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医保代码 执行标准 性状描述 品规编号 规格 规格等级要求
首年约定采购量

（kg）
最高限价
（元/kg）

YP01001 选货
厚片，横切直径≥0.8cm，外表皮
黄白色，味甜、有粉性

564,063.86 108

YP01002 统货
厚片，横切直径≥0.5cm，外表皮
黄白色，味甜、有粉性

275,215.29 81

YP01003 选货
厚片，横切直径≥0.6cm，质柔
润，气味浓

281,594.25 189

YP01004 统货
厚片，横切直径≥0.4cm，质柔
润，气味浓

138,573.75 160.65

YP01005 选货

花蕾饱满、较匀整，开放花率≤
1%；枝叶率≤1%；黑头黑条率≤
1%；表面黄白色，质柔软，气清
香

91,619.55 324

YP01006 统货
开放花率≤2%；枝叶率≤1.5%；
黑头黑条率≤1.5%

45,740.00 275.4

YP01007 选货

纵切薄片，归头直径⩾2.5cm，
归尾直径⩾0.5cm，归头和归身
比例⩾50%；油润、外表皮黄棕
色、切面黄白色，香气浓郁

336,995.84 175.5

YP01008 统货

纵切薄片，归头直径⩾1.5cm，
归头和归身比例⩾30%，归尾直
径⩾0.3cm

175,554.28 149.18

YP01009 选货

厚片，横切直径≥3cm，无残
茎，表面黄棕色，偶见焦斑，
有焦香气

203,424.37 101.25

YP01010 统货 厚片，横切直径≥2cm，无残茎 134,738.41 81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黄白
色至淡棕褐色，可见纵皱纹或纵沟。切面皮
部黄白色，木部淡黄色，有放射状纹理及裂
隙，有的中心偶有枯朽状，黑褐色或呈空洞
。气微，味微甜，嚼之有豆腥味。

本品呈类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黄色、黄棕
色至灰棕色，有时可见根头部有多数疣状突
起的茎痕和芽。切面皮部淡棕黄色至黄棕
色，木部淡黄色至黄色，有裂隙或放射状纹
理。有特殊香气，味微甜。

本品呈棒状，上粗下细，略弯曲，长2～

3cm，上部直径约3mm，下部直径约1.5mm

。表面黄白色或绿白色(贮久色渐深)，密被

短柔毛。偶见叶状苞片。花萼绿色，先端5

裂，裂片有毛，长约2mm。开放者花冠筒

状，先端二唇形；雄蕊5，附于筒壁，黄

色；雌蕊1，子房无毛。气清香，味淡、微

苦。

本品呈类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薄片。外表
皮浅棕色至棕褐色。切面浅棕黄色或黄白
色，平坦，有裂隙，中间有浅棕色的形成层
环，并有多数棕色的油点，香气浓郁，味甘
、辛、微苦。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外表皮黄棕色。切面
黄棕色，偶见焦斑，散生棕黄色的点状油
室，木部具放射状纹理；烘干者切面角质
样，色较深或有裂隙。有焦香气，味甘、微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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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医保代码 执行标准 性状描述 品规编号 规格 规格等级要求
首年约定采购量

（kg）
最高限价
（元/kg）

YP01011 选货
表面鲜红色，微带淡黄色。杂质
≤0.5%，无枝刺，质柔润

108,742.48 283.5

YP01012 统货 杂质≤2.0% 64,856.14 263.25

YP01013 选货
切段，横切直径≥1.0cm，条整
齐，黑褐色，无杂质

5,842.13 3645

YP01014 统货 切段，横切直径≥0.5cm 3,341.68 3375

YP01015 选货
薄片，无空心，质坚实，断面明
亮，长≥8cm，宽≥3cm

61,620.33 310.5

YP01016 统货
薄片，无空心，长≥6cm，宽≥
2cm

35,360.11 263.93

YP01017 选货
每50g≤160粒，大小均匀，无
走油，无须根

128,794.98 175.5

YP01018 统货
每50克≤200粒，无走油，无须
根

62,759.51 149.18

YP01019 选货
薄片，直径≥0.5cm，大小均匀，
坚实，切面皮部橙红色，木部鲜
黄色或橙黄色，不得有须根。

58,436.04 405

YP01020 统货 薄片，直径≥0.3cm 38,012.12 344.25

本品为不带子房的管状花，长1～2cm。表面

红黄色或红色。花冠筒细长，先端5裂，裂

片呈狭条形，长5～8mm；雄蕊5，花药聚合

成筒状，黄白色；柱头长圆柱形，顶端微分
叉。质柔软。气微香，味微苦。

本品呈不规则段状、扁块状或扁圆柱状，略
鼓起，背部黑褐色，腹面棕黄色至棕褐色，
附有少量白色滑石粉。断面松泡，灰白色至
焦黄色。气微腥。

本品呈不规则的薄片。外表皮淡黄色至黄棕
色，有时可见点状排成的横环纹。切面黄白
色至淡棕色。角质样，半透明。气微，味甘
。

本品形如麦冬，或为轧扁的纺锤形块片。表
面淡黄色或灰黄色，有细纵纹。质柔韧，断
面黄白色，半透明，中柱细小。气微香，味
甘、微苦。

本品呈不规则的薄片。外表皮灰黄色或黄褐
色，粗糙，有细小的须根。切面或碎断面鲜
黄色或红黄色，具放射状纹理，气微，味极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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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医保代码 执行标准 性状描述 品规编号 规格 规格等级要求
首年约定采购量

