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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中国药典》2015版一部简介

《中国药典》2020版中药标准研究展望



《中国药典》2015版一部简介

《中国药典》简介及

一部结构

中药材与饮片、提取

物、中成药质量标准

内容

2015增补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CHP）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明确规定，

“药品必须符合国家

药品标准。国务院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和药品标准为

国家药品标准”。

《中国药典》由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颁布，是国家为保证

药品质量、保证人民用药安全

有效、质量可控而制定的药品

法典。《中国药典》对于保证

药品质量，维护和保障公众身

体健康及用药的合法权益，促

进我国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药典》一部（中药标准）简介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结构

前言
药典
委员
名单

药典

沿革
凡例 正文 索引

 凡例：为正确使用《中国药典》进行药品质量检定的基本原则，是对《中国药

典》正文、附录及与质量检定有关的共性问题的统一规定。

 正文：根据药物自身的理化与生物学特性，按照批准的处方来源、生产工艺、

贮藏运输条件等所制定的、用以检测药品质量是否达到用药要求并衡量其质量

是否稳定均一的技术规定。



《中国药典》一部正文的内容

药材和饮片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Prepared Slices of Chinese Crude Drugs

植物油脂和提取物 Oil, Fats and Extractives

中成药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Single Herb Preparations



中药材与饮片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

 2015版药典一部收载药材与饮片618个

 质量标准的内容：

药 材

• 名称

• 来源

• 性状

• 鉴别

• 检查

• 浸出物

• 含量测定

• 贮藏

饮 片

•名称

•来源

•炮制

•性状

•鉴别

•检查

•含量测定

•炮制

•性味与归经

•功能与主治

•用法与用量

•注意

•贮藏



植物油脂和提取物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

•名称
•来源
•制法
•性状
•鉴别
•检查
•特征图谱
•含量测定
•贮藏
•制剂

 2015版药典收载植物油脂和提取
物品种47个

 质量标准的内容



中成药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

•名称
•处方
•制法
•性状
•鉴别
•特征图谱
•检查
•浸出物
•指纹图谱
•含量
•功能与主治
•用法与用量
•注意
•规格
•贮藏

 2015版药典收载中成药2157个

 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



药典增补本情况

《中国药典》2015年版第一增补本

• 新增33个品种，包括新增药材1个，新增中成药32个

• 修订105个品种，包括修订药材28个，修订提取物2个，修
订中成药75个

《中国药典》2015年版第二增补本

• 新增8个品种，全部为中成药

• 修订18个品种，包括修订药材3个，修订提取物1个，修订
中成药14个



2020版《中国药典》中药标准研究展望

中药质量的多环节

控制

2020版药典一部

的编制大纲

2020版药典中药标准研

究情况

有效性与质量

可控性
安全性控制



种子、种苗 栽培、采收、加工

中药材

GAP

中药质量的多环节控制



饮片药材

GMP

中成药

中药质量的多环节控制



药品流通--GSP

使用环节

中药质量的多环节控制



共设置26各专业委员会，有340名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专业委员会设置
Committee of the 11th Chinese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民族医药专委会16人
中药材与饮片第一专委会16人
中药材与饮片第二专委会16人
中成药第一专委会15人
中成药第二专委会15人
天然药物专委会8人
中药风险评估专委会11人

中药97人 化药65人

医学54人

中医专委会31人
医学专委会23人

化学药品第一专委会13人
化学药品第二专委会13人
化学药品第三专委会13人
化学药品第四专委会11人
生化药品专委会11人
放射药品专委会4人

生物技术专委会13人
疫苗制品专委会17人
血液制品专委会7人

生物制品通则专委会5人

生物制品42人

综合类（通用性、药用辅料和药包材）82人

理化分析专委会18人、制剂专委会17人、微生物专委会9人、
名称与术语专委会9人、生物检定专委会8人、
药用辅料药包材专委会13人、标准物质专委会8人



以中医临床需求为导向构建中药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制定中药标准。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编制大纲

