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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炮製之參考依據 
 

莊武璋博士 / 台灣必安研究所副所長 

 

中藥炮製 

中藥炮製，係指中藥材依醫療、調劑、製劑生產之需求，所進行的各種加工處理方法與

技術，歷來有炮炙、修事、修治之稱。其中炮炙最早的含義，是指用火燒、火烤加工的兩種

方法。“炮”依《廣韵》解釋，為“裹物燒也”之意，相當於炒、燙。“炙”依《說文解字》

為“炮肉也，從肉從火”，指直火加熱、加液體輔料炒法。 

最早的中藥炮製方法是附記於藥材之「腳註」，如“大黃 四兩, 酒洗”、“厚朴 炙, 去皮”、“王

不留行 十分, 八月八日採”、“豆 一升, 醋蒸拌, 暴于, 三拌三暴三蒸熬”。後逐漸提升其重要性，並有炮炙專論。中

藥炮製的歷史約可分為五期： 

(一) 起始期(春秋戰國~唐代) 

春秋戰國時代(B.C.770~221)的《五十二病方》，為中國最早的醫方，首載炮、炙、燔、煅、

細切、熬、酒漬等中藥炮製方法。漢代(B.C.206~A.D.220)的《內經》、《神農本草經》也有關

中藥炮製的記述。《傷寒論》、《金匱要略》記載了近百種中藥炮製方法，炮製技術已初具規模。

南北朝劉宋時代(A.D.420~479)雷斅撰成《雷公炮炙論》，為中國第一部炮製專著，集秦漢至南

北朝歷代炮製經驗之大成，對炮製技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唐代(A.D.618~907)的《備急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逐漸豐富中藥炮製內容，《新修本草》(A.D.659)是中國第一部國家藥

典，也是世界最早藥典，特別標示藥物炮製方法，是炮製技術受到政府保護的開端。 

(二) 技術形成期(五代~宋代) 

宋代(A.D.960~1279)官方頒佈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提出對藥物要“凡有修合，依法炮

製…”，將中藥炮製列為法定製藥技術，對推動炮製技術的發展和保證中藥品質起了很大作

用，書中許多炮製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三) 理論形成期(金元~明代) 

金元時代(A.D.1115~1368)對中藥炮製的發展較為突出的是理論研究，如王好古在《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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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對中藥炮製理論有重要的論述。明代(A.D.1368~1644)陳嘉謨認為中藥藥效應貴在炮製，

在《本草蒙筌》中系統地論述了若干炮製輔料的作用原理，如酒製升提，薑製發散，入鹽走

腎而軟堅，醋製入肝經止痛，米泔製去燥性和中…等，對後世影響頗深。李梴在《醫學入門》

提出“凡藥入肺蜜炙，入脾薑炙，入腎用鹽，入肝用醋，入心用童便；凡藥用火炮、湯泡、

煨炒者去其毒也…….”，為後世醫學家所認可。李時珍集諸家之大成，在《本草綱目》中專

列了“修治”一項，先述前人記載，再記當時炮製經驗，最後談及個人見解，全面反映明代

炮製技術水準，至今仍為中藥炮製的重要參考資料。繆希雍的《炮炙大法》是炮製專書，在

《雷公炮炙論》的基礎上，增加了當時常用的炮製方法，提出了著名的“炮炙十七法”。 

(四) 擴充期 

清代(A.D.1636~1912)專論炮製的書籍首推《修事指南》，張叡將歷代各家有關的炮製記載

進行綜合歸納，詳載 232 種炮製方法，系統敍述各種炮製方法，條目清晰。其他重要著作有

《本草述鈎元》、《醫方集解》、《本草備要》、《本草從新》、《得配本草》、《本草求真》、《本草

綱目拾遺》等。 

(五) 規範期 

中藥炮製學在近代已成一門專屬學科，專門研究中藥炮製理論、傳統的制藥炮製工藝及

藥物的規格品質標準。中國大陸《中國藥典》自 1963 年版(第二版)開始在一部收載中藥及中

藥炮製品，規定了飲片生產工藝流程、成品性狀、用法、用量，某些藥物還規定了炮製品的

含量指標。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及北京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於 1963 年編寫《全國炮製經驗

集成》，總結歷代藥物炮製資料和經驗，並結合全國 28 個大中城市有關中藥的炮製方法。由

於中藥炮製具有較多的傳統經驗和地方特色，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別編寫地方《中藥炮