（kg）
最高限价
（元/kg）

YP01021 选货
条粗，表面黄白色，无须根，大
小均匀，每50g块根数≤160个

88,464.00 216

YP01022 统货 每50g块根数≤240个 43,252.18 183.6

YP01023 选货
薄片，片型均匀，坚实，无白心
或裂隙；直径≥1.5cm

236,674.56 81

YP01024 统货 薄片，直径≥1.0cm 124,082.32 68.85

YP01025 选货
厚片，横切直径≥1.0cm；外表皮
红棕色，中心黄白色，质坚实，
体重，粉性足，味甜

181,790.63 70.2

YP01026 统货 厚片，横切直径≥0.6cm 98,295.78 56.16

YP01027 选货
条大，肥厚，不碎，无泥土，切
段，宽≥1.5cm

41,188.85 540

YP01028 统货 切段，宽≥1.0cm 26,796.01 499.5

YP01029 选货
厚片，横切直径≥2cm，直径≥
3cm的不少于50%，切面黄白色，
散生油性大，质坚实，气浓香

216,384.81 94.5

YP01030 统货
厚片，横切直径≥2cm，直径≥
3cm的不少于30%

117,492.68 80.33

本品呈细长纺锤形或细长条形，稍弯曲，长
3～10cm，直径0.2～0.6cm。表面灰黄色至

黄棕色，较光滑，微有纵皱纹，凹陷处有须
根痕。顶端有茎痕。质硬而脆，断面较平
坦，周边淡黄棕色，中心淡黄白色，角质样
。气微，味微甘。

本品呈类圆形的薄片。表面淡棕红色或类白
色。切面微带棕红色或类白色，形成层环明
显，可见稍隆起的筋脉纹呈放射状排列。气
微，味微苦、酸。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红棕
色或灰棕色，具纵皱纹。切面略显纤维性，
中心黄白色，有明显放射状纹理及形成层环
。质坚实，具粉性。气微，味甜而特殊。

本品呈长条状薄片，弯曲，边缘略卷。具环
节，背部棕褐色至紫灰色，腹部浅黄棕色。
体轻，略呈革质，不易折断。气腥，味微咸
。

本品为不规则厚片，外表皮灰褐色或褐色，
有皱缩纹。切面黄白色或灰黄色，具有明显
波状环纹或多角形纹理，散生黄棕色油点。
质坚实。气浓香，味苦、辛，微甜。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T001700724

T001700023

T001700276

T001500198

T001200132

太子参

白芍

甘草片

地龙

川芎

11

12

13

14

15

3



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医保代码 执行标准 性状描述 品规编号 规格 规格等级要求
首年约定采购量

（kg）
最高限价
（元/kg）

YP01031 选货
圆片，0.5cm≤直径≤1.5cm，外
表皮棕红色或暗棕红色

238,078.75 81

YP01032 统货 圆片，0.3cm≤直径≤1.5cm 131,490.71 68.85

YP01033 选货 薄片，直径≥0.8cm，切面黄色 150,160.88 101.25

YP01034 统货 薄片，直径≥0.4cm 73,061.03 75.94

YP01035 选货
厚片，横切直径≥1.5cm，大小均
匀、完整，质坚实

144,017.33 108

YP01036 统货 厚片，横切直径≥1.2cm 85,450.89 91.8

YP01037 选货 色绿，带根≥10%，杂质率<2% 101,647.18 47.25

YP01038 统货 带根≥5%，杂质率<3% 65,181.05 40.16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棕红
色或暗棕红色，粗糙，具纵皱纹。切面有裂
隙或略平整而致密，有的呈角质样，皮部棕
红色，木部灰黄色或紫褐色，有黄白色放射
状纹理。气微，味微苦涩。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薄片。外表皮黄棕
色或棕褐色。切面黄棕色或黄绿色，具放射
状纹理。

本品为类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的厚片。表
面类白色或淡黄白色，质脆，易折断，切面
类白色，富粉性。气微，味淡、微酸，嚼之
发黏。

本品为不规则的段。根表面棕褐色，抽皱；
根头部有棕褐色或黄白色的茸毛，有的已脱
落。叶多皱缩破碎，绿褐色或暗灰绿色，完
整者展平后呈倒披针形，先端尖或钝，边缘
浅裂或羽状分裂，基部渐狭，下延呈柄状。
头状花序，总苞片多层，花冠黄褐色或淡黄
白色。有时可见具白色冠毛的长椭圆形瘦果
。气微，味微苦。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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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医保代码 执行标准 性状描述 品规编号 规格 规格等级要求
首年约定采购量

（kg）
最高限价
（元/kg）

YP01039 选货

薄片，直径≥0.8cm；皮厚，切
面白色，粉性足，结晶多，香
气浓

92,476.70 121.5

YP01040 统货 薄片，直径≥0.5cm 51,166.81 103.28

YP01041 选货
厚片，无残留外皮，片型均
匀，横切直径≥1.0cm，味苦

71,735.27 135

YP01042 统货
厚片，偶有残留外皮，横切直
径≥0.7cm

39,203.38 114.75

本品呈椭圆形或不规则厚片。外皮多已除去
或偶有残留。切面皮部黄白色，较窄；形成
层环纹明显，棕色；木部宽，有较多裂隙。
气微，味微甜后苦。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

本品呈圆形或卷曲形的薄片。外表面红棕色
或淡灰黄色。内表面有时可见发亮的结晶。
切面淡粉红色，粉性。气芳香，味微苦而涩
。

桔梗

T000200576

T001300407

20

21

牡丹皮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