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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调剂工作中的处方与工艺的讨论

金自荣(深圳）

时已临近冬季，膏方在医疗机构里的调剂制作正在展开，值此 2019 年全国中医

药大会已召开之际，想借此文，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中有所参考作用。

一、处方：膏方在临床应用时，处方常依据方剂学中的膏方方剂或药典成方制剂

中的方剂，以及医师临床处方，我以为一律使用医师临床处方为好。这样做，不仅更

符合服用者个体用药所需，更符合处方书写规定，也为临床处方的调剂工作提供了依

据。以下以“黄芪健胃膏”(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1470 页)为例:

[处方] 黄芪 407g, 白芍 244g, 桂枝 122g,生姜 122g,甘草 122g,大栆 122g

[制法] 以上六味，生姜、桂枝用水蒸气蒸馏提取挥发油；蒸馏后的水溶液收集备用；

药渣与其余黄芪等四味加水煎煮二次，每次 2 小时，合并煎液并与蒸馏后的水溶液合

并，滤过，滤液静置，倾取上清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 1.18～1.20（摄氏 80 度）的

稠膏，另取饴糖 814g 制成糖浆，加入稠膏，搅匀，继续浓缩至规定量，待冷，加入

苯甲酸钠 3g 及上述挥发油，搅匀，制成 1000g，即得。

[功能与主治] 补气温中，缓急止痛。用于脾胃虚寒所致的胃痛，症见胃痛拘急、畏

寒肢冷、喜温喜按、心悸自汗；胃、十二指肠溃疡见上述证候者。

[用法与用量] 口服，一次，15～20g，一日 2 次。

上述是中国药典中的成方制剂。根据上述有关数据，亦可以解析转化成临床上

的处方（即日剂量处方）。具体解析过程如下：将处方中药味的重量，除以该方制成

的成品重量（或数量，如片、粒、毫升数），乘以每次服用的剂量和一日的次数，即

等于该药味的一日剂量。以上述处方为例，方中黄芪的一日剂量为：（407g÷1000g）

X（15～20g/次）X2 次/日=12.2～16.3g/日。如以每次成品服用 20g 为标准，则该方

的处方是：黄芪 16.3g，白芍 9.8g，桂枝 4.9g，生姜 4.9g，甘草 4.9g 大栆 4.9g

辅料：适量（为一剂）。制成膏方，依方共调剂制成 N 剂（膏方）。一日一剂，分 2 次

服用。

临床调剂工作者，可根据药味的日剂量与总剂数计算出调剂时的大处方，并称

取饮片；或根据已配方好的每日饮片混合投入调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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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解析转化成临床（日剂量的）处方时，临床医师能清楚掌握方中每味中

