则限

定的词和词组。 

3.5  汉语分词 

从信息处理需要出发，按照特定的规范，对汉语按分词单位进行划分的过程。 

 

4  概述 

本规范以信息处理应用为目的，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及规律，规定现代汉语的分词原则。 

本规范用下划线“    ”作为分词单位标记。 

4.1  空格或标点符号是计算机中分词单位的分隔标记。作为分隔标记的标点符号有：句号、

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问号、叹号、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书名号、间隔号、

连接号及符号“/”等。 

4.2  二字或三字词，以及结合紧密、使用稳定的二字或三字词组，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发展  可爱  红旗 

对不起  自行车  青霉素 

4.3  四字成语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胸有成竹  欣欣向荣 

四字词或结合紧密、使用稳定的四字词组，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社会主义  春夏秋冬  由此可见 

4.4  五字或五字以上的谚语、格言等，分开后如不违背原有组合的意义，应予切分。例如： 

时间 就 是 生命 

失败 是 成功 之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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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心 齐，泰山 移 

结合紧密、使用稳定的词组，分开后如违背原有组合的意义，或影响进一步的处理，则

不予切分。例如： 

不管三七二十一 

4.5  惯用语和有转义的词或词组，在转义的语言环境下，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妇女能顶半边天 

他真小气，像个铁公鸡 

4.6  略语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科技  奥运会  工农业 

4.7  分词单位加形成儿化音的“儿”，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花儿  悄悄儿  玩儿 

4.8  在现代汉语中出现的非汉字符号，例如其他语言的字符串、数学符号、化学符号、阿

拉伯数字等，仍保留原有形式。例如： 

CAD   CO  ：  =  1 247  1 298 576  3.14 

4.9  现代汉语中其他语言的汉字音译外来词，不予切分。例如： 

巧克力  吉普 

4.10  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同形异构现象，按照具体语言环境的语义，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进

行切分。例如： 

把 手抬起来 

这个把手是木制的 

 

5  具体说明 

为叙述方便，本规范沿用了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副词、

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十三类的方法。 

 

5.1  名词 

5.11  普通名词 

5.1.1.1  二字的名词或结合紧密的二字名词词组，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火车  牛肉  钢铁 

5.1.1.2  结合紧密，分开后如违背原有组合的意义的名词性词组，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有功功率  被子植物 

5.1.1.3  由形容词加名词组成的词组，应予切分。例如： 

绿 叶   小 床 

形容词加名词组成的有转义的词组，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小媳妇  戴高帽儿 

5.1.1.4  前加成分加名词性分词单位应为分词单位。例如： 

阿哥  老鹰  非金属  超声波 

5.1.1.5  名词性分词单位加如下类型的后加成分： 

家  手  性  员  子  化  长  头  者 

应为分词单位。例如： 

科学家  拖拉机手  革命性 

理发员  椅子  标准化 

科长  木头  学者 

名词性分词单位后如有多个后加成分，则它们是一个分词单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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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 

5.1.1.6  名词性分词单位前后如有前加成分和后加成分，则它们是一个分词单位。例如： 

非党员  超导性 

5.1.1.7  各类专业的基本术语为分词单位。例如： 

加速度  中央处理器 

5.1.1.8  方位词应予单独切分。例如： 

桌子上  长江以北 

5.1.1.9  除“人们”之外，仅表示前一个名词性分词单位复数的“们”单独切分。例如： 

朋友 们   学生 们 

但是“哥儿们  爷们儿”等是分词单位。 

5.1.1.10  时间名词或词组的分词规则如下： 

a.一年的十二个月份以及每周的七天，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五月  元月  3 月 

