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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控制与标准研究，体现中药配方

颗粒质量控制的特点以及加强标准化工作，实现中药配方颗粒整

体质量控制和有效监管，根据《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办法》制定本

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中药配方颗粒需要建立的标准主要包括作为初始原料的中

药材标准、作为提取用原料的饮片标准、作为制剂用原料的中间

体标准和作为终产品的成品标准。 

（一）具备汤剂的基本属性 

中药配方颗粒的制备，除成型工艺外，其余应与传统汤剂基

本一致，即以水为溶媒提取，以物理方法固液分离、浓缩、干燥、

颗粒成型等工艺生产。中药配方颗粒药效物质应与中药饮片水煎

汤剂保持基本一致。 

（二）符合颗粒剂通则有关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中药配方颗粒应符合《中国药典》现行版制

剂通则颗粒剂项下的有关规定。根据各品种的性质，可使用颗粒

成型必要的辅料，辅料用量以最少化为原则。除另有规定外，辅

料与中间体（以干燥品计）之比一般不超过 1:1。 

（三）符合质量一致性原则 

应按照质量一致性原则，建立从原料、生产到使用的全产业

链质量控制体系，以标准汤剂为基准进行批与批之间质量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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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评价，并建立生产工艺标准规程和相应控制方法。 

作为原料的药材和饮片应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相关要求，为

保证批间质量基本一致及可追溯，应在工艺规程中建立投料方案，

规定原料混批调配投料方法。原料、中间体、成品三者药效物质

的指纹或特征图谱和含量测定的成分均应以标准汤剂为基准进

行合理评价，并应有确定的量值传递相关性和转移率范围。 

（四）符合品种适用性原则 

中药配方颗粒是对传统中药饮片的补充，对于不适宜制成中

药配方颗粒的品种，原则上不应制备成中药配方颗粒。 

二、研究用样品及对照物质的要求 

（一）研究用样品 

研究用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应覆盖品种上市拟采用药材的道

地产地或主产区，每个药材产地不少于 3 批，并对样品批次数量

从产地环境条件、质量水平等方面的代表性进行合理评价，至少

应收集 15 批以上药材样品，依法制成饮片和标准汤剂。其中至

少有 3 批应达到生产规模的量，以满足备案用样品的要求。样品

保存应符合各品种项下的贮藏要求 

（二）对照物质 

标准制定应使用国家法定部门认可的对照物质（包括对照品、

对照提取物和对照药材）。若使用的对照物质是自行研制的，应

按照相关要求报送相应的对照物质研究资料和对照物质实物样

品。 

三、原辅料要求 

（一）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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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饮片生产用中药材应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相关标

准的规定，且企业应结合中药材实际质量水平和资源可供应水平

以及工艺控制水平制定中药材企业内控标准及关键控制指标，并

提供三批检验报告书。 

2. 产地、资源与生产 

生产企业应当对所用原料药材进行资源评估并实行完全追

溯。对栽培、养殖或野生采集的药用动植物，应准确鉴定其物种，

不同种的中药材不可相互混用。提倡使用道地药材。 

凡是能人工种植/养殖的，其原料药材应来源于符合 GAP 要

求的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应固定产地，落实具体生产地点、

种植/养殖企业、合作社或农户，说明药材规范化栽培情况、栽

培面积、年产量、采收时间（包括采收期、采收年限）和方法、

产地加工、药材供需状况及预计产品生产所需药材量，还应说明

良种繁育、农药及化肥使用情况以及保证药材质量的措施和方法，

并提供相应资料；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中药材生产。 

目前尚不能规模化种植/养殖的，如使用市售野生药材，应

说明药材资源的贮量或年可持续生产量、供需状况、预计产品生

产所需药材量、是否源于濒危物种，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是否对

资源及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等，并提供保障药材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措施。此外，还应提供药材产地、生长环境、生长年限、采

收期、产地加工和保存方法及条件等方面的资料，明确包装、运

输、贮藏等情况。 

（二）中药饮片 

1. 供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用饮片应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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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饮片相关要求及炮制通则的规定，企业应结合中药材实际质量

