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药品生产工艺核对》谈
新技术在中药生产中的应用

迟玉明



药品监管

原料 生产 产品

原料（药材、饮片）

产品的生产过程



新产品研发

把产品研发出来

把产品生产出来— 生产成本— 生产工艺

把产品销售出去



药品生产工艺

必须经过药品监管部门的批准

能够持续稳定地生产出合格药品

是保障药品质量和安全有效的前提



什么是药品批准生产工艺

药品批准生产工艺：包括审批药品生产

申请时批准的生产工艺及审批相关补充申

请时批准的生产工艺

再注册工艺不被认可

补充申请是药品生产工艺变更的唯一合

法途径。



为什么国家要开展药品
生产工艺核对

我国现有药品批准文号18万余个，文号过多。

相当一部分没有生产或几乎不生产。

相当一部分实际生产工艺与批准生产工艺不一致，特别

是首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2年12月1日实施）之

前批准的药品。

生产工艺不一致必然会造成药品质量不稳定，安全性和

有效性没有保障。

毕井泉局长：要加快推进工艺核对。药品生产企业必须

按照国家批准的工艺进行生产。



生产工艺核对相关法规

2016年8月11日年《关于开展药品生产工艺核

对工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2016年12月23日《关于对已上市药品生产工艺

信息登记模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17年3月6日《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出现药品生产工艺不一致原因

批准工艺无法正常生产

工艺变更没有及时申报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新设备引进造成？

药品质量标准提高？



银杏叶事件
2015年轰动一时的“银杏叶事件”中，起

因是在一次国家食药总局的飞行检查中，发现

有银杏叶提取物生产企业私自改变提取工艺，

将提取溶剂从稀乙醇换为稀盐酸，为银杏叶制

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埋下隐患，此后牵连出一

大批上市企业。据报道，不法企业改变这项生

产工艺，每吨银杏叶提取物能节省4000元成本，

还缩短了工艺流程时间。



中药常见剂型及主要生产
环节

原粉制剂：丸剂、散剂

丸剂：粉碎一灭菌一制丸一包装

提取制剂：颗粒、片剂、胶囊、液体

颗粒剂：提取一浓缩一干燥一制粒一包装



新技术利用的主要目的

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绿色环保



影响新技术在中药生产中应用的最大因素

是法规（促进or限制）。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基础上的，从原料到生产

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变更都有可能引起药品安全

性和有效性的变化，如果要想药监部门同意你

的变更，你就要有充分的研究证明你的变更或

新技术的使用不会引起药品质量、安全性和有

效性的变化。



板蓝根颗粒：
【处方】板蓝根1400g

【制法】取板蓝根，加水煎煮二次，第一次2小时，第

二次 1小时，煎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 1.20

（50oC），加乙醇使含醇量达60%，静置使沉淀，取上

清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适量，加入适量的蔗糖粉和糊

精，制成颗粒，干燥，制成1000g，即得。

新技术在提取制剂中的应用



提取过程及其主要工艺参数

提取 浓缩 干燥
方式 减压浓缩 真空干燥

溶媒 (单效或多效) (带式干燥)

