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辽阔的陆地和海域中，分布着种类繁多的中药资源，包括13000余种植物类中药、动物类中

药和矿物类中药。当您置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时候，它们就在您的脚下、身边和眼前。这些宝贵的中药

资源是我国中医药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五千年来，一直作为防治疾病和保健养生的法宝，对保障国人

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都医科大学的校园中，分布着百余种园林观赏植物和校花校草，它们大多具有 

药用价值，许多植物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的中药材基原。随着校园植 

物的更新换代，有许多药用植物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您想了解中医药，喜欢植物，就关注我们校园每一寸土地的 

植物，它能让你感悟生命的伟大，让你领略中医药的魅力。 

                                                                                         中医药学院 

         

                                                                               



1. 银杏：银杏科落叶乔木，中生代孑遗的稀有树种，系我国特

产，雌雄异株，“银杏似杏不是杏，白果似果不是果”。种子

（白果）敛肺定喘，止带缩尿；叶（银杏叶）活血化瘀，通络

止痛，敛肺平喘，化浊降脂。 

3. 杜仲：杜仲科落叶乔木，

我国特有种，雌雄异株，

树皮、枝叶和果实等折断

时有银白色胶丝。树皮

（杜仲）补肝肾，强筋骨，

安胎；叶（杜仲叶）补肝

肾，强筋骨。 

2. 油松：松科常绿乔木，我国特有种，

雌雄异枝，叶针性，2针1束。花粉

（松花粉）收敛止血，燥湿敛疮；枝

节（油松节）祛风除湿，通络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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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桑：桑科落叶乔木，雌雄

异枝。根皮（桑白皮）泻肺

平喘，利水消肿；叶（桑叶）

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

明目；嫩枝（桑枝）祛风湿，

利关节；果穗（桑椹）滋阴

补血，生津润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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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桃：蔷薇科落叶乔木，先花后叶，花瓣粉红色，核果。种子（桃仁）
活血祛瘀，润肠通便，止咳平喘；枝条（桃枝）活血通络，解毒杀虫。 

7. 白蜡树：又称“梣”，

木犀科落叶乔木，雌雄
异株，奇数羽状复叶，
翅果。树皮（秦皮）清

热燥湿，收涩止痢，止
带，明目。 

6. 杏：蔷薇科落叶乔木，先花后叶，
花瓣白色或带红色，核果。种子（苦
杏仁）降气止咳平喘，润肠通便。 

8. 石榴：石榴科落叶小乔木或
灌木，花瓣红色，浆果。果皮
（石榴皮）涩肠止泻，止血，

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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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柿：柿树科落叶乔木，为栽培历史
悠久的果树，浆果。宿萼（柿蒂）降逆
止呃；柿子止血润便，缓和痔疾肿痛，
降血压；柿饼润脾补胃，润肺止血；柿
霜润肺生津，祛痰镇咳。 

9. 槐：豆科落叶乔木，又称国

槐，行道树，蝶形花乳白色，
花期7-8月，荚果串珠状。花
及花蕾（槐花或槐米）凉血止
血，清肝泻火；果实（槐角）
清热泻火，凉血止血。 

10. 刺槐：豆科落叶乔木，
薪炭林树种，是“槐花蜜”

的蜜源植物。蝶形花白色，
花期4-6月，荚果扁平。新

鲜的刺槐花可食用，干燥
的刺槐花可药用，有止血
功效。 

12. 黑枣：又称君迁子，

柿树科落叶乔木，常为柿
树嫁接的砧木，浆果，成
熟时蓝黑色。果实“止消

渴，去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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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贴梗海棠：蔷薇科

落叶灌木，又称皱皮
木瓜，花瓣猩红色，
稀淡红色或白色，梨
果，不能食用（食用
水果木瓜为“番木
瓜”）。果实（木瓜）
舒筋活络，和胃化湿。  

13. 山里红：蔷薇科落叶乔木，栽培果树，药食同源，花
瓣白色，梨果。果实（山楂）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化浊
降脂；叶（山楂叶）活血化瘀，理气通脉，化浊降脂。 