安全性方面

有效控制外源性污染物对
中药安全性造成的影响，
制定中药安全用药检验标
准及指导原则。

有效性方面

强化中药标准的专属性和
整体性不断创新和完善中

药分析检验方法。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药材与饮片

2018年中药材与饮片立项课题：

序号 课 题 名 称

1 中药材名称、来源和药用部位的修订与规范

2 补充和完善显微鉴别

3 补充和完善薄层鉴别并编写相应的图谱集

4 采用DNA分子鉴定等方法进行鉴别

5 逐步推广中药材成分整体控制方法

6 完善饮片标准

7 重点完善和规范饮片炮制方法

8 药材及饮片的性状修订

9 研究建立符合饮片特点的含量测定，逐步建立饮片成分整体控制方法

10 研究饮片炮制前后产生变化，建立专属性鉴别

11 倒挂中药材品种

12 中药材采收加工方法修订指导原则及药材性状的增修订



序号 课 题 名 称

13
在研究阐明“毒性”、“生熟异治”的药效、毒理成分基础上，建立中

药饮片有别与中药材的专属性鉴别、含量测定。

14 贵细类药材饮片专属性鉴别方法研究

15 薄层鉴别用对照药材提取物的研制和应用

16 栽培药材及相应饮片显微鉴别特征变化研究

17 薏苡仁等各论品种中真菌毒素检查项增订专项研究

18 中药中外源性有害物质残留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的研究

19 制定增收中药饮片指导原则

20 制定规范饮片名称指导原则

21 中药材产地与采收期确定指导原则编制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药材与饮片



• 栽培类中药类
• 贵细类药材与饮片
• 对照药材提取物

• 饮片炮制后变化
•生熟异治研究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药材与饮片

立项课题涵盖了：
名称、来源、

药用部位

性状描述

鉴别（薄层

鉴别、显微

鉴别、

DNA分子

鉴别）

检查（水分、

灰分、杂志、

浸出物）

含量测定

（专属性）

外源性有害

物质控制



起草指导原则 （共5个）

• 中药材新增品种与新增基原的指导原则

• 新增中药饮片指导原则

• 饮片标准制定技术要求

• 中药材采收和产地指导原则

• 中药材野生与栽培性状变化指导原则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药材与饮片

• 修订与规范中药材和饮片名称、来源等

• 填平补齐常规指标

• 完善和规范饮片质量标准

开展研究

 完善2020版药典中药材与饮
片质量标准



2002年～2005年，北京所承担国家科技部攻关课题《70种中药注射剂指纹

图谱研究及技术平台的建立》的子课题《舒血宁注射液指纹图谱研究及质

量标准提高》，制订了舒血宁注射液、银杏叶提取物、银杏叶指纹图谱质

量标准

2009年～2011年结合北京所承担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国产银杏叶提取物

的标准化研究》，2009年国家指定性抽验品种舒血宁注射液国抽工作，将

色谱条件进一步优化

制备标化了6个黄酮醇苷对照品，采用与指纹图谱相同的色谱条件实现了6

种黄酮醇苷的含量测定

标化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发放2批次银杏叶对照提取物

2013～2015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和信息化体系建

设平台》子课题，完成银杏叶单味6种口服制剂指纹图谱质量标准研究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提取物



时间（分钟） A(%) B(%)

0～8

8～17

17～25

25～34

34～40

40～70

15

15→17

17

17→20

20

20→35

85

85→83

83

83→80

80

80→65

时间（分钟） A（%） B（%）

0～2.3 16.6 83.4

2.3～4.6 16.6→19.7 83.4→80.3

4.6～7.3 19.7→24.0 80.3→76.0

7.3～9.0 24.0→27.0 76.0→73.0

9.0～12.0 27.0→30.0 73.0→70.0

12.0～14.0 30.0→40.0 70.0→60.0

14.0～14.01 40.0→80.0 60.0→20.0

14.01～15.0 80.0 20.0

HPLC UPLC

流动相 A:乙腈； B:0.4%磷酸

色谱柱
Inertsil R ODS-3 C18 

250mm×4.6mm

Acquity UPLC® HSS T3

2.1 mm×100 mm，1.8μm

检测波长 360nm

流速 1.0ml/min 0.4ml/min

柱温 45 35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提取物



供试品指纹图谱中应呈现17个与对照提取物指纹图谱相对应的色谱峰，其中6号峰与

参照物峰保留时间相对应；全峰匹配，按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计算供

试品指纹图谱与对照提取物指纹图谱的相似度，应不得低于0.90。

图S1  银杏叶对照提取物指纹图谱

6（S） 芦丁对照品

HPLC：参考色谱柱 Inertsil R ODS-3 C18 UPLC：参考色谱柱 Acquity UPLC® HSS T3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提取物



3.银杏叶提取物指纹图谱质量标准的建立，可以实现对银杏叶提取物中黄酮醇苷

类成分的有效控制，防止掺伪、违规生产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1.由于银杏叶提取物中24％的总黄酮醇苷含量为国际公认，因此任何剂型样品内

容物通过折算，都与银杏叶提取物有量的关系，提取物指纹图谱的确定，是制剂

质量控制的前提。

2.采用对照提取物作为随行对照，可以避免因实验室不同、色谱柱不同、色谱柱

老化等因素带来的偏差，从而减少检测的误差。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提取物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成药

2020版药典一部

品种的增加与退出:以中医临床需求为导向，安全有

效、质量可控、剂型合理，符合中医药产业特点。

完善退出机制.