星期日  礼拜三 

b.“年、日、时、分、秒”分别为分词单位。例如： 

1988 年 3 月 15 日 

11 时 42 分 8 秒 

c.“前、后、上、下、大前、大后”等直接与时间名词或量词组合时，它们为一个分词

单位。例如： 

前天  后年 上星期 

下月  大前天  大后年 

d.“初”加十以内的数字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初一  初八 

5.1.2  专有名词 

5.1.2.1  人名、称谓等处理如下： 

a.汉族人名的姓和名分别单独切分。例如： 

张 胜利    欧阳 海 

b.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名按其习惯形式切分。例如： 

    卡尔•马克思   牛顿   小林 多喜二   才旦卓玛 

c.带职务、职称的称呼一律切分。例如： 

张 教授    王 部长    李 师傅 

d.简称、尊称等为分词单位。例如： 

老张  小李  郭老  陈总 

e.带排行的亲属称谓一律切分。例如： 

三 叔    大 女儿 

5.1.2.2  民族名、地名中的“族、省、市、州、县、乡、区、江、河、山”等应单独划分。

但包括“族、省、市、州、县、乡、区、江、河、山”等只有两个字的民族名、地名，则不

予切分。例如： 

汉族    哈萨克 族    北京 市    浙江 省    正定 县    长江  忻县 

专名部分不能单独存在而保持原有意义的地名，不予切分。例如： 

牡丹江  横断山 

街、路、村镇名称，各大洋和各大海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长安街  学院路  周口店  刘家村  大西洋  地中海 

5.1.2.3  国家全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数字标本规范文档  JG201809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1.2.4  组织、机构、单位的全名按组成其全名的分词单位切分。例如： 

联合国 教科文 组织 

中国 共产党 

5.1.2.5  商品牌号、品种、产品系列名称中的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一律分别切分。例如： 

永久 牌    中华 烟    牡丹 Ⅲ 型 

 

5.2  动词 

5.2.1  动词的重叠形式较多，具体规定如下： 

a.单字动词重叠使用为一个分词单位。例如： 

看看  动动 

b.二字动词性分词单位的重叠方式“AABB”为一个分词单位。例如： 

来来往往  拉拉扯扯 

c.“AAB、ABAB”重叠形式的动词词组应予切分。例如： 

说说 看   研究 研究 

d.“A 一 A、A 了 A、A 了一 A”重叠形式的动词词组应予切分。例如： 

谈 一 谈    想 一 想 

读 一 读    想 了 想 

想 了 一 想 

5.2.2  动词前的否定副词一律单独切分。例如： 

不 写    不 能    没 研究    未 完成 

5.2.3  用肯定加否定的形式表示疑问的动词词组一律切分，不完整的则不予切分。例如： 

说 没 说    看 不 看    相信 不 相信 

相不相信 

5.2.4  动宾结构的词或结合紧密、使用稳定的二字动宾词组，不予切分。例如： 

开会  跳舞 

解决吃饭问题 

孩子该念书了 

结合不紧密或有众多与之相同结构词组的动宾词组一律切分。例如： 

吃 鱼    学 滑冰 

    写 信（写 文章；写 论文；写 书） 

动宾结构的词或词组如中间插入其他成分，则应予切分。例如： 

吃 两 顿 饭    跳 新疆 舞 

5.2.5  动补结构的二字词或结合紧密、使用稳定的二字动补词组，不予切分。例如： 

打倒  提高  加长  做好 

“2+1”或“1+2”结构的动补词组一律切分，三字以上的动补结构词组也一律切分。例

如： 

整理 好    说 清楚    解释 清楚 

动补结构的词或词组如中间插入“得、不”，应予切分。例如： 

打 得 倒    提 不 高 

5.2.6  偏正结构的词，以及结合紧密、使用稳定的偏正结构的词组，不予切分。否则应予

切分。例如： 

胡闹  瞎说  死记 

早 来    晚 走    重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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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复合趋向动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出去  进来 

当插人“得、不”时应予划分。例如： 

出 得 去    进 不 来 

5.2.8  动词与趋向动词结合的词组一律切分。例如： 

寄 来    跑 出 去 

5.2.9  单字动词无连词并列，并且均保持各自独立动词意义的词组，一律切分。例如： 

    苫 盖    听 说 读 写 

多字动词无连词并列，一律切分。例如： 

调查 研究    宣传 鼓动 

 

