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子类药材鉴定研究》规范 

1 性状 

    种子性状，包括大样、3 个基本的面、各种表面特征的原始照片必须大于 300 万像素，JPG 格式，

提交原图，以方便出版。 

剔除不成熟的、畸形的样品，并对种子进行清洁处理，去掉种子表面的杂质。 

1.1 大样照片的拍摄 

把较多的、能够代表种子特征与特征范围的样品放在背景颜色合适的台面上，种子呈自然的稳

定状态。种子摆放的构图应尽量美观,必要时可使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处理。 （必拍照片项 1） 

种子数量：细小种子（直径小于 5mm）的种子数量不少于 20 个完整种子，中等大小（直径 5-15mm）

的种子数量不少于 15 个，大种子（直径 15mm 以上）的种子数量不少于 10 个。 

大样照片需要在右侧放一长度小于照片一半高度的标尺，标尺最小长度单位 mm。标尺长度视种

子长度而定，种子长度小于 5mm，标尺为 5mm；种子长度 5-10mm，标尺为 10mm；种子长于 10mm，标

尺为 20mm；以此类推。标尺必须是一个整数单位。 

1.2 种子形状特写与大小 

1.2.1 种子形状 

选择典型的、中等大小的种子进行观察与拍照。弯生或横生胚的种子的发芽孔（胚根先端指向

的位置）统一放置在右侧或右下侧，或用图像处理软件把发芽孔旋转到照片的右侧或右下侧。种子

摆放方法见图-1。 

 
图-1 种子特写的摆放方式 

（1）种子正面观：种脐朝向下端，再把种子的最大表面轮廓的一面朝上，即种子的正面朝上。

种子此种摆放时的朝上那面统一称为种子的正面。 （必拍照片项 2） 

（2）种子侧面观：种脐朝向下端，种子的侧面朝上，即种子较窄的一面朝上。本研究统一称

这面为种子的侧面 （必拍照片项 3） 

（3）种子腹（脐）面观：种脐朝上，拍摄种子的微性状特征。主要表现种脐在种子上的位置、

比例、形状、纹理，以及其他特征。种子的腹面观也称脐面观。 （必拍照片项 4） 

1.2.2 种子大小 

种子的大小是指种子在统一摆放、测量方式下测量的种子大小数值。种子的大小以长(L)、宽

(W)和厚度表示。各量度均以种子的最小值～最大值表示，单位mm。测量种子大小可使用卡尺、座标

格纸(适于大、中粒)、测量体式显微镜(适于小粒)，最小精度0.1mm，统一为2位有效数字。极端的

小或大的种子可以不进行测量，或写偶见大于（  ）长度单位。 

（1）种子长度  系指种子正面观摆放时，种脐端至种子的相对端间或着生种脐的腹面至种子

相对的一面间的轴长。 



 

 

（2）种子宽度  系指种子正面观摆放时，垂直于长度轴的种子最大直线距离。 

（3）种子厚度  系指垂直于宽度的第3平面的直线距离。 

本规范规定：宽度小于长度的称狭……；宽度大于长度的称扁……。 

1.3 种子颜色描述 

形容种子颜色，除红、橙、黄、绿、白、黑、灰、褐等主色外，还根据色调不同加以修饰，如

红褐色、灰褐色、黄褐色、浅褐色等。 

1.4 种子表面特征 

    种子表面特征包括种子的表面纹理、表面具毛状物、腺体等。毛状物，以及表面纹理照片应保

证表面所具的毛状物，表面凹穴、沟、棱、脉、褶皱、网纹及突起的清晰，表面毛状物、表面纹理

特征的描述按植物学种子形态描述文献进行。 （必拍照片项） 

1.5 种子表面构造 

种子表面构造包括：种脐、种脊、合点、种阜、种孔（发芽孔）等。如果种子表面还有其他明

显的鉴别特征，也应拍摄微性状照片，并进行描述。 

1.5.1 种脐  如果需要对种脐的微性状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的描述，建议拍摄种脐的特写照片，并对

种脐的微性状特征进行描述。 （选拍项） 

1.5.2 种脊（脐条）  如果需要对种脊的微性状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的描述，建议拍摄种脊的特写照