水平和工艺控制水平制定企业内控标准及关键控制指标，并提供

三批检验报告书。 

2. 应明确饮片炮制方法及条件，明确关键生产设备、规模、

收率及包装、贮藏条件等，说明相应的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方法。 

（三）提取用溶媒 

中药配方颗粒提取用溶媒为制药用水，不得使用酸碱和有机

溶媒。 

（四）药用辅料 

供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用辅料应符合药用要求，并提供与批准

相关的证明性文件、来源、质量标准、检验报告书及选用依据。 

（五）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或容器应符合有关法规要求，并提

供与批准相关的证明性文件、来源、质量标准、检验报告书及选

用依据，必要时应进行相容性研究。 

四、标准汤剂要求 

标准汤剂系遵循中医药理论，按照临床汤剂煎煮方法规范化

煎煮，固液分离，经适当浓缩制得或经适宜方法干燥制得，作为

衡量中药配方颗粒是否与临床汤剂基本一致的标准参照物。标准

汤剂系由不少于 15 批原料分别制得，计算相关均值，并规定其

变异可接受的范围。中药配方颗粒的所有药学研究均须与标准汤

剂进行对比，以保证与标准汤剂质量一致性。制备标准汤剂的原

料应符合上述“研究用样品”的要求，经炮制加工制得。 

（一）制备标准汤剂用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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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研究和制备标准汤剂的原料包括中药材及其饮片，除应符

合上述“研究用样品”和“原辅料要求”外，其饮片规格应与《中

国药典》一致。 

（二）标准汤剂的制备 

标准汤剂的制备包括煎煮、固液分离、浓缩和干燥等步骤，

应固定方法、设备、工艺参数和操作规程。 

1. 煎煮 

在充分研究古今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中药药性、药用部位、

质地等因素，并参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机构中药

煎药室管理规范》国中医药发〔2009〕3 号文，给出以下前处理

方法、煎煮次数、加水量、煎煮时间等相关参数的参考值。煎煮

用设备不做统一规定，但实验报告和申报资料中必须注明。建议

每煎使用饮片量一般为 100-200 克，花、叶类等饮片可酌减。 

（1）前处理：待煎饮片除应符合临床汤剂的规格外，还应

视饮片质地按中药调剂“逢壳必捣，逢籽必破”等传统经验对饮

片进行必要的处理。 

（2）浸泡：待煎饮片应当先行浸泡，浸泡时间应根据饮片

的质地确定，一般不少于 30 分钟。 

（3）煎煮次数：每剂药一般煎煮两次。 

（4）加水量： 

由于中药饮片的质地和吸水率相差较大，应根据不同的饮片

确定加水量。加水量一般以浸过药面 2-5 厘米为宜，花、草类饮

片或煎煮时间较长的饮片应当酌量加水。 

第一煎：根及根茎类中药材一般加入饮片量 9 倍的水，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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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类中药材一般加入饮片量 8 倍的水，茎干枝皮类中药材一般

加入饮片量 10 倍的水，花叶全草类中药材一般加入饮片量 12 倍

的水。 

第二煎：根及根茎类中药材一般加入饮片量 7 倍的水，果实

种子类中药材一般加入饮片量 6 倍的水，茎干枝皮类中药材一般

加入饮片量 8 倍的水，花叶全草类中药材一般加入饮片量 10 倍

的水。 

（5）煎煮时间：煎煮时间应当根据药性及功能主治确定。

一般煮沸后再煎煮 30 分钟；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

久煎，煮沸后再煎煮 20 分钟为宜；滋补类药物先用武火煮沸后，

改用文火慢煎约 60 分钟。第二煎时间可适当缩短。 

中药材药性、功效、质地及吸水性差异较大，当上述参数无

法满足《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中溶剂用量“浸过药面

2-5cm”、煎煮时间等的要求时，应酌情加减，并提供数据。 

2. 固液分离 

（1）分离：应趁热进行固液分离，滤材目数应在 100 目以

上，要固定方法、设备、耗材和条件。 

（2）冷却：滤液应迅速冷却，以抑制成分的热分解。 

（3）混合：将两煎药液混合，备用。 

3. 浓缩和干燥 

上述煎煮混合液，一般经浓缩制成规定量的浸膏或经适宜的

干燥方法制成干燥品。 

（1）浓缩 

可采用减压浓缩方法进行低温浓缩，温度不超过 5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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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燥 

