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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及专利申请人
申请现状与分析
梁凯桐，刘子志*
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目的

从专利文献中了解以化橘红作为原料的中药专利及申请人申请现状，为有意进行化橘

红药物研发及产品服务的医药人员及相关人员提供参考。方法

以“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的生物医药行业专利库作为数据库，以专利信息分析法为分析方法，以时间序列法作为统计方
法，通过从申请概况、主要申请人、合作申请这 3 个角度，分析化橘红中药专利及申请人申请现状。
结果

共计检索到相关专利 686 件。申请概况方面，以化橘红作为原料制成的中药处于技术成长期；主

要申请人方面，申请量最多的申请人为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专利申请战略值得借鉴。作为
原产地的茂名市已形成关于化橘红药物研发的产业链；合作申请方面，缺少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的合
作。结论

与其他中药材相比，化橘红在中药复方制造中使用频率不高；主要申请人在专利战略运用上

的意识不够；科研单位、高校的研发能力尚未得到足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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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TCM Patents and Applicants for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as
Crude Material
LIANG Kai-tong, LIU Zi-zh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TCM patents and applicants for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as crude material from patent literatur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medical and relevant
personnel for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and product service of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Methods Biomedical
industry patent library of Guangd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 Information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was
set as database. Taking the method of patent information analysis as th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time series
method as the statistical method,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TCM patents and applicants for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was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application overview, main applicants and cooperation
applic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686 related patents were retrieved.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overview, TCM with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as crude material was in the technological growth period; In terms of main applicants,
the largest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the application was Guangzhou Wong Lo Kat Pharmaceutical Co., Ltd., and
its patent application strategy was worth learning. Maoming, a city of origin of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formed an industrial chain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In terms of
第一作者：梁凯桐，E-mail: 420274236@qq.com
*

通讯作者：刘子志，E-mail: dshlzzh@gzucm.edu.cn

• 20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eb. 2018

Vol. 42

No. 1

cooperation application, there was lack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othe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shows low using
frequency in TCM compounds; The main applicants have not got enough awarenes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patent strate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developed.
Key words: TCM informatics; condition of applicants; analysis on patent information; Citri Grandis
Exocarpium; patent
化橘红（Citri Grandis Exocarpium），别称化州

年 1 月 20 日；最后在“IPC（国际专利分类表）分

橘红、柚皮橘红、化州陈皮，主产地为广东化州

类导航”一栏，以第一次检索结果所涉及的有关药

市，具有散寒、燥湿、利气、消痰之功效。据中国

物的 IPC 分类号 A61K、A61P、C12G、A61L、

药材总公司初步调研，国内外市场化橘红年需求量

A23F、A23L、A01G 为检索项进行二次检索，对第

在 300 万～500 万 kg，属于理气化痰常用大宗中药

一次的检索结果进行查准。

[1]

采用 Excel 2010 建立

材 。2016 年 12 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广

1.2.2 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

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中将化橘红列为保护对

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录入。本研究将分为申请概

象，并且强调对其集中分布区域可设立地方级自然

况、主要申请人、合作申请 3 部分内容进行统计与

保护区进行保护，要求推动多方建立化橘红生产、

分析。

栽培标准。结合药材的需求量和政策保证药材的供

2 结果

应量两方面，化橘红的产品开发有着非常广阔的市

本研究检索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0 日，由于专
利从申请到公开一般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2016 年

场前景。
专利制度作为避免他人仿制冒用及帮助专利权

下半年才申请的部分专利没有来得及公开，而没有

人在一定期限内获取最大利益的有力武器，对以化

公开的专利不会出现在专利数据库当中，导致 2016

橘红作为原料之一的中药产品开发有着极为重要的保

年的数据为部分缺失的不完全统计。

护作用，而专利分析也是竞争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
[2]