用量 (MVR浓缩) 喷雾干燥

次数 微波干燥

时间

温度



提取环节新技术的应用

提取方式：常规、动态、超声、微波、逆流等

提取参数：溶媒，用量、时间、次数、温度等

从法规来看提取环节引入新技术比较难

提取方式的变更和提取参数的变更都有可能引起物

质基础的变化，通常都按三类变更要求。

提取新技术的应用最好不改变提取方式和工艺参数



提取环节引进新技术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的

操作性、自动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如上料

的便利化、温度及时间等控制的自动化、受热

的均匀化、出液的顺畅化、出渣的便利化等。

新产品研发可以积极采用新的、成熟的提取

技术，如动态提取、超声提取。包括配方颗粒、

经典名方开发。



浓缩 干燥提取

约占整个能耗的60%

浓缩是提取加工过程的最主要耗能环节

从法规角度来看，浓缩环节最容易引进新技术

浓缩环节新技术的应用



最常用浓缩方式与技术

浓缩方式：减压浓缩

浓缩技术：

单效浓缩--浓缩1吨水需要1吨蒸汽

双效浓缩--节能但滞留时间延长



MVR-新型节能浓缩技术

MVR(机械蒸汽再压缩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将蒸发

器产生的原本需要用冷却水冷却的二次蒸汽，

经压缩机压缩后提高其压力和饱和温度，再送

入蒸发加热器作为热源来加热料液。由于二次

蒸汽的潜热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达到了节能

目的。



MVR应用于中药浓缩的优势

节能：相当于30效浓缩器，节能效果达

到80%以上。节约大量冷却水。

提高产品质量：受热温度低，受热温查小，

可以减少泡沫发生和跑料，减少结垢，适

用于含热敏成分中药的浓缩。

环保：基本上只用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蒸发量30吨/日的MVR

浓缩节能效果

节能 & 环保

节 能

环保-CO2减排



干燥环节新技术的应用

干燥方式：真空干燥（箱式、带式）、喷雾干燥、

微波干燥。

箱式真空干燥可变更为带式真空干燥、脉冲真空干

燥。

真空干燥与喷雾干燥互换有一定难度。

变更为微波干燥属三类变更，不建议变更

干燥环节引进新技术的难度介于提取和浓缩之间



六味地黄丸：

【处方】熟地黄160g 酒萸肉80g 牡丹皮60g、

山药80g 茯苓60g 泽泻60g

【制法】以上六味，粉碎成细粉，过筛、混匀，

（灭菌），每100g粉末加炼蜜35-50g与适量的水，

制丸，干燥，制成水蜜丸；或加炼蜜80-100g制成

小蜜丸或大蜜丸，即得。

新技术在原粉制剂中的应用



粉碎环节新技术的应用

中药粉碎应在按GMP要求管理的车间

进行，这是法规促进新技术应用的典型

案例，如长风金鼎的无尘粉碎技术与设

备的应用。



灭菌现状：

目前中药原粉的灭菌方式主要为钴60辐照灭菌。这是国

内中药原粉制剂生产企业面临的最大政策风险和技术风险。

虽然长期以来，对中药原粉的灭菌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能替代钴60辐照的灭菌方法。

近几年市场上出现的臭氧灭菌法、饱和蒸汽灭菌、微波

灭菌等，都由于存在各种不足和缺陷，无法满足生产需求。

中药原粉灭菌新技术的应用



法规要求：

1997年，卫生部《钴60辐射灭菌标准》（卫药发

[1997]第38号，内部试行）

2015年11月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布了

《中药辐照灭菌技术指导原则》（第86号）

未被国家明确批准为辐照灭菌的品种均应按指导原则

进行变更研究



国外现状：

日本至今未批准钴60辐照在食品类物品中的应用

欧盟只允许用于香料、调味料和药草的灭菌

美国药典对辐照剂量有严格限制：高剂量为2.5kGy，

中剂量为1kGy，低剂量为0.2～0.4kGy

韩国仅限于少量的香辛料和脱水蔬菜

出口产品被退回现象时有发生



中药前处理简单，含菌量高，为了达到灭菌

目的，需要加大辐照剂量，辐照剂量高达几十

个kGy。不合格者再次辐照。

明确不允许辐照品种（含龙胆、秦艽品种）

仍然采用辐照灭菌。

辐照灭菌存在的问题：超剂量、重复辐照



瞬间高温灭菌技术的开发



瞬间高温灭菌技术的优势

灭菌效果好

受热时间短

对物料影响小

操作简单、可连续自动运行

CIP清洗、维护保养简单



2017年3月6日《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不含热敏性、挥发性成分药材或原粉增加瞬间

高温灭菌处理步骤按一类变更

原药材或原粉增加钴60辐照灭菌或微波灭菌按

三类变更



药渣处理现状：

目前中药渣主要是采用填埋、堆放方式处理，

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和给不法分子制造销售假

药造成可乘之机。

目前中药渣无害化处理主要是资源化处理，

即肥料化，如广东一力、日本津村。

中药渣既是工业废弃物，又是可有效利用的

生物资源。

中药渣处理新技术的应用



中药渣热解气化技术

热解气化是指生物质在缺氧状态、 700℃-

850℃的温度下发生热解，产生可燃气体，主要成

分为氢气、甲烷、一氧化碳等，可作为清洁能源

使用。气化技术成熟，目前主要用于农业和林业

废弃物处理。

中药渣热解气化工艺：

药渣→粉碎→机械脱水→蒸汽烘干→热解气化

→制取蒸汽（60分钟内）



中药渣热解气化技术优势

药渣得到即时就近处理

蒸汽可用于企业生产

同时解决其他可燃性物固废处理问题

与渣资源化相比，占地面积小



其他新技术的应用

工业4.0：中药企业如何做？

近红外在线检测技术：研究多、应用少

配方颗粒与经典名方：就是原来自己抓药自己煎药，

现在是要通过工业化生产，生产出与你自己煎出来的

汤药一致或相近的颗粒剂。可以采用任何先进技术，

只要能做到与标准汤剂相近就可。



请各位领导指正

谢 谢！



迟玉明，药学博士，主任药师，
1986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1989年在该校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
任教。1993年为日本熊本大学客座
研究员，1997年在该校获得药学博
士学位，1997年至2006年就职于日
本NOK株式会社，任研究员、主任研
究院，主要从天然产物开发新药的
研究工作。2006年回国，曾任北京
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研究所所长，现为北京同仁
堂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中药
复方新药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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