标准汤剂的干燥一般采用冷冻干燥方法制备为宜，可保证其

质量的稳定和易于溶解及免加辅料。 

（三）标准汤剂的应用 

标准汤剂作为衡量中药配方颗粒的标准参照物，用以下 3 个

参数来表征。 

1. 出膏率：计算浸膏得率及标准偏差。均值加减 3 倍 SD（或

均值的 70％－130％）为出膏率的允许范围。 

2. 有效（或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及转移率：制定有效（或

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测得各批次标准汤剂中有效（或指

标）成分的含量，计算转移率和标准偏差。转移率可接受的范围

为均值加减 3 倍 SD（或均值的 70％－130％），根据含量测定得

到的有效（或指标）成分的含量，确定含量限度及范围。 

3. 指纹或特征图谱：建议釆用 HPLC 或 GC 法，比较各批

次标准汤剂指纹图谱的相似度，确定终产品指纹图谱相似度的可

接受范围；或比较主要成分色谱峰的个数，规定其相对保留时间

及峰面积的比例。用相似度评价软件生成标准汤剂对照指纹或特

征图谱，并标注其样品浓度。（每毫升相当于多少克饮片）。 

所有药学研究，包括工艺参数确定、质控方法和指标选择、

限度制定，均应与标准汤剂进行对比研究。 

五、中间体（浸膏或干膏粉）要求 

中药配方颗粒制备过程设计中间体（浸膏或干膏粉）环节系

为保证终产品批与批之间的质量一致性，以克服因原料质量波动

和制备工艺差异造成的成品质量不均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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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备中药配方颗粒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中药材制成饮片后，

根据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工艺要求，应在工艺规程中建立投料方案。

可制定混批调配等处理方法，以解决原料质量波动问题；然后按

照规定的工艺，经提取、分离、浓缩后得到的提取物，再行调配

等处理，以解决制备工艺差异造成的质量波动问题。 

调配处理后的提取物即为中间体（浸膏或干膏粉）。采用经

调配处理后的中间体再行制粒成型是保证中药配方颗粒批间一

致性、保持质量稳定的关键工艺步骤。 

应制定中间体标准，并须与标准汤剂进行对比，中间体出膏

率、含量和上下限范围以及指纹或特征图谱等各项指标的合理性

评价应当以标准汤剂为标准参照物。为保证中药配方颗粒成品的

批间一致性，以标准汤剂的实验室数据的平均值，作为生产规模

中间体的各项指标理论值，通过生产放大后，确定生产的实际工

艺参数，制定中间体出膏率、含量上下限范围及指纹或特征图谱。 

六、生产工艺要求 

（一）生产工艺研究 

1. 工艺合理的评价指标 

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工艺研究应以标准汤剂为对照，以出膏率、

指纹图谱或特征图谱、主要成分含量的一致性为考察指标，对原

料、中间体及成品制备过程中的量值传递和物料平衡进行全面研

究，确定各项工艺参数。工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制成品

中药配方颗粒与标准汤剂的质量一致性。 

2.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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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标准汤剂制备工艺放大至生产规模。为了保证提取效率