15. 臭椿：苦木科落叶

乔木，雌雄异株，叶
片基部有臭腺点，翅
果。根皮及干皮（椿
皮）清热燥湿，收涩

止带，止泻，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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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香椿：楝科落叶

乔木，雌雄异株，
树皮片状脱落，蒴
果。早春嫩芽嫩叶 

可食用。根皮及干皮（椿白皮）清热燥
湿，涩肠，止血止带，杀虫；种子（香
椿子）祛风，散寒，止痛。 



17. 连翘：木犀科落叶

灌木，小枝土黄色，先
花后叶，花黄色，蒴果。
果实（连翘）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疏散风热。 

18. 迎春花：木犀科落叶灌木，小枝绿色，先花后叶，花黄色，
浆果。叶解毒消肿，止血，止痛；花清热利尿，解毒。 

19. 月季：蔷薇科落

叶灌木，叶大，叶少
刺少；花期4-9月，

花期长，花色多，花
香淡；蔷薇果卵球形。
花（月季花）活血调
经，疏肝解郁。 

20. 玫瑰：蔷薇科落叶灌木，
叶小，叶多刺多；花期5-6月，

花期短，花色少，花香浓；蔷
薇果扁球形。花蕾（玫瑰花）
行气解郁，和血，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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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山茱萸：山茱萸科落叶

乔木或灌木，叶脉明显，
侧脉弓形内弯，核果。果
肉（山茱萸，又称萸肉、
枣皮）补益肝肾，收涩固

脱。是中成药“六味地黄
丸”主要成分之一。 

22. 花椒：芸香科落叶灌木或小

乔木，茎枝有刺，蓇葖果，生活
常用调味料。果皮（花椒）温中
止痛，杀虫止痒；种子（椒目）
利水消肿，祛痰平喘。 

21. 黄檗：芸香科落叶乔
木，树皮（关黄柏）清

热燥湿，泻火除蒸，解
毒疗疮。同科同属植物
黄皮树的树皮入药称为
“黄柏（川黄柏）”，
功效相似。 

24.红瑞木：山茱萸科落叶灌木，
树皮紫红色，花白色，核果。树皮
和树叶入药，清热解毒，止痢，止
血；果实作“红瑞木果”入药，滋

肾强壮。亦为常用园林观赏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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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牡丹：毛茛科落叶
灌木。根皮（牡丹皮，
又称丹皮）清热凉血，

活血化瘀。亦为常用
庭园观赏植物，有
“花中之王、国色天
香”之称，品种繁多，
花色多样。 

28. 枸杞：茄科落叶灌木，药食同

源植物，漏斗状花冠紫色，浆果。
果实（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
目。根皮（地骨皮）凉血除蒸，清

肺降火。 

27. 玉兰：木兰科落叶

乔木，早春开花植物。
花蕾（辛夷）散风寒，

通鼻窍。校园内开紫花
的木兰科植物是辛夷，
又称紫玉兰，不药用，
多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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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芍药：毛茛科多年
生草本。野生芍药的
根（赤芍）清热凉血，
散瘀止痛。栽培芍药
的根水煮去皮或去皮
水煮（白芍）养血调

经，敛阴止汗，柔肝
止痛，平抑肝阳。亦
为常用园林观赏花卉，
花色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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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薯蓣：薯蓣科缠绕藤本，

药食同源。雌雄异株，蒴果。
新鲜根茎可食用，干燥根茎
（山药）补脾养胃，生津益肺，
补肾涩精。叶腋间珠芽（零余
子）补虚益肾，强腰。 

34. 栝楼：葫芦科多年生攀援

性草质藤本，雌雄异株，花冠
白色，瓠果。根（天花粉）清

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
果实（瓜蒌）清热涤痰，宽胸
散结，润燥滑肠；果皮（瓜蒌
皮）清热化痰，利气宽胸；种
子（瓜蒌子）润肺化痰，滑肠