药的日剂量，结合服用者具体情况，可以进行必要的随征加减，实现一人一方，并预

设用药疗程，真正体现中医临床工作者的工作价值，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与治疗疾

病中的作用。因此可见，依据临床处方调剂制作膏方的必要性。将方剂学中或药典中

的成方制剂处方，解析转化成临床医师处方时，可能需要药师协助临床医师才能完成。

由于许多膏方处方源于古籍，既使在药典中收载的膏方方剂，由于制作过程中

的许多不确定因素，致使处方按制法最终制成的成品数量往往有不确定性，影响到药

味日剂量的计算。对于这种情况，在处方解折过程中，有时经验可供参考，必要时做

一次小样试验，也可借此推算出大概的药味剂量。好在常用中药都有“有效剂量”的

一定范围，并有相应方剂参考，适当的选择，并在今后临床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也

是可行的。

二、工艺：膏方在成方制剂生产与医院临床调剂制作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工厂

生产时，是固定处方、大批量生产，工艺固定；而在医院调剂制作时，是临时处方，

一次性调剂制作，数量有限，工艺灵活以实现功能与主治为目的。因此提出以下方面

与同行讨论。

1.根据处方与总剂数，先设计出一个调剂成品的总量，一般以毫升数为宜。

做膏方前要预设一个调剂成品的总量，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人不理解，或认为不

可能。无论制剂生产或是调剂配制，如果同一张处方，最后的成品数（或重量、体积）

不同，病人服用数量就会不同，就会让病人产生诸多疑惑；而且产品的质量控制就无

法用数字表述。当在工厂生产时，由于坚持传统，许多因素无法控制，有时产品以相

对密度来控制生产最后的成品数，有的临床调剂也采用了这种办法。但这种现象在工

厂生产、产品标准中正在改善，而在临床调剂工作中理应更快得到解决。

在临床调剂制作膏方时，可以参考一次服用膏方 10-20mⅠ，一日 2-3 次的办法，

对待调剂的膏方根据处方要求，做最后的选择确认，当然也可根据本单位发放膏方时

的标准计量匙体积，来计算总的调剂制作膏方的量。还需考虑到膏方包装一般都是多

剂量包装，服用者多次取量服用时，会因增量而不能维持到疗程最终的现象，因此在

理论的总调剂数量的基础上，增加 10%（以内），并一并分装到多剂量包装瓶中是有必

要的。一般在处方中，饮片的日剂量总量偏小时，可选择一次口服 10mⅠ，而饮片日

剂量总量软大时，可选择 20mⅠ，这种预估的方法，计算总的调剂制成品的总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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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中的提取问题：

膏方在制作过程中，常见的是对中药饮片加水（或其它溶剂）进行煎煮提取，

这是制作膏方关键性的操作步骤。因为涉及到有效成分能否经过提取操作最大程度的

转移到水（或其它溶剂）中，而所用的水（或其它溶剂）的量的多少又与以下工艺操

作息息相关，例如浓缩时间的长短、溶剂的回收操作等等。在工业生产中，提取工艺

过程，往往是经过正交试验来确定的，那临床处方的调剂制作过程中又应以什么标准

来指导该工艺过程呢？常见到的是预设计了一个多次、长时间的煎煮方案。我建议，

既然煎煮的目的是为了浸出其中的有效物，是否可以参考一下国家对浸出物的测定方

法的规定，即中国药典 2015 年版四部中的“浸出物测定法”（p202）；以及参考中国

药科大学药剂教研室：药剂学（第三版）p671，煎膏剂（膏滋）一节。如将上述两篇

标准方法与文献综合，我建议的方案要点是：

（1）将制作中的饮片先行混合粉碎制成粗粉（粒径 850um），加水冷浸过夜。注：

为什么是冷浸？一，因为中药材中含水解酶，冷浸（摄氏 2～10 度）时，不致水解酶

恢复活性，水解含酯链的（如苷这类）活性成分。二，冷浸条件下，对植物细胞及细

胞壁细胞膜的影响作用一时还讲不清楚，但常用中药中的山茱萸、山药、川牛膝、丹

参、巴戟天、白鲜皮、半夏、地黄、熟地黄、百合、红花、麦冬、白芥子、苦参、明

党参、鱼腥草、黄芪等的水溶性冷浸出物被药典列为药材饮片特征，对于从事提取工

作的中医药工作者，不能不引起关注。例如，生、熟地的水溶性冷浸出都不得少于 65.0%，

从事过该药味的提取工作过的人，都应该对此数据刮目相看吧。

（2）建议煮提过程中，加入的水要适量（应高出物料适当），以多次萃取（微沸

煮提）为原则，首次煎煮以 1 小时为宜，以后每次半小时；并在每次煎煮后压出药渣

中的余液后，再加水进行下一次煎煮。压出的方法可采用减压真空抽滤的方法，或采

用简易可行的压榨机，甚至是直接在煎药机中加石制的重物（如 10kg）压榨的方法。

为了压榨或真空操作的需要，可将中药粗粉在冷浸开始就装入到无色的纯棉布袋中，

进行以后的各步工艺操作，这样方便物料转移，减少不必要的细微固体物的滤出，以

及压榨和真空操作中减少空隙。（因此建议该布袋是园底型，直径与煎药罐等径，必

要时一个批量的物料可分装在 2～3 个布袋中）。压出药渣中的余液是必要的，当再加

水进行煮提时，在中药粗粉粒周围就形成了较高的浓度差，将有利于充分发挥提取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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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剂中药往往在 100-200g，以 30 天（剂）计，饮片总重在 3-6kg 左右，如

