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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由抚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建昌帮药业有限公司、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抚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

科、南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西省药品检查员中心赣东药品检查所、建昌帮中药研究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易斌、乐海平、王艳、郑峥、陈亚茹、陈西勇、姚方程、崔家泉、陈华师、张

青、曾建华、廖骏、毛炜翔、黄月荣、杨建洪、汪秋雨、李金林、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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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落实中医药强省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设“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相关要求，江西省依托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制定本文

件，以指导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高质量建设，推动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展示与传播。

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功能定位：一是面向江西省、中国乃至世界的建昌帮中医药文化

宣传和传播阵地；二是中医药工作者、院校师生接受中医药传统教育和体验建昌帮炮制特色的教育基地；

三是社会大众了解建昌帮炮制工具、炮制技艺、发展沿革、饮片特色等中医药科普知识的公开窗口；四

是建昌帮传承人炮制技艺实训、学术交流、科研创新的专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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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和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以下简称“文化基地”）的主要类型、建设要求、

现场展示和服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建设与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 2893.5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 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36733 服务质量评价通则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66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LB/T 014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

LB/T 021 旅游企业信息化服务指南

LB/T 034 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

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基本标准（2019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昌帮中医药文化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of Jianchang-Bang

建昌帮在传承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包括建昌帮的炮制技艺、工具、饮片、常用药

材、发展沿革、历史名人等元素，以及具有建昌帮特色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方式、

文学艺术以及中医药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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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bas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of Jianchang-Bang

依托建昌帮中医药历史遗迹、文物古迹、“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医药博物馆或中医院建设,发挥

中医药文化宣传、展示、体验、教育、学术交流等功能，面向公众开放的建昌帮中医药文化专题展示场

所。

4 主要类型

根据《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基本标准》（2019 版），文化基地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场馆类：中医药博物馆、展览馆、中医名人名家纪念馆等规模较大、中医药文化主题突出的

场馆；

——遗址遗迹类：历史遗址遗迹、文物古迹、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特色风景区等；

——教育科研机构类：依托教育科研机构建设的标本馆、陈列馆、实验室、药用植物园、实习实

训基地等；

——医疗机构类：依托中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的中医文化景观、展览馆、标本室、特色

科室病房、实习实训基地等；

——企业类：依托中医药“老字号”企业建设的中医药文化展示、传承工作室、体验展厅等。

5 建设要求

5.1 文化内涵

5.1.1 应具备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展示内容，如建昌帮的发展历史沿革、典故传

说、重要历史人物、重要事件、炮制工具、中药饮片、图片、标牌等。

5.1.2 应制备建昌帮中医药文化相关、制作精良的科普和宣传用产品，如科普读物、画册、音像制品、

基本导览材料、中医药特色产品等。

5.1.3 应建设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络展示平台，内容科学准确、专人维护，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 1

个月。

5.2 场地规模

应有专用于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动的室内外场地，可供公众参观和文化展示，各种类型的文化基

地规模和面积应符合以下要求：

——场馆类：大型综合性展馆室内展厅总面积≥5000m2；高校中医药博物馆室内面积≥2000m2；传

统老字号、中医药名人纪念馆室内展厅总面积≥1500m2；中医药研究机构和中医医院内设立的

博物馆室内展厅面积≥1000m2；

——遗址遗迹类：展示面积≥10000m2；

——教育科研机构类：标本馆、陈列馆、报告厅、种植园、实习实训基地等场所面积≥5000m2；对

外开放的实验室、工艺中心、技术中心等研究实验基地场所面积≥600m2；

——医疗机构类：中医药文化景观、标本馆、陈列馆、报告厅、特色科室病房、实习实训基地等

场所面积≥2000m2；

——企业类：宣传教育展厅≥500m2。

5.3 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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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应设置专门的中医药文化展示、实训、互动体验场地，配套互动体验类设施、设备和特色展品，

定期更新和补充，保持互动体验类展品数量不少于总量的 10%，设施、设备和展品的完好率≥90%。

5.3.2 按照 GB 50016、GB 50763 的要求设计防火、无障碍等基础设施。

5.3.3 应按照 GB/T 2893.1、GB/T 2893.5、GB 2894、GB/T 10001.1 和 GB/T 15566.1 设置标识导向系

统，包括但不限于引导性标志标识、警示性标志标识、告知性标志标识。

5.3.4 宜参照 JGJ 66 的要求，以满足建昌帮中医药文化特色元素的展示、宣传、实训为目的，进行规

划设计，基地场馆内设计和参观线路可参考附录 A。

5.4 环境卫生

5.4.1 应按照 GB 37487 进行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场所各项卫生指标符合 GB 37488 的要求，室内空

气环境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 的要求。

5.4.2 场馆内厕所应符合 GB/T 18973 规定的 A 级及以上旅游厕所的要求。

5.5 机构人员

5.5.1 应设有专门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机构，配置 2 名及以上专职人员。