通便。 

30. 凌霄：紫葳科

攀援藤本（李时
珍：附木而上，
高达数丈，故曰
凌霄）。花（凌
霄花）活血通经，

凉血祛风。 

29. 忍冬：忍冬科半常绿灌

木，花初开时白色，后转为
黄色，故名金银花、双花；
单叶对生，纸质；浆果熟时
蓝紫色。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金银花）清热解毒，疏散
风热；茎枝（忍冬藤）清热

解毒，疏风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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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穿龙薯蓣：薯

蓣科缠绕藤本，雌
雄异株。根茎（穿
山龙）祛风除湿，

舒筋通络，活血止
痛，止咳平喘。 

31. 圆叶牵牛：旋花

科缠绕草本，漏斗状
花冠，蒴果。种子
（牵牛子）泻水通便，

消痰涤饮，杀虫攻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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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垂序商陆：商陆科多年生草

本，又称美洲商陆，入侵植物。
全株有毒。根（商陆）逐水消肿，

通利二便，外用解毒散结。 

35. 旋覆花：菊

科多年生草本，
头状花序，舌状
花黄色。头状花
序（旋覆花）降

气，消痰，行水，
止呕；地上部分
（金沸草）降气，

消痰，行水。 

38. 酸浆：茄科多年生草本，宿

萼卵状，薄革质，网脉显著，橙
色或火红色；浆果球状，橙红色。
宿萼或带果实的宿萼（锦灯笼）
清热解毒，利咽化痰，利尿通淋。 

39. 决明：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偶数羽状复叶，假蝶形花黄色，
荚果，种子菱形。种子（决明子）
清热明目，润肠通便。 36. 蒲公英：菊科

多年生草本，头
状花序，舌状花
黄色，连萼瘦果。
全草（蒲公英）
清热解毒，消肿
散结，利尿通淋。 

37. 黄花蒿：菊科一年生草本，挥发性香
气浓烈。 全草（青蒿）清热解暑，除蒸，

截疟。屠呦呦从中提取青蒿素成为治疗
疟疾首选药物，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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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萱草：百合

科多年生草本，
又称“忘忧草”，
中国母亲花。常
为观察花卉，花
色多样。根入药，

清热利湿，凉血
止血，解毒消肿。 

41. 麦冬：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

本，块根小，纺锤形；叶基生
成丛；总状花序，花白色或淡
紫色；浆果。块根（麦冬）养

阴生津，润肺清心。 

46. 独行菜：十字花科

一年或两年生草本，
叶片狭匙形，总状花
序顶生，花极小。短
角果卵形。种子（葶
苈子）泻肺平喘，行

水消肿。 

45. 马蔺：鸢尾科多

年生草本，又称马莲，
马兰花。花浅蓝、蓝
或蓝紫色，蒴果长椭
圆柱形。全草清热解

毒，利尿通淋，活血
消肿；种子（马蔺子）

退烧、解毒、驱虫。 

43. 紫菀：菊科多年生草本，

根茎斜升，叶厚纸质；头状花
序，总苞片三层，舌状花蓝紫
色；瘦果。根与根茎（紫菀）
润肺下气，消痰止咳。 

44. 刺儿菜：菊科多年生草本，雌雄同株。叶缘
有刺齿或针刺，瘦果冠毛污白色。地上部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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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凉血止血，散瘀解毒消痈。 



47. 桔梗jié  gěng ：桔梗科多年生草本，

花冠阔钟状，紫色或蓝紫色，又称包袱
花、铃铛花、僧帽花，具白色乳汁，钟
状花紫色或蓝紫色，蒴果。根（桔梗）
宣肺，利咽，祛痰，排脓。“桔梗”的
朝鲜文叫做“道拉基”，常用作腌制泡
菜，为药食同源植物。 