5.3  形容词 

5.3.1  形容词的重叠形式“AA、AABB、ABB、AAB、A 里 AB”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大大  高高 

高高兴兴  匆匆忙忙 

绿油油  红通通 

蒙蒙亮  马里马虎 

“ABAB”重叠形式的形容词应予切分。例如： 

雪白 雪白    滚圆 滚圆 

5.3.2  “一 A 一 B、一 A二 B、半 A半 B、半 A不 B、有 A有 B”等类型的形容词性词组，

不予切分。例如： 

一心一意  一清二楚 

半明半暗  半生不熟 

有条有理 

5.3.3  形容词的并列形式按以下规则切分： 

a.两个单字形容词并列且改变词性的，一律不予切分。例如： 

长短  深浅  大小 

b.形容词并列且各自保持原有形容词语义的词组，应予切分。例如： 

大 小尺寸    光荣 伟大 

5.3.4  有关颜色的形容词或词组不予切分。例如： 

浅黄  橄榄绿 

5.3.5  用肯定加否定的形式表示疑问的形容词词组一律切分，不完整的则不切分。例如： 

容易 不 容易 

容不容易 

 

5.4  代词 

5.4.1  单字代词加“们”为分词单位。例如： 

我们  你们  它们  他们 

5.4.2  “这、那、哪”加量词“个”或“些、样、么、里、边”等为一个分词单位。例如： 

这个  这么  这边 

那些  那样  那里 

哪个  哪里  哪些 

5.4.3  “这、那、哪”加数、量、名词性分词单位一律切分。例如： 

这 十 天    那 人    那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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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疑问代词或词组为分词单位。例如： 

多少  怎样   

为什么  什么 

5.4.5  “各、每、某、本、该、此、全”等代词与后面的量词或名词一律切分。例如： 

各 国    每 种 

某 工厂    本 部门 

该 单位    此 人 

全 校 

 

5.5  数词 

5.5.1  数词与量词一律切分。例如： 

三 个    一 种 

5.5.2  汉语数位词分别为分词单位。例如： 

一 亿 八 千 零 四 万 七 百 二 十 三 

5.5.3  表示序数的“第”与后面的数词一律切分。例如： 

第 一    第 四    第 五 十 三 

5.5.4  分数中的“分之”为一个分词单位。例如： 

五分之三    百分之二    万分之五 

5.5.5  数字并列表示概数时，表示概数的数字为分词单位。例如： 

八九 公斤    十 七八 岁 

5.5.6  表示概数的“多、来、几”等在数词或量词之后时，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两 点 多    一 千 多 人    十 来 家    十 几 个 

5.5.7  “些、一些、点儿、一点儿”等表示概数的词在形容词或动词之后时，一律切分。

例如： 

大 些    懂 一些 

快 点儿    快 一点儿 

5.5.8  “近、约、数”等在数词或数位词前，与之连用表示概数时，应予切分。例如： 

近 千人    约 三 百    数 万 

“成、上”在数位词前，与之连用表示概数时，不予切分。例如： 

成百  上千 

 

5.6  量词 

5.6.1  量词重叠使用不予切分。例如： 

年年  天天  个个  家家户户 

5.6.2  复合量词或词组为分词单位。例如： 

人年  人次  架次  吨公里 

 

5.7  副词 

5.7.1  副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很好    都来了 

刚走    互相协助 

5.7.2  以下经常使用，起副词作用的词组为分词单位： 

越来越  不得不  不能不 

起关联作用的“越…越…、又…又…”等应予切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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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走 越 远    又 香 又 甜 

 

5.8  介词 

介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生于  走向胜利  按照规定 

 

5.9  连词 

连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工人和农民  光荣而伟大 

 