製規範》，制訂適合當地的品質標準。另外，衛生部藥政局於 1988 年出版《全國中藥炮製規

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於 1994 年也頒佈《中藥飲片品質通則》，均為重要的炮製參考依據。 

現在的中藥飲片生產已從傳統的小鍋小鏟，朝向集中的機械化生產，對炮製機理、工藝

改革及炮製品規格品質的研究也不斷深入，促進了傳統炮製方法的規範化、現代化和科學化。

然而，全中國專門從事炮製工作的只有近百人，中藥炮製技術處於萎縮的瀕危狀況。由於“現

代”用藥方法趨於“規範化”，傳統的“一方一法”的用藥模式已不復存在，許多特殊而又

可產生特效的傳統炮製技術逐漸被遺忘。名老中醫和身懷絕技的老藥工對其經長期試煉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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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方法秘而不宣，或無合適傳人，使炮製技術面臨衰退甚至失傳的局面，值得受到重視。 

現代科學研究總結炮製的目的與功能如下：(1)減少藥物的副作用；(2)改變藥物的原性

能；(3)改善藥物的粉碎性；(4)清除雜質和非藥用部分；(5)促進藥物的溶解性；(6)增加藥物

的功能；(7)便於藥物保存；(8)矯味、矯臭及賦色。 

 

  

傳統炒鍋 機械化翻滾炒藥 

  

傳統蒸煮鍋 現代化蒸製設備 

 

炮製通則 

《中國藥典》在 1977 年版(第三版)的“炮製通則”下分為“凈製”、“切製”、“炮炙”

三類，後續的各版藥典均依此法分類。現代的中藥炮製技術與方法，早已超出只用火加工中

藥材的範圍，將古代的“炮炙”擴稱為“炮製”，更符實際現況。“炮”代表各種用與火有

關的加工方法，“製”則更為廣泛地包括了各種現代的加工技術。中藥業者對炮製加工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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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習稱“飲片加工”和“飲片炮製”，“飲片加工”通常指中藥材經凈製後的切製加工，

“飲片炮製”則指藥材經淨製或切製後，進行的蒸、炒、炙、煅、煮、浸等用火製及水火共

製的加工技術。 

  2010 年版(第九版)的《中國藥典》對中藥炮製品有新的定位與規範，除增列飲片標準外，

還將部份炮製品獨立為一個品項，肯定並彰顯其性味歸經和功能主治，如“清半夏”、“薑

半夏”、“制首烏”…等。另外，對炮製通則也做了一些新的定義和修正，更符合現今炮製

設備與工藝的操作。新版《中國藥典》即將開始執行，各省、自治區、市也依此陸續頒布新

修的地方炮製規範，由於此為重要參考依據，茲將附錄 II D 炮製通則摘錄如下。 

 

《中國藥典 2010 年版》 附錄 II D 炮製通則 

中藥炮製是按照中醫藥理論，根據藥材自身性質，以及調劑、製劑和臨床應用的需要，

所採取的一項獨特的製藥技術。 

藥材凡經淨製、切製或炮炙等處理後，均稱為“飲片”；藥材必須淨製後方可進行切製

或炮炙等處理。飲片是供中醫臨床調劑及中成藥生產的配方原料。 

本藥典規定的各飲片規格，係指臨床配方使用的飲片規格。製劑中使用的飲片規格，應

符合相應品種實際工藝的要求。 

炮製用水，應為飲用水。 

除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有關要求。 

一、淨製 

    即淨選加工。可根據其具體情況，分別使用挑選、篩選、風選、水選、剪、切、刮、削、

剔除、酶法、剝離、擠壓、燀、刷、擦、火燎、燙、撞、碾串等方法，以達到淨度要求。 

二、切製 

切製時，除鮮切、乾切外，均需進行軟化處理，其方法有：噴淋、搶水洗、浸泡、潤、

漂、蒸、煮等。亦可使用迴轉式減壓浸潤罐，氣相置換式潤藥相等軟化設備。軟化處理應按

藥材的大小、粗細、質地等分別處理。分別規定溫度、水量、時間等條件，應少泡多潤，防

止有效成分流失。切後應及時乾燥，以保證品質。  

    切製品有片、段、塊、絲等。其厚薄、長短、大小、寬窄通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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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極薄片 0.5 mm 以下，薄片 1～2 mm，厚片 2～4 mm；  

