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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药医院制剂质量控制和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及产业化

提名单位（专家）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简介

中医药为很多常见病多发病甚至难治性疾病的常用、补充和替代医学疗法之一。在新冠肺炎救治中，中医药起

到了积极作用，而中药新药多由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方和医院制剂转化而来。然而中药医院制剂的质量控制

沿用化药的单一指标评价方式，无法体现中医药“辨证论治、对立统一”理论和复杂多变的药效物质基础。本项

目基于名老中医方的传承，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周春华团队、心内科刘坤申教授等名老中医、河北医科大学

药物分析教研室等多领域专家深度合作、产学研用、共同努力完成。通过建立基于药效物质基础的中药复方制剂

多指标、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构建了导向明确、路线清晰、方案合理的中药复方研究框架，解决了基于药效

综合评价中药医院制剂质量的难题，提升了中药医院制剂的研发水平，加快了名老中医方向医院制剂及医院制剂

向中药新药转化的进度，促进了医院制剂的现代化产业发展。

1.基于现代色谱技术的多成分、多靶标中药制剂质量控制和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与应用

中药质量控制指标与传统功效关联性不强，因此建立基于药效物质基础的全过程质量评价是复方制剂发展不可

避免的问题。本项目采用液相色谱技术对我院柴胡安心胶囊等医院制剂和名老中医方建立了多成分、多靶标的质

量评价体系，进行了基于中医理论的活性成分的初步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为医院制剂的一体化质量评价提供了可

借鉴模式，目前该模式已得到部分医疗机构的认可和采纳。

2.基于液质联用技术的医院制剂药效活性提取物的代谢组学及肠道微生物学研究

代谢组学的研究理念与中药药效物质发挥作用的特点相互契合。肝微粒体代谢模型被广泛应用于体外药物代

谢的研究中。中药的各种成分进入肠道后与肠道菌群发生作用而产生多种代谢产物。本项目通过构建肝微粒模型

和肠道菌群模型，采用液质联用技术对参苓护肝胶囊、枝莲清肝胶囊和茵陈健肝胶囊的活性提取物在大鼠体内外

的代谢产物定性定量分析，构建了导向明确、路线清晰、方案合理的医院制剂的药效活性提取物研究框架体系，

为医院制剂转化成中药新药提供了数据参考。

3.基于混合纳米胶束制备技术的新型医院制剂开发



中药传统剂型普遍存在体内药物浓度低、吸收困难、药效作用不清晰等不足。本研究将金卷升板胶囊中活性单

体成分制备成混合纳米胶束后，发现较单体溶解性增强，稳定性增加，体内吸收增加，这一流程优化研究为省内

制药企业对名老中医方转化为院内制剂的联合开发奠定了基础，也为中药制剂研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体系进

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本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53 篇，SCI 收录 17 篇（4 篇 IF＞5.0），IF 总计 67.084，获批课题 6 项，获省中医药

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产生经济效益 1100 余万元，惠及患者 20 余万人次；自 2015 年起，部分

医院制剂质控技术在省内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同时与制药企业签订名老中医方转化为医院制剂及医院制剂转化为

中药新药的联合开发协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

广贡献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负责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技术内容分析、技术路线确定和成果推

广。项目采用液相色谱技术对我院中药医院制剂及名老中医方建立了多成分、多靶标、全方位的质量评价体系，

进行了基于中医理论的活性成分的初步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为省内外医疗机构在医院制剂的一体化质量评价提供

了可以借鉴的模式，目前该模式已经得到部分省内外医疗机构的认可和采纳，配合合作单位构建了导向明确、路

线清晰、方案合理的中药复方研究框架，为中药医院制剂及名老中医方的代谢组学和肠道菌群研究提供了技术参

考。进而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我院与省内知名制药企业签订了名中医方转医院制剂、医院制剂转中药新药的联合

开发协议。

2.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作为项目合作单位，负责制剂新剂型技术方案制定、技术内容分析、技术路线确定和

院内制剂成果应用。通过研究名老中医方中活性单体成分进而制备成混合纳米胶束后，研究其在大鼠体内、体外

（肝微粒体、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的成分或组成改变，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和省内知名制药企业对新型医院制

剂的联合开发提供了基础，也为中药制剂研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体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3.河北医科大学：作为项目的合作单位，河北医科大学从立项开始就始终给与全面支持，保证研究完成的质量。

对第一完成单位的院内制剂如参苓护肝胶囊、枝莲清肝胶囊、茵陈健肝胶囊等制剂的药效活性提取物开展了一系

列代谢组学及肠道微生物学研究，同时开展了以名老中医方为基础的新型院内制剂开发的方法学验证，在院内制

剂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应用情况及效益情况

本项目基于名老中医方的传承，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周春华团队、心内科刘坤申教授等名老中医、河北

医科大学药物分析教研室等多领域专家深度合作、产学研用、共同努力完成。通过建立基于药效物质基础的中药

复方制剂整体式、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构建了导向明确、路线清晰、方案合理的中药复方研究框架，解决了