片，并对种脊的微性状特征进行描述。 （选拍项） 

1.5.3 种孔  如果需要对种孔的微性状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的描述，建议拍摄种孔的特写照片，并对

种孔的微性状特征进行描述。 （选拍项） 

1.5.4 内脐（合点部位）  如果需要对内脐的微性状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的描述，建议拍摄内脐的特

写照片，并对内脐的微性状特征进行描述。 （选拍项） 

1.5.5 种阜  如果需要对种阜的微性状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的描述，建议拍摄种阜的特写照片，并对

种阜的微性状特征进行描述。 （选拍项） 

1.6 种子性状描述说明 

种子形状首先按药典品种项下描述进行，药典以外的品种按其它标准收载的描述为准，没有标

准收载的按实际观察情况，或参考文献进行描述。然后再按以下顺序进行特征描述。 

（1） 正面观、侧面观形状，长、宽、厚数值，以实际的测量数据为准。 

（2） 表面特征：表面颜色、表面纹理，毛状物等特征。 

（3） 表面构造：种脐、种脊、种孔、内脐、种阜等微性状特征描述。主要描述各特征的位置、

形状、颜色、纹理等特征，这些微性状特征须有相应的照片。 

（4 ）质地。气味。 

2 种子剖面拍照与描述 

种子剖面的样品的摆放方式按规范，胚根放在右侧。种子剖面特征的原始照片必须大于300万像

素，JPG格式，提交原图。 

2.1 纵剖面  沿种子的长轴方向纵向切开，尽量把胚纵切成左右对称的2瓣。双子叶植物无胚乳种子

应沿子叶中间切开，并拍摄照片。观察与描述剖面形状、胚乳有无、胚的类型、形状、大小，颜色，

子叶的形状、大小、颜色等。 （必拍照片项6） 



 

 

如果胚的形状不规则、或有胚乳种子的胚较短（横剖面没有胚）时，应取出胚单独拍摄照片。 

2.2 横剖面  沿种子的横轴方向的中部用刀片把种子横向切断，拍摄照片。照片应能够清楚地表现

出：胚的形状，大小、颜色、子叶形状，以及胚乳的有无等。 （必拍照片项7） 

胚和胚乳的界线难以区别时，对一些含淀粉为主的有胚乳种子，可将稀碘液滴在切面上，使含

淀粉的胚乳现出蓝色。对淀粉比较少的胚乳种子，可在切面上滴几滴水，几分钟后，可现出胚和胚

乳的分界线。 

3 种子横切面拍照与描述  （必拍照片项8） 

3.1 制片  沿种子长轴方向的中部位置用刀片或切片机把种子横向切片，装片。横切面制片方法按

“中国药典 显微鉴别法”方法进行。较大的种子取一半进行切片即可，小种子建议采用冰冻切片或

石蜡切片方法进行。 

如果种脐部位的横切面特征具有鉴别意义，建议制作种脐部位的切片，如豆科植物的种子。 

3.2 观察与描述  观察种子横切面各层组织细胞的形状、大小与颜色等。由于各特征有一定的变化

范围，应尽可能多切几个种子，观察同一组织细胞的大小、形状，文字描述也应与之对应。为了保

证种皮组织描述的统一性，规范要求种皮构造名称按以下规定进行。 

 