    段  短段 5～10 mm，長段 10～15 mm ；  

    塊  8～12 mm 的方塊；  

    絲  細絲 2～3 mm，粗絲 5～10 mm。  

    其他不宜切製的藥材，一般應搗碎或輾碎使用。  

三、炮炙 

除另有規定外，常用的炮炙方法和要求如下： 

1. 炒  炒製分單炒(清炒)和加輔料炒。需炒製者應為乾燥品，且大小分檔；炒時火力應均勻，

不段翻動。應掌握加熱溫度、炒製時間及程度要求。 

單炒(清炒)  取待炮炙品，置炒製容器內，用文火炒至規定程度時，取出，放涼。需炒

焦者，一般用中火炒至表面焦褐色，斷面焦黃色為度，取出，放涼；炒焦時易燃者，可噴淋

清水少許，再炒乾。 

    麩炒  先將炒製容器加熱，至撒入麩皮即刻烟起，隨即投入待炮炙品，迅速翻動，炒至

表面呈黃色或深黃色時，取出，篩去麩皮，放涼。 

    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麩皮 10~15 kg。  

    砂炒  取潔淨河砂置炒製容器內，用武火加熱至滑利狀態時，投入待炮炙品，不斷翻動，

炒至表面鼓起、酥脆或至規定的程度時，取出，篩去河砂，放涼。 

除另有規定外，河砂以掩埋待炮炙品為度。 

蛤粉炒  取碾細過篩後的淨蛤粉，置鍋內，用中火加熱至翻動較滑利時，投入待炮炙品，

翻炒至鼓起或成珠、內部疏鬆、外表呈黃色時，迅速取出，篩去蛤粉，放涼。 

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蛤粉 30~50 kg。 

滑石粉炒  取滑石粉置炒製容器內，用中火加熱至靈活狀態時，投入待炮炙品，翻炒至

鼓起、酥脆、表面黃色或至規定的程度時，迅速取出，篩去滑石粉，放涼。 

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滑石粉 40~50 kg。 

2. 炙法  是待炮炙品與液體輔料共同拌潤，並炒至一定程度的方法。 

酒炙  取待炮炙品，加黃酒拌勻，悶透，置炒製容器內，用文火炒至規定的程度時，取

出，放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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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炙時，除另有規定外，一般用黃酒。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黃酒 10~20 

kg。 

醋炙  取待炮炙品，加醋拌勻，悶透，置炒製容器內，炒至規定的程度時，取出，放涼。 

醋炙時，用米醋。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米醋 20 kg。 

鹽炙  取待炮炙品，加鹽水拌勻，悶透，置炒製容器內，用文火加熱，炒至規定的程度

時，取出，放涼。 

鹽炙時，用食鹽，應先加適量水溶解後，濾過，備用。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

品，用食鹽 2 kg。 

薑炙  薑炙時，應先將生薑洗淨，搗爛，加水適量，壓榨取汁，薑渣再加水適量重複壓

榨一次，合倂汁液，即為“薑汁”。薑汁與生薑的比例為 1：1。 

取待炮炙品，加薑汁拌勻，置鍋內，用文火炒至薑汁被吸盡，或至規定的程度時，取出，

放涼。 

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生薑 10 kg。 

蜜炙  蜜炙時，應先將煉蜜加適量沸水稀釋後，加入待炮炙品拌勻，悶透，置炒製容器

內，用文火炒至規定的程度時，取出，放涼。 

蜜炙時，用煉蜜。除另有規定外，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煉蜜 25 kg。 

油炙  羊脂油炙時，先將羊脂油置鍋內加熱溶化後去渣，加入待炮炙品拌勻，用文火炒

至油被吸盡，表面光亮時，攤開，放涼。 

3. 制炭  制炭時應“存性”，並防止灰化，更要避免復燃。 

炒炭  取待炮炙品，置熱鍋內，用武火炒至表面焦黑色、內部焦褐色或至規定程度時，

噴淋清水少許，熄滅火星，取出，晾乾。 

煅炭  取待炮炙品，置煅鍋內，密封，加熱至所需程度，放涼，取出。 

4. 煅  煅制時應注意煅透，使酥脆易碎。 

明煅  取待炮炙品，砸成小塊，置適宜的容器內，煅至酥脆或紅透時，取出，放涼，碾

碎。 

含有結晶水的鹽類藥材，不要求煅紅，但需使結晶水蒸發至盡，或全部形成蜂窩狀的塊

狀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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煅淬  將待炮炙品煅至紅透時，立即投入規定的液體輔料中，淬酥(若不酥，可反復煅淬