经过剔除标题相同、专利权人转移后重复显示

部分 。因此，本研究分析申请日从 2000－2016 年

以及重要性不大的外观设计专利共 29 件，最后得出

化橘红中药专利申请人现状，对有意进行以化橘红

有效发明专利文件 686 件，其中未获得授权的发明

为原料之一开发中成药等其他产品的专利申请人制

专利 601 件，曾经或现在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171

定申请化橘红中药专利战略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件，授权率为 22.03%。

1 资料与方法

2.1 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概况

1.1 研究对象

2.1.1

不同年份申请数量

据表 1 可知，进入 21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化橘红”作为原料之一

世纪后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量时间趋势

的中药专利文献以及这些专利文献中涉及的申请

分为 3 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申请量萌芽期（2000－

人、主要申请人、合作申请情况等重要信息。

2006 年），从 2000 年第一件专利“一种气管炎茶

1.2 研究方法

剂及其制备方法”开始，这一时期专利申请量呈现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作

缓慢上升态势，并在 2006 年突然达到峰值 44 件；

为岭南中药材的化橘红中药专利情况，本研究以

第二时期为申请量平稳下降期（2006－2010 年），

“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作为专

以 2006 年作为转折点，这一时期专利申请量又出现

利文献的数据来源，进入其生物医药行业的专用数

逐年滑落的趋势；第三时期为申请量高发期（2010－

据库进行检索，在行业数据库“表格检索”一栏，

2016 年），这一时期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在 2015 年

“权利要求书”检索项中，检索关键词为：化橘红

更是达到了最高的 144 件。

OR 化州橘红 OR 柚皮橘红 OR 化州陈皮 OR 毛橘

2.1.2

红，申请日限为 2000－2016 年，公开日、申请人、

的中药专利申请人数量大致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从

发明人等检索项均未作限定条件，检索时间为 2017

2000－2011 年，每年的申请人数量不超过 16 人，

1.2.1

数据来源与检索方式

申请人数量

据表 2 可知，以化橘红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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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同时期专利申请量趋势大致一致，这说明从

要申请人。

1993 年我国实施对药品的专利保护以来，一直到

2.2.1 主要申请人排名及申请量

2011 年，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一直处于技术

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申请人是广

萌芽期；从 2012 年开始，随着国家中药材种植扶持

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量达到 34 件；其

项目的逐步展开，道地药材的供应量逐渐得到保

次是天津中新药业研究中心的 14 件与天士力制药集

障，许多省份的以道地药材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12 件；其余主要申请人的申请量

量呈现增长趋势，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也不

均少于 10 件。结合表 1 可知，虽然申请人数众多，

例外，申请人数量从 2012 年的 44 人迅速上升至

但是真正突出的申请人却不多，说明这一领域的申

2016 年的 100 人，与申请量趋势相一致，证明对道

请呈现人数众多，但突出申请人少的局面。

地药材道地性、种植、活性化学成分研究的逐步深

2.2.2

入，让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进入技术成长

解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主要申请人的申请现

期。可以预见，随着 2015 年国家中药材保护与发展

状，本研究以平均专利维持时间作为指标，对主要

规划的颁布以及中药材种植补贴政策的施行，在有

申请人专利维持能力进行深入分析。

充足的化橘红供应量的情况下，该方向的申请人及

主要申请人平均专利维持时间

专利申请数量及平均专利维持时间

表 1 2000－2016 年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量统计（件）
专利申请量

为进一步了

表 3 2000－2016 年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主要申请人

申请量将会持续平稳增长。
年份

据表 3 可知，以

年份

专利申请量

序号

专利申请数

平均专利维持

量（件）

时间（年）

专利申请人

2000 年

1

2009 年

10

1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

11

2001 年

7

2010 年

12

2

天津中新药业研究中心

14

1

2002 年

5

2011 年

31

3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6

2003 年

9

2012 年

62

4

化州市绿色生命有限公司

10

10

2004 年

11

2013 年

77

5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10

7

2005 年

9

2014 年

121

6

广州绿色生命药业有限公司

9

8

2006 年

44

2015 年

144

7

杨立珍

9

2

2007 年

26

2016 年

103

8

杨孟君

7

16

2008 年

14

9

中山大学

6

8

合计

126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6

9

合计

560

注：2016 年由于缺少部分相关专利的申请数据，因此为不完全统计
表 2 2000－2016 年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人数量（人）

10

司达仁堂制药厂

由表 3 还可知，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平

年份

专利申请人数量

年份

专利申请人数量

均专利维持时间最高的企业是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

2000 年

1

2009 年

10

有限公司的 11 年，其与化橘红有关的中药专利主要

2001 年

2

2010 年

8

围绕其拳头产品“保济丸”的升级产品进行申请；

2002 年

3

2011 年

16

平均专利维持时间最低的企业是天津中新药业研究

2003 年

6

2012 年

44

中心，该企业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植物提取物产品和

2004 年

10

2013 年

60

对照品的开发研究，共申请 13 件与化橘红有关的中

2005 年

9

2014 年

95

药专利，然而平均专利维持时间≤1 年，说明其专

2006 年

13

2015 年

98

利实际推广价值不大。化橘红主产地广东省的 3 个

2007 年

14

2016 年

100

企业的平均专利维持时间至少＞6 年，其中化州市

2008 年

10

合计

68

绿色生命有限公司从事化橘红的种植服务，广东化
合计

431

注：2016 年由于缺少部分相关专利的申请数据，因此为不完全统计

2.2 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主要申请人
本研究选取申请量排名前 10 位的申请人作为主

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以及广州绿色生命药业有限
公司从事化橘红的中药产品研究与生产，证明当地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高度重视化橘红产业链所带来
的经济利益，非常注重化橘红的种植以及相关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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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研发。

化橘红中药专利申请量虽然总体上保持增长，但其

2.3 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合作申请情况

增长率比不上山药 [4] 。另外，与云南的著名道地药

合作专利是指由 2 个或 2 个以上主体合作申请

材三七相比，无论是申请量还是申请人数上都处于

的专利。根据日韩等国的经验，其制药企业通常采

劣势，以三七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量一年最高达

取合作创新的方式来开发中药（植物）产品，从而

到 821 件，是化橘红方面最高一年申请量的 5 倍以

缩短药品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最终实现新药

上 [5] 。究其原因在于云南省政府及中药企业早就针

研发效益的提升和市场化 [3] 。因此，申请人之间的

对三七道地药材进行质量标准的制定以及大规模的

合作对提升化橘红药用价值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专利数据分析，及时掌握现有技术，从而更好地进