49. 黄精：百合

科多年生草本，
叶轮生，根状
茎“节间”一
头粗、一头
细”，形如鸡 

48. 益母草：唇形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又称坤草。茎直立，钝四棱形；叶对生；轮
伞花序腋生，唇形花粉红至淡紫红色；小坚
果。新鲜或干燥地上部分（益母草）活血调
经，利尿消肿，清热解毒；孕妇慎用。果实
（茺蔚子）活血调经，清肝明目。 

头；花被乳白色至淡黄色，浆果。根茎（黄
精）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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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白屈菜：罂粟科多年生草本，有黄色乳

汁，叶背具白粉，花萼早落，花瓣黄色，蒴
果。全草（白屈菜）镇痛止咳，利尿，有毒。 

50. 半夏：天南星科

多年生草本，块茎
圆球形，单叶至三
出复叶；肉穗花序，
佛焰苞绿色或绿白
色，浆果卵圆形。
块茎（半夏）燥湿

化痰，降逆止呕，
消痞散结。 

51. 东北南星：天南星

科多年生草本。块茎
小，近球形；掌状复
叶，佛焰苞绿色和紫
色，雌花序具棒状附
属器。浆果红色。块
茎（天南星）燥湿化

痰，祛风止痉，散结
消肿。 

52. 石竹：石竹科多

年生草本，叶片线状
披针形，花瓣紫红、
粉红、鲜红或白色，
蒴果。地上部分（瞿
麦）利小便，清湿热，

活血通经。 

54. 蒺藜：蒺藜科一年生草本，茎平

卧，偶数羽状复叶；花瓣黄色，果实
有不开裂的5个果瓣组成，具锐刺。
果实（蒺藜）活血祛风，明目，止痒。

部位常有小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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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紫花地丁：堇菜科多年生

草本，单叶基生呈莲座状，
花紫堇色或淡紫色，距细管
状，蒴果。全草（紫花地丁）
清热解毒，燥湿凉血。 

55. 薄荷：唇形科多

年生草本，茎直立，
锐四棱形，单叶对生，
轮伞花序，唇形花淡
紫色，小坚果。全草
（薄荷）发散风热，

清利咽喉，透疹解毒，
疏肝解郁。 

58. 苍耳：菊科一年生

草本，雌雄同株，叶
三角状卵形或心形，
雌花序总包外层带钩
状的刺，瘦果。带总
苞的果实（苍耳子）
祛风解表，宣通鼻窍，
祛风除湿。 

56. 黄芩：唇形科多年生草本，单叶对生，

披针形至线状披针形，唇形花紫、紫红
至蓝色。根（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

毒，止血，安胎。 

59. 萹蓄：蓼科多年生草本，茎平

卧，自基部多分枝，叶柄短或近无
柄，托叶鞘膜质，花单生或数朵簇
生于叶腋。全草（萹蓄）利水通淋，

杀虫止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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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地黄：玄参科多年生草本，块根肉质，鲜时

黄色。基生叶，叶脉在上面凹陷，花冠外紫红
色，内黄紫色，蒴果。新鲜块根（鲜地黄）清
热生津，凉血，止血。干燥块根（生地黄）清
热凉血，养阴生津。生地黄的加工品（熟地黄）
补血滋阴，益精填髓。 

62. 平车前：车前科多年生草本，直根，叶
基生呈莲座状，穗状花序，蒴果。种子（车
前子）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清
肺化痰。全草（车前草）清热利尿通淋，祛

痰，凉血，解毒。 

60. 紫苏：唇形科一年生草本，叶两面

绿色或紫色，或仅下面紫色，唇形花白
色至紫红色，小坚果近球形。叶可食用，
种子榨油可食用。叶（紫苏叶）解表散
寒，行气和胃。茎枝（紫苏梗）理气宽
中，止痛，安胎。果实（紫苏子）降气

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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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地榆：蔷薇科多年生草本，