至酥)，取出，乾燥，打碎或研粉。 

5. 蒸  取待炮炙品，大小分檔，按各品種炮製項下的規定，加清水或液體輔料拌勻、悶透，

置適宜的蒸製容器內，用蒸氣加熱至規定的程度，取出，稍晾，拌回蒸液，再晾至六成乾，

切片或段，乾燥。 

6. 煮  取待炮炙品，大小分檔，按各品種炮製項下的規定，加清水或規定的輔料共煮透，至

切開內無白心時，取出，晾至六成乾，切片，乾燥。 

7. 燉  取待炮炙品，按各品種炮製項下的規定，加入液體輔料，置適宜的容器內，密閉，隔

水或用蒸汽加熱燉透，或燉至輔料完全被吸盡時，放涼，取出，晾至六成乾，切片，乾燥。 

    蒸、煮、燉時，除另有規定外，一般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水或規定的輔料 20~30 kg。 

8. 煨  取待炮炙品用麵皮或濕紙包裹，或用吸油紙均勻地隔層分放，進行加熱處理；或將其

與麩皮同置炒製容器內，用文火炒至規定程度時取出，放涼。 

除另有規定外，一般每 100 kg 待炮炙品，用麩皮 50 kg。 

四、其他 

1. 燀  取待炮炙品投入沸水中，翻動片刻，撈出。有的種子類藥材，燀至種皮由皺縮至舒展、

易搓去時，撈出，放冷水中，除去種皮，曬乾。 

2. 制霜(去油成霜)  除另有規定外，取待炮炙品碾碎如泥，經微熱，壓榨除去大部分油脂，

含油量符合要求後，取殘渣研製成符合規定要求的鬆散粉末。 

3. 水飛  取待炮炙品，置容器內，加適量水共研成糊狀，再加水，攪拌，傾出混懸液。殘渣

再按上法反覆操作數次，合併混懸液，靜置，分取沉澱，乾燥，研散。 

4. 發芽  取待炮炙品，置容器內，加適量水浸泡後，取出，在適宜的溼度和溫度下使其發芽

至規定程度，曬乾或低溫乾燥。注意避免帶入油膩，以防爛芽。一般芽長不超過 1cm。 

5. 發酵  取待炮炙品加規定的輔料拌勻後，製成一定形狀，置適宜的溼度和溫度下，使微生

物生長至其中酶含量達到規定程度，曬乾或低溫乾燥。注意發酵過程中，發現有黃曲霉菌，

應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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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流行(生品) 王不流行(清炒) 麩皮 

   

枳殼(生品) 撒入麩皮即刻烟起 枳殼(麩炒) 

   

杜仲(去皮) 杜仲(生品) 杜仲(鹽炙) 

   
穿山甲(生品) 砂炒穿山甲 穿山甲(燙) 

   



 9/16

阿膠 蛤粉炒阿膠 阿膠珠(燙) 

 

炮製方法比較 

    前述提及中藥炮製具有較多的傳統經驗和地方特色，因此各省、區、市分別編寫有地方

的中藥炮製規範；另外中藥炮製學為一門專屬學科，學者也在進行炮製理論、炮製工藝及品

質標準等研究工作。然而《中國藥典》仍為中國大陸對中藥的首要管理規範與依循標準，其

他參考標準僅能作為輔助，以補不盡或未明之處。 

    茲用近年來出版的幾本炮製規範和研究專論，以常用中藥材“半夏”和“白朮”為例，

整理比較其內容。參考書籍如下： 

(1) 湖南省中藥材炮製規範，湖南省衛生廳編，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2)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5 年版)，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5。 

(3) 中藥炮製學辭典，葉定江、原思通主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4) 安徽省中藥飲片炮製規範(2005 年版)，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編著，安徽科學技術出

版社，2006。 

(5) 常用中藥炮製品彩色圖譜，歐陽榮、周新蓓主編，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6) 現代中藥炮製，劉曉秋、王延年主編，人民軍醫出版社，2008。 