由表 4 可知，现阶段国内申请人以合作形式进

行种植与开发。因此，本研究建议广东省有关部门

行专利申请的数量并不多，在总数不多的情况下，

必须加快进行与化橘红相关的中药专利数据分析，

主要模式是企业与企业合作，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

从专利角度了解化橘红在当今中成药中的使用趋势

的次数极少。在企业与企业的合作模式中，广州市

以及提取物用途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掌握现有技

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

术，促进化橘红作为岭南道地药材的药用价值。

公司、江西青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与江西山香药业

3.2

有限公司的合作专利次数最多，数量均达到 3 件；

原料的中药产品专利保护网的意识

主要申请人缺乏通过专利战略打造以化橘红为

在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模式中，江苏省中医药研

从表 3 可以看出，主要申请人中只有 3 位申请

究院与南京开来医药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

人的平均专利维持时间≥10 年，其他主要申请人因

专利合作申请是化橘红中药专利申请里面仅有的科

为没有支付专利维持费用或其他原因在 10 年之内就

研单位与企业合作的例子，这说明我国企业及科研

使专利失效，其中既有专利本身推广价值度不高的

单位还没意识到合作模式对挖掘化橘红的经济价值

原因，还有专利战略运用不当的原因，辛苦研发出

与药用价值所带来的好处。

来的中药产品并申请了专利，却因为没有及时为其

表 4 2000－2016 年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合作专利申请情况
专利申请人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

合作申请

市场没有“用武之地”，这是非常浪费研究成本的

专利次数

事情。因此，本研究认为申请人在申请以化橘红为

3

原料的中药产品专利时，一定要及时就其剂型甚至

合作者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外围专利而导致大量仿制药和改进药以致其在

外观设计包装申请专利，如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

公司
江西山香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3

限公司打造“保济丸”升级产品的专利网就是一个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南京开来医药科技开发有限责

2

成功的例子，其以化橘红为原料的中药专利申请主
要以“中药新制剂型”以及“中药制剂制备方法”

任公司
刘洪军

韩丽娜

1

进行搭配申请，且这一系列专利申请均围绕其著名

华宝食用香精香料（上

无锡华海香料有限公司

1

产品“保济丸”进行改良申请，开发出“保济口服

海）有限公司

液”以及“儿童保济口服液”等新产品，不仅获得

3 讨论与建议

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因为其良好的疗效获得

3.1

市场及消费者的佳评。据统计在对其改良剂型及产

专利申请量与其他中药材专利申请量相比明显

不足，使用频率不高

品申请专利保护之后，新的升级产品使该公司药品

化橘红作为比橘红具有更好疗效的中药材，在

系列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8.66%。与此同时，王老

最近几年才逐渐受到申请人的重视，其申请趋势在

吉“保济丸”专利保护网的形成也减少了其他制药

2011 年开始才大幅度提升，这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厂通过改变剂型仿制冒用该药的可能性，其经验值

但是，与其他中药材的发展趋势相比，化橘红中药

得其他意图开发化橘红相关中药产品的医药企业的

专利的增长势头还是处于落后的位置，如与山药的

借鉴。

中药专利申请量相比，化橘红中药专利申请量还不

3.3

足山药领域的一半，而且从增长率而言，山药中药

优势尚未体现

专利申请量以大概每年 20%的速度持续增长，相反

合作专利申请量较少，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的
合作开发并申请专利的作用主要在于整合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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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主体的资源，提高专利授权的成功率，提高专

器，能够帮助实现从中药研发到产品成型，最后投

利的维持时间，对维持市场的竞争力是一项极有针

入市场的对接，因此其作用不容小视。另外，专利

对性的手段，对于开发周期长以及投入经费比较多

本身也是一种科技文献，能够更好地掌握一些平时

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赚回研发成本的中药制造业来

看不见的市场信息，如本研究从专利的申请量及专

说更是如此。当然，部分学者可能会认为科研单位

利维持时间可以看出哪些申请人在化橘红的使用及

取得专利后在以专利权转让的方式转让出去不是更

制备上具有优势，加上国家越发重视中药材的种植

能发挥科研单位的研发能力吗？但是，专利权转让

与产品推广，结合专利信息的视角同样能够对中药

的方式显然缺乏企业研发人员与科研单位研究人员

材市场进行分析，因此不难看出专利制度与中药材

之间在研发上的合作与交流，这种单独研发方式不

相关中药产品的结合将会越来越紧密，这也更有利

适应当今产学研合作的趋势。因此产学合作不仅是

于维护中药材的市场秩序，通过专利信息公开而避

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引擎和加速科技成果商

免重复研发。

业化的有效途径，更促进了科研人员间显性和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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