根粗壮，多纺锤形；奇数羽
状复叶基生，叶片揉碎后有
清凉的“黄瓜味”，瘦果。
根（地榆）凉血止血，解毒

敛疮。 

66. 丹参：唇形科多年生

草本，根肥厚，肉质，外
面朱红色，轮伞花序，唇
形花紫蓝色，小坚果。根
与根茎（丹参）活血祛瘀，

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
血消痈。 

67. 藿香：唇形科多年生草

本，又称土藿香，嫩叶可食
用，茎四棱形，唇形花淡紫
蓝色。地上部分（藿香）祛

暑解表，化湿和胃。 

64. 龙葵：茄科一年生草本，浆果
球形。全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

浆果和叶子可食用，但叶中含生
物碱，须煮熟后解毒。 

65. 荠菜：十字花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

本，短角果倒三角形。药食同源，嫩
茎叶可作为野菜食用。全草（荠菜）
利尿、止血、清热、明目、消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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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虎杖：蓼科多年生草本，雌雄

异株。茎直立粗壮中空，茎皮散生
“虎皮”状红色或紫红色斑点（时
珍曰：杖言其茎，虎言其斑也。），
托叶鞘膜质，瘦果。根茎和根（虎
杖）利湿退黄，清热解毒，散瘀止

痛，止咳化痰。 

71. 菊花：菊科多年生草本，观赏菊花

品种繁多，药用菊花按产地和加工方法
不同分为亳菊、滁菊、贡菊、杭菊等。
头状花序（菊花）散风清热，平肝明目，

清热解毒。 

70. 景天三七：
景天科多年生草
本，又称费菜、
土三七，叶片厚
实，肉质，花黄
色，聚合蓇葖果。
根或全草（景天
三七）止血散瘀，

安神镇痛。 

69. 甘草：豆科多年生草本，蝶形
花紫色，荚果密生瘤状突起。根
及根茎（甘草）补脾益气，清热

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
和诸药。陶弘景：此草最为众药
之主，经方少有不用者。故有
“国老”、“十方九草”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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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马齿苋：马齿苋科一

年生草本，茎平卧，叶片
扁平，肉质肥厚，倒卵形，
似马齿状，花黄色，蒴果，
种子细小。地上部分（马
齿苋）清热解毒，凉血止

血，止痢。 

73. 芦苇：禾本科多年

生草本，保土固堤植物。
茎秆可编“苇席”，茎
叶可造纸。秆直立，叶
披针形。新鲜或干燥的
根茎入药（芦根）。清

热泻火，生津止渴，除
烦，止呕，利尿。 

74. 白茅：禾本科多年生草本，常为农田、果园等地的杂草，地
下根茎长而粗壮。根茎（白茅根）凉血止血，清热利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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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木槿：锦葵科落叶灌木，叶菱形或
三角状卵形，花淡紫色，蒴果。根、茎
皮（木槿皮）清热燥湿，杀虫止痒；种
子（朝天子）清肝化痰，解毒止痛。亦 75 

为常见园林观赏植物和“花
篱式”绿篱植物。 



79. 龙芽草：蔷薇科

多年生草本，间歇性
奇数羽状复叶，瘦果
有钩刺。地上部分
（仙鹤草）收敛止血，

截疟，止痢，解毒，
补虚。冬芽（鹤草芽）
杀虫截疟。 

78. 北苍术：菊科多年生草

本，根茎疙瘩块状或结节状，
叶硬纸质，头状花序，总苞
钟状，管状花白色，瘦果冠
毛白色。根茎（苍术）燥湿

健脾，祛风散寒，明目。 

80.委陵菜：蔷薇科多年

生草本，根粗壮，奇数羽
状复叶基生。全草（委陵
菜）清热解毒，凉血止痢。 

76. 知母：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根茎横走，基生叶丛生，
蒴果。根茎（知母）清热泻火，生津润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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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构树：桑科落叶乔木，雌雄异株。聚花果成熟时橙
红色，肉质。果实（楮实子）补肾清肝，明目，利尿。
叶（构树叶）清热凉血，利湿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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