5.5.2 建立健全安全卫生、监督检查、应急保障、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

6 现场展示

6.1 基本要求

6.1.1 展示场地可配置虚拟设备、多媒体视频、自动讲解设备、智能机器人等，丰富文化展现形式。

6.1.2 炮制技艺展示、体验或实训时应由专业人员从旁指导或协助，现场制成饮片宜及时销毁处理，

严禁游客带走或私自品尝。

6.1.3 应对炮制工具进行用前调试、用后清洁和定期养护，如发现有霉变的饮片和药材标本，应及时

更换。

6.2 展示内容

6.2.1 历史文化内涵应包括但不限于：

——建昌帮传承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时间节点，行商或动迁的路线和标志性事件；

——建昌帮中医药古籍、文献资料、传统设施设备、养生理念；

——建昌帮主要历史人物、旴江医学代表人物的画像、轶事及理念，如葛洪、朱祐槟、萨迁、陈

自明、危亦林、龚居中、龚廷贤、李梴、黄宫绣、谢星焕等；

——建昌帮传承人图谱。

6.2.2 建昌帮可用于展示或实训使用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切、刨、削、碾磨等切制类工具：建刀、雷公刨、香附铲、麦冬刀、茯苓刀、锯、片刀、劈

斧、镰刀、刮皮刀、剪刀、铜刀、竹刀、山药刨、铁碾船、乳钵、舂钵、石臼、石磨等；

——火制相关器具：老虎灶、围灶、炆药坛、甑、木火焙、烘笼、烘箱、捧甑、蒸笼、蒸屉等；

——熏制工具：硫磺熏橱等；

——定型工具：枳壳夹、枳壳榨等；

——浸润容器：浸药桶、润药缸、润药盆、润药丝篓、麦芽篓等；

——磨刀工具：猪肝色磨刀石、红磨刀石、青磨刀石等；

——磨毛（撞去绒毛）工具：泽泻笼等；

——清洁类工具：棕榈刷、竹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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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晒、沥干、打捞等沥水干燥类工具：篾席、洒水箩盖、筲箕、笊箩、淘箩等；

——筛选工具：风选车、特大眼筛、大眼筛、中眼筛、谷糠筛、薏苡筛、灰筛、铁丝筛、竹箩盖

等；

——盛放工具：三角药架等。

6.2.3 建昌帮可展示的特色饮片种类参照附录 B。

6.2.4 药用植物可展示建昌帮常用的道地药材，做成浸制标本供展示。

6.3 展示要求

6.3.1 历史文化展示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古籍和古代医疗器械应采用透明玻璃柜进行展示，应配有内容摘要或物品简介；

——挂式人物图像、发展时间轴图、传承人图谱宜贴壁摆放；

——建昌帮炮制方法、口诀或相关养生理念，可搭配产品选择合适的展示方式。

6.3.2 炮制工具类展示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应设置开放式展区，工具宜按照工艺流程的一般顺序进行器具摆放；

——展示数量应满足游客需求，相邻工具之间应间隔 1m 以上；

——代表性器具应摆放在展示区的中心位置；水火相关器具应在同一区域，配套即时通风和排烟

系统；常用的洗润、蒸煮工具应在近水池、灶台摆放。

6.3.3 饮片标本的展示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应采用立体式、贴壁式摆放；

——应将建昌帮代表性饮片、造型精美的饮片摆放在醒目位置；

——“四附、五炆”等同种药材不同制法应相近摆放，便于重点介绍和对比；

——应将体积较大、易观察、易受潮发霉的饮片摆放在上层；

——应将不易受潮发霉的饮片摆放在下层，最下层离地面距离＞30cm；

——应根据单个饮片的特性、片形、标本造型，设计独立包装。

7 服务要求

7.1 对外开放

应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并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年开放天数要求如下：

——场馆类、遗址遗迹类：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240d；在全国性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期间

能对公众开放；露天场所可根据天气因素适当减少开放时间；

——教育科研机构内的标本馆、陈列馆、报告厅、种植园、实习实训基地等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110d；

对外开放的实验室、工艺中心、技术中心等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40d；

——医疗机构内的标本馆、陈列馆、报告厅等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200d；

——企业的室内展厅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200d。

7.2 预约参观

7.2.1 应按照 LB/T 034 核定文化基地的最大承载量，配置相应数量的接待场所、设施设备和服务人员。

7.2.2 宜按照 LB/T 021 设计参观预约网络平台或移动端 APP，配套专门的网络平台(如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提供现场、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的预约参观、信息咨询服务。

7.3 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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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应结合社会热点、公众需求和建昌帮特色，每年开展 2 次以上有新意、特色明显、讲究实效、

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参加全国性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和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

动。

7.3.2 应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每年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工作信息 1 次以上。

7.3.3 鼓励与所在地联合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等社会化宣传教育活动。

7.3.4 鼓励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养生、问诊、药材配伍、饮片炮制等相关内容的学术沙龙、知识