及质量一致性，应对影响质量的主要工艺参数进行研究与评价。

明确提取用饮片切制（破碎）规格、提取方法、提取温度、加水

量、提取次数等主要参数。  

对于中医临床属于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含挥发油的中药

材，大生产时可先行提取挥发油，然后按相同品种标准汤剂中挥

发油含量成比例重新加入。 

3. 固液分离 

对所选用固液分离方法、设备参数进行考察，确定技术参数。 

4. 浓缩 

对所选用浓缩方法、温度、真空度等进行考察，明确对考察

指标的影响，确定技术参数。 

5. 干燥 

对所选用干燥方法、设备及其工艺参数进行考察，明确对考

察指标的影响，确定技术参数。若干燥过程中使用了辅料，应明

确辅料的种类、作用和用量。 

6. 成型 

应进行制剂处方和成型工艺研究，包括辅料的种类和用量、

制粒方法、干燥方法、设备及其技术参数、成品得率、包装材料

等，明确辅料的种类、用量和各项工艺参数以及包装材料。 

制剂处方可适当加入辅料进行调整，以保证建立统一固定的

颗粒与饮片折算关系，方便临床调剂。并考虑辅料使用量最少化，

除另有规定外，辅料与中间体（以干燥品计）之比一般不超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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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工艺的确立 

根据提取、固液分离、浓缩、干燥和成型工艺研究结果，建

立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工艺，明确各项工艺参数，制定放大生产方

案。 

（二）生产试验与过程控制 

根据放大生产方案，利用企业的生产设备进行三批以上中药

配方颗粒生产试验，根据生产规模试验或验证批次数据，结合研

发试验批次数据综合评价，确定各项生产工艺参数，明确生产过

程质控点及控制方法，建立生产工艺规程。 

（三）清洁工艺 

应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进行清洁。 

同品种连续批次投料生产，生产期间应进行必要的清洗以保

证工艺可稳定运行，使用完毕后应进行清洁至目视无残留。 

若更换品种生产，特别是生产含有毒性成分的中药配方颗粒

后，更换品种生产前应进行清洁至目视无残留，确保在后一品种

提取物中不得检出前一品种的成份，并对其适用性进行评价或优

化研究。 

七、标准制定的要求 

为了有效控制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各环节的质量，应分别建立

中药材、中药饮片、中间体（浸膏或干膏粉）和成品的标准，实

现全过程质量控制。标准研究应符合“《中国药典》中药质量标

准研究制定技术要求”中的有关规定。 

根据中药配方颗粒的特点，加强专属性鉴别和多成分、整体

质量控制。应建立与药效相关的活性成份或指标成份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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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并采用指纹图谱或特征图谱等方法进行整体质量评价，必要

时可建立生物活性评价方法。 

标准研究中，应进行原料、中间体、成品与“标准汤剂”的

比对研究，以说明生产全过程量值传递和各项指标设定的合理性。

中药材、中药饮片的标准应参照《国家药品标准工作手册》中相

关技术要求制定。对于来源复杂的原料药材，必要时采用 DNA

分子鉴别技术进行物种真伪鉴别。中间体标准参照中药配方颗粒

的标准制定。 

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标准内容主要包括：名称、来源、制法、

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指纹图谱或特征图谱、含量测定、

规格、贮藏等。应提供相应的质量标准与起草说明。标准正文应

按“《中国药典》中药质量标准正文各论编写细则”的要求编写；

标准起草说明应按“《中国药典》中药质量标准起草说明编写细

则”的要求编写。 

（一）名称 

包括中文名和汉语拼音。命名以饮片名加“配方颗粒”构成，

饮片名称按照药典命名。对于不同基原品种、或临床习用需区分

特定产地的品种，在 XXX 配方颗粒名称后加括号标注其植物的

中文名，如“黄芪配方颗粒（蒙古黄芪）”或“黄芪配方颗粒（膜

荚黄芪）”；党参配方颗粒（潞党参）。 

（二）来源 

本品为 XXX 制成的中药配方颗粒。来源如为多基原药材，

在 XXX 配方颗粒名称下应明确药材基原，不同基原的药材不可

相互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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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法 