5.10  助词 

5.10.1  结构助词“的、地、得、之”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他的书  慢慢地走  说得快 

美丽的城市  中国的大熊猫  成功之路 

5.10.2  时态助词“着、了、过”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看着  看了  看过 

5.10.3  助词“所”与其后的动词一律切分。例如： 

所 想    所 认识 

 

5.11  语气词 

语气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你好吗？ 

快去吧！ 

 

5.12  叹词 

叹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啊，真美！ 

唉呀，他走了！ 

 

5.13 象声词 

象声词一律为分词单位。例如： 

嘟  当当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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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导入数据包和批量增加品种 

第一步：  双击打开发送给您的文件夹“数字标本加工系统 V1.1.6”里的系

统程序，点击还原数据，页面如下图： 

 

第二步：使用上一版程序，导出数据包（操作见《180323数字标本‐提交离

线加工数据的方法（JG201807）》）选择自己本地的数据包，如下图： 

 

打开后则会显示还原成功； 

注意：不要忘记将第一版内的 images文件夹也复制到本次发去的文件夹内。 

第三步：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如下图： 

第四步：导入中检院标本馆发放的“180510品类（第 2批）导入数据表 A1.xls”，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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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成功如下： 

 

该批品类分为 5 个文件，请间隔重复该操作五次，不能频繁操作；每次导入后请先核查

数据导入是否正确，在开始导入写一个文件，时间也就隔开了。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年 5 月 1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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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标本结果的加工及附件表导出功能 

 

1.登录系统，通过品类页面的检索功能找到待加工结果的品类 

 

 

2. 通过点击该品类树形结构中的“标本信息”前的加号，展开该品类所有已加

工的标本；点击要添加结果的标本，进入该标本的“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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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右侧“结果页面”的绿色加号按钮“添加结果”，进入“单条结果加工页

面” 

 

结果页面将待加工的结果信息分为五个部分：基本信息、方法信息、关联

信息、备用信息、附件。分别说明如下： 

（1）基本信息  

标本编号或相关编号，不需加工，根据树形结构，自动带入； 

结果类型，目前分为“性状、显微、化学、生物、基原、其他”，请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 

结果名称，自由命名，主要目的是区分同一标本下的各个结果即可； 

实验人，填写姓名，多人用顿号隔开； 

日期，形式为 2018/5/21,为实验当天日期，应与附件文件的创建日期一致

或相差不大，填写日期与附件文件日期的一致性将用于审核。多日持续实验，应

为开始日期。 

结果内容，为对该结果的其他描述，可自由填写。一般建议填写仪器设备、

结果处理、实验场所等信息。 

填写完整的例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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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信息——暂不要求加工 

如果有特殊操作需要说明的，请在“具体操作”一栏内写明。 

（3）关联信息——以关联特征为例 

关联特征名称：引用已在标准下分解加工好的标准内的特征名称，为联想输

入模式，写出几个字即可显示已加工的特征，也推荐使用一边做结果一边加特征

的方式，更能对特征有很好的理解。 

特征结果数值：对于某些有范围的特征，例如长度 2-5cm,可以进一步给出

附件所对应具体数值及其范围，例如 4cm。如果空缺仅表示在特征范围内。 

填写完整的例子如下图： 

 

（4）备注信息——暂不使用 

（5）附件上传，与以前已经发布的文档操作一致。 

整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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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类结果可以进行复制再修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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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一张图片能反映多个“特征”时，可以多次使用同一图片，上传为多个不

同的结果，从而与多个“特征”进行关联。 

（2）一个结果可以上传多个图片附件。 

（3）需要在图片上强调的特征，不应在图片上进行任何标记，而采用对原图片

剪裁一张局部再上传的方式进行。如下图： 

 

（4）附件名称应与结果名称一致。由于系统自动采用编码文件名替换了原附件

名，为了审核的需要和便于大家查看 images 文件夹，我们提供了附件列表导出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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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品类界面，可见右上角的“导出附件表”按钮 