描述顺序：种皮由（XX）层组织组成。外种皮细胞（XX）层，如果外种皮为一层细胞，则直接

从种皮表皮细胞开始，描述为：种皮表皮细胞1层，细胞形状、颜色、大小。中种皮外层细胞（层数、

形状、颜色）。中种皮层细胞（层数、形状、颜色）。中种皮内层细胞（层数、形状、颜色）。内种皮

细胞（层数、形状、颜色）。由外向内对逐层组织进行描述，直至胚乳、子叶细胞，包括细胞界限不

清楚的颓废组织。 

当种皮只有1层组织（有时有数层细胞）时，则直接描述为种皮细胞（层数），表皮细胞形状、

颜色、大小。 

3.3 照相  种子横切面照片像素应为300万以上，物镜使用40倍。如果显微特征较大，也可使用20

倍的物镜观察与照相。 

种子横切面照片只需要提交一张典型的，包括种皮到胚乳或子叶细胞的照片，不需要整个种子

的横切面照片。 

4 种子粉末拍照与描述  （必拍照片项9） 

4.1 装片  种子粉末应过 5 号筛。制片方法按“中国药典显微鉴别法”方法进行。粉末装片应尽可

能地制的薄一些。 

4.2 观察与描述  种子粉末的每种显微特征，包括形状、大小与颜色等都有一定的变异范围，应多

观察各特征的大小、形状的变异情况，文字描述也应与之对应。 

4.3 照相  种皮各层组织细胞每层应多拍摄几张供拼图用，胚乳与子叶组织各拍一张即可，细胞内



 

 

含物（结晶、分泌物）也需要拍摄照片。 

各显微特征在显微摄影时的照片像素应为300万左右，物镜使用40倍。如果显微特征较大，也可

使用20倍的物镜观察与照相，并同时在粉末特征照片上予以注明。 

4.4 拼图    把各显微特征从照片中以四方形的形式复制出来，再把各特征图拼成一个大的四方形图

片。 

方法：各特征尽量切的大一些，各特征互相之间镶嵌排列，后一张特征遮盖掉前一张特征不需

要的部分，把特征拼图中的位置调整好以后，再切掉四周不需要的部分，形成一个四方形拼图。再

在特征之间用相同宽度的白色线条进行分割，以保证特征之间具有分割线。 

具有鉴别意义的特征尽量取2张照片，胚与胚乳的组织细胞特征取一张照片，其他如结晶、腺体、

毛状物等特征也应适量收入。 

不要在拼图的特征上注字，由出版社统一标注，但在上交的WORD文档中必须注字，以便出版社

对各特征的标注进行核对。 

5. 标尺  种子大样照片在右侧标注一个符合规范长度的标尺。 

种子的 3 个基本面不标注标尺。表面特征需要标注标尺。 

种子剖面照片不标注标尺。 

种子横切面、粉末特征拼图需要在图的右下角标注 50μm 或 100μm 的标尺。 



 

 

《种子类药材鉴定研究与应用》编写格式 

品名 

汉语拼音 

【来源】  （原植、动物的科名）植物（中文名称、拉丁学名）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  呈（一般形状），正面（形状）……，侧面（形状）。长（数值）mm，宽(数值

）mm，厚（数值）mm。表面（颜色、纹理、腺体、毛状物等）。种脐位于（位置、形状）；

其它表面构造（位置、形状）。质地（XX），气（XX），味（XX）。图 1、图 2。 

（种子的正面与侧面观形状描述：宽度小于长度的称狭……；宽度大于长度的称扁……。） 

 

图 1 （名称）大样 

     

2-1  正面观             2-2 侧面观         2-3 腹（脐）面观 

图2 （名称）3个基本面特征 

   

3-1 表面特征           3-2 表面构造1         3-3 表面构造2 

1 XXX  2 XXX  3 XXX 

图3 （名称）表面特征 

【种子剖面】  纵剖面（形状，种皮厚度，胚的类型、形状、大小、颜色，子叶形状、大小，

胚乳有无等）。横剖面（形状，胚与子叶形状、大小）。 

 

 

表面构造 1 照片 

 

 

表面构造 1 照片 

 

 

表面特征照片 

 

 

腹（脐）面观照

片 

 

侧面观照片 

 

正面观照片 

 

大样照片 



 

 

   

4-1 纵剖面             4-2 横剖面 

1 XXX  2 XXX  3 XXX 

图4 （名称）剖面特征 

【种子横切面】  种皮由（XX）层组织组成，外种皮（XX）层细胞，具（毛状物、腺体等），

表皮细胞（形状、颜色）。中种皮外层细胞（层数、形状、颜色）；中种皮中层细胞（层数、

形状、颜色）；中种皮内层细胞（层数、形状、颜色）。内种皮细胞(层数、形状、颜色)。

胚乳细胞（层数、形状、颜色）。胚或子叶细胞（形状、颜色）。 

 