(7) 北京市中藥飲片炮制規範(2008 年版，上冊)，北京市藥品監督管理局，2008。 

(8)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0 年版)，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0。 

(9) 現代中藥炮製研究，江雲、黃勤挽主編，科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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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半夏 

炮製規範 收載炮製品 

湖南省中藥材炮製規範(2004) 製半夏 

中國藥典(2005) 清半夏、薑半夏、法半夏 

中藥炮製學辭典(2005) 清半夏、薑半夏、法半夏 

安徽省中藥飲片炮製規範(2005) 清半夏、薑半夏、法半夏、制半夏 

常用中藥炮製品彩色圖譜(2008) 清半夏、薑半夏、法半夏 

現代中藥炮製(2008) 清半夏、薑半夏、法半夏 

中國藥典(2010) 清半夏、薑半夏、法半夏 

現代中藥炮製研究(2010) 清半夏、薑半夏、法半夏、熟製半夏、鹼製半夏 

【生半夏】《中國藥典(2010)》 

性味與歸經：辛、溫；有毒。歸脾、胃、肺經。 

功能與主治：燥濕化痰，降逆止嘔，消痞散結。用於濕痰寒痰，咳喘痰多，痰飲眩悸，

風痰眩暈，痰厥頭痛，嘔吐反胃，胸脘痞悶，梅核氣；外治癕腫痰核。 

 

1.1 清半夏 

炮製規範 炮製方法及功效 

中國藥典(2005) 取淨半夏，大小分開，用 8%白礬溶液浸泡至內無乾心，口嚐微有

麻舌感，取出，洗淨，切厚片，乾燥。 

每 100 kg 淨半夏，用白礬 20 kg。 

安徽省中藥飲片炮

製規範(2005) 

取淨生半夏，大小分檔，用 8%的白礬溶液浸泡至內無乾心，口嚐

微有麻舌感時，取出，用清水洗淨，切厚片，乾燥，篩去碎屑。 

每 100 kg 半夏，用白礬 20 kg。 

功能與主治：燥濕化痰。用於痰多咳喘，痰飲眩悸。 

常用中藥炮製品彩

色圖譜(2008) 

功能與主治：長於燥濕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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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藥炮製

(2008) 

取淨半夏，大小分開，用 8%的白礬溶液浸泡至內無乾心，口嚐微

有麻舌感，取出，洗淨，切厚片，乾燥。 

每 100 kg 半夏，用白礬 20 kg。 

功能與主治：增強燥濕、化痰作用。多用於痰多咳喘，痰飲眩悸。 

中國藥典(2010) 取淨半夏，大小分開，用 8%白礬溶液浸泡至內無乾心，口嚐微有

麻舌感，取出，洗淨，切厚片，乾燥。 

每 100 kg 淨半夏，用白礬 20 kg。 

性味與歸經：辛、溫。歸脾、胃、肺經。 

功能與主治：燥濕化痰。用於濕痰咳嗽，胃脘痞滿，痰涎凝聚，

咯吐不出。 

現代中藥炮製研究

(2010) 

取經過淨選的半夏，打成約黃豆大的粗顆粒。每 1 kg 生顆粒加濃

度為 8%白礬溶液 1000 mL，悶潤 10 小時，取出，晾乾或烘乾。 

 

1.2 薑半夏 

炮製規範 炮製方法 

中國藥典(2005) 取淨半夏，大小分開，用水浸泡至內無乾心時，取出；另取生薑

切片煎湯，加白礬與半夏共煮透，取出，晾至半乾，切薄片，乾

燥。 

每 100 kg 淨半夏，用生薑 25 kg，白礬 12.5 kg。 

安徽省中藥飲片炮

製規範(2005) 

取淨生半夏，大小分檔，用清水浸泡至內無乾心時，另取生薑切

片煎湯，加白礬與半夏共煮透，至口嚐微有麻舌感時，取出，晾

至半乾，乾燥，篩去碎屑。 

每 100 kg 半夏，用生薑 25 kg，白礬 12.5 kg。 

功能與主治：多用於降逆止嘔。 

常用中藥炮製品彩

色圖譜(2008) 

功能與主治：長於溫中化痰，止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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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藥炮製

(2008) 