质量标准：完善和规范标准体系，加强专属性鉴别，

加强中成药能表征其有效性检测技术的研究。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成药

芪参益气滴丸

原标准情况：独家品种，原标准不完善、鉴别项含有毒试剂

药典标准：

【处方】黄芪1800g 丹参900g

三七180g 降香油12g

降香油为降香加水回流提取的挥发
油，其标准后附于芪参益气滴丸标
准正文后。

处方中不含野生濒危动
植物、化石类、人类胎盘
类、动物粪便类中成药

黄芪、丹参、三七、降
香药材标准均收载在《中
国药典》

《中国药典》2015版第一增补本新增品种



【鉴别】薄层色谱法鉴别丹参、三七、降香三味药材

药味
对照品
对照药材

鉴别1 丹参 丹参素钠

鉴别2
三七
黄芪

三七皂苷R1

人参皂苷R1

黄芪甲苷

鉴别3 降香 降香对照药材

对原标准三项薄层鉴别修订：

鉴别1：考察了以丹酚酸B（参考
药典中丹参药材鉴别）为对照品
的薄层鉴别，但斑点不清晰，未
列入标准正文

鉴别2：增加了人参皂苷R1对照品

鉴别3：替换了展开剂中的有毒试
剂“甲苯”

芪参益气滴丸质量标准【鉴别】项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成药



【含量测定】

• HPLC-ELSD测定黄芪中黄芪甲苷的含量

• UPLC法测定丹参中丹参素的含量

修订了原标准中丹参素的检测方法，将

HPLC修订为UPLC，含量限度未作改变。

【检查】应符合丸剂项下的有关的各项规定

黄芪、丹参处方量占
总处方量的93.4%

更加高效。节约溶剂、
缩短检测时间

标准的修订体现了安全性、系统性、质量可控性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成药



通窍耳聋丸

原标准情况：生产企业6家，原执行标准为部颁标准、转正标准。标
准不完善，部版标准无【鉴别】及【含量测定】项；两个标准间存
在差异，不利于质量控制。

药典标准：

【处方】

北柴胡 龙胆 芦荟

熟大黄 黄芩 青黛

醋青皮 木香 天南星(矾炙)

陈皮 当归 栀子(姜炙)

• 共12味药材，药材标准均收载于
2015版药典

• 将原标准中“柴胡”明确为“北
柴胡”

• 规范了药味的炮制品名称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成药

《中国药典》2015版第一增补本新增品种



【鉴别】显微鉴别法、薄层色谱鉴别法定性鉴别处方中9个药味。

显微鉴别

3味

薄层鉴别

2味
4味

【检查】

应符合丸剂项下的有关的各项规定

土大黄苷：不应检出 土大黄苷为大黄伪品土大黄的特征性成分

• 新增7味药材显微鉴别
（处方中各药味均为生粉入
药，显微特征容易检出）

• 新增6味药材的薄层鉴别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成药



【检查】考察了重金属、砷盐的残留，但其含量分别小于百万
分之十、百万分之一，故标准未列入正文。

【含量测定】 HPLC定量测定龙胆中龙胆苦苷
、黄芩中黄芩苷

新增龙胆的含量测定方法，并制定含量限度
（共收集5家生产企业的样品80余批）

立项意见单：
“龙胆为方中君
臣药，可对其含
量测定进行研
究，……。”

标准制定：样品要有代表性，多家企业生产品种收集样品不得
少于10批，独家品种样品不得少于5批

有效性与质量可控性——中成药



安全性控制——农药残留、重金属限量研究

2015版药典——17个中药材与饮片品种规定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

植物药9个、海洋生物及动物类中药8个，检测五种重金属元素。

品 种 variety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标准/mg.kg-1

铅Pb 镉Cd
砷
As

汞Hg 铜 Cu

黄芪、金银花、西洋参、白芍、甘草、丹参、山楂、枸杞
子、阿胶、牡蛎、蛤壳、珍珠

Astragali Radix、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Panacis Quinquefolii Rsdix、
Paeoniae Radix alba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Salviae