1 XXX  2 XXX  3 XXX 

图5 （名称）横切面特征 

【粉末特征】  本品粉末呈（颜色）。 

种皮表皮细胞（形状、颜色）。……。胚乳细胞（形状、XX）。子叶细胞（形状、XX）。 

（按药典、其他标准，或参考文献进行描述，特征描述应与横切面特征相对应） 

 

1 XXX  2 XXX  3 XXX 

图6 粉末特征 

【附注】  （1）如果种子性状、显微特征描述与标准或参考文献存在差异，应讨论原因。 

（2）伪品情况简介，包括本品种是否为别的品种的伪品，或其它植物的种子是否为本

品种的伪品情况的一些介绍。 

 

粉末特征照片 

 

横剖面照片 

 

纵剖面照片 

 

种子横切面照片 



 

 

急性子 

JIXINGZI 

【来源】    凤仙花科植物凤仙花 Impaties balsamina L.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  呈椭圆形、扁圆形或卵圆形。正面椭圆形、类圆形或卵圆形；侧面椭圆形。长 2〜3mm，

宽 1.5〜2.5mm，厚 1.7〜2.3mm。表面棕褐色或灰褐色，粗糙，有多数颗粒状棕色小突起及稀疏纵向

排列的白色线状突起，破损后露出针状毛。种脐位于狭窄端，稍突起，种脐外有一圈白色线状突起

组成的环。种子侧面有时可见 2 条纵向凹沟纹。质坚实。气微，味淡、微苦。图 1、图 2、图 3-1 

 

图1 急性子大样 

    

2-1 正面观                2-2 侧面观               2-3 腹面观 

图2 急性子3个基本面特征 



 

 

 

   

3-1 表面具颗粒状突起           3-2 种子纵剖面           3-3 种子横剖面 

1 种皮  2 子叶  3 胚根 

图3 急性子表面纹理与剖面特征 

【种子剖面】  

纵剖面呈椭圆形、类圆形或卵圆形。种皮薄。直生胚，子叶几乎占胚的全部；胚根细小，位于

种脐端，色稍深。无胚乳。横剖面呈椭圆形，子叶中间可见略呈纵向排列的网格样纹理。图3-2、图

3-3  

【种子横切面】 

种皮由数列棕色颓废状细胞组成，细胞切向延长，不规则压扁。腺鱗头部类球形，细胞内充满

黄棕色物。黏液细胞位于种皮组织外侧，内含草酸钙针晶束。内胚乳细胞类方形，外侧壁稍厚，内

含脂肪油滴。子叶表皮细胞类方形，较小，表皮细胞以下子叶细胞较大。图4 

 

1 种皮细胞  2 腺鱗  3 黏液细胞  4 内胚乳细胞  5 子叶细胞 

图4 急性子种皮横切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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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特征】 本品粉末黄棕色或灰褐色。 

种皮表皮细胞表面观形状不规则，垂周壁波状弯曲。腺鱗头部类球形，4〜5(〜12)细胞，直径

22〜60μm，细胞内充满黄棕色物。草酸钙针晶束存在于黏液细胞中，长16〜60μm。内胚乳细胞类

方形、长方形或多角形，壁稍厚，内含颗粒状物与脂肪油滴，常与种皮细胞相连。子叶细胞多角形，

角隅增厚，内含脂肪油滴。图5 

 

1 种皮表皮细胞  2 腺鱗  3 黏液细胞  4 草酸钙针晶  5 内胚乳细胞  6 子叶细胞 

图 5 急性子粉末特征 

【附注】  凤仙花的内胚乳细胞在《中药志》
[1]
中被描述为内种皮，《中国药典》急性子项下对此进

行了修改。由于急性子为成熟的凤仙花的种子，种皮组织被颓废压缩，细胞充满色素，经制作 10μ

m 的薄片观察，仍然无法区分种皮的各层细胞。因此把种皮各层组织统一描述为种皮组织，而不区

分各层细胞。 

急性子为凤仙花的种子，在凤仙花科凤仙花属的植物中比较特殊，它的种子表面具有颗粒状的

突起（腺鳞），以及含草酸钙针晶束的黏液细胞，这个特征凤仙花属的其他植物种子都不具备。所以

急性子药材的伪品极少见。 

 

参考文献 

肖培根 主编.新编中药志（第二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p.52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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