 

点击后，导出曾经上传的全部附件列表，为“附件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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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后可见附件名称的对应关系，可与与 images 文件夹对照查看，其中序列号

表示多张同时上传的点选顺序。 

 

以上为结果加工的全部步骤。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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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相关页面的加工操作 

相关页面主要录入和加工相关类信息，这类信息是指与数字标本实物相关

的事件信息的记录，例如，采集事件、收集事件等。相关类信息与标本信息平

级，在树形结构中，处于品类的下一级。 

 

1.登录系统，通过品类页面的检索功能找到待加工相关的品类。 

 

2. 通过点击该品类树形结构中的“相关信息”，进入该品类的“相关页面” 

 

3. 点击右侧“相关页面”的绿色加号按钮“添加相关”，进入“单条相关加工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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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页面将待加工的相关信息分为五个部分：基本信息、地理信息、关联

信息、附件。分别说明如下： 

（1）基本信息  

所属品类，不需加工，根据树形结构，自动带入； 

相关名称，请根据实际情况输入事件并简要的概括事件的要素，保证用户在

看到多个事件名称时能有一定的区分度，例如“1804 湖北宜昌采集淫羊藿”； 

人员，填写姓名，多人用顿号隔开； 

相关编号为 9 位由“3 位单位码+4 位时间码+2 位顺序号”组成，例如

“101180401”，时间码为事件发生当时的年月，多月连续事件为第一个月份，顺

序码为同一月份的多个事件的顺序，批量导入时软件会自动检查这个组成规则，

不能重复，单条加工时由审核人人工检查； 

事项，事项与事件的区别很重要：（1）录入一个事件主要目的是为了联系一

批与此事项相关的标本；（2）录入一个事项主要目的是为了联系多个同一目的的

事件便于用户检索，体现相关标本的价值；比如，18 年 04 月 08 日进行了一次

淫羊藿原植物的采集，为一次采集事件，同时，17 年 04 月也进行了淫羊藿的采

集，为另一次采集事件，两次事件都是为了同一个专项课题，这一专项课题就是

“事项”。建议为了记录标本的特殊价值时再使用录入。 

日期，形式为 2018/05/21,为事件发生当天日期，多日连续事件为第 1天日

期。 

填写完整的例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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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信息 

分为产地、收集地、采集地三类，对应不同的情况，例如： 

属于种植生产地区的，使用产地； 

前往药材市场、流通企业等场所通过亲自收集的方式获取实物标本的，需要

记录收集地，并将间接了解到的产地信息记在产地或采集地； 

属于野生地区的，需要记录采集地，并记录地理数据（经度;纬度;海拔,以

英文分号隔开，可部分或全部缺失，例如 S-111.052959; N-30.78088）、生境、

特殊地理环境可备注。 

填写完整的例子如下图： 

 

（3）关联信息 

相关页面的关联信息与标本页面的关联信息相似，用于记录“标本-相关、

相关-相关、标本-标本”之间的关联关系； 

关联相关编号，用于联系同一事件的拆分，例如在 180408 当天的采集过程

中去了同一个市的不同村镇，随之海拔发生了改变，需要分解成不同的事件，但

是又要突出联系，即可在此处实现关联；  

关联标本编号，用于进行事件和标本的联系，例如，一次采集多份标本时，

可以进行事件与标本的关联。此操作需要事先建立好标本和相关事件，再进行关

联，否则，搜不到编号。 

如下图，输入一部分编号后，即可选择需要的标本或相关，可以多次输入，

会全部保存在“关联编号汇总”内。但是，目前的展示系统只会保存最后一个关

联编号，请大家选择最重要的一个留在关联相关编号或关联标本编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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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整的例子如下图： 

 