根据“生产工艺要求”项下记载的制备工艺进行简要描述，

包括投料量、制备过程、主要参数、出膏率范围、辅料及其用量

范围、制成量等。 

（四）性状 

包括颜色、形态、气味等特征。 

（五）鉴别 

根据中药配方颗粒各品种及其原料的性质可采用理化鉴别、

色谱鉴别等方法，建立的方法应符合重现性、专属性和耐用性的

验证要求。 

理化鉴别应根据所含成分的化学性质选择适宜的专属性方

法。对于不易达到专属性要求的一般理化鉴别、荧光鉴别及光谱

鉴别，一般不宜采用。色谱鉴别，包括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

谱法、气相色谱法，具有直观、承载信息大、专属性强、快速、

经济、操作简便等优点，可作为中药配方颗粒鉴别的主要方法。 

（六）检查 

中药配方颗粒应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制剂通则颗粒剂项

下的有关规定，另应根据原料中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生产

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污染、剂型要求、贮藏条件等建立检查项目。

检查项目应能真实反映中药配方颗粒质量，并保证安全与有效。

所有中药配方颗粒都应进行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查研究。以栽培中

药材为原料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农药残留检查可根据可能使用

农药的种类进行研究；以易于霉变的中药材如种子类、果实类中

药材等为原料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应进行真菌毒素的检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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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结果制订合理限度，列入标准正文。 

（七）浸出物 

应根据该品种所含主要成分类别，选择适宜的溶剂进行测定，

根据测定结果制定合理限度。由于中药配方颗粒均以水为溶剂进

行提取，同时其辅料多为水溶性辅料，因此，浸出物检查所用的

溶剂一般选择乙醇等为宜。 

（八）特征图谱/指纹图谱 

由于中药配方颗粒已经不具备饮片性状鉴别的特征，应建立

以对照药材为随行对照的特征图谱或指纹图谱。特征图谱可采用

色谱峰保留时间、峰面积比值等进行结果评价。指纹图谱可采用

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对供试品图谱的整体信息（包括其

色谱峰的峰数、峰位、峰与峰之间的比例等）进行分析，得到相

似度值进行结果评价。主要成分在特征或指纹图谱中应尽可能得

到指认。 

应重点考察主要工艺过程中图谱的变化；在对中药材产地、

采收期、基原调查基础上建立作为初始原料的药材特征或指纹图

谱。中药材、中药饮片、中间体、中药配方颗粒特征或指纹图谱

应具相关性，并具有明确的量值传递规律。 

中药配方颗粒特征图谱/指纹图谱的测定一般采用色谱法，

如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根据中药配方颗粒品种多批次多检验量

大的特点，亦可考虑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 

（九）含量测定 

应选择与功能主治及活性相关的专属性成分作为含量测定

的指标，并尽可能建立多成分含量测定方法。应选择样品中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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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作为测定指标，避免选择水解、降解等产物或无专属性的指

标成分及微量成分作为指标，对于被测成分含量低于 0.01%者，

可增加有效组分的含量测定，如总黄酮、总生物碱、总皂苷等。 

中药配方颗粒含量测定应选择具有专属性的方法，否则应采

用其他方法进行补充，以达到整体的专属性。选用的分析方法必

须按照现行版《中国药典》“分析方法验证指导原则”的要求进

行验证。应根据实验数据制定限度范围，一般规定上下限，以干

燥品计算，应以百分含量表示。 

由于中药配方颗粒的品种多、批次多、检验数据量大，在选

择测定方法时，可优先考虑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方法。高效液相

色谱方法与超高效液相色谱方法转换应进行必要的方法学验证。

包括分离度、峰纯度和重现性。如果转换前后待测成分色谱峰顺

序及个数不一致、检测结果明显不一致，或涉及不合格情况，应

放弃方法转换。 

（十）规格 

以每克中药配方颗粒相当于 XXX 克饮片来表示，小数点后

保留一位有效数字。 

八、稳定性试验要求 

中药配方颗粒的稳定性试验应按照现行版《中国药典》四部

“原料药物与制剂稳定性试验指导原则”进行研究。长期稳定性

试验一般考察 12-18 个月，根据考察结果确定中药配方颗粒的有

效期（不列入标准）。申报国家药典委员会统一标准时可提供 6

个月的室温稳定性试验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