讲座和培训活动。

7.4 现场服务

7.4.1 现场工作人员应熟悉建昌帮中医药文化知识，具备现场讲解、设备演示、临场应变等基本能力。

7.4.2 工作人员应按照 GB/T 15971、LB/T 014 的要求开展现场引导、讲解等服务。

7.4.3 涉及中医药文化知识以及中医历史人物及事件内容，应表述规范、准确。

7.5 持续改进

7.5.1 应根据 GB/T 36733 对文化基地的服务质量进行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接受各方监督。

7.5.2 宜定期对窗口或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提升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7.5.3 鼓励定期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线上、线下或现场采访），关注游客的现场反应和侧面反馈，

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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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参观路线示例

图 A.1 建昌帮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参观路线示例图



DB36/T 1449—2021

7

B
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建昌帮展示用饮片目录

表 B.1 建昌帮展示用饮片目录

炮制方法 饮片种类及名称

炆法 炆制巴戟天、炆制黄精黑如漆、炆制熟地甜如饴、黑豆炆制何首乌、甘草炆制远志

煨法 糠火煨诃子、煨制葛根丁、糠火煨制肉豆蔻、糠火煨附片

炒法

净炒法
炒苍耳子、炒制大黄炭、炮姜、姜炭、清炒莱菔子、炒槐花（槐花炭）、清炒白芥子、炒制焦麦芽、炒制侧

柏炭、炒山楂（山楂炭）、炒栀子（栀子炭）、清炒麦芽、炒酸枣仁、炒栀子（焦栀子）、炒王不留

加辅料炒法

灶心土炒白术片、灶心土炒苍术、麸炒六神曲、米炒斑蝥虫、糠炒泽泻铜钱片、糠炒白芍圆薄片、麸

炒枳实腰子片、糠炒枳壳人字片、糠炒山药铜钱片、蛤粉炒制阿胶珠、文火米炒川蜈蚣、砂爆炒制阳

附片、蜜糠炒白术片、蜜糠炒白芍

炙法

酒 炙

酒炒柴胡片、熟大黄马蹄片、酒制大血藤、酒制当归片、酒制当归头、酒制当归身、酒制当归尾、酒

制露蜂房、酒制丹参片、酒制黄狗肾、黄酒制黄连、酒制川芎蝴蝶片、酒制鹿鞭、酒制鹿筋、酒制鹿

角片、酒制木瓜光皮片、酒制木瓜皱皮片、酒制蕲蛇瓦块片、酒制三七蝴蝶片、酒制桑枝片、酒制蛇

蜕、酒润蒸制锁阳片、酒制鸡血藤、酒润精制乌梢蛇、酒制细切仙茅片

醋 炙
醋艾炭、醋润精制阿魏、醋制莪术片、醋制藕节炭、醋制蒲黄炭、醋制商陆片、醋制三棱圆薄片、

醋制石榴皮

盐 炙 盐炒补骨脂、盐炒车前子、盐炒小茴香

姜 炙
姜汁制黄连、姜汁制僵蚕、姜汁制竹茹、姜制星朴片、姜制草果仁、姜矾精制川乌片、姜汁制厚朴、

姜制天麻透字片

蜜 炙 蜜炙黄芪顶头片、蜜炙甘草顶头片、蜜炙马兜铃、蜜炙款冬花、蜜炙金樱子、蜜炙紫菀片

油 炙 羊脂油炙淫羊藿

其 他 猪血制丹参、鳖血制柴胡、童便制马钱子

煅 法
锅煅白枯矾、焖煅蚕茧、明煅阳起石、焖煅灯芯炭、糠火煅牡蛎、糠火煅制石决明、糠火

煅制瓦楞子、锅煅白枯矾、暗煅血余炭

蒸 法 姜矾蒸制阴附片、盐巴戟天

净 制 净制海螵蛸、净制蝉虫蜕、净制荆芥穗、净选精制五倍子、净制皂角刺片

切 制

白芷圆薄片、细切牡丹皮片、生大黄马蹄片、细切肉桂丝、细切陈皮一条线、精制肉桂指甲片、生甘

草柳叶片、高良姜片、精制藜芦片、嫩切桂枝尖、石菖蒲片、水牛角镑片、精制白及片、精制贺茯苓

片、刨切檀香极薄片、精制天冬顶头片、生黄芪竹叶片、精制灵芝片、天花粉圆薄片、精制生地圆薄

片、白芍柳叶片、防风飞上天、光条山药斜片、个切槟榔 108 片、猪苓云头片、浙贝腰子片、桔梗

不见边

水飞 飞朱砂

霜 法 精制鹿角霜

淬法 砂烫醋淬刺猬皮、砂烫醋淬酥龟板、砂烫醋淬酥鳖甲

复制法

蜜酒炙党参、朱砂拌茯神、砂烫薏苡爆苡花、砂烫制蟾蜍、滑石烫水蛭、离锅砂烫鸡内金砂烫金毛狗脊；乳

制珍珠白如银、吴茱萸制黄连、猪胆制黄连、瓦缸烤制淡附片、姜蒸矾、制泡南星、四制香附米、姜矾精制

西附片、七制法半夏、童便醋制香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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