有 20L 的煎药机大约可行操作。

（3）煎煮提取工作“终点”的掌握。煎煮在进行到第三次结束后，将煎煮液连同

压出的余液混合后，进行溶液中内含物的测定。先测量溶液的体积与重量及温度，可

粗略的与同体积同温度的纯水比较重量（可通过查阅不同温度条件下水的密度表计

算），其差值可认为是内含物的重量。也可通过快速取样烘干水份测定内含固体物的

方法来计算出内含物的总重量。当该总重量在饮片总重量的 1%以下时，（即提取率 1%

以下），我以为再继续煮提工作意义已不大了。理由是，根据个人经验，可以粗略的

认为，混合饮片粗粉的总提取率一般在 10%以上，如再继续煮提，连同增加的浓缩成

本，工艺成本的增加已显得意义不大。

将全部煎煮提取液合并，静置，备用。

3.工艺中加入细粉的问题：

在膏方中加入处方中的药味细粉，是传统的工艺方法。例如，在《胃肠复元膏》

（见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p1173）中加入的大黄（生）细粉达 10%以上，凭借生大

黄发挥泻下攻积、活血化瘀的功能为全方君药。如将生大黄入汤则全方功效差矣。中

药里以细粉或最细粉乃至极细粉入药（制成制剂）是一种重要的制药方式，有不少药

味专以粉末入药。这种工艺上的不同形成了中药制剂的两种基本工艺，即浸出工艺和

粉末工艺。在膏方中以往常以贵重药材粉碎成细粉入药多见。如按现代粉末工艺使用

情况，除传统的须以粉末入药的药味外（比较集中在开窍药与虫类药），常见为保留

挥发性成分，而将方中部分辛类药打粉入药；对一些难以用浸出法提取出有效成分的

药味，也采用将药味直接打粉入药的方法制剂，这应该引起中医药工作者的关注。在

膏方生产或调剂制作时，药典规定”一般应加入细粉”入药。

如何将中药粉碎成细粉（过 100 目，粒径 150um），最细粉（120 目，粒径 125um），

极细粉（200 目，粒径 75um），其实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常见的中药粉碎机，如在出

料口采用筛板上筛孔控制时，我所见到的筛孔的直径往往在 200um 以上，出来的中药

粉末能达到 80 目（180um）就不错了。因此，现在往往用金属筛网来控制所加工粉末

的粒径；或利用不同粒径的固体物在气流中悬浮力不同，采用在吸纳管道中安装多个

集粉袋，分别收集粉末的改进型，其效果与性价比还有待观察。值得注意的是，还有

一类粉碎机，是通过机内金属件的相互撞击来粉碎物料，此时必然将撞击脱落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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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料；既使无金属件的相关撞击，但如仔细检查粉碎机内金属的传动件有严重的

磨损现象，磨损的金属脱落物有污染物料的完全可能时，出于职业道德，必须对物料

在粉碎前后作对比金属含量检查，检查的项目应不少于：铅、镉、汞、砷、錫、镍、

铬。如经该机粉碎后，上述含量明显增加，应对照国家“中国食品污染物限量规定中

的重金属限量标准”检查，当增加值严重超标时，应当自觉摒弃使用该设备，保障人

民身体健康，以免触犯法律。

根据作者实际工作经验，在中药粉碎技术操作中介绍一种新的操作设备：高速分

散剪切机。

由于作者近两年一直关注纳米技术在中药制剂工作中的应用，接触到一家美国公

司的高压均质机及其全套设备，其中就包括了前处理设备：高速分散剪切机。该设备

的工作原理，设备参数，在本文最后附上。（需说明不是推銷设备，而是借此说明设

备的先进性及应用的合理性）该公司开发此设备是因为，进入高压均质机的固体粒径

需小于 50～100um，为此研发了该设备配套使用。

该设备适用于在液体环境中的固体物粉碎（此时称为分散），由于定转子间距为

500um，因此中药物料只要预粉碎到 50 目（355um）以下粒径时，便可与剂型中的溶

剂（如水）混合后，用该设备进行分散（粉碎）到所需粒径。粒径可运用数码显微镜

进行观察，控制操作终点。有经验的人，通过目测在水中固体物微粒大小形态，还是

可以区分是否达到细粉标准的。

4.工艺中使用的辅料与（收膏）调剂成型的问题：

膏方在生产或调剂中使用的辅料有：药典通则中指出有炼蜜或糖（或转化糖）；

在药典收载的 8 个膏方中有：蔗糖、红糖、饴糖、饴糖糖浆、炼蜜，以及山梨酸、苯

甲酸钠、枸橼酸、香精等。我的理解，传统的膏方以炼蜜、蔗糖（或饴糖）为主要辅

料，现代膏方辅料中，根据需要又添加了许多口服液体用的辅料。其功能作用在此不

作介绍，但蔗糖有必要介绍一些有关知识：1kg 的蔗糖如要溶于水，这个水的量不得

少于 0.53L，而全部溶解后这个水的体积又会增加 0.65L。这个数据的意义在于，你

若要在浓缩液中添加 1kg 的蔗糖，则浓缩液不得少于 0.53L，而待加热溶化后，体积

会增加出 0.65L。这在用蔗糖来收膏时，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中药膏方的收膏工艺相当于制剂的成型工艺，在生产或调剂过程中应严格掌控总