（4）附件，与以前已经发布的文档操作一致。 

整体如下图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8 年 5 月 30 日 



下述审核要点，如果有三条及以上不通过，即可认为是不通过 

所属页面 所属字段 审核要点 建立日期 拟稿 修改建议 

标本页面 库存位置 
库存位置信息如果是本单位馆藏标本，建议按原单位馆藏位置记录；如果本单位馆藏没有位置编

号或是此次平台专题新收集标本，库存位置处暂时重复标本编号即可。 
180829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瓶 标本瓶内标本较少 180829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整体 标本整体附件（拿出）不典型 180829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整体 标本整体附件（拿出）标尺选择不当，应根据标准描述的范围，考虑与标本实物的比例选择 180829 中检院   

标本页面 标本类型 标本类型，应区分“药材标本”和“基原标本”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制作日期&鉴定日

期 
新制作标本，制作日期应该在鉴定日期之后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标签 标签上字体应与模板保持一致（拉丁学名部分）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瓶 缺少标本瓶附件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标签 缺少标本标签附件，或未拍全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整体 标本整体附件（拿出）缺少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鉴定依据 有明确鉴定依据的标本，其鉴定依据应联想输入后关联选择已建立的标准或资料，不应录入 180822 中检院 河北院 

标本页面 标本名称 缺少标本名称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标本标签 所填信息与标签附件不一致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 标本附件互相不一致，无法判断是同一份标本的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 通过附件判断为多个标本作为一个加工的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附件 所传附件是否与标本页面的文字信息一致，即通过附件判断鉴定准确与否 181011 中检院 



所属页面 所属字段 审核要点 建立日期 拟稿 修改建议 

标本页面 附件 通过附件判断为一个标本作为多个加工的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所有字段 该标本信息不全面（仅有名称、编号），不能代表本品类，建议继续补充其他标本。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鉴定类字段 新标本，已鉴定出中文学名，应有相应的拉丁学名，反之亦然，并给出鉴定人，鉴定日期信息。 180822 中检院   

标本页面 关联相关 标本为采集标本时，如果有采集记录信息，建议加工一条相关信息，然后与本标本进行关联。 180822 中检院   

标准页面 附件 缺少附件或附件不清晰 180822 中检院   

标准页面 薄层、理化鉴别 若有理化鉴别应填入薄层、理化鉴别 180822 中检院   

结果页面 附件-叶类 叶类结果，一般应取 2 枚典型叶片，从植株上取下，用水泡后展平，压干以后拍摄，一正一反 180829 中检院   

结果页面 附件 
构图中尽量突出所关联的特征，尽量将所在部位从植株上剥离下来，单独拍摄特写，必要时应该

使用体式显微镜拍摄，并对图片进行裁剪处理。 
180829 中检院   

结果页面 附件 无法判断是否为同一标本的结果 180822 中检院   

结果页面 结果内容 结果内容缺少设备信息 180822 中检院   

结果页面 关联特征 未关联特征 180822 中检院   

结果页面 附件 出现质地、气、味的结果用图片附件做支持的 180822 中检院   

结果页面 实验类字段 结果都缺少实验人和实验日期 180822 中检院   

数据包   压缩包其内应为一文件夹，与压缩包命名应一致“提交日期-单位简称-品类编号品类名” 180822 中检院   

所有页面 
标本页面&相关页

面 

注意标本与相关（如相关采集事件）的区别，不具备标本瓶、标本整体、标本标签的实物类信息，

如采集收集时拍摄的无具体所指实物图片，若上传应建立在相关下 
180822 中检院 河北院 

所有页面   乱码或意义不明或格式不对的内容，如特殊符号，中英文符号等 180822 中检院   

所有页面   填写内容与字段名不相符的 180822 中检院   

特征页面 特征名称 多基原、多规格品种在标准规定中区分了的，特征名称上应附带区分的名称 180822 中检院   



所属页面 所属字段 审核要点 建立日期 拟稿 修改建议 

相关页面 关联标本 标本为采集标本时，如果有采集记录信息，建议加工一条相关信息，然后与本标本进行关联。 180822 中检院   

相关页面 相关名称 相关名称应与 SOP 的要求一致 180822 中检院   

相关页面 事项 
事项应注明这份标本是因什么事项收集的，如果专为数字标本收集，请注明“数字标本”，多个

事项，逗号隔开。 
180822 中检院 黑龙江所 

中检院标本馆 

2018年 10月 11 日星期四 

 