取淨半夏，大小分開，用水浸泡至內無乾心(如起泡沫，加適量白

礬防腐)，另取生薑切片煎湯，加白礬與半夏透至透心，取出，晾

至半乾，切薄片，乾燥。 

每 100 kg 半夏，用生薑 25 kg，白礬 12.5 kg。 

功能與主治：增強降逆止嘔的作用。用於嘔吐反胃，胸脘痞悶，

梅核氣。 

中國藥典(2010) 取淨半夏，大小分開，用水浸泡至內無乾心時，取出；另取生薑

切片煎湯，加白礬與半夏共煮透，取出，晾乾，或晾至半乾，乾

燥；或切薄片，乾燥。 

每 100 kg 淨半夏，用生薑 25 kg，白礬 12.5 kg。 

性味與歸經：辛、溫。歸脾、胃、肺經。 

功能與主治：溫中化痰，降逆止嘔。用於痰飲嘔吐，胃脘痞滿。 

現代中藥炮製研究

(2010) 

取生半夏適量，清水浸至內無乾心，取出晾至半乾。另取藥材量

25%的生薑切片煮薑湯，加上藥材量 12.5%白礬溶解，取半亁半夏

投入薑礬湯中拌勻，潤透，薑礬湯被吸盡後，上特製蒸藥格，蒸

6~7 小時，熟透，晾至半亁，切片乾燥。 

 

1.3 制半夏 

炮製規範 炮製方法 

湖南省中藥材炮製

規範(2004) 

揀去雜質，篩去灰屑，大小分開，浸泡 1~2 天，每天換水二次，

至透心為度，洗淨，撈出瀝乾，用薑汁或乾薑煎汁同拌至吸盡，

再加明礬粉攪拌均勻，放缸內醃 3~4 天後，將清水沿缸邊緩緩放

入，不使白礬粉被水沖沉缸底，水量要超過半夏平面 10~12 cm；

續醃 3~4 天(不需換水)後，取樣檢查，以口嚼稍有麻感為度。如仍

有較強麻味，應繼續再醃。然後在半夏缸內放滿清水，洗去明礬

粉，取出半夏，晾至七成乾，切 3 mm 圓片，曬乾或烘乾，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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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屑即得。 

每半夏 100 kg，用明礬粉 15 kg，生薑 18 kg(搗汁)或乾薑 5 kg(煎

汁)。 

安徽省中藥飲片炮

製規範(2005) 

取淨生半夏，大小分檔，用清水浸泡至內無乾心時，取出，瀝乾，

切厚片；另取薑汁適量，加入，攪勻至汁吸盡，再加入白礬粗粉

攪拌使勻透(注意不要使白礬粉沉到容器底部)，浸泡 48 小時，然

後沿邊緣加入清水致超過半夏平面約 10cm，繼續浸泡 2~4 日，至

口嚐微有麻辣感時，取出，洗淨，乾燥。 

每 100 kg 半夏，用生薑 18 kg，白礬 20 kg。 

功能與主治：化痰止嘔止咳。用於痰多咳喘。 

 

   
生半夏 薑汁及白礬 蒸煮鍋 

   
蒸煮薑半夏 薑半夏 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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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朮 

炮製規範 收載炮製品 

湖南省中藥材炮製規範(2004) 白朮片、土炒白朮 

中國藥典(2005) 土白朮、炒白朮(麩炒) 

中藥炮製學辭典(2005) 炒白朮、麩炒白朮、土炒白朮、泔制白朮、米白朮、

鹽白朮、蒸白朮、白朮炭 

安徽省中藥飲片炮製規範(2005) 麩炒白朮、焦白朮 

常用中藥炮製品彩色圖譜(2008) 麩炒白朮、漂白朮、焦白朮、蒸白朮 

現代中藥炮製(2008) 土炒白朮、麩炒白朮 

北京市中藥飲片炮制規範(2008) 麩炒白朮、焦白朮、土白朮 

中國藥典(2010) 麩炒白朮、土炒白朮 

現代中藥炮製研究(2010) 白朮片、麩炒白朮、清炒白朮、焦白朮 

【白朮】《中國藥典(2010)》 

性味與歸經：苦、辛，溫。歸脾、胃經。 

功能與主治：健脾益氣，燥濕利水，止汗，安胎。用於脾虛食少，腹脹泄瀉，痰飲眩悸，

水腫，自汗，胎動不安。 

 