Miltiorrhizae Et Rhizoma、Crataegi Frucitus、Lycii Fructus、Asini corii
colla、Ostreae Concha、Meretricis Concha、 Cyclinae Concha、

Margarita

5 0.3 2 0.2 20

水蛭 Hirudo 10 1 5 1 /

昆布、海藻 Laminariae thallus、Eckloniae Thallus、Saregassum 5 4 / 0.1 20

海螵蛸 Sepiae Endoconcha 8 5 10 0.2 20

蜂胶 Propolis 8 / / / /



2015版药典——4个中药材与饮片品种规定了农药残留（有机氯农药残留

）限量：检测16 种有机氯农药。

品种
variety

有机氯农药限量标准/mg.kg 1

总六六六
BHC

（α-BHC 、
β-BHC 、γ-

B H C、 σ-

BHC )

总滴 滴涕
DDT

（ pp’-DDE 、
pp’-DDD 、
op’-DDT、
pp’-DDT ）

五氯硝基苯
Quintozene

六氯苯
Hexachlorob

enzene

七氯
Heptachlor

（七氯 、
环氧七氯）

艾 氏剂
Aldrin

氯丹
Chlordane

（顺 式氯丹、
反式氯丹、
氧化 氯丹）

人参
西洋参

0.2 0.2 0.1 0.1 0.05 0.05 0.1

黄芪
甘草

0.2 0.2 0.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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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编制大纲要求
建立和完善安全性检测方法，全

面制定中药材与饮片中重金属及
有害元素、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
，并收入相应通则项下。

根据大纲要求，在2015版药典的基
础上，开展了中药材和饮片中重金属
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专
项课题研究。

安全性控制——农药残留、重金属限量研究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标准研究

课题由8家药品检验机构及研究院承担、2016年6月～2019年5月开展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

 160种药材与饮片：花叶全草类40种、根及根茎类80种、动物类中药材40

 5种重金属元素：铅 Pb、镉 Cd、砷 As、汞 Hg 、铜 Cu

 目前已完成6734批数据



 10种药食同源中药材及饮片
 33种禁用农药品种
 目前已完成2900余批次数据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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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风险评估可解答以下问题：

 哪些农药可能产生高风险？风险概
率有多大？

 标准是否对高风险指标进行控制？

 如有标准检查项，指标是否合理？

 对中药材农药监管建议

安全性控制——农药残留、重金属限量研究

• 4种农药（六氯苯、甲拌磷、总六
六六、五氯硝基苯）；五氯硝基
苯最大风险。

• 现行版药典人参项下检测了三个
指标，高风险得到有效的监控。

• 指标合理，部分MRL值建议修订

• 关注禁限用农药

以人参为例：

中药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



中药中禁用农药多残留检测法

禁用农药多残留检测技术的特点：
1、检测指标多、技术复杂
2、灵敏度要求高
3、中药药用部位复杂
4、方法要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成本可控

检测目标：农业部等公告的禁用农药33
类（包含53个化合物单体）

检测方法：共有样品的预处理、样品提
取、供试液净化、分析测定四个步骤。
每步拟列出4-6种测定方法，确保了方法
的适用性。

方法（method）

提
取

E1 高速匀浆 High-speed Homogenate

E2 超声提取 Ultrasound extraction

E3 振摇提取 Shaking Extraction

E4 加速溶剂萃取 (ASE)

净
化

C1 无需净化，直接进样分析

C2 C18 或 HLB 柱固相萃取

C3 氨基柱固相萃取

C4 石墨碳柱固相萃取

C5 固相分散萃取（改良 QuEChERS )

C6 凝胶渗透色谱（ GPC )

检
测

D1 气质联用GC-MS/MS ， GC-MS

D2 液质联用LC-MS/MS

D3 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GC-ECD

D4 气相色谱-火焰光度检测器法GC-FD

D5 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HPL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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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药典拟修订

<2341>农药残留测定法

——拟增加《中药中禁用化学农药多残留检测法》

<0212>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

——拟建立统一的植物类中药材重金属限量要求；建立栽培类中药

中禁用农药的限量要求;

<9302>中药有害残留物限量指定制法原则

——拟增加《中药中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风险评估基本程序》、《中

药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基本程序》

——拟修订重金属最大限量理论值相关内容

安全性控制——农药残留、重金属限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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