量控制，即要兑现上文中所说的“调剂成品的总数”。首先涉及到所拟用的辅料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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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有无数量要求（有时对炼蜜有数量要求）；对此倒算出本方中的”浓缩液”体积

应该是多少为宜；当提取液体积超出允许范围时，就应加热浓缩（挥去多余水份）的

方式以达到预期值。趁热添加收膏辅料并不断加热搅拌后，大多数体积是相加的，饴

糖会略达不到相加值，而蔗糖则需要进行估算，综合应用辅料特性以求接近总量；待

放冷至 30-40 摄氏度时，添加适量辅料至足量，应用高速分散剪切机搅拌均匀即得。

在该项操作中，有两件器具是必备的：（1）自制的体积刻度尺。该刻度尺是依据

煎煮液收集桶和调配桶（罐），每单位体积时的液面高度，用割刀在不锈钢棒上刻画

制作而成。（单位体积液面高度可经计算并实测复核）该尺用于垂放于桶底，通过观

察刻度线得知桶内液体（以水为主）体积。（2）高速分散剪切机。在整个操作中，适

用于不同粘度、不同相之间的物料混合，达到完美的均匀程度。完全代替了传统的搅

拌捧、搅拌漿的作用。

对于在膏方中需加入的中药细粉，可在添加前，将小于 50 目粒径的中药粉末，

添加到适量的新鲜煮沸放冷的纯化水中，用高速分散剪切机处理到适用的细度，在膏

方放冷后，随最后添加的辅料一并加入膏方中，应用高速分散剪切机充分搅拌均匀即

得。

美国 PhD 高速分散剪切机及其高压均质机，是进入我国较早的一批高科技分散技

术设备，在制药界目前主要用于脂质体、乳剂、混悬剂的研发与生产，已有 500 多家

药企、高校、医院已在使用。设备使用残留重金属有检测报告，有相关的 FDA 认证书。

对于众多的中西制药工作者，也许高速分散剪切机更值得引起重视。该设备不仅

在制造乳剂、混悬剂、胶浆剂等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工艺方法；甚至于对需要进行高

分散度的操作也提供了一种方法，例如对需要高度分散均匀的固体药物，可考虑将微

量的固体药物与粘合剂（如淀粉浆）用该设备充分混匀，再与其它固体物料混匀制成

颗粒……

在中药膏方生产中，不仅提供了对中药进一步粉碎的技术（是否有点像”水飞”）；

对不同粘度、不同相（如固/液）的物料混合均匀的技术；也提供了对某些辅料加入

的新的技术方法。膏方在剂型外观上有类似于胶浆剂之处，许多辅料是可以通用的（当

然均应符合中国药典），不妨建议有兴趣者，与之交流互鉴，应用可直接加入的该设

备技术，在几乎不改变体积的情况下，制备出既有凝厚之感，又有易流动、色香味俱

佳的膏方产品。



7

三、膏方这个剂型的发展方向：

膏方既源于浓缩汤剂，就带有汤剂的治疗特点；膏方中添加的中药又赋予了丸散

粉末制剂特征，即水可溶性的有效成分与水不可溶性的有效成分均可集一剂之中，这

不能不引起中医药工作者的注意。

很现实的例子，就是中医临床上可以采用汤剂经典方为基础方时，随证加入的药

味常以粉末入药者，可制成膏方以细粉入药；或以丸散剂经典方为基础方时，又感药

力不足，又限于丸散剂一剂药量限制，此时可能的话，不妨将加味制成浓缩汤，原丸

散药味以细粉调剂制成膏方。此时的膏方已不仅限于滋补调理，可能更适用于慢性病

的治疗。

此文难免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所述的内容，如有部分可供你参考的，就算对

中医药的传承和开放创新发展出了点力了。（2019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