2.1 麩炒白朮 

炮製規範 收載炮製品 

中國藥典(2005) 將密炙麩皮撒入熱鍋內，待冒煙時加入白朮片，炒至黃棕色，逸

出焦香氣時，取出，篩去密炙麩皮。 

每 100 kg 白朮片，用密炙麩皮 10 kg。 

安徽省中藥飲片炮

製規範(2005) 

取淨白朮片，照麩炒法(附錄 I)，炒至表面深黃色，有香氣逸出。 

每 100 kg 白朮片，用麥麩 10 kg。 

功能與主治：健脾，和胃，安胎。用於脾虛食少，泄瀉便溏，胎

動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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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藥炮製品彩

色圖譜(2008) 

功能與主治：緩和燥性，增強健脾作用。 

現代中藥炮製

(2008) 

先將鍋燒熱，撒入麥麩，待冒煙時投入白朮片，不斷翻動，炒至

白朮表面均勻掛土粉時，取出，篩去土，放涼。 

每 100 kg 白朮片，用灶心土 25 kg。 

北京市中藥飲片炮

制規範(2008) 

取麩皮，撒入熱鍋內，待冒煙時，加入白朮片，迅速翻動，用文

火炒至表面黃棕色，有香氣逸出時，取出，篩去麩皮，晾涼。 

每 100 kg 白朮片，用麩皮 10 kg。 

性味與歸經：苦、甘，溫。歸脾、胃經。 

功能與主治：健脾和胃。用於脾胃不和，痰飲停滯，脘腹痞滿。 

中國藥典(2010) 將密炙麩皮撒入熱鍋內，待冒煙時加入白朮片，炒至黃棕色，逸

出焦香氣時，取出，篩去密炙麩皮。 

每 100 kg 白朮片，用密炙麩皮 10 kg。 

現代中藥炮製研究

(2010) 

先將麥麩與煉蜜(煉蜜工藝 116~118℃)按 5:1 混勻，拌潤炒亁。將

炒藥機轉速調至快速檔，取蜜炙麩皮 200 g，撒入熱鍋(鍋底溫度

300℃)內，待冒烟時加入白朮片 2 kg，炒 2.5 分鐘至焦黃色，取出

篩去麥麩，放涼，即得。 

 

   
白朮藥材 白朮炒製 麩炒白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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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藥藥效貴在炮製，不同的炮製方法產出功效不同的炮製藥材。如“生半夏”具燥濕化

痰，降逆止嘔，消痞散結等功能；“清半夏”強化其燥濕化痰功能，及降低毒性；“薑半夏”

主要著重溫中化痰，降逆止嘔功能，並提高安全性。中藥處方若要強化其功效，就應依功能

特性選擇適當炮製藥材。如麥門冬湯、小青龍湯、大柴胡湯、金沸草散、蘇子降氣湯、二陳

湯、杏蘇散、定喘湯、柴胡桂枝湯、寧嗽丸等，應使用“清半夏”；而香砂六君子湯、半夏

瀉心湯、六君子湯、保和丸、溫經湯、二朮湯、半夏白朮天麻湯、平肝流氣飲、半夏厚朴湯、

溫膽湯等，就以使用“薑半夏”為宜。 

“白朮”具健脾益氣，燥濕利水，止汗，安胎等功能；“麩炒白朮”主要緩和燥性，增

強健脾作用。在傳統典籍中，補中益氣湯、香砂六君子湯、托裏消毒飲、附子理中湯、人參

湯(理中湯)、人參養榮湯、半夏白朮天麻湯、防風通聖散、參苓白朮散、二朮湯、加味八仙湯、

桂枝芍藥知母湯、導水茯苓湯、胃苓湯、茵陳五苓散等，一般使用“白朮”；加味逍遙散、

歸脾湯、藿香正氣散、四君子湯、七味白朮散、防己黃耆湯、逍遙散、五苓散、當歸拈痛湯、

八珍湯、十全大補湯等，大多使用“麩炒白朮”。 

台灣中委會公告之中藥基準方，重點在於處方藥材、劑量與功效，鮮少提及炮製藥材

之使用。為使中藥療效更加明確，可參考處方出典與炮製方法依據，選用適當炮製藥材。早

期台灣中藥房依據傳統經驗與地方特色，摸索出一套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精緻炮製工藝，然近

年來炮製人才與技術逐漸凋零萎縮，一些可產生特效的炮製技術逐漸失傳，應該受到注意與

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