基于药效综合评价中药医院制剂质量的难题，提升了中药医院制剂的研发水平，加快了名老中医方向医院制剂及

医院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的进度，促进了医院制剂的现代化产业发展。应用情况分述如下：

1.医疗机构的推广应用：我院中药医院制剂及名老中医方的质量评价及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方法简

单，操作方便，重现性好，已经被河北省中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等医疗机构广泛认可和采纳，应用于该

医疗机构院内制剂的质量标准提升和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多年，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2.医院内部和企业的推广应用：基于我院柴胡安心胶囊、丹金疏肝胶囊、川芎定痛胶囊等制剂的药效基础研究明

确、临床疗效确切，我院各临床科室积极应用院内制剂治疗相关疾病，省内知名制药企业如河北龙海药业有限公

司、河北东圣科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已与我院签订了名中医方转医院制剂、医院制剂转中药新药的联合开发协

议，获得了潜在的经济效益。

3.同行间的推广应用：项目组成员应邀参加参加全国中医药大会、中国中医药发展会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高峰论坛、中医药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大会、河北省中医药大会等会议交流多次，广泛推广

相关成果。

4.其他情况：

（1）本项目成果发表文章 53 篇，其中 SCI 收录 17 篇，总影响因子 67.084；

（2）参加国家级及省级学术交流会 4-5 次/年；举办/协办省级继续教育 10 余次，全面覆盖我省各级市、县，参

会人员超过 300 人/次；

（3）累计培养基层进修学员 500 余人次，联合培养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20 余人；

（4）我院制剂已上市 10 年，累计惠及患者 20 余万人，创造制剂产值 1000 余万元。

（5）在国家大力发展医联体的大背景下，我院制剂已拟调拨至医院紧密型医联体内部使用，给患者带来更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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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桐

其他 是

4 论文

Identification of

Metabolites of Eupatorin in

Vivo andin Vitro Based on

UHPLC-Q-TOF-M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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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ISSN:2046

-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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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周春华；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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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是



9 论文

柴胡安心胶囊对利血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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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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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是

10 论文

Box-Behnken 响应面法结合

多指标综合评分法优选柴

胡安心胶囊的水提工艺

中国
ISSN: 10

01-0408

2019 年 30 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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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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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表（排名、姓名、技术职称、工作单位、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曾获科学技术奖励情况）

排名 姓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曾获科学技术奖情况

1 周春华 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作为本项目负责人，拟定了项目的设计思路，与科研组

中的主要成员对项目总计划进行了协商，一同对设计方

案进行了缜密的分析，以确保万无一失。在整个项目实

施过程中，密切关注各实验步骤是否按原计划完成，负

责项目中名老中医方和医院制剂的在医疗机构的质量标

准推广应用及省内制药企业联合开发为院内制剂和中药

新药的成果转化。对项目中所有创新点均做出了贡献，

为本成果论文 8，9的贡献作者。

2019 年获河北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排名第 1

2 张晓炜 主治医师
河北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

负责基于混合纳米胶束制备技术的新型医院制剂开发方

法的总体设计及指导，为本成果论文 6的贡献作者。
无

3 陈宇婷 讲师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

负责扁柏黄酮在大鼠体内、肝微粒体以及肠道菌群的所

有代谢产物鉴定，应用薄膜水合法制备混合胶束的试验

操作，本成果论文 1，6的第一作者，2，4的贡献作者。

无

4 冯雪 助理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

院
河北医科大学

开展了穗花杉黄酮在大鼠体内、肝微粒体以及肠道菌群

的所有代谢产物鉴定，应用薄膜水合法制备混合胶束的

试验操作，为本成果论文 2的第一作者，1，4，6的贡献

作者。

无

5 于静 副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负责基于医院制剂质控方法建立和初步药效基础研究的

总体设计和指导，为本成果论文 8，9，10的通讯作者。

2019 年获河北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排名第 3

https://jour.dayi100.com/searchJour?sw=%E8%B5%B5%E5%AA%9B%E5%AA%9B&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ayi100.com/searchJour?sw=%E4%BA%8E%E9%9D%99&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ayi100.com/searchJour?sw=%E6%9D%A8%E7%90%B3&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ayi100.com/searchJour?sw=%E9%99%88%E5%A8%81&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ayi100.com/searchJour?sw=%E5%91%A8%E6%98%A5%E5%8D%8E&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ayi100.com/searchJour?sw=%E5%91%A8%E6%98%A5%E5%8D%8E&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ayi100.com/searchJour?sw=%E7%8E%8B%E7%8E%B2%E5%A8%87&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6 王玲娇 副主任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负责建立医院制剂的质控方法和制剂工艺改进方法，为

本成果论文 8，10的第一作者，9的贡献作者。

2019 年获河北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排名第 5

7 刘红淼 主任中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负责建立名老中医方的质量控制方法，本成果论文 7的
第一作者.

无

8 李路亚 初级中药师
河北医科大学

第四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负责枝莲清肝胶囊（活性提取物成分半齿泽兰素）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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