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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年前，中华大地有
一个叫黄池的地方，有一对
双胞胎姐妹，姐姐叫小金花，

妹妹叫小银花… 

“金银花”一名出自《本草纲目》，有清香，花初
开时为白色，后变为金黄色，因此得名金银花。 

 

金银花是我国传统的一种中药材，现代研究表明其

含有绿原酸。肌醇、皂甙、黄酮类、三萜类等多种

有机成分。金银花的花、 茎、 叶中所含的主要有用

成分为绿原酸。绿原酸在临床上被证明具有广谱的

抗菌消炎和杀灭病毒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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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大以用心的态度寻找最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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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金银花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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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花性甘寒气芳香，清热而不伤胃，芳香四溢，既能宣散    

风热，还能清热解毒。	�

!   金银花适宜在全国各地种植 , 主要产区则分布山东，河南等地。	�

!   河南金银花以质佳而闻名，山东金银花以量大而闻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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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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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主要品种	�

山东平邑县─“东银花”或“济银花”	�

茎叶粗大，叶色浓绿，光合作用强，   

茎叶绒毛粗硬而长，尤其金银花幼叶   

绒毛粗长，极抗忍冬圆尾蚜，叶片蜡质

层厚而多。	�

河南封丘县─“南银花”或“密银花”	�

河南金银花具有“花条长、骨茬硬、色泽

佳、质纯净、味浓清香”等特点，为全国

同类之冠，被定为特级银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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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的特点	�

浅山丘陵的地貌特征，土壤相对  

贫瘠，干旱少雨，日照时间长，  

造就了花冠厚、骨茬硬、 色泽纯净	�

、清香味浓等品质特色。	�

���᠋᠌᠍
���᠋᠌᠍
	� 优异的地理环境和成功的管理   

方式，形成了金银花一直、二大、

三高、四碧独特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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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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被短柔毛。偶见   
叶状苞片。开放者花冠筒状， 气清香、味淡、
微苦。	�

金银花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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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加工方法	�

• 受天气影响大，产出的金银花质量不高，目前      
已 很少使用。	�传统的晾晒	�

• 不受天气影响，容易掌握火候，比晒干的成品率
高、质量好，是金银花生产中提高产品质量的有效
措施。	�

烘干	�

• 在真空干燥箱内,温度设定为45℃, 真空度
0.06Mbar,干燥26h。	�真空干燥	�

• 将金银花放到冰箱中速冻，再放到真空冷冻干燥箱
中干燥	�真空冷冻干燥	�

• 优点：干燥速度快、干燥杀青均匀、彻底杀灭虫菌
和防霉、提高茶叶汁萃取效率、产品质量好。	�微波干燥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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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采摘季节	�

采季	� 河南	� 山东	�

第一季	� 四月中旬	� 五月中旬	�

第二季	� 四月下旬	� 六月初	�

第三季	� 五月初	� 六月中旬至九月份	�

第四季	� 五月中旬至九月初	�

“采金摘银” 
逢采摘季节，花农在天刚明（约  

早上五、六点）就要赶紧采摘，  
摘到早上九点日照变大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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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检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

  项目	�   标准木犀草苷	�

  性状	�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要求	�

  水分（%）	�   ≤12.0	�

  总灰分（%）	�   ≤10.0	�

  酸不溶性灰分（%）	�   ≤3.0	�

  铅(μg/Kg)	�   ≤5.0	�

  镉(μg/Kg)	�   ≤0.3	�

  砷(μg/Kg)	�   ≤2.0	�

  汞(μg/Kg)	�   ≤0.2	�

  铜(μg/Kg)	�   ≤2.0	�

  绿原酸（%）	�   ≥1.5	�

  木犀草苷（%）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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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金银 
　花。 

金银花等级划分	�

 

 

 

河南一等	� 河南二等	� 河南三等	� 河南四等	�

山东一等	� 山东二等	� 山东三等	� 山东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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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等级（国家医药管理局）	�

等级	� 收购标准	�

一等	�

花蕾呈棒状、肥壮、上粗下细，略弯曲。表面黄、白、青色。    
气清香，味甘微苦。开放花朵不超过5%。无嫩蕾、黑头、枝叶、
杂质、虫蛀、霉变。	�

二等	�

花蕾成棒状，花蕾较瘦，上粗下细，略弯曲。表面黄、白、青
色。气清香，味甘微苦。开放花朵不超过15%。黑头不超过3%。   
无枝叶、杂质、虫蛀、霉变。	�

三等	�

花蕾成棒状，上粗下细，略弯曲，花蕾较瘦小。外表面黄、白、
青色。气清香，味甘微苦。开放花朵不超过25%。黑头不超过
5%。枝叶不超过1%。无杂质、虫蛀、霉变。	�

四等	�
花蕾或开放的花朵兼有。花蕾的大小不分，色泽不分，枝叶不超
过3%。无杂质、虫蛀、霉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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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关键原料成分	�

木犀草苷	�绿原酸	�

黄酮	�齐墩果酸	�

抗菌作用的主要有效成分	�
具有抗菌、抗病毒、增高	�
白血球、保肝利胆、抗
肿瘤、降血压、降血脂、   
 清除自由基和兴奋中枢   
 神经系统等作用	�

护肝降酶、促进肝细胞  
再生、抗炎、强心、抗肿
瘤等作用，降血糖、血脂、
镇静的作用，开发治疗  
肝病和降血糖等药物有效
成分。	�

呼吸系统作用： 有较强的	�
呼吸道杀菌作用。 	�
心血管作用： 降低胆固醇	�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增强毛细血管的舒张作用。 	�
中枢系统作用： 在实验中	�
发现，木犀草苷可以缓解	�
苯巴比妥的麻醉作用	�

强抗氧剂：可有效清除体内
的氧自由基；	�
改善血液循环，可以降低 
胆固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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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绿原酸的HPLC層析圖	�

绿原酸 

HPLC色谱条件：C18管柱	�
流动向：乙腈-0.4%磷酸溶液(13:87)	�
检测波长：327nm	�
理论板数：按绿原酸峰计算不低于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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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香气成分	�

主要为单萜和倍半萜类及其醇类化合物。	�

	�

其成分有芳樟醇、香叶醇、香树烯、苯甲酸甲酯、丁香酚、

金合欢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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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金银花香气组成图	�

0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河南	�

山东	�



金银 
　花。 

河南金银花香气成分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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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茉莉酮酸甲酯
methyl 

dihydrojasmonate	�

芳樟醇
Linalool	�

苯乙醇	�
Benzeneethanol	�

差别来源	�
	�
经过分析，发现不同金银花主要是木香、玫瑰香、茉莉
香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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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差异	�

经过对不同产地、不同等级金银花的    

对比分析，发现金银花主要的区别是     

绿原酸含量和芳樟醇、香叶醇等主要    

香气成分高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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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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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提取方法	�

滤液	�

筛选	� 粉碎	� 超声萃取	� 过滤（板式/螺旋桨）	� 滤渣排除	�

   减压蒸馏	�

重新处理或报废	�

称重包装	�

入仓冷冻贮存	�

   取样检测	�

 NO	�

  杀菌	�

25L蓝方桶	�

   减压浓缩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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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萃取	�

无需高温、常压萃取、萃取效率

高、具有广谱性、可供选择的萃

取溶剂种类多、药材原料处理量

大，成倍或数倍提高，且杂质少，

有效成分易于分离、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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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

具有分离效能高、选择性好、     ���᠋᠌᠍

灵敏度高、分析速度快、适用   ���᠋᠌᠍

范围广、色谱柱可反复使用的特点，

在 《中国药典》中有50种中成药的 ���᠋᠌᠍

定量分析采用该法，已成为中药制剂

含量测定最常用的分析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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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固相微萃取���᠋᠌᠍
���᠋᠌᠍
样品前处理与富集技术,属于非溶剂
型选择性萃取法。���᠋᠌᠍
集采样、萃取、浓缩、进样于一体，
便于携带，真正实现样品的现场采集
和富集，能够与气相、气相-质谱、
液相、液相-质谱仪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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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液体进样、顶空进样、动态顶空、固相微萃取、���᠋᠌᠍
磁力搅拌吸附萃取、冷进样系统、热脱附、气相色谱���᠋᠌᠍
馏分搜集器等样品前处理技术于一体，与GC结合，���᠋᠌᠍
并链接嗅觉检测器，具有无以伦比的高通量和灵活性。	�

多功能全自动样品前处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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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搅拌吸附萃取	�
无需样品制备，检测限低，	�
无溶剂的痕量有机化合物分析	�

                
 	�
（1）放入样品中搅拌，萃取被测物质          （2）拿出Tister搅拌子	�

	�

       

 （3）擦拭上面的液体    （4）放入空脱附管后上全自动热脱附仪-GC/MS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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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检测器	�
使闻香师可以清楚识别
各种气味的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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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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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香精CS-100分析	�

1 2

4

3

5
6

1、芳樟醇	�
2、乙酸芳樟酯	�
3、乙酸二甲基苄基原酯	�
4、苯乙醇	�
5、 β-紫罗兰酮	�
6、二氢茉莉酮酸甲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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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大金银花香精 CS-100	�

木香较强，并带有茉莉、玫瑰和紫罗
兰香。提供浓郁头香，丰富口感。	�

0	�

1	�

2	�

3	�

4	�

5	�
木香	�

玫瑰香	�

茉莉香	�

果香	�

脂香	�

甜香	�

紫罗兰香	�

酸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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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一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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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金银花茶...	�

器具：因茶胚本身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宜用透明玻璃茶杯	�

泡饮金银花茶，首先欣赏金银花茶的外观形态，取泡一杯的茶量，放在洁净无味的白纸上，干
嗅金银花茶香气，察看茶胚的质量(烘青、炒青、晒青及嫩度、产地等)，取得金银花茶质量的初
步印象。	�

取3-5g茶叶，用90℃水冲泡	�

对着光线，透过玻璃杯壁观察金银花在水中上下飘舞、沉浮，以及茶叶徐徐开展、复原叶形、
渗出茶汁汤色的变幻过程，“一杯小世界，山川花木情”，堪称艺术享受，称为“目品”。	�

冲泡3分钟后，揭开杯盖一侧，鼻闻汤中氤氲上升的香气，顿觉芬芳扑鼻而来，精神为之一
振，“香于九畹芳兰气”、“草木英华信有神”。有兴趣者，还可凑着香气作深呼吸，充分领
略   愉悦香气，称为“鼻品”。	�

茶汤稍凉适口时，小口喝入，在口中稍事停留，以口吸气、鼻呼气相配合的动作，便茶汤在   舌
面上往返流动一二次，充分与味蕾接触，品尝茶味和汤中香气后再咽下，如是一二次，才能尝
到名贵金银花茶的真香实味。	�

1	�

2	�

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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