数字标本规范文档  JG201902 

标本 AI 结果加工的具体要求 

本项目中，为了探索 AI 技术在识别药材图片上的应用，建立相关标准化数

据集，按照前期预研的模式，操作要求如下： 

①应上传所报名品种鉴定准确的 100 个药材个体图片（多基原品种应区分不

同基原），每个药材个体至少拍摄 1 张图片； 

 

山东院拍摄金银花图片集 

②药材个体本身应作为该图片的主体，至少占画幅的三分之二，不使用标尺； 

③应根据药材个体的实际大小选择合适的数字化设备（如数码相机、体视镜

等）及背景颜色，以清晰为目标； 

 

甘肃院拍摄苦杏仁图片集 

④个体的摆放尽量自然、随机，保证各朝向面均有一定量的拍摄图片；⑤不

使用数字标本加工系统提交 AI 数据，直接使用邮件附件提交 100 张图片的压缩

包，压缩包命名中应含有标本编号； 

⑥但是，这 100 个药材个体来源的标本还应进行数字化，使用加工系统提供

这批或多批标本的数据，并写明用途为“AI 识图”。 

中药所标本馆 
2019 年 4 月 25 日 



数字标本规范文档  JG201901 

标本基原结果加工的具体要求 

 

本项目中，为了制作基原准确的药材标本，常需要采集和制作对应的基原标

本。基原标本包括腊叶标本、原色浸泡标本、透明材料密封标本、动物标本等。

为了更好的保存和应用基原标本信息，一般会使用常规或专用的设备（如数码相

机、腊叶标本扫描仪、3D 扫描仪等）对上述基原标本进行数字化。这些数字化

结果，从目的和应用角度，应属于药材标本基原鉴定方法的数字化结果，使用“中

药民族药数字标本加工系统”加工时，应在药材标本结果页面加工，选择“基原”

结果类型，操作要求如下： 

1. 首先应符合通用加工规范的一般要求 

中药民族药数字标本的基原结果是其数字化结果的一种，首先应符合通用的

加工规范见“数字标本规范文档 JG201811 数字标本-标本结果的加工及附件表

导出功能”。本文仅就其区别于其他结果的具体要求加以说明。 

 

2. 基原结果各部分的加工具体要求 

（1）基本信息：本项目中，为了药材标本进行基原鉴定，常需要采集制作

该药材的基原，制作植物腊叶标本、植物原色浸泡标本、树脂材料密封标本、动

物自然标本等，这属于该批药材标本的基原方法结果，应选择“基原”结果类型；

结果名称的命名应在实现区分同一标本下各个结果前提下，带有基原方法的关键

词，如“原植物-XXX”。结果内容主要描述数字化内容，所使用数字化设备，如

“数码相机”、“腊叶标本扫描仪”等应写明。 

（2）关联信息：此处建议关联植物志、动物志等基原鉴定方法的权威资料。



数字标本规范文档  JG201901 

引用已在资料下分解加工好的标准内的特征名称，为联想输入模式，写出几个字

即可显示已加工的特征，也推荐使用一边做结果一边加特征的方式，更能对特征

有很好的理解。如不关联资料，必须填写实验人，默认为经验鉴别。 

（3）结果附件：如有必要，可在图片上进行文字标注，但还应上传一张无

标注的原图。针对不同的鉴别特征可以有多个结果，每个结果也可以有多个附件。 

附图 1：同时采集的药材标本与基原标本（以两面针及其基原结果为例，广

西所加工，中检院审改） 

 

 

以上为基原结果加工的特殊要求。 

 

中检